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室更換紀錄
印製日期：2021/5/13

選課代碼 課程編碼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開課班級 更新後之上課時間/上課教室/授課教師 何時開始上課

0013 ARCH272 建築賞析 2 選修 建築專業⼀甲 (⼀)09-10 ⼈202 ⾼敬賢 2021/2/22

0977 HY204 測量學(二) 3 必修 水利與資保二甲 (四)03-04 土509 王傳益 2021/2/25

0918 CE270 結構學(⼀) 3 必修 土⽊二⼄ (四)02-04 土402A 王起平 2021/2/25

0825 ILD271 室內空氣品質檢測與綠建材 2 選修 室內設計進修四 (二)13-14 忠501 曾亮 2021/2/23

0827 ILD227 室內友善設施設計及應用 2 選修 室內設計進修四 (二)11-12 忠501 曾亮 2021/2/23

1929 CIEE606 強化學習 3 選修 資電學院碩士綜合班 (三)06-08 資電533 謝哲光 2021/2/24

1245 INEN346 作業研究(二) 3 必修 工業三甲 (二)02-04 忠305 林暘桂 2021/2/23

1229 INEN306 工程經濟 3 必修 工業二甲 (二)02-04 工303 郭修暐 2021/2/23

1140 FCME104 計算機程式－VB 2 必修 纖複⼀⼄ (二)03 語303 (二)04 行政二館104-電腦實室 李維平 2021/2/23

2731 ISTM250 電機工程基礎(二) 3 必修 普渡電資二學位學程 (二)10 語402 (四)03-04 紀110 辛紹志 2021/2/23

3632 CIEE351 資料科學基礎與實務 3 選修 資電學院綜合班 (三)10 忠307 林峰正,張哲誠,薛念林 2021/2/24

3131 ELEN201 工程數學(二) 3 必修 綜合班 (⼀)08-10 商401 陳冠宏 2021/2/22

1753 IMEM614 ⼈工智慧與產業應用 3 必修
智能工程碩專⼀學位學
程

(四)11 ⼈B119A (四)11 商301(電腦實習室) (四)12
⼈B119A (四)12 商301(電腦實習室) (四)13 ⼈
B119A (四)13 商301(電腦實習室) 鄧志峰,袁⻑安,張
淵仁

2021/2/25

2778 COHS028 華語教學實習 1 必修 華語教師學程 (三)13 資電410 王惠鈴 2021/2/24

0768 FINA350 投資學 3 必修
商學進修三學位學程甲
班

(二)11-13 商311 葉俐廷 2021/2/23

2784 EES335 工業安全 3 必修 勞工安全衛生學程 (五)06-08 理407 蘇光偉 2021/2/26

2068 COME689 專題討論 1 必修 通訊碩⼀ (二)06-07 電通503 彭嘉美 2021/2/23

1566 MATH106 微積分(二) 3 必修 ⾃控⼀甲 (⼀)03 資電102 (三)06-07 科航201 陳孝武 2021/3/8

1598 AUTO303 線性控制系統(二) 3 必修 ⾃控三⼄ (⼀)02 資電104 (五)03-04 忠207 陳孝武 20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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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 FCME235 纖維化學(二) 2 必修 纖複二⼄ (二)08-09 工303 林子楓 2021/2/23

