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第⼀學期上課教室更換紀錄
製表：註冊課務組（202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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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66 COOP111 社會事業 3 必修 合經一 (四)02-04 建305 葉俐廷,汪浩 2021/9/16

0495 MGT420 行銷研究 3 選修 合經四 (四)02-04 語306 易天文 2021/9/16

0686 ITRA065 國際企業概論 3 必修 國企一學位學程 (三)06-08 科航B102 周君倚 2021/9/15

0764 BIBA309 產業競爭分析 3 選修 國貿全英班二 (三)02-04 商104 董正玫 2021/9/15

0689 ECON101 經濟學(一) 3 必修 國企一學位學程 (三)02-04 商311 秦國軒 2021/9/15

0573 STAT634 調查設計與分析 3 選修 數科碩一學位學程 (二)02-04 商706 李燊銘 2021/9/14

0203 ECON304 國際金融 3 必修 國貿二乙 (四)02-04 第八國會廳 吳文臨,楊明憲 2021/9/16

0392 INSU452 金融倫理 3 必修 風保四乙 (四)02-04 商208 賴煥升 2021/9/16

0211 ECON304 國際金融 3 必修 國貿二丙 (二)02-04 商409 吳文臨 2021/9/14

3159 ELEN200 工程數學(一) 3 必修 綜合班 (一)06-08 語204 陳冠宏 2021/9/13

2607 SCI201 工程數學(一) 3 必修 光電二甲 (一)02 理407 (二)01-02 學102 蔡雅芝 2021/9/14

2266 TTEM312 交通工程 3 必修 運管三乙 (三)02-04 紀209A 劉霈,黃啟倡 2021/9/15

2262 TTM007 海運規劃與管理 3 必修 運管三甲 (三)02-04 學101 翁祥凱 2021/9/15

2275 TTEM329 港埠經營與管理實務 3 選修 運管三甲 (四)02-04 紀209A 翁祥凱 2021/9/16

2434 EES336 機電防護 3 選修 環境二甲 (一)09-11 理313 李書安 2021/9/13

2799 EES371 工業安全衛生法規 3 必修 勞工安全衛生學程 (五)06-08 理407 蘇光偉 202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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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6 ISCH114
世界經濟論壇—後疫情時代的機會

與挑戰
2 選修 創能學院綜合班 (二)11-12 人202 高承恕,葉守禮 2021/9/14

2608 PHYS205 近代物理 3 必修 光電二甲 (一)03-04 忠B03 (三)06 忠206 羅仕守 2021/9/27

1118 COE117 工廠加工實務(一) 1 必修 機電一乙 (一)03-04 語301 黃振軒 2021/9/27

3174 LC071 大學基礎英文(一)初級 2 必修 商英A班 (三)01-02 資電B02 王柏婷 2021/9/15

3186 LC071 大學基礎英文(一)初級 2 必修 商英B班 (一)03-04 資電B02 王柏婷 2021/9/20

0459 PF642 租稅專題 3 必修 財稅碩一 (三)07-09 商702 吳朝欽,楊建成 2021/9/15

2465 EES631 環工技術 3 選修 環境碩一 (一)02-04 理B07 林俊德 2021/9/27

2467 EES664 水環境管理與污染防治 3 選修 環境碩二 (二)02-04 理B07 童翔新 2021/9/14

2751 ISTM113 商學微積分 4 必修 數據分析一學位學程 (二)06-09 人B119A 許佳璵 2021/9/14

2752 ISTM110 個體經濟學 4 必修 數據分析一學位學程 (一)07 商306 (二)02-04 紀204(第一國會廳) 黃瓊如 2021/9/14

2755 ISTM133 亞洲藝術 3 選修 數據分析一學位學程 (四)07-09 人202 曾韻心 2021/9/16

2781 ISTM133 亞洲藝術 3 選修 資訊工程一學位學程 (四)11-13 科航202 曾韻心 2021/9/16

2778 ISTM020 英文演講 3 必修 資訊工程一學位學程 (一)08-10 商401 林育稜 2021/9/27

2724 ISTM110 個體經濟學 4 必修 商學創新一學位學程 (三)03-04 人202 (五)03-04 語306 郭祐誠 2021/9/17

2731 ISTM409 批判思考 3 必修 商學創新二學位學程 (四)06-08 語206 萬尹亮 2021/9/16

2744 ISTM409 批判思考 3 必修 普渡電資二學位學程 (五)07-09 人203 DawnLetourneau 202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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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1 ACCT111 會計學(一) 3 必修 國貿一乙 (五)06-08 商102 黃馨儀 2021/9/17

