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上課教室更換紀錄
製表：註冊課務組（20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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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5 CE280 地形測量 3 選修 土木二甲 (一)06-07 土403 賴哲儇 2022/2/14

0886 CE280P 地形測量實習 0 選修 土木二甲 (一)08-09 土403 賴哲儇 2022/2/14

0864 CE101 應用力學 3 必修 土木一甲 (一)07-09 土402A 王起平 2022/2/24

0883 CE270 結構學(一) 3 必修 土木二乙 (四)02-04 土509 王起平 2022/2/17

0884 CE270P 結構學(一)實習 0 必修 土木二乙 (三)07 學101 王起平 2022/2/16

1013 COE109 應用力學(二) 3 必修 機電一甲 (二)02-04 語307 魏立儒 2022/2/15

1020 COE109 應用力學(二) 3 必修 機電一乙 (二)07-09 語204 林孟儒 2022/2/15

1044 MCAE300 熱傳學 3 必修 機電三甲 (二)02-04 語103 成銘德 2022/2/15

1058 MCAE302 機械設計(二) 3 必修 機電三丙 (二)07-09 語104 朱智義 2022/2/15

0441 PF668 綠色租稅 3 選修 財稅碩一 (二)07-09 商705 林晏如 2022/2/15

0443 PF658 租稅法專題研究 3 選修 財稅碩二 (二)02-04 商705 梁景洋 2022/2/15

2169 LAND192 坐標幾何 2 選修 土管一甲 (四)08-09 忠304 洪本善 2022/2/17

2170 LAND192P 坐標幾何實習 0 選修 土管一甲 (四)10 忠304 2022/2/17

1835 FLL701 美國文學 3 必修 外文三乙 (四)02-04 建306 邱源貴 2022/2/17

2282 ESS208 水質分析 3 必修 環境二甲 (二)01-02 忠310 (四)01 理313 劉政樺,吳俊哲 2022/2/15

2289 ESS208 水質分析 3 必修 環境二乙 (二)03-04 忠310 (四)06 學101 劉政樺,吳俊哲 202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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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註冊課務組（20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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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 CSIN703 商業模式應用與創新 3 選修 文社碩一學位學程 (一)11-13 人901 黃智彥 2022/2/14

2494 OPT352 光纖元件與應用概論 3 選修 光電三甲 (一)11-12 理413 (三)06 理407 吳正文 2022/2/14

2475 SCI202 工程數學(二) 3 必修 光電二乙 (五)02-04 學519 林碩泰 2022/2/18

2418 CHIN188 影視劇本實作 2 選修 中文一 (四)08-09 人505 劉梓潔 2022/2/17

2027 ACCT112P 會計學(二)實習 0 必修 企管一甲 (二)09-10 商201 賴家蓁 2022/2/15

2475 SCI202 工程數學(二) 3 必修 光電二乙 (五)02-04 學519 林碩泰 2022/2/18

0882 CE201 流體力學 3 必修 土木二乙 (二)06-08 土509 廖清標 2022/2/15

0939 HY207 土壤力學 2 必修 水利資保二甲 (二)06-07 土402A 曾韋禎 2022/2/15

1974 COME652 高速網路 3 選修 通訊碩一 (五)02-04 電通218 趙啟時 2022/2/18

1972 COME689 專題討論 1 必修 通訊碩一 (二)06-07 電通503 彭嘉美 2022/2/15

2129 TTEM224 運輸保險 3 選修 運物二甲 (一)06-08 忠205 翁祥凱 2022/2/14

2135 TTEM317 智慧型運輸系統 2 必修 運物三甲 (三)03-04 商203 林大傑 2022/2/16

2592 ISTM131 統計學(二)實習 0 必修 數據分析一學位學程 (三)03-04 科航203 2022/2/16

2298 EES236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3 選修 環境二甲 (三)08-10 理407 王唯匡 2022/2/16

2492 OPT301 雷射與光子學導論 3 必修 光電三乙 (三)07-09 理413 林碩泰 2022/2/16

2187 LAND405 不動產投資 3 選修 土管二甲 (二)08-10 學515 朱南玉,林宏澔 202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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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註冊課務組（20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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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6 LC504 多益聽力與閱讀:高級班 2 選修 應用英語選修 (一)01-02 紀110 鄭安倫 2022/2/21