0025 ARCH221 住宅計劃 2 選修 建築專業二 (⼀)06-07 忠B01 鄭明仁 2021/3/8

0933 CE448 營建管理 3 必修 土⽊三⼄ (三)02-04 學105 林保宏 2021/2/24

0944 CE435 公路設計 3 選修 土⽊四甲 (三)02-04 語406 楊松隆 2021/2/24

1037 ARCH784 空間感知專論 3 選修 建築碩⼀學位學程
(⼀)06-08 忠107(情境教室) 林衍良,林葳,陳文亮,曾
亮,趙又嬋

2021/3/8

0040 ILD311 照明設計 2 必修 室內設計三 (二)06-07 忠107(情境教室) 趙又嬋 2021/3/2

3558 GHUR308 佛教經典與生命教育 2 選修 通識－⼈文(H) (⼀)08-09 ⼈502 尤惠貞 2021/3/8

1620 COE110 計算機概論 2 選修 航太⼀ (⼀)11-12 科航202 劉楊倫 2021/3/8

2374 MATH261 演算法分析 3 選修 應數二 (⼀)03-04 忠206 (三)02 學519 曾勵新 2021/3/8

2374 MATH261 演算法分析 3 選修 應數二 (⼀)03-04 忠206 (三)02 學519 曾勵新 2021/2/24

0455 MGT435 專案管理 3 必修 合經二 (二)01-03 科航205 郭廸賢 2021/3/2

3044 GMIT318 職涯發展磨課師 2 選修 通識－統合(M) (二)11-12 商208 郭廸賢 2021/2/24

2252 TTM302 智慧物流 3 必修 運管三⼄ (二)02-04 資電B08 林繼昌 2021/3/2

0926 CE378 工程地質 2 必修 土⽊三甲 (⼀)08-09 學101 紀昭銘 2021/3/8

2400 SCI106 普通化學(⼀) 3 必修 環境⼀甲 (二)01-02 理404 (三)07 理413 林俊德,李書安 2021/3/2

2406 SCI106 普通化學(⼀) 3 必修 環境⼀⼄ (二)03-04 理313 (三)06 理413 林俊德,李書安 2021/3/2

2540 MSE607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學 3 選修 材料碩⼀ (二)02-04 語403 沈育安 2021/3/2

0043 ILD414 視覺與家具設計 2 選修 室內設計三 (二)12-13 忠516(建製圖室) 張婉琳 2021/3/2

1845 FLL021 第二外語（二）-日文 2 必修 外文⼀ (⼀)06-07 語404 張又華 2021/3/8

0132 ACCT451 審計學(⼀) 3 必修 會計三丙 (二)06-08 忠B01 盧鈺欣 20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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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2 MRT244 化妝品設計與風格 2 選修 行銷二 (二)06-07 ⼈707 吳姵萱 2021/3/2