2166 ACCT111P 會計學(一)實習 0 必修 企管一乙 (一)06-07 商309 賴家蓁 2021/9/27

3168 ACCT111P 會計學(一)實習 0 必修 綜合班 (二)11-12 忠307 李宏毅 2021/9/14

1031 HY160 河川生態學 2 選修 水利資保一甲 (二)03-04 語104 李漢鏗 2021/9/14

1660 AUTO483 計算機概論 3 必修 自控一乙 (二)02 語104 (三)03-04 忠205 沈祖望 2021/9/14

2733 ISTM231 創新專題(3) 3 必修 商學創新二學位學程 (二)02-04 忠206 林懷恩 2021/9/14

2725 ISTM142 創新專題(1) 3 必修 商學創新一學位學程 (一)02-04 忠B05 梁辰睿 2021/9/14

2728 ISTM264 金融素養(一)-個人理財規劃 2 選修 商學創新一學位學程 (二)06-07 忠B08 林懷恩 2021/9/14

2018 EEEN305 電磁波 3 必修 電波工程學程電機三 (二)07 忠305 (三)01-02 語407 曹嶸 2021/9/15

2178 MGT210 人力資源管理 3 必修 企管二乙 (三)02-04 商409 陳信宏 2021/9/15

0689 ECON101 經濟學(一) 3 必修 國企一學位學程 (三)02-04 商311 秦國軒 2021/9/15

0536 ACCT111P 會計學(一)實習 0 必修 統計二乙 (二)03-04 商102 賴家蓁 2021/6/28

0421 ECON101P 經濟學(一)實習 0 必修 財稅一乙 (二)06-07 商102 劉芸嫚 2021/9/28

0329 FINA498 金融產業專業實習導論 1 選修 財金四甲 (二)06-08 忠B05 劉炳麟 2021/9/28

1490 CHE659 分析電化學 3 選修 化工碩一 (三)02-04 學209 翁于晴 2021/9/15

1495 CHE687 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 3 選修 化工碩二 (四)07-09 學705 李亦宸 202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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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6 BMIE638 人工智慧應用 3 選修 生醫資工碩一學位學程 (一)04 資電533 (一)05-06 資電248 梁詩婷 2021/9/27

2620 OPT444 色彩工程學 3 選修 光電二甲 (一)09-10 理409 (三)07 忠305 劉榮平 2021/9/22

0900 CEM383 營建財務 2 選修 營管進修三 (五)13-14 商208 蔡佩珊 2021/9/17

0335 FINA493 銀行授信管理 3 選修 財金四甲 (三)06-08 忠308 莊明哲 2021/9/22

2433 EES221 普通毒物學 2 選修 環境二甲 (五)06-07 忠305 簡正一 2021/9/17

2464 EES607 氣膠學 3 選修 環境碩一 (三)06-08 理B07 陳俊吉 2021/9/22

2218 MGT718 消費者行為洞察 3 選修 企管碩一 (三)02-04 商706 張秀樺,王智弘 2021/9/22

2221 MGT721 智慧科技與金融創新 3 選修 企管碩二 (三)06-08 商706 黃禮林 2021/9/22

0160 ACCT621 高等財務會計 3 必修 會計碩一 (四)02-04 商706 王漢民 2021/9/23

2058 CIEE108 資電概論與倫理 2 必修 通訊一甲 (二)01-02 工319(電腦實習室) 辛正和,袁世一 2021/9/28

1341 CIEE110 普通物理-電、磁、光 3 必修 資訊一丙 (四)08-10 語407 楊嘉會 2021/9/23

1833 PSD302 精密數控加工 3 必修 精密系統三學位學程 (四)11-13 科航205 夏恆泰 2021/9/24

1388 IECS346 軟體工程開發實務 3 選修 資訊三丙 (一)03-04 圖213_程式實作 (二)02 科航203 陳錫民 2021/9/22

3045 GMID309 Android Apps創意程式設計 2 選修 通識－統合(M) (一)03-04 圖212_資訊素養 林育含 2021/9/22

2066 CIEE108 資電概論與倫理 2 必修 通訊一乙 (二)01-02 工319(電腦實習室) 袁世一,辛正和 2021/9/28

1368 IECS201 資料結構 3 必修 資訊二丁 (一)06-07 忠B03 (三)07 科航206 蔡國裕 202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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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 IECS201 資料結構 3 必修 資訊二丙 (三)08-09 忠203 (四)01 資電125(電腦實習室) 蔡明翰 2021/9/22