2753 LC501 雅思寫作 2 選修 應用英語選修 (一)03-04 紀110 鄭安倫 2022/2/21

2378 MSE3059 生醫材料表面工程技術 3 選修 材料三甲 (一)11-13 學319 黃勝揚,周佳滿 2022/2/14

0804 ILD227 室內友善設施設計及應用 2 選修 室設進修四 (二)11-12 忠501 曾亮 2022/2/15

0802 ILD271 室內空氣品質檢測與綠建材 2 選修 室設進修四 (二)13-14 忠501 曾亮 2022/2/15

3125 LC077 大學基礎英文(二)中高級 2 必修 資電英A班 (二)06-07 資電B14(電腦實習室) 王鈺琪 2022/2/15

2008 BMIE618 生理學特論 3 選修 生醫資工碩一學位學程 (一)02-04 資電409 楊世忠 2022/2/21

0824 LC061 大三英文 2 必修 營管進修三 (一)13-14 商102 楊捷閔 2022/2/14

2454 PHYS106P 普通物理實習(二) 0 必修 光電一甲 (二)02 學101 2022/2/15

3558 ISTM165 視覺行銷設計 3 選修 商學創新一學位學程 (五)06-08 人204 Nicolas_Marechal 2022/2/18

0109 ACCT231P 成本與管理會計(二)實習 0 必修 會計二丙 (四)01-02 語407 2022/2/17

2389 MSE458 材料設計學 3 選修 材料四甲 (一)06-08 學415 林巧奇 2022/2/15

1092 MATH104 微積分(二) 2 必修 纖複一甲 (一)06 語303 (三)06-07 語303 林維鈞 2022/2/21

1091 MATH106P 微積分(二)實習 0 必修 纖複一甲 (一)07 語303 2022/2/21

1085 COE214 有機化學(一) 3 必修 纖複一甲 (一)08 語303 (二)08-09 語202 廖盛焜 2022/2/21

0091 ACCT231P 成本與管理會計(二)實習 0 必修 會計二甲 (二)07-08 建306 202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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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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8 FINA279 金融資訊系統 3 必修 財金二乙 (四)02-04 紀207(電腦實習室) 江耕南 2022/2/17

1491 CIEE110 普通物理-電、磁、光 3 必修 電機一甲 (二)06-07 語305 (四)08-09 語207 江俊明 2022/2/17

0815 CEM280 土壤力學實習 1 必修 營管進修二 (二)13 理407 康裕明 2022/2/15

0816 CE271 土壤力學 2 必修 營管進修二 (二)11-12 理407 康裕明 2022/2/15

0817 CEM202 混凝土品質控制 2 必修 營管進修二 (五)11-12 理407 蘇人煇 2022/2/18

0901 CE350 校外實習導論 1 選修 土木三甲 (六)04 理407 賴威昇 2022/2/19

0779 ILD117 人因工程 2 選修 室設進修一 (一)11-12 忠501 陳文亮 2022/2/21

3231 LC030 大二英文 2 必修 大二英文綜合班 (一)11-12 忠207 黃千芬 2022/2/21

3118 LC076 大學基礎英文(二)中級 2 必修 資電英A班 (二)06-07 人708 陳秋華 2022/2/15

3119 LC076 大學基礎英文(二)中級 2 必修 資電英A班 (二)06-07 人502 林明洵 2022/2/15

1316 IECS669 知識管理與創新 3 選修 資訊碩二 (三)02-04 資電B13(電腦實習室) 劉明機 2022/2/16

1304 IECS620 嵌入式系統設計與實務 3 選修 資訊碩一 (四)11-13 資電235(電腦實習室) 張哲誠 2022/2/17

3478 IECS350 軟體框架設計 3 選修 資訊三甲 (四)11-13 資電234(電腦實習室) 曾昭文 2022/2/17

2412 CHIN111 文字學(二) 2 必修 中文一 (三)03-04 語201 李綉玲 2022/2/16

0209 ITRA455 國際物流管理 3 必修 國貿三丙 (二)02-04 第八國會廳 蔡耀德 2022/2/22

0414 ITRA256 國際貿易與匯兌 3 選修 財稅二甲 (二)02-04 紀103 謝耀智 20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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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註冊課務組（20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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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8 ACCT401 管理會計 3 必修 財稅三乙 (二)02-04 語204 賴炎卿 2022/2/22