3229 LC056 ⼤⼀英文(二)中級 2 必修 資電英A班 (二)06-07 資電512 周惠那 2021/3/2

3230 LC056 ⼤⼀英文(二)中級 2 必修 資電英A班 (二)06-07 資電511 陳秋華 2021/3/2

1463 ELEN203 電子學(二) 3 必修 電子二甲 (二)06-07 資電103 (三)06 語105 洪振傑 2021/3/2

3216 LC055 ⼤⼀英文(二)初級 2 必修 理英班 (二)08-09 資電511 楊捷閔 2021/3/2

2293 LAND204 土地經濟學(二) 3 必修 土管二甲 (⼀)02-04 科航201 陳建元 2021/3/8

2274 TTEM692 專題討論(二) 1 選修 運管碩二
(二)06 紀412 溫傑華,蘇昭銘,林繼昌,陳朝輝,林良泰,
楊宗璟

2021/3/8

2301 LAND204 土地經濟學(二) 3 必修 土管二⼄ (四)02-04 忠211 陳建元 2021/2/25

2302 LAND204P 土地經濟學(二)實習 0 必修 土管二⼄ (四)01 忠211 2021/2/25

2037 COME212 微處理機系統 3 必修 通訊二甲 (二)06-07 紀103 (二)08 紀207(電腦實習室) 朱嘯秋 2021/3/2

0771 FINA350 投資學 3 必修
商學進修三學位學程⼄
班

(四)11-13 商311 張吉宏,張永郎 2021/2/25

3082 GMID306 智慧生活與⼤數據物聯網應用 2 選修 通識－統合(夜)(M) (⼀)11-12 資電B14(電腦實習室) 王銘源 2021/3/8

0114 COB106 套裝軟體-ACCESS 3 選修 會計二 (三)06-08 商301(電腦實習室) 吳東憲 2021/2/24

2223 TTEM313P 作業研究實習 0 必修 運管二甲 (二)05 紀207(電腦實習室) 2021/3/2

1884 FLL366 口譯概論 2 必修 外文三⼄ (二)03-04 商301(電腦實習室) 謝宏濱 2021/3/2

2502 MSE210 材料熱力學(二) 3 必修 材料二⼄ (二)03-04 學519 (三)02 學103 孫道中 2021/3/3

2885 LC501 雅思寫作 2 選修 應用英語選修 (五)03-04 紀110 鄭安倫 2021/2/26

2537 MSE629 功能性⾼分子材料特論 3 選修 材料碩⼀ (⼀)07-09 語203 李立鼎 2021/3/8

0841 CE271 土壤力學 2 必修 營建管理進修二 (二)11-12 理407 康裕明 2021/3/2

0840 CEM280 土壤力學實習 1 必修 營建管理進修二 (二)13 理407 康裕明 20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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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ILD414 視覺與家具設計 2 選修 室內設計三 (二)12-13 忠509 張婉琳 2021/3/2

0413 STAT102P 統計學(二)實習 0 必修 財稅二⼄ (二)07-08 語406 黃彥菱 2021/3/2

0409 ACCT202P 中級會計學(二)實習 0 必修 財稅二⼄ (二)09 語406 2021/3/2

0789 ISCH602 資料庫系統與SQL語法 3 選修 創能學院碩士綜合班 (四)02-04 圖213_程式實作 李宗儒,吳威震,劉智華 2021/2/25

2246 TTEM317 智慧型運輸系統 2 必修 運管三甲 (三)08-09 紀103 林⼤傑 2021/3/3

2253 TTEM317 智慧型運輸系統 2 必修 運管三⼄ (三)06-07 紀103 林⼤傑 2021/3/3

1601 AUTO618 最佳控制 3 選修 ⾃控碩⼀ (三)02-04 資電306 林昱成 2021/3/3

0788 ISCH603 ⼤數據專題與案例分析 3 選修 創能學院碩士綜合班 (三)02-04 資電418 李宗儒,吳威震,王銘宏,劉智華 2021/3/3

3588 EEEN665 電波專題製作 3 選修 電機碩二 (⼀)11-13 資電330 洪天富 2021/3/8

1867 FLL497 日語聽力(⼀) 2 選修 外文二 (二)06-07 資電104 楊謦綺 2021/3/2

0031 INND343 社群網絡與設計策略 2 選修 創新設計三 (四)06-07 忠107(情境教室) 謝銘峯 2021/3/4

2216 TTEM101 運輸學(二) 2 必修 運管⼀⼄ (四)06-07 紀409 蘇昭銘 2021/3/4

1080 MCAE208 計算機程式 3 必修 機電二丙
(⼀)06-07 語406 (三)04 資電125(電腦實習室) 劉明
山

2021/3/8

1123 MCAE657 微機電系統導論與製程 3 選修 機械碩⼀ (二)02-04 工520 劉顯光 2021/3/2

3016 GMIE326 舞台道具製作 2 選修 通識－統合(M) (四)09-10 ⼈502 耿晧剛 2021/2/25

3152 LC055 ⼤⼀英文(二)初級 2 必修 商英A班 (三)01-02 資電B04 王柏婷 2021/3/3

1789 ECON102 經濟學(二) 3 必修 財精⼀學位學程 (五)02-04 語307 吳紀瑩 2021/3/5

1790 ECON102P 經濟學(二)實習 0 必修 財精⼀學位學程 (二)06-07 ⼈703 周蓉渝 2021/3/2

1603 AUTO677 醫學儀表與量測 3 選修 ⾃控碩二 (三)11-13 資電502 許濬麟 2021/3/3

1369 IECS715 作業系統特論 3 選修
資訊博⼀/電通博⼀學位
學程

(四)07-09 資電205 林志敏 20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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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9 IECS671 影像處理 3 選修 資訊碩⼀ (四)07-09 資電311 蔡明翰 2021/3/4