1398 IECS411 數位影像處理 3 選修 資訊三甲 (二)09-10 商401 (三)07 忠206 蔡明翰 2021/9/22

1345 IECS204 通訊與網路概論 3 必修 資訊二甲 (一)02 科航205 (三)06-07 科航202 劉宗杰 2021/9/22

1358 IECS204 通訊與網路概論 3 必修 資訊二丙 (一)02 忠B03 (三)06-07 忠B03 洪維志 2021/9/22

1420 IECS646 生物資訊學 3 選修 資訊碩一 (一)07-09 資電B04 游景盛 2021/9/27

1421 IECS621 高等作業系統 3 選修 資訊碩一 (四)07-09 資電B04 洪振偉 2021/9/23

0192 ECON101P 經濟學(一)實習 0 必修 國貿一丙 (一)06-07 科航202 陳舜華 2021/9/27

0470 ECON101P 經濟學(一)實習 0 必修 合經一 (一)06-07 科航206 劉芸嫚 2021/9/27

0706 ECON101P 經濟學(一)實習 0 必修 行銷一乙 (四)09-10 商203 童詩涵 2021/9/23

2417 MATH105 微積分(一) 3 必修 環境一乙 (三)02 忠211 (四)06-07 理109 黃同瑤 2021/9/29

0688 ACCT111P 會計學(一)實習 0 必修 國企一學位學程 (五)03-04 語407 李宏毅 2021/9/24

1732 AERO302 空氣動力學(一) 3 必修 航太三甲 (一)03-04 科航B102 (四)08 科航B102 謝宗翰 2021/9/23

0026 ARCH336 建築學專業英語 2 選修 建築專業二甲 (一)03-04 忠804 高敬賢 2021/9/27

2432 EES303 固體廢棄物 3 必修 環境二乙 (三)01-02 理413 (四)02 理313 陳志成 2021/9/30

2517 MSE347 薄膜技術 3 選修 材料三甲 (一)08-10 學105 謝秉諺 2021/9/27

1157 MCAE370 工廠管理 3 選修 機電三甲 (一)06-08 人707 林金鑫 202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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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COE108 應用力學(一) 3 必修 機電一乙 (一)06-08 工416 林孟儒 2021/9/27

2173 MGT210 人力資源管理 3 必修 企管二甲 (一)07-09 科航205 鄭孟育 2021/9/27

0028 ARCH277 大學社會責任專題實踐（一） 2 選修 建築專業二甲 (五)03-04 忠703(建素描室) 林幸長 2021/9/24

2753 ISTM112 商業統計 3 必修 數據分析一學位學程 (四)02-04 第六國會廳 賴崑榮 2021/9/30

2928 GHUR302 台灣民間信仰 2 選修 通識－人文(H) (一)03-04 建306 張志相 2021/9/27

1131 MCAE207 機械畫 1 必修 機電二甲 (二)11-13 工319(電腦實習室) 戴國政 2021/9/28

1138 MCAE207 機械畫 1 必修 機電二乙 (四)11-13 工319(電腦實習室) 戴國政 2021/9/30

1490 CHE659 分析電化學 3 選修 化工碩一 (三)02-04 學209 翁于晴 2021/9/29

1176 MCAE691 專題討論(一) 1 必修 機械碩一 (一)08 工302 蔡忠杓 2021/9/27

1732 AERO302 空氣動力學(一) 3 必修 航太三甲 (一)03-04 科航B102 (四)08 科航B102 謝宗翰 2021/9/27

1742 COE208 流體力學(二) 2 必修 航太三乙 (四)09-10 科航B102 黃柏文 2021/9/30

0566 FINA630 財務管理 3 選修 統精碩一 (四)07-09 商704 林問一 2021/9/30

0040 ILD377 建築生命週期評估 2 選修 室內設計三 (二)03-04 語306 黃善群 2021/9/28

2178 MGT210 人力資源管理 3 必修 企管二乙 (三)02-04 商409 陳信宏 2021/9/29

0689 ECON101 經濟學(一) 3 必修 國企一學位學程 (三)02-04 商311 秦國軒 2021/9/29

1976 FLL517 語言學習與應用 3 選修 外文英語文碩一 (二)02-04 人901 劉顯親 202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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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FLL516 中短篇小說賞讀 3 選修 外文英語文碩一 (三)08-10 人702 李麗秋 2021/9/29

