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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最新消息請看 ***課程檢索*** 

1090901 更新 

課程名稱 選課代號 日期/教室/老師 

性別差異與性別平等 3191 (一)03-04 人 502 尤惠貞 

iOS APP 程式設計 3176 (一)03-04 圖 114_RTC 陳重宏 

世界建築專業旅行規劃 3203 (一)06-07 人 408 宋玉真 

劇場實務 3175 (一)06-07 人 604 廖惇根 

生活化的敏捷專案管理 3720 (一)08-09 人 402 郭廸賢 

藝術與科技 3195 (一)08-09 資電 B13 廖惇根 

iOS APP 程式設計 3177 (一)08-09 圖 114_RTC 蔡國裕 

創業創意營運管理 3180 (一)09-10 商 301(電腦實習室) 魏彰志 

創意運動英文學習 3192 (一)10-11 體館 301 王鈺琪,王亭文 

音樂劇演唱技巧 3201 (一)11-12 人 1003(通識沙龍) 陳思照 

3D 動畫虛擬實境實作(I) 3186 (一)11-12 工 319(電腦室) 陳淑慧 

劇場與影像設計 3202 (一)11-12 資電 B14 蘇曉青 

專利撰寫實務 3174 (二)03-04 人 608 陳淑慧 

智慧綠台灣 3171 
(二)03-04 人 B117A 陳上元,謝銘峯,林葳,朱

正永 

表演與劇場 3708 (二)03-04 忠 B02 多功能教室 劉仲倫 

歐洲舞台藝術表演 3165 (二)06-07 人 1003(通識沙龍) 莊慧淨 

消費行為與新產品企劃 3169 (二)06-07 人 502 湛明暉 

從人類學看世界 3198 (二)06-07 人 608 陳玉苹 

培育 3D 設計夢想號學生大使 3179 (二)06-07 紀 302(電腦實習室) 陳上元 

數位音樂創作 3722 (二)08-09 人 1003(通識沙龍) 莊慧淨 

職涯發展磨課師 3721 (二)08-09 人 502 郭廸賢 

永續發展目標專題 – 智慧綠色協作 3729 (二)08-09 人 702 薛珍華,朱正永 

書法的臨摹與應用 3189 (二)08-09 圖 116 游翰堂 蕭世瓊 

體育玩很大：創意運動課程設計 3196 (二)10-11 體館 301 王亭文 

美好時光，社群聚場 3170 (三)03-04 人 1003(通識沙龍) 李舒亭 

卓越領導力 3695 (三)03-04 人 401 翟本瑞 

基礎影音製作 3193 (三)03-04 人 706 李建成 

舞台道具製作 3182 (三)03-04 人 708 耿晧剛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到東南亞環境管理專

題 
3173 (三)03-04 資電 B14(電腦室) 黃青雲 

王羲之手札賞析與臨摹 3725 (三)03-04 圖 116 游翰堂 洪健豪 

亞太經合會計畫撰寫與實作 3204 (三)03-04 學 711-1 朱正永 

觀光美儀與國際禮儀 3166 (三)06-07 人 204 彭瑞芝 

事業創新 3187 (三)06-07 資電 B13(電腦室) 謝東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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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造型設計 3726 (三)06-07 圖 116 游翰堂 鄭圓圓 

觀光美儀與國際禮儀 3167 (三)08-09 人 204 彭瑞芝 

認識社會 3728 (三)08-09 語 304 薛珍華 

與產業接軌─共通核心職能培育 3740 (三)11-12 忠 302 蔡國鼎 

專案管理基礎知識培養 3168 (五)03-04 人 601 何智超 

衣藝美學與科技時尚 3199 (五)05-06 資電 B15 陳宏美 

鑽石寶石及翡翠玉石之賞析鑑定 3181 (五)06-07 人 406 黎龍興,喻家駿 

性別與新飲食文化探索 3183 (五)06-07 人 408 陳介英 

打造自我品牌─職能加值課程 3741 (五)06-07 忠 302 蔡國鼎 

敲開古典音樂之門 3185 (五)06-07 資電 515 徐作因 

衣藝美學與創新時尚 3190 (五)07-08 資電 B15 陳宏美 

彩色寶石鑑賞與珠寶事業經營管理 3194 (五)08-09 人 406 黎龍興,李建緯 

產品開發與數位行銷 3723 (五)08-09 人 408 林忠勳 

創業入門 3184 (五)08-09 商 204 徐光明 

Python 程式設計與應用 3197 (五)09-10 未排教室 薛念林 

表演與劇場 3178 (四)03-04 人 1003(通識沙龍) 郎亞玲 

創業與創新 3172 (四)03-04 人 507 蔡勝男 

智慧化環境感測多元應用 3719 (四)03-04 人 601 陳彥宏 

初階智慧型創新 3163 (四)06-07 忠 201 宋明弘 

國際視野 3727 (四)06-07 科航 701 

篆刻與生活 3724 (四)06-07 圖 116 游翰堂 洪健豪 

初階智慧型創新 3164 (四)08-09 忠 201 宋明弘 

從空間看世界 3233 (一)11-12 紀 207(電腦實習室) 簡嘉良 

智慧定位-衛星導航 3235 (一)11-12 商 106 陳建甫 

智慧生活與大數據物聯網應用 3236 (一)11-12 商 207 王銘源 

彩排與公演 3237 (一)13-14 人 1003(通識沙龍) 陳思照 

空間資訊與智慧生活 3232 (二)11-12 行政二館 104-電腦實室 吳政庭 

智慧的天空之眼 3234 (五)11-12 紀 303(電腦實習室) 郭靜怡 

春雨講堂  (一)11-12 人 202 



歌舞劇劇場創作與演出 審查中 (四)13-14 通識沙龍 

Fusion 360 設計菁英培訓課程 預定 競爭力微學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