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名稱 教師姓名 上課校區 上課時間 開課課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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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