1627 EEEN210 電磁學(一) 3 必修 電機二丙 (二)03-04 資電402 (四)04 資電504 曹嶸 2021/9/30

0331 FINA480 金融創新與資料科學 3 選修 財金四甲 (四)02-04 資電B14(電腦實習室) 李宗儒,劉智華 2021/9/30

1889 GBSL122 APPS程式設計 1 必修 財精一學位學程 (一)10 商301(電腦實習室) 劉智華 2021/10/4

0125 ACCT340P 財務會計專題研究實習 0 必修 會計三甲 (四)09 語305 林柏豪 2021/9/30

0124 ACCT301P 高等會計學(一)實習 0 必修 會計三甲 (五)01-02 語307 林柏豪 2021/10/1

1607 MATH105P 微積分(一)實習 0 必修 電機一乙 (五)01-02 理409 張志偉 2021/10/1

2117 CIEE719 工程專利 3 選修 電通博二學位學程 (二)02-04 資電518 謝振中 2021/10/5

0462 PF610 地方財政 3 選修 財稅碩一 (二)07-09 商701 何艷宏 2021/10/5

1493 CHE672 複合材料 3 選修 化工碩一 (一)11-13 忠307 吳國維 2021/10/4

2316 LAND231P 統計學(一)實習 0 必修 土管二甲 (二)10 紀104 2021/10/5

2578 CHIN833 現代文學研究 3 選修 中文碩一 (二)08-10 人802 阮美慧 2021/10/5

1759 AERO455 無人駕駛飛具簡介與設計 3 選修 航太四甲 (五)11-13 科航202 林建宏 2021/10/1

1375 IECS212 微處理機系統 3 必修 資訊三甲 (一)08 資電504 (三)08-09 資電504 陳德生 2021/10/4

2339 LAND330 土地使用管制 3 必修 土管三乙 (四)02-04 忠208 廖家顯,陳紋速 2021/10/7

1320 UNIV902 班級活動 0 必修 資訊一甲 (三)10 資電103 江庭輝 202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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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2 PF612 公共選擇 3 選修 財稅碩二 (四)02-04 商705 黃琝琇 2021/10/7

1287 INEN205 工程統計(一) 3 必修 工業二乙 (一)07 工302 (四)06-07 語202 林棋瑋 2021/10/7

2607 SCI201 工程數學(一) 3 必修 光電二甲 (一)02 理407 (二)01-02 學102 蔡雅芝 2021/10/5

1495 CHE687 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 3 選修 化工碩二 (四)07-09 學705 李亦宸 2021/10/7

2588 OPT101 光電綜論 3 必修 光電一甲 (五)06-08 理409 羅仕守 2021/10/8

2756 ISTM238 財務資訊系統 3 選修 數據分析一學位學程 (五)07 商204 (五)08-09 科航504 何艷宏 2021/10/8

1096 CCD687 研究方法 3 必修 建築碩一學位學程 (二)02-04 忠106 李英弘 2021/10/12

0855 ILD111 素描 2 選修 室設進修一 (四)11-12 忠703(建素描室) 鄭志揚 2021/10/7

0749 MKT601 行銷資料科學與洞察 3 必修 行銷碩一 (六)02-04 商406 葉俊亨 2021/10/9

0750 MKT603 說故事的魔法(一) 3 必修 行銷碩一 (六)06-08 商406 王怡婷 2021/10/9

1089 ARCH421 敷地計劃 3 必修 建築四學位學程 (四)02-04 忠804 鄭明仁 2021/10/14

2992 GSOE202 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2 選修 通識－社會(S) (四)01-02 忠305 楊裕仁 2021/10/14

2993 GSOE202 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2 選修 通識－社會(S) (四)03-04 忠305 楊裕仁 2021/10/14

0188 ITRA148 國際貿易與經營導論 2 必修 國貿一丙
(三)06 商311 (三)06 商404 (三)07 商311 (三)07 商

404 江成欣,劉翁世昆
2021/10/13

0240 UNIV909 校外實習導論 1 選修 國貿四甲 (三)11 未排教室 江怡蒨 2021/10/13

0285 ECON315 貨幣銀行學 3 必修 財金二甲 (四)02-04 行政二館205(視聽室) 謝依婷 2021/10/14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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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 ARCH222 建築計劃 2 必修 建築三學位學程 (三)06-07 忠804 彭志峰 2021/10/13

