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合111學年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甄試場地借用，部分課程之上課教室異動通知（單日）如下：

學系（所、學位學程） 班級 科目
選課
代號

上課時間/教室/教師 原教室 異動至
異動
日期

行銷學系 行銷一甲 行銷意象工程 0645 (四)02-04 人202 李悅端 人202 忠303 5月19日

核心必修綜合班 核心必修綜合班 創意思考 3429 (四)06-07 人202 鄭??翰 人202 資電108 5月19日

核心必修綜合班 核心必修綜合班 創意思考 3430 (四)06-07 人202 鄭??翰 人202 資電108 5月19日

通識核心課程 通識－社會(S) 公民社會的政策參與 2843 (四)08-09 人202 蔡振志 人202 資電402 5月19日

美國加州舊金山州立大學資訊工程雙
學士學位學程

資訊工程二學位學程 個體經濟學 2627 (四)04     人203 何艷宏 人203 忠301 5月19日

美國加州舊金山州立大學資訊工程雙
學士學位學程

資訊工程二學位學程 第二學期西班牙文 2629 (四)02-03 人203 裴紹武 人203 忠301 5月19日

建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建設碩專一學位學程 先進科技於交通之應用 0839 (六)02-04 人204 葉昭甫,吳東凌 人204 忠203 5月21日

美國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工程雙學士
學位學程

電機工程一學位學程 英文寫作 2610 (四)06-08 人204 季廷恩 人204 忠302 5月19日

美國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商學大數據
分析雙學士學位學程

數據分析一學位學程 英文寫作 2594 (四)02-04 人204 季廷恩 人204 忠302 5月19日

美國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商學大數據
分析雙學士學位學程

數據分析一學位學程 自我生活管理 2597 (四)06-08 人B116A 林懷恩 人B116A 商107 5月19日

核心必修綜合班 核心必修綜合班 創意思考 3425 (四)03-04 人B116A 李堯涓 人B116A 語403 5月19日

核心必修綜合班 核心必修綜合班 創意思考 3426 (四)03-04 人B116A 李堯涓 人B116A 語403 5月19日

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商學與創新
雙學士學位學程

商學創新一學位學程 金融素養(二)-個人投資規劃 2570 (四)03-04 人B117A 林懷恩 人B117A 資電306 5月19日

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商學與創新
雙學士學位學程

商學創新二學位學程 商事法概論 2575 (四)07-08 人B117A 葉德輝 人B117A 人608 5月19日

行銷學系 行銷一乙 產品設計與定價策略 0653 (四)02-04 人B119A 丁美靜 人B119A 商107 5月19日

核心必修綜合班 核心必修綜合班 創意思考 3431 (四)06-07 人B119A 鄭釗仁 人B119A 商305 5月19日

核心必修綜合班 核心必修綜合班 創意思考 3432 (四)06-07 人B119A 鄭釗仁 人B119A 商305 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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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商學大數據
分析雙學士學位學程

數據分析二學位學程 創新專題(2) 2599 (四)02-04 人B120A 何平 人B120A 忠B01 5月19日

通識核心課程 通識－統合(M) 溝通4.0 2890 (四)11-13 人B120A 許芳榮 人B120A 商107 5月19日

建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建設碩專一學位學程 專題討論 0835 (六)05-06 紀103 謝政穎,周天穎 紀103 忠203 5月21日

建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建設碩專二學位學程 不動產投資專論 0844
(六)02-04 紀105 張育端,謝東昇,朱南玉,
蔡孟澤

紀105 忠201 5月21日

專案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專案管理碩專班二學位
學程

高階專案管理 850 (六)08-09 紀105 楊朝仲,陳國彰 紀105 忠201 5月21日

專案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專案管理碩專班二學位
學程

孫子兵法的系統思考和專案
管理

851 (六)06-07 紀105 楊朝仲 紀105 忠201 5月21日

建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建設碩專一學位學程 不動產爭端分析與協商機制 0836 (六)02-04 紀110 陳建元,何彥陞 紀110 忠204 5月21日

建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建設碩專一學位學程
當前不動產經營管理議題研
析

0837 (六)07-09 紀110 楊賀雯,張育端,楊龍士 紀110 忠204 5月21日

產業碩士專班
創新智慧製造與管理專
班碩一

專題討論(二) 1731 (六)05     紀111 戴國政 紀111 忠202 5月21日

產業碩士專班
創新智慧製造與管理專
班碩一

智慧電子商務 1732 (六)02-04 紀111 劉翁世昆 紀111 忠202 5月21日

產業碩士專班
創新智慧製造與管理專
班碩二

國際經營管理 1737 (六)06-08 紀111 劉翁世昆 紀111 忠202 5月21日

運輸與物流學系 運物三甲 航空安全管理 2146 (六)02-04 商402 鍾政淋 商402 忠205 5月21日

行銷學系 行銷碩一 全球在地化與品牌行銷 0689 (六)02-04 商705 簡士超 商705 忠208 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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