0429 ACCT401P 管理會計實習 0 必修 財稅三乙 (二)01 語204 2022/2/22

0099 ACCT231 成本與管理會計(二) 3 必修 會計二乙 (三)02-04 商403 王文聖 2022/2/23

1757 ACCT112 會計學(二) 3 必修 財精一學位學程 (三)02-04 商102 羅勝議 2022/2/23

2565 ISTM143 創新專題(2) 3 必修 商學創新一學位學程 (四)06-08 科航706 TimothyRyan 2022/2/17

2726 LC120 西班牙文(二) 2 選修 應用外語選修 (二)06 土302(電腦實習室) (二)07 人701 羅珮瑄 2022/2/22

2665 COHS217 使用者導向設計 2 選修 文化創意學分學程 (三)09-10 行政二館105-電腦實習室 鄧廣豐 2022/2/16

3584 GHUL306 古典小說 2 選修 通識－人文(夜)(H) (一)11-12 商311 林啓新 2022/2/21

0958 HY313 鋼筋混凝土學 3 必修 水利資保三甲 (二)08-10 土402A 林慶昌 2022/2/22

0422 ACCT401P 管理會計實習 0 必修 財稅三甲 (三)01 商402 2022/2/23

2144 TTEM340 市區道路工程規劃設計 3 選修 運物三甲 (四)02-04 忠208 劉霈,黃啟倡 2022/2/17

0975 HY684 海外教學與見習(一) 3 選修 水利資保碩一 (二)12-14 土514 劉建榮,許少華 2022/2/22

0030 ARCH278 大學社會責任專題實踐（二） 2 選修 建築專業二甲 (五)03-04 忠703(建素描室) 林幸長 2022/2/18

0905 CE374 鋼筋混凝土(二) 3 選修 土木三甲 (一)06-08 土509 林慶昌 2022/2/21

0177 ECON304 國際金融 3 必修 國貿二甲 (三)02-04 忠B03 楊明憲 2022/2/23

0243 ACCT112P 會計學(二)實習 0 必修 財金一甲 (三)03-04 忠308 李宏毅 20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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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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2 ITRA372 網路貿易與跨境電商 3 必修 國貿三甲 (三)02-04 紀204(第一國會廳) 劉翁世昆 2022/2/23

0204 ITRA267 國際企業管理 3 必修 國貿三乙 (三)02-04 第八國會廳 羅芳怡 2022/2/23

2703 LC102 日文(二) 2 選修 應用外語選修 (三)03-04 資電B07 林盈萱 2022/2/23

1769 FEAS304 精算實務與軟體(二) 3 必修 財精三學位學程 (五)02-04 行政二館104-電腦實習室 梁穎誼 2022/2/18

1770 FEAS321 金融創新 3 選修 財精三學位學程 (三)02-04 行政二館104-電腦實習室 馮詩蘋 2022/2/23

1181 INEN206 工程統計(二) 3 必修 工業二乙 (二)06 語103 (四)03-04 語206 林棋瑋 2022/2/17

2038 MGT101 管理學 3 必修 企管一乙 (三)06-08 科航202 張秀樺 2022/2/23

3474 IINE1807
世界經濟論壇—迫在眉睫的環境危

機與產業轉型
2 選修 創能學院綜合班 (二)11-12 圖B109 高承恕,葉守禮,魏國彥 2022/2/22

3541 CHIN8050 古典戲劇專題 2 選修 中文博一 (三)06-07 人901 黃敬欽 2022/2/23

1649 AERO319 控制實驗(二) 1 選修 航太三甲 (二)06-08 科航406 陳啟川 2022/2/22

0538 ACCT112P 會計學(二)實習 0 必修 經濟一甲 (三)06-07 人507 鄭雅君 2022/2/23

0328 ACCT112P 會計學(二)實習 0 必修 風保一甲 (四)08-09 人506 鄭雅君 2022/2/24

3505 ISTM164 人工智慧導論 3 選修 資訊工程一學位學程 (四)06-08 資電B13(電腦實習室) 許芳榮 2022/2/17

0189 ITRA301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3 必修 國貿二丙 (四)02-04 紀204(第一國會廳) 楊明憲 2022/2/24

0158 MGT101 管理學 3 必修 國貿一甲 (四)02-04 第八國會廳 羅芳怡 2022/2/24

0702 MGT211 組織行為 3 選修 國貿全英班二 (四)02-04 科航203 周君倚 20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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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6 ACCT641 高等管理會計 3 必修 會計碩一 (四)02-04 商704 張森河 2022/2/24