1080 ARCH451 建築設備 3 必修 建築三學位學程 (四)02-04 資電B22(視聽室) 何平 2021/10/14

1082 ARCH366 結構學 2 必修 建築三學位學程 (三)03-04 忠804 曾亮 2021/10/13

1088 ARCH368 施工圖 3 必修 建築四學位學程 (一)11-13 忠804 王福君 2021/10/18

1295 INEN307 生產與作業管理 3 必修 工業三甲 (一)07-09 紀204(第一國會廳) 唐國豪 2021/10/18

1460 COE211 工程數學(一) 3 必修 化工二乙
(一)01-02 資電B22(視聽室) (二)06 資電B22(視聽室) 

曾琮瑋

10/12

10/18

1466 CHE210 奈米技術概論 3 選修 化工二甲

(一)07 忠305 (一)07 行政二館205(視聽室) (一)08 忠

305 (一)08 行政二館205(視聽室) (一)09 忠305 

(一)09 行政二館205(視聽室) 蘇啟榮

2021/10/18

1521 ELEN208 電路學(一) 3 必修 電子二甲
(一)03-04 資電B22(視聽室) (二)07 資電B22(視聽室) 

李景松

10/12

10/18

1526 ELEN202 電子學(一) 3 必修 電子二乙
(二)06-07 紀204(第一國會廳) (三)06 忠301 (三)06 

忠305 楊炳章
2021/10/12

1529 ELEN219 數位系統設計 3 必修 電子二乙

(三)02 紀204(第一國會廳) (五)03 紀207(電腦實習室) 

(五)03 資電B14(電腦實習室) (五)04 紀207(電腦實習

室) (五)04 資電B14(電腦實習室) 洪振傑

2021/10/13

1688 AUTO300 線性控制系統(一) 3 必修 自控三甲
(四)04 資電104 (四)04 資電515 (五)01-02 紀204(第

一國會廳) 林南州
2021/10/14

1732 AERO302 空氣動力學(一) 3 必修 航太三甲
(一)03-04 行政二館205(視聽室) (四)08 資電B22(視聽

室) 謝宗翰
2021/10/18

3611 MILT135 國防科技 1 必修 軍訓(一年級) (二)01-02 資電B22(視聽室) 陳怡君,余君青 2021/10/12

2031 AUTO204 電子學(三) 3 選修 生醫工程學程自控三 (二)02-04 資電222(第三國會廳) 辛紹志 2021/10/12

2032 AUTO343 微光機電製程原理 3 必修 光機電工程學程自控三
(三)03-04 資電B22(視聽室) (四)08 資電222(第三國會

廳) 鄒慶福
2021/10/13

2307 LAND103 環境生態學 2 選修 土管一甲 (一)06-07 資電B22(視聽室) 楊文燦 2021/10/18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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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3 MATH257 圖論 3 選修 應數二甲
(二)06 理406 (二)07 理407 (四)03 理406 (四)03 理

407 (四)04 理406 (四)04 理407 曾勵新
2021/10/18

2397 MATH351 數理統計(一) 3 選修 應數三甲
(一)03-04 紀204(第一國會廳) (三)02 忠301 (三)02 

忠305 李英豪
2021/10/13

2419 EES120 環境工程與科學概論 2 必修 環境一甲

(一)06-07 資電222(第三國會廳) 張立德,林俊德,簡正

一,馮秋霞,陳建隆,王唯匡,吳志超,李書安,梁志銘,陳俊

吉,童翔新,林秋裕,陳志成,梁正中,劉政樺

2021/10/18

2483 MSE100 材料科學導論(一) 3 必修 材料一乙 (一)08-10 資電B22(視聽室) 簡儀欣 2021/10/18

2503 MSE221 金屬材料學 3 選修 材料二甲
(一)02 紀204(第一國會廳) (二)06 忠201 (二)06 忠

B01 (二)07 忠201 (二)07 忠B01 林昆明

10/12

10/18

2958 GNAH201 生命科學 2 選修 通識－自然(N)
(三)06 忠B05 (三)06 行政二館205(視聽室) (三)07 忠

B05 (三)07 行政二館205(視聽室) 葉怡巖
2021/10/13

2980 GNAE313 環境教育 2 選修 通識－自然(N)

(三)08 行政二館205(視聽室) (三)08 資電B22(視聽室) 