1345 IECS361 電腦視覺與擴增實境 3 選修 資訊三 (二)09-10 忠304 (三)06 忠304 蔡明翰 2021/3/2

1868 FLL252 英語教學教法 2 選修 外文二 (三)08-09 忠307 邱幸珍 2021/3/3

1321 IECS226 電子商務安全 3 選修 資訊二 (三)06-07 資電404 (四)10 資電404 楊柏遠 2021/3/4

1300 IECS203 系統程式 3 必修 資訊二甲 (⼀)02 忠307 (四)08-09 忠307 劉宗杰 2021/3/4

1310 IECS203 系統程式 3 必修 資訊二丙 (⼀)03 忠307 (三)08-09 資電403 劉宗杰 2021/3/8

1311 IECS322 資料庫系統 3 必修 資訊二丙 (⼀)02 忠305 (四)06-07 資電102 許懷中 2021/3/4

1337 IECS302 計算機演算法 3 必修 資訊三丁 (⼀)03-04 忠305 (四)08 資電504 許懷中 2021/3/8

1320 IECS353 組合數學 3 選修 資訊二 (二)08 忠304 (四)01-02 忠304 游景盛 2021/3/2

3143 IECS201 資料結構 3 必修 綜合班 (二)08-09 資電102 (四)02 資電102 李俊宏 2021/3/2

1303 IECS211 系統分析與設計 3 選修 資訊二 (⼀)09 資電404 (三)08-09 資電B03 洪振偉 2021/3/3

1317 IECS211 系統分析與設計 3 選修 資訊二 (⼀)08 資電404 (二)09-10 資電504 洪振偉 2021/3/2

1305 IECS203 系統程式 3 必修 資訊二⼄ (三)03-04 資電104 (四)06 資電504 林明言 2021/3/4

1301 IECS322 資料庫系統 3 必修 資訊二甲 (二)03-04 資電104 (四)07 資電504 林明言 2021/3/4

2131 ECON102 經濟學(二) 3 必修 企管⼀⼄ (五)02-04 忠206 黃定遠 2021/3/5

1307 IECS225 機率與統計 3 必修 資訊二⼄ (⼀)03 忠207 (四)08-09 資電306 劉怡芬 2021/3/8

1312 IECS225 機率與統計 3 必修 資訊二丙 (⼀)04 忠207 (二)06-07 資電102 劉怡芬 2021/3/8

0116 ACCT302P ⾼等會計學(二)實習 0 必修 會計三甲 (五)01-02 商102 賴家蓁 2021/3/5

0122 ACCT302P ⾼等會計學(二)實習 0 必修 會計三⼄ (五)03-04 商102 賴家蓁 2021/3/5

1448 MATH106 微積分(二) 3 必修 電子⼀甲 (⼀)08 資電504 (二)03-04 ⼈606 陳孝武 20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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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 CIEE106 邏輯設計 3 必修 電子⼀甲 (⼀)07 資電504 (四)08-09 資電108 王通温 2021/3/8