0887 CE222 物業管理概論 2 選修 土木二甲 (三)08-09 學319 張智元 2022/2/23

1413 ELEN212 微處理機系統 3 必修 電子二甲 (二)07 語407 (三)08-09 忠207 陳冠宏 2022/2/22

3460 ELEN441 積體電路設計暨佈局實務 3 選修 半導體電子學程電子四 (三)07-09 電通303 陳俊雄,洪振傑 2022/2/23

1914 ELEN413 積體電路元件模擬 3 選修 半導體電子學程電子四 (一)02-04 電通303 簡鳳佐 2022/2/21

1915 ELEN423 電子電路設計實務 3 選修 半導體電子學程電子四 (四)07-09 資電235(電腦實習室) 諶志吉 2022/2/24

0108 ACCT231 成本與管理會計(二) 3 必修 會計二丙 (二)02-04 商311 吳周燕 2022/2/22

2034 ACCT112 會計學(二) 3 必修 企管一乙 (二)02-04 商304 陳光政 2022/2/22

3534 MCAE6012 品質穩健優化技術 3 選修 機械碩一 (三)07-09 工410 周至宏 2022/2/23

1054 LC061 大三英文 2 必修 機電三丙 (三)09-10 語202 鄭安倫 2022/2/23

0672 MKT342 品牌識別設計 3 選修 行銷二甲 (四)06-08 紀110 李宜靜 2022/2/24

2314 EES330 毒化物管理概論 2 選修 環境三甲 (一)06-07 語304 簡正一 2022/2/21

0548 ACCT112P 會計學(二)實習 0 必修 經濟一乙 (四)08-09 商104 賴家蓁 2022/2/24

2573 ISTM243 進階英文寫作 3 必修 商學創新二學位學程 (二)08-09 人602 (四)09-10 人602 廖芳瑜 2022/2/22

0014 ILD115 藝術概論 2 選修 建築專業一甲 (三)09-10 忠703(建素描室) 鄭圓圓(鄭月妹) 2022/2/23

2259 MATH374 金融科技應用 3 選修 應數三甲 (二)02-04 語401 陳亭甫 20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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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4 MATH4086 時間序列與財務應用 3 選修 應數四甲 (四)06-08 語405 陳亭甫 2022/2/24