(三)09 行政二館205(視聽室) (三)09 資電B22(視聽室) 

葉怡巖

2021/10/13

3160 ACCT203 中級會計學(一) 4 必修 綜合班 (一)11-14 資電B22(視聽室) 蔡旻秀 2021/10/18

3173 MATH106 微積分(二) 3 必修 綜合班(微積分)

(三)11 資電B22(視聽室) (三)11 科航B102 (三)12 資

電B22(視聽室) (三)12 科航B102 (三)13 資電B22(視

聽室) (三)13 科航B102 郭登堯

2021/10/13

3636 LC061 大三英文 2 必修 建築三學位學程
(三)01-02 資電B22(視聽室) 恰貢卡洛

斯,Nicolas_Marechal,何平
2021/10/13

1083 ARCH331 近代建築史 2 選修 建築三學位學程
(四)06 忠304 (四)06 資電B22(視聽室) (四)07 忠304 

(四)07 資電B22(視聽室) 宋玉真
2021/10/14

1522 ELEN219 數位系統設計 3 必修 電子二甲

(四)06 行政二館205(視聽室) (五)01 紀207(電腦實習

室) (五)01 資電B14(電腦實習室) (五)02 紀207(電腦

實習室) (五)02 資電B14(電腦實習室) 洪振傑

10/14

10/15

1529 ELEN219 數位系統設計 3 必修 電子二乙

(三)02 紀204(第一國會廳) (五)03 紀207(電腦實習室) 

(五)03 資電B14(電腦實習室) (五)04 紀207(電腦實習

室) (五)04 資電B14(電腦實習室) 洪振傑

2021/10/15

1688 AUTO300 線性控制系統(一) 3 必修 自控三甲
(四)04 資電104 (四)04 資電515 (五)01-02 紀204(第

一國會廳) 林南州
2021/10/15

1732 AERO302 空氣動力學(一) 3 必修 航太三甲
(一)03-04 行政二館205(視聽室) (四)08 資電B22(視聽

室) 謝宗翰
2021/10/14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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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 AUTO343 微光機電製程原理 3 必修 光機電工程學程自控三
(三)03-04 資電B22(視聽室) (四)08 資電222(第三國會

廳) 鄒慶福
2021/10/14

2450 EES331 環境毒物學概論 2 選修 環境三甲 (四)06-07 資電222(第三國會廳) 簡正一 2021/10/14

3161 ACCT203P 中級會計學(一)實習 0 必修 綜合班 (四)11-12 行政二館205(視聽室) 2021/10/14

1235 FCME389 工程統計(一) 2 選修 纖複三甲 (三)03-04 紀204(第一國會廳) 黃金鳳 2021/10/13

0910 MCDC611 建設發展創新論壇 1 必修 建設碩專一學位學程 (六)09-10 紀301智慧城市共享學習堂 謝政穎 2021/10/9

2106 COME690 文獻研討 1 必修 通訊碩一 (二)06-07 資電533 彭嘉美 2021/10/12

0092 ELAW101 民法概要 3 選修 會計一甲 (五)07-09 紀204(第一國會廳) 林佳怡 2021/10/15

0725 MKT433 全球行銷管理 3 必修 行銷三甲 (五)06-08 資電222(第三國會廳) 凱達西 2021/10/15

1302 INEN345 作業研究(一) 3 必修 工業三乙 (三)02-04 語105 林暘桂 2021/10/13

2912 GHUP207 佛家思想 2 選修 通識－人文(H) (三)08-09 建306 鄭保村 2021/10/20

2244 TTM203 生產與配銷 3 必修 運管二甲 (二)02-04 忠305 吳沛儒 2021/10/19

0053 CES602 高科技廠務 3 選修
工程與科學學院碩士綜

合班
(四)06-08 忠201 梁正中 2021/10/28

2905 LC523 英語導覽與解說技巧（取消） 2 選修 應用英語選修 (三)08-09 忠201 施惠家 2021/10/27

3069 GMID313 雲端服務應用從0到1 2 選修 通識－統合(M) (二)03-04 資電B14 蔡國鼎 2021/10/26

0049 CES303 工業感測與聯網實作 3 選修 工程與科學學院綜合班 (一)11-13 行政二館104 王坤卿 2021/10/25

1965 FLL347 現代國際視野 2 選修 外文三甲 (四)08-09 忠301 路威 2021/10/28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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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3 GHUR301 宗教與人生 2 選修 通識－人文(H) (四)08-09 建306 鄭保村,曹嶸 2021/10/21