0697 MKT455 茶道與文創旅程 3 選修 行銷四 (五)02-04 商410 簡士超 2021/3/5

0696 MKT451 ⼤數據與⼈工智慧 3 選修 行銷四甲 (⼀)02-04 資電108 林豐智 2021/3/8

0547 ECON102 經濟學(二) 3 必修 經濟⼀甲 (二)02-04 語204 彭德昭 2021/3/9

2284 LAND194 ⺠法(二) 3 必修 土管⼀⼄ (四)08-10 忠305 辛年豐 2021/3/4

3649 CIEE602 型樣識別 3 選修 資電學院碩士綜合班 (四)06-08 資電533 陳志成 2021/3/4

2754 ISTM118 解析幾何與微積分II 4 必修 工程⼀學位學程 (⼀)03-04 ⼈B117A (二)08-09 ⼈B116A 陳子建 2021/3/2

2451 EES342 工業與環境毒物學 2 選修 環境四 (四)06-07 理413 簡正⼀ 2021/3/4

1874 FLL302 英文作文(六) 2 必修 外文三甲 (三)08-09 ⼈408 謝宏濱 2021/3/3

1832 FLL612 英文句構與應用(二) 2 必修 外文⼀甲 (二)06-07 商102 邱源貴 2021/3/9

1790 ECON102P 經濟學(二)實習 0 必修 財精⼀學位學程 (二)06-07 ⼈703 周蓉渝 2021/3/9

2666 CHIN178 ⼤學國文(二) 2 必修 國際生不分系⼀年級 (五)03-04 ⼈B116A 王惠鈴 2021/3/5

0886 IMSC628 ⼤數據分析與決策 3 選修 土水博⼀學位學程 (⼀)06-08 ⼈203 翁祥凱,陳柏蒼 2021/3/8

0235 ITRA670 創業與創新專題 3 選修 國貿碩二 (三)02-04 商705 董正玫 2021/3/10

3655 ISTM238 財務資訊系統 3 選修 數據分析⼀學位學程 (四)11-13 圖書館B105 陳文鑫 2021/3/4

1856 FLL308 英語辯論 2 必修 外文二⼄ (三)03-04 語403 謝宏濱 2021/3/10

2155 MGT292 雲端運算與服務 3 選修 企管二 (二)08-10 行208 吳如娟 2021/3/9

2541 MSE619 差排理論 3 選修 材料碩⼀ (二)05-07 學101 林昆明 2021/3/8

0020 ARCH261 建築構造 3 必修 建築專業二⼄ (四)02-04 忠804 周郁森 2021/3/4

0024 ARCH232 台灣建築史 2 選修 建築專業二 (三)03-04 忠804 周郁森 202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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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4 EES330 毒化物管理概論 2 選修 環境三 (五)06-07 學102 簡正⼀ 2021/3/5

0066 ECON102 經濟學(二) 3 必修 會計⼀甲 (四)02-04 商308 胡士文 2021/3/4

0567 ECON204 總體經濟學(二) 3 必修 經濟二甲 (四)02-04 商204 顏厚棟 2021/3/4

2293 LAND204 土地經濟學(二) 3 必修 土管二甲 (⼀)02-04 紀209B 陳建元 2021/3/8

2294 LAND204P 土地經濟學(二)實習 0 必修 土管二甲 (⼀)01 紀209B 2021/3/8

0030 INND314 數位製造 2 必修 創新設計三 (三)06-07 忠106 盛郁庭,宋非凡 2021/3/10

3331 CHIN178 ⼤學國文(二) 2 必修 國文綜合班 (三)06-07 ⼈701 馬嘉賢 2021/3/10

1614 COE118 工廠加工實務(二) 1 必修 航太⼀⼄
(二)06-07 忠203 林金鑫,陳啟川,彭信舒,陳新德,陳秋
宏,王坤卿,郭文雄

2021/3/9

1554 EEEN632 精密光學製造技術 3 選修 電機碩⼀ (四)07-09 資電331 田春林 2021/3/11

0146 ACCT695 會計審計實證分析研討 3 選修 會計碩⼀ (四)02-04 商706 紀信義 2021/3/11

0790 ISCH601 Python程式設計與統計分析 3 選修 創能學院碩士綜合班 (五)02-04 理203(數電腦室) 林彩玉,林英志,陳亭甫 2021/3/6

1255 INEN329 產品發展管理 3 選修 工業四 (四)06-08 工504 郭修暐 2021/3/11

0041 ILD333 空間行為與感知研究 2 選修 室內設計三 (五)03-04 忠107(情境教室) 李英弘,林葳,林衍良 2021/3/12

3352 CHIN178 ⼤學國文(二) 2 必修 國文綜合班 (四)08-09 語103 陳柏全 2021/3/11

1993 EEEN412 基礎科技英文 3 選修 電機四 (⼀)03-04 ⼈701 (二)06 資電504 曹嶸 2021/3/9

2043 COME203 電子學(二) 3 必修 通訊二⼄ (二)06-07 資電107 (三)04 資電B04 尤正祺 2021/3/16

2225 TTM212 智慧物流 4 必修 運管二甲 (三)06-07 紀301智慧城市共享學習堂 2021/3/17

2225 TTM212 智慧物流 4 必修 運管二甲 (四)01-02 資電B08 何文基,林繼昌 2021/3/18

2226 TTM212P 智慧物流實習 0 必修 運管二甲 (三)08 紀301智慧城市共享學習堂 2021/3/17

2234 TTM212 智慧物流 4 必修 運管二⼄
(三)08-09 紀209B (四)03-04 紀301智慧城市共享學
習堂 林繼昌,何文基

202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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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5 TTM212P 智慧物流實習 0 必修 運管二⼄ (四)05 紀301智慧城市共享學習堂 2021/3/18

