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名稱 教師姓名 上課校區 上課時間 開課課號 

英美文學改編電影 王遠洋 第二校區 (五)05-06 A2-225 王遠洋 111GL00001 

基礎英文文法 倪樹金 第一校區 (四)03-04 K3-302 倪樹金 111GL00004 

商用英文實務 林玉書 第二校區 (五)05-06 A2-322 林玉書 111GL00006 

多語英文 楊中玉 第一校區 (三)07-08 H1-702 楊中玉 111GL00009 

中英筆譯 王遠洋 第一校區 (三)03-04 K2-206 王遠洋 111GL00002 

劇場英文 王遠洋 第一校區 (三)01-02 K2-206 王遠洋 111GL00003 

多益聽力測驗分析 倪樹金 第一校區 (四)05-06 K3-302 倪樹金 111GL00005 

多益閱讀測驗分析 林玉書 第二校區 (五)07-08 A2-322 林玉書 111GL00007 

多益聽力測驗分析 闕郁軒 第一校區 (四)07-08 K2-207 闕郁軒 111GL00012 

多益閱讀測驗分析 彭莉雅 第一校區 (五)05-06 K3-305 彭莉雅 111GL00013 

多益閱讀測驗分析 莊德榮 第一校區 (二)07-08 K2-201 莊德榮 111GL00015 

中級英文閱讀 林玉書 第一校區 (五)01-02 K2-202 林玉書 111GL00008 

中級英文閱讀 彭莉雅 第一校區 (五)03-04 K3-305 彭莉雅 111GL00014 

初級英文聽說訓練 郎勇才 第二校區 (二)05-06 A2-322 郎勇才 111GL00018 

中級英文聽說訓練 吳孟蓉 第一校區 (二)07-08 K2-207 吳孟蓉 111GL00019 

中級英文聽說訓練 吳孟蓉 第二校區 (二)03-04 A2-225 吳孟蓉 111GL00020 

簡報英文 吳孟蓉 第一校區 (二)05-06 K2-207 吳孟蓉 111GL00021 

機器人學 連啓翔 第二校區 (一)02-04 A1-419 連啓翔 111MEM0007 

高等工程數學 林振森 第二校區 (二)02-04 A1-419 林振森 111MEM0003 

數值分析與應用 柳文成 第二校區 (四)06-08 A1-618 柳文成 111CVM0003 

遙測與影像判釋 楊哲銘 第二校區 (五)02-04 A1-618 楊哲銘 111CVM0006 

水利工程系統之不確定
性及可靠度分析 

吳祥禎 第二校區 (二)05-07 A1-618 吳祥禎 111CVM0005 

有限元素法 李中生 第二校區 (五)05-07 A1-618 李中生 111CVM0004 

企業研究方法 林煜超 第一校區 (四)02-04 C1-309 林煜超 111BMM0004 

研究發展管理 蔡林彤飛 第一校區 (四)05-07 C1-309 蔡林彤飛 111BMM0007 

服務業行銷議題研討 盧昱蓉 第一校區 (三)07-09 C1-303 盧昱蓉 111BMM0006 

國際金融市場 楊屯山 第一校區 (四)07-09 C1-502 楊屯山 111FIA0023 

品牌經營與管理 李筑軒 第二校區 (四)03-04 D1-101 李筑軒 111DMA0038 

網紅創意英文 王遠洋 第一校區 (五)05-06 K3-203 王遠洋 102GL00001 

華文文學英譯選讀 王遠洋 第一校區 (四)03-04 K3-203 王遠洋 102GL00002 

電腦輔助英文寫作 鄭皓元 第一校區 (四)07-08 H1-706 鄭皓元 102GL00003 

觀光英文 鄭皓元 第一校區 (四)05-06 K2-208 鄭皓元 102GL00004 

多益聽讀測驗分析 林玉書 第一校區 (五)01-02 K3-201 林玉書 102GL00007 

中級英文閱讀 林玉書 第一校區 (五)03-04 K3-201 林玉書 102GL00008 

多益聽讀測驗分析 闕郁軒 第一校區 (四)07-08 K3-201 闕郁軒 102GL00009 

多益聽讀測驗分析 彭莉雅 第一校區 (五)07-08 K3-302 彭莉雅 102GL00010 

中級英文閱讀 彭莉雅 第一校區 (五)05-06 K3-302 彭莉雅 102GL00011 