2905 LC523 英語導覽與解說技巧 2 選修 應用英語選修 (三)08-09 紀104 施惠家 2021/10/20

2968 GNAH304 殺蟲劑與生活 2 選修 通識－自然(N) (一)03-04 科航202 李書安 2021/10/18

1122 MATH105 微積分(一) 3 必修 機電一乙  (五)01-02 學103 黃新峰 2021/10/22

2401 MATH471 數學與金融實務 3 選修 應數四甲 (三)06-08 建301 蕭建宏 2021/10/20

2792 HY124 水資源環境規劃實務 3 必修 水土環境經理學程 (二)11-13 紀209B 賴桂文 2021/10/19

2957 GNAX202 土地關懷之旅 2 選修 通識－自然(N) (三)03-04 資電107 李瑞陽 2021/10/20

2601 PHYS105 普通物理(一) 3 必修 光電一乙 (二)06 理409 (四)03-04 語407 林菲 2021/10/19

1520 ELEN205 電子學實驗(一) 1 必修 電子二甲 (三)06-08 電通B03 王通温 2021/10/19

2017 EEEN207 電子學實驗(三) 1 必修 電波工程學程電機三

(三)08 資電502 (三)08 資電519 (三)09 資電502 

(三)09 資電519 (三)10 資電502 (三)10 資電519 何子

儀

2021/10/19

2429 SCI201 工程數學(一) 3 必修 環境二乙 (一)03 理109 (四)03-04 理413 馮秋霞 2021/10/25

2430 EES201 分析化學 3 必修 環境二乙 (一)04 理109 (三)03-04 理401 劉政樺 2021/10/25

2968 GNAH304 殺蟲劑與生活 2 選修 通識－自然(N) (一)03-04 學104 李書安 2021/10/25

3195 LC073 大學基礎英文(一)中高級 2 必修 商英B班 (一)03-04 人702 DawnLetourneau 2021/10/25

3285 LC073 大學基礎英文(一)中高級 2 必修 商英C班 (一)01-02 人702 DawnLetourneau 2021/10/25

2438 EES300 空氣污染學 3 必修 環境三甲 (三)02-04 忠203 梁正中 2021/10/20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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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EEEN207 電子學實驗(三) 1 必修 電波工程學程電機三

(三)08 資電502 (三)08 資電519 (三)09 資電502 

(三)09 資電519 (三)10 資電502 (三)10 資電519 何子

儀

2021/10/20

1619 EEEN205 電子學實驗(一) 1 必修 電機二乙

(一)08 資電502 (一)08 資電519 (一)09 資電502 

(一)09 資電519 (一)10 資電502 (一)10 資電519 何子

儀

2021/10/25

1670 AUTO205 電子學實驗(一) 1 必修 自控二甲 (一)08-10 資電502 張興政 2021/10/25

2605 MATH105 微積分(一) 3 必修 光電一乙 (一)06-07 理413 (二)07 理109 林姿均 2021/10/25

2981 GNAH311 營養與保健 2 選修 通識－自然(N) (五)08-09 人404 張嘉婷 2021/10/22

0575 UNIV902 班級活動 0 必修 經濟一甲 (一)08 人604 徐繼達 2021/11/1

2791 SOCO108 影像應用創作（一） 2 必修 社會傳播學程 (一)08-09 人701 李建成 2021/11/1

2303 LAND193 民法(一) 3 必修 土管一乙 (二)08-10 語207 辛年豐 2021/11/2

2921 GHUC205 日本歷史與文化 2 選修 通識－人文(H) (一)03-04 人202 黃煇慶 2021/11/1

2938 GHUL302 現代散文（取消） 2 選修 通識－人文( H) (二)06-07 建306 張瑞芬 2021/11/2

2939 GHUL318 當代文學閱讀與寫作（取消） 2 選修 通識－人文( H) (二)08-09 人202 張瑞芬 2021/11/2

2941 GHUL311 應用文 2 選修 通識－人文(H) (二)06-07 建305 楊美美 2021/11/2

2948 GHUA320 台灣環境與永續生活 2 選修 通識－人文(H) (四)01-02 人202 鄭�翰 2021/10/28

3036 GMIE324 鑽石寶石及翡翠玉石之賞析鑑定 2 選修 通識－統合(M) (一)06-07 人606 黎龍興,喻家駿 2021/11/1

3051 GMIE336 彩色寶石鑑賞與珠寶事業經營管理 2 選修 通識－統合(M) (一)08-09 建306 黎龍興,喻家駿 2021/11/1

3265 LC073 大學基礎英文(一)中高級 2 必修 資電英A班 (二)06-07 人203 林育群 2021/11/2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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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 CIEE100 計算機概論(一) 3 必修 電子一甲 (一)09 建305 2021/11/1