0764 AITA1008 企業分析與系統思考 3 必修 人工智慧一學位學程 (二)02-04 忠208 楊朝仲,董正玫 2022/2/22

2236 MATH102 微積分(二) 4 必修 應數一乙 (一)06-07 理313 (四)08-09 理313 林震燦 2022/2/21

2279 EES227 水文學 2 選修 環境一甲 (一)06-07 理407 馮秋霞 2022/2/21

1747 FINA5502 金融保險科技專題 3 選修 金融學院碩士綜合班 (二)07-09 商1007 陳彥志 2022/2/22

2196 LAND301 土地登記 2 必修 土管三甲 (一)03-04 忠501 陳佳聖 2022/2/21

0528 STAT613 統計計算 3 選修 統精碩一 (二)02-04 行政二館104-電腦實習室 陳婉淑 2022/2/22

1974 COME652 高速網路 3 選修 通訊碩一 (五)02-04 電通401 趙啟時 2022/2/25

1171 INEN207 線性代數 3 必修 工業一乙 (四)08-10 忠205 魏傳昇 2022/2/24

0914 CCD703 專題實作 3 必修 土木碩一 (五)07-09 土509 曾韋禎,張智元,紀昭銘,蘇人煇 2022/2/25

1890 EEEN352 數位光電影像處理 3 選修 電磁能源學程電機三 (五)06-08 資電125(電腦實習室) 李企桓 2022/2/25

3600 IECS227 多媒體系統 3 選修 資訊二甲 (五)06-08 資電234(電腦實習室) 葉春秀 2022/2/25

1393 MATH106 微積分(二) 3 必修 電子一甲 (二)01-02 忠206 (四)01 資電104 林宗志 2022/2/24

3537 CHE608 高分子化學特論 3 選修 化工碩一 (二)07-09 忠201 朱侯憲,黃義欽 2022/2/22

3524 FCME725 高分子物理特論 3 選修 纖複博一 (六)02-04 工410 陳安邦 2022/2/26

2190 LAND245 校外實習導論 1 選修 土管二甲 (三)10 忠B03 張梅英 20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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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LAND432 衛星定位測量 3 選修 土管三甲 (五)02-04 紀302(電腦實習室) 洪本善 2022/2/25

0770 CCD302 三維數位城市建構與應用 3 選修 建設學院綜合班 (五)02-04 紀303(電腦實習室) 徐金煌 2022/2/25

2092 STAT629 數量方法 3 選修 企管碩一 (二)07-09 商503 陳建文 2022/2/22

3025 IECS352 密碼學 3 必修 綜合班 (一)06-07 科航204 (三)04 人504 李榮三 2022/2/23

1261 IECS353 組合數學 3 選修 資訊二甲 (三)06-07 忠B03 (四)02 忠B03 游景盛 2022/2/23

1248 IECS322 資料庫系統 3 必修 資訊二乙 (一)04 資電104 (四)06-07 資電404 許懷中 2022/3/7

1257 IECS203 系統程式 3 必修 資訊二丁 (一)04 忠205 (四)03-04 忠206 劉宗杰 2022/2/24

1247 IECS203 系統程式 3 必修 資訊二乙 (一)02-03 忠205 (四)08 科航202 劉宗杰 2022/2/24

1222 IECS108 程式設計(III) 2 必修 資訊一乙
(三)08-09 忠B03 (四)01-04 資電234(電腦實習室) 劉

明機
2022/2/23

1223 IECS109 程式設計(IV) 2 必修 資訊一乙
(三)08-09 忠B03 (四)01-04 資電234(電腦實習室) 劉

明機
2022/2/23

2462 PHYS106 普通物理(二) 3 必修 光電一乙 (四)02-04 理409 林菲 2022/2/24

2278 EES206 環境土壤學 3 必修 環境一乙 (四)02-04 學102 陳建隆 2022/2/24

2326 EES401 環安衛管理實務 2 選修 環境四甲 (一)06-07 理413 郭修宇 2022/3/7

2728 LC111 法文(一) 2 選修 應用外語選修 (三)06-07 語301 斐克禮 2022/2/23

2342 SCI110 普通化學實驗(二) 1 必修 材料一甲 (二)02 語104 (二)03-04 工202(化學實驗室) 翁于晴 2022/3/1

1174 COE210 工程數學 3 必修 工業二甲 (二)02-04 工416 郭修暐 20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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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3 CHIN8052 文學影響與傳播 2 選修 中文博二 (四)06-07 人802 陳義芝 2022/2/24