1571 CIEE110 普通物理-電、磁、光 3 必修 ⾃控⼀⼄ (三)01-02 理407 (五)01-02 資電402 江俊明 2021/3/17

2015 CIEE110 普通物理-電、磁、光 3 必修 通訊⼀甲 (二)01-02 語305 (五)06-07 理313 江俊明 2021/3/19

1884 FLL366 口譯概論 2 必修 外文三⼄ (二)03-04 行211 謝宏濱 2021/3/26

2239 TTEM224 運輸保險 3 選修 運管二 (⼀)02-04 忠209 翁祥凱 2021/3/22

1511 UP224 都市交通計畫 3 必修 都資二⼄ (⼀)02-04 紀209A 張建彥 2021/3/22

1707 UP358 都市財政分析 3 選修 都資三都市計畫組 (四)02-04 紀412 蔡孟澤 2021/3/18

1503 UP224 都市交通計畫 3 必修 都資二甲 (四)02-04 紀209A 張建彥 2021/3/18

3227 LC057 ⼤⼀英文(二)中⾼級 2 必修 理英班 (二)08-09 ⼈606 徐惠萍 2021/3/23

1865 FLL044 第二外語（四）-⻄班牙文 2 必修 外文二 (二)08 ⼈704 (二)09 資電B14(電腦實習室) 羅珮瑄 2021/3/23

1643 AERO410 航太專題與實作(二) 1 必修 航太三甲
(五)06 科航504 黃柏文,陳啟川,謝宗翰,葉俊良,方俊,
鄭仙志,黃振鴻,楊瑞彬,張淵仁,陳宗正,宋齊有,郭文雄

2021/3/19

1650 AERO410 航太專題與實作(二) 1 必修 航太三⼄
(五)06 科航504 黃柏文,陳啟川,謝宗翰,葉俊良,方俊,
鄭仙志,黃振鴻,楊瑞彬,張淵仁,陳宗正,宋齊有,郭文雄

2021/3/19

1240 INEN221 科技管理導論 3 選修 工業二甲 (四)06-08 語207 陳兆衡 2021/3/25

2620 OPT207 應用電子學(二) 3 必修 光電二甲 (⼀)09 理407 (三)03-04 學415 周哲仲 2021/3/22

1558 EEEN647 電機固態控制 3 選修 電機碩二 (三)02-03 資電318 (三)07 資電318 鄭進興 2021/3/24

2225 TTM212 智慧物流 4 必修 運管二甲
(三)06-07 紀301智慧城市共享學習堂 (四)01-02 忠
209 何文基,林繼昌

2021/4/1

2764 ISTM122 基礎電磁學 4 必修 資訊工程⼀學位學程
(二)06-07 ⼈B120A (三)07 ⼈602 (三)08-10 科航
104(物實驗室四) 蔡雅芝

2021/4/1

2312 LAND222 測量平差 2 選修 土管二甲 (三)08-09 紀108 洪本善 2021/4/7

2313 LAND222P 測量平差實習 1 選修 土管二甲 (三)06-07 紀108 洪本善 20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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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 COE110 計算機概論 2 選修 航太⼀ (⼀)11-12 科航504 劉楊倫 2021/5/3

3244 LC056 ⼤⼀英文(二)中級 2 必修 資電英B班 (四)06-07 ⼈506 鄭安倫 2021/5/13

3222 LC056 ⼤⼀英文(二)中級 2 必修 理英班 (二)08-09 ⼈504 黃千芬 2021/5/11

3259 LC056 ⼤⼀英文(二)中級 2 必修 商英C班 (二)08-09 語201 蔡靜玲 2021/5/11

0143 ACCT661 ⾼等審計學 3 必修 會計碩⼀ (二)06-08 商804B 江向才,林慶隆 202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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