1507 CIEE105 線性代數 3 必修 電子一甲 (一)07-08 建305 2021/11/1

3160 ACCT203 中級會計學(一) 4 必修 綜合班 (一)11-14 資電222(第三國會廳) 蔡旻秀 2021/11/1

3161 ACCT203P 中級會計學(一)實習 0 必修 綜合班 (四)11-12 資電222(第三國會廳) 2021/10/28

2061 CIEE105 線性代數 3 必修 通訊一甲 (二)08 資電104 (四)01-02 資電102 袁世一 2021/11/2

2061 CIEE105 線性代數 3 必修 通訊一甲 (二)08 資電104 (四)01-02 資電102 袁世一 2021/11/4

2054 UNIV902 班級活動 0 必修 通訊一甲 (二)09 資電104 陳立勝 2021/11/2

2056 CIEE100 計算機概論(一) 3 必修 通訊一甲 (一)06-07 資電404 (三)02 資電306 陳立勝 2021/11/1

0749 MKT601 行銷資料科學與洞察 3 必修 行銷碩一 (六)02-04 商207 葉俊亨 2021/10/30

0750 MKT603 說故事的魔法(一) 3 必修 行銷碩一 (六)06-08 商207 王怡婷 2021/10/30

1805 GEST608 自然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3 選修 綠色能源碩一學位學程 (二)02-04 工506 陳金發 2021/11/10

1652 AUTO483 計算機概論 3 必修 自控一甲 (二)01 忠305 (三)01-02 資電102 陳志成 2021/11/10

1688 AUTO300 線性控制系統(一) 3 必修 自控三甲 (四)04 忠304 (五)01-02 忠304 林南州 2021/11/11

2397 MATH351 數理統計(一) 3 選修 應數三甲乙 (一)03-04 忠305 (三)02 忠305 李英豪 2021/11/8

3677 GMIL305 溝通4.0 2 選修 通識－統合(M) (二)11-13 人B119A 許芳榮 2021/11/16

2110 COME639 演算法分析與設計 3 選修 通訊碩一 (一)02-04 電通218 趙啟時 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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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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 CE645 彈塑性力學 3 選修 土木碩一 (一)08-10 土303(多功能教室) 林慶昌 2021/11/15

1012 CE754 GIS於土木工程之應用 3 選修 土木碩二 (一)07-09 學101 黃亦敏 2021/11/15

1004 CCD685 英文書報討論(一) 1 必修 土木碩一 (二)08 土303(多功能教室) 曾韋禎 2021/11/16

1005 CE691 專題討論(一) 1 必修 土木碩一 (二)09 學415 蘇人煇 2021/11/16

1775 CHEP710 土木工程特論 3 選修 土水博一學位學程 (二)08-10 紀405A 紀昭銘,賴哲儇 2021/11/16

1010 CE656 離岸基礎工程 3 選修 土木碩一 (四)02-04 土303(多功能教室) 紀昭銘 2021/11/18

1007 CE625 工程風險管理 3 選修
土木碩一土水博一學位

學程
(四)07-09 土303(多功能教室) 林保宏 2021/11/18

1008 CE718 高等混凝土學 3 選修 土木碩一 (五)02-04 學102 廖為忠 2021/11/19

1003 CCD702 研究方法 3 必修 土木碩一 (五)07-09 土509 林正紋 2021/11/19

2647 OPT420 電漿沉積技術 3 選修 光電四甲、乙 (一)11-13 理109 唐謙仁 2021/11/29

1654 CIEE108 資電概論與倫理 2 必修 自控一甲
(二)03-04 資電403 林昱成,沈祖望,陳志成,黃建立,陳

鏡崑,林宸生
2021/11/30

1662 CIEE108 資電概論與倫理 2 必修 自控一乙
(二)03-04 資電125(電腦實習室) 林昱成,沈祖望,陳志

成,黃建立,陳鏡崑,林宸生
2021/11/30

3709 GMIE355 舞台設計 2 選修 通識－統合(M) (五)06-07 忠310 蘇曉青 20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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