2235 MATH102P 微積分(二)實習 0 必修 應數一乙 (三)06-07 語104 蕭奧瑾 2022/2/23

2662 AERO541 航空工業製造概論(一) 3 必修 飛機製造學分學程 (一)07-09 忠310 邢有光 2022/3/7

1632 AERO225 航太材料學 2 選修 航太二甲 (三)12-13 科航206 張元彰 2022/2/24

2220 LAND711 不動產投資專論 3 選修 土管碩二 (四)06-08 紀104 張育端 2022/2/24

1872 CSIN704 群眾募資與社會創業 3 選修 文社碩一學位學程 (五)07-09 人802 徐偉傑 2022/2/25

1867 CSIN707 台灣史專題研究 3 選修 文社碩一學位學程 (二)07-09 人910 王志宇 2022/3/1

0810 CEM103 電腦程式應用 2 必修 營管進修一 (四)13-14 土302(電腦實習室) 林威延 2022/2/24

1863 HUM203 戲劇應用專題 3 選修 人社學士學位學程二 (一)06-07 人B118A (一)08 人B120A 劉仲倫 2022/3/7

0384 ACCT112P 會計學(二)實習 0 必修 財稅一甲 (一)08-09 語207 鄭雅君 2022/3/7

2277 EES224 生物統計 3 必修 環境一乙 (五)02-04 忠205 簡正一 2022/2/25

2137 TTEM392 工程倫理 1 必修 運物三甲 (三)09 忠208 葉昭甫 2022/3/2

2728 LC111 法文(一) 2 選修 應用外語選修 (三)06-07 語301 斐克禮 2022/3/2

1527 EEEN228 信號與系統 3 必修 電機二丙
(二)07 圖213_程式實作 (四)08 資電403 (四)09 行政

二館104-電腦實習室 李企桓
2022/3/1

1190 INEN346 作業研究(二) 3 必修 工業三甲 (一)02-04 建301 林暘桂 2022/2/24

1193 INEN346 作業研究(二) 3 必修 工業三乙 (二)02-04 忠501 林暘桂 20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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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 TTEM313 作業研究 3 必修 運物二甲 (二)08-10 紀105 吳沛儒 2022/3/1

2752 LC508 辦公室英文技巧 2 選修 應用英語選修 (二)08-09 語304 麥科立 2022/3/1

3149 LC076 大學基礎英文(二)中級 2 必修 商英C班 (一)01-02 人406 張旭琪 2022/3/7

3544 CHIN8053 五術專題 2 選修 中文博二 (三)11-12 人802 朱文光 2022/3/2

2220 LAND711 不動產投資專論 3 選修 土管碩二 (四)06-08 紀108 張育端 2022/3/3

2704 LC102 日文(二) 2 選修 應用外語選修 (四)06-07 資電107 林盈萱 2022/3/10

1962 COME316 網路程式設計 3 選修 通訊三甲 (三)01-03 電通503 趙啟時 2022/3/9

2445 CHIN847 中國藝術史專題 3 選修 中文博一 (三)08-10 人802 李建緯 2022/3/9

2991 ATHL351 體育－瑜珈 1 選修 體育選修 (四)01-02 體館201(第一舞蹈室) 吳孟玳 2022/3/10

2992 ATHL351 體育－瑜珈 1 選修 體育選修 (四)03-04 體館201(第一舞蹈室) 吳孟玳 2022/3/10

0247 ATHL104 體育(二) 1 必修 財金一乙 (四)03-04 體館202(第二舞蹈室) 劉品坊 2022/3/10

1916 AUTO486 神經網路控制 3 選修 生醫工程學程自控四 (一)11-13 資電403 詹弘雍 2022/3/14

3486 IINE1808 產業實戰—動態競爭與調查分析 2 選修 創能學院綜合班
(三)11-12 圖213_程式實作 佘日新,李秉乾,楊光磊,黃

欽勇
2022/3/16

3542 CHIN8051 抒情傳統專題 3 選修 中文博一 (四)11-13 人802 曾守仁 2022/3/17

2579 ISTM122 基礎電磁學 4 必修 普渡電資一學位學程
(二)09 人403 (三)02-04 科航104(物實驗室四)

(三)06-07 人402 林中一
2022/3/16

3177 LC046 大二英文(二) 1 必修 大二英文綜合班 (五)02-04 資電512 陳函瞳 202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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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9 LC046 大二英文(二) 1 必修 大二英文綜合班 (五)02-04 資電512 陳函瞳 2022/3/18

3026 STAT102 統計學(二) 3 必修 綜合班 (五)10-12 商208 吳榮彬 2022/3/18

1331 CHE220 質能均衡 3 必修 化工一甲 (二)06 學515 (三)01-02 學102 張振昌 2022/3/22

1853 FLL525 跨文化溝通 3 選修 外文英語文碩一 (一)02-04 人802 闕帝丰 2022/3/21

2445 CHIN847 中國藝術史專題 3 選修 中文博一 (三)08-10 人910 李建緯 2022/3/23

0771 CCD300 智慧城市科技與生活 3 選修 建設學院綜合班 (五)02-04 紀209A 陳家豪 2022/3/25

0693 MKT6023 Python數據分析與行銷決策 3 選修 行銷碩一 (四)11-13 商301(電腦實習室) 周進華 20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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