初級英文聽說訓練 郎勇才 第二校區 (二)05-06 E2-201 郎勇才 102GL00012 

中級英文聽說訓練 吳孟蓉 第一校區 (二)07-08 K3-303 吳孟蓉 102GL00013 

中級英文聽說訓練 吳孟蓉 第二校區 (二)03-04 A2-322 吳孟蓉 102GL00014 

簡報英文 吳孟蓉 第一校區 (二)05-06 K2-202 吳孟蓉 102GL00015 

AI 英文 呂宜玲,王思涵,林佳潔,楊中玉 第一校區 (三)07-08 H1-706 呂宜玲,林佳潔,楊中玉,王思涵 102GL00016 

AI 英文 呂宜玲,王思涵,林佳潔,楊中玉 第一校區 (三)07-08 H1-706 呂宜玲,林佳潔,楊中玉,王思涵 101GL00001 

多益聽讀測驗分析 林玉書 第一校區 (五)01-02 未排教室 林玉書 101GL00002 

中級英文閱讀 林玉書 第一校區 (五)08-09 未排教室 林玉書 101GL00003 

多益聽讀測驗分析 闕郁軒 第一校區 (一)03-04 未排教室 闕郁軒 101GL00004 

多益聽讀測驗分析 彭莉雅 第一校區 (五)07-08 未排教室 彭莉雅 101GL00005 

中級英文閱讀 彭莉雅 第一校區 (五)05-06 未排教室 彭莉雅 101GL00006 

初級英文聽說訓練 郎勇才 第二校區 (二)05-06 未排教室 郎勇才 101GL00007 

中級英文聽說訓練 SPIEZIO ROBERTO 第一校區 (二)05-06 未排教室 SPIEZIO ROBERTO 101GL00008 

中級英文聽說訓練 SPIEZIO ROBERTO 第二校區 (二)08-09 未排教室 SPIEZIO ROBERTO 101GL00009 

中英筆譯 王遠洋 第一校區 (四)03-04 未排教室 王遠洋 101GL00010 

劇場英文 王遠洋 第一校區 (五)05-06 未排教室 王遠洋 101GL00011 

多益聽讀測驗分析 林玉書 第一校區 (五)08-09 K2-107 林玉書 092GL00001 

多益聽讀測驗分析 闕郁軒 第一校區 (一)03-04 K3-401 闕郁軒 092GL00002 

多益聽讀測驗分析 彭莉雅 第一校區 (五)07-08 K3-204 彭莉雅 092GL00003 

中級英文閱讀 莊德榮 第一校區 (四)07-08 K2-105 莊德榮 092GL00004 

初級英文聽說訓練 郎勇才 第二校區 (二)07-08 A2-322 郎勇才 092GL00006 

中級英文聽說訓練 SPIEZIO ROBERTO 第一校區 (二)03-04 K2-102 SPIEZIO ROBERTO 092GL00007 

中級英文聽說訓練 SPIEZIO ROBERTO 第二校區 (二)05-06 B3-226 SPIEZIO ROBERTO 092GL00008 

中英筆譯 王遠洋 第一校區 (四)05-06 K2-107 王遠洋 092GL00033 

劇場英文 王遠洋 第一校區 (四)07-08 K2-109 王遠洋 092GL00034 

劇場英文 王遠洋 第二校區 (五)05-06 A2-225 王遠洋 092GL00035 

中級英文閱讀 彭莉雅 第一校區 (五)05-06 K3-204 彭莉雅 092GL00036 

多益聽讀測驗分析 莊德榮 第一校區 (三)07-08 K2-109 莊德榮 091GL00023 

中級英文閱讀 莊德榮 第一校區 (四)07-08 K2-110 莊德榮 091GL00024 



多益聽讀測驗分析 林玉書 第一校區 (二)05-06 K3-401 林玉書 091GL00025 

多益聽讀測驗分析 闕郁軒 第一校區 (一)03-04 K2-108 闕郁軒 091GL00026 

多益聽讀測驗分析 彭莉雅 第一校區 (五)07-08 K2-201 彭莉雅 091GL00027 

中級英文閱讀 彭莉雅 第一校區 (五)05-06 K2-201 彭莉雅 091GL00028 

初級英文聽說訓練 郎勇才 第二校區 (二)07-08 A2-322 郎勇才 091GL00029 

中級英文聽說訓練 樊家瑋 第一校區 (二)03-04 K2-106 樊家瑋 091GL00030 

中級英文聽說訓練 樊家瑋 第二校區 (二)05-06 E2-304 樊家瑋 091GL0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