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業諮詢時段 

教師姓名

分機號碼  
103-2 開設科目名稱  課業諮詢時段  e-mail 

張惠博

1203 
科技與創新  星期一 14:00-17:00 

ch an gh p@ ou k . ed u . t w  

801 20 08 -1 20 3  

高義展  

1605 

教育社會學  星期一 09:00-12:00 

k i c09 29 @o uk .edu . t w  

801 20 08 -1 60 5  

人生哲學  星期一 14:00-17:00 

晚年美學  星期二 09:00-12:00 

婚姻學  星期二 14:00-17:00 

活動專案管理  星期三 09:00-12:00 

CRM 顧客關係管理商品分析師  星期三 14:00-17:00 

社會創新  星期四 09:00-12:00 

台灣經濟發展政策  星期四 14:00-17:00 

郭英勝  

1409 

資訊概論  星期一 09:00-12:00 

ouk 00 1@ ouk . ed u . t w  

801 20 08 -1 40 9  

套裝軟體應用 -word&powerpoint 星期二 09:00-12:00 

套裝軟體應用 -Excel 星期二 09:00-12:00 

生活防災  星期三 09:00-12:00 

許文英 

1606 

都市人權  星期五 14:00-17:00 w yh su @o uk .edu . t w  

801 20 08 -1 60 6  

手機 : 0 92 83 668 60  

公共人力資源與志工管理  星期五 14:00-17:00 

城市治理實務  星期五 14:00-17:00 

胡以祥  

1601 

系統思考  星期四 14:00-17:00 hu i s @o uk . edu . t w  

801 20 08 -1 60 1、 16 02  中國區域經濟研究  星期五 14:00-17:00 

王昇徽  

1407 

日本經濟  星期二 14:00-17:00 
ouk 01 5@ ouk . ed u . t w  

801 20 08 -1 40 7  
國際私法  星期三 09:00-12:00 

國家賠償法  星期三 14:00-17:00 

潘台雄  

1503 

比較憲法  
星期一 09:00-12:00 

       14:00-17:00 pa n@m s2 .o uk . edu . t w  

801 20 08 -1 50 3  
憲法專題研究  

星期二 09:00-12:00 

       14:00-17:00 

李福隆  

1405 

民法物權  星期三 09:00-12:00 ouk161123@ouk.edu.tw 

8012008-1405 公司法  星期三 14:00-17:00 

蔡宗哲  

1515 

人際關係與談判  星期三 09:00-12:00 ca i j e r r yy@ gm ai l . co m  

801 20 08 -1 41 7、 15 15  環境保護與公共事務管理  星期三 14:00-17:00 

藍傳貴  

1513 

刑法分則  星期二 14:00-17:00 
jos ep h@ ou k . ed u . t w  

801 20 08 -1 51 3  
刑事訴訟法  星期三 09:00-12:00 

英美契約法  星期四 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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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介星  

1609 

經濟學(二) 星期一 14:00-17:00 

ch hsu 1@ ou k . ed u . t w  

801 20 08 -1 60 9  
貨幣銀行學  星期二 09:00-12:00 

門市營業管理  星期二 14:00-17:00 

李文魁  

1616 

企業管理  星期三 09:00-12:00 

lwq @o uk .edu . t w  

801 20 08 -1 61 6  
管理學(二) 星期三 09:00-12:00 

專案管理  星期三 14:00-17:00 

薛昭義  

1617 

市場調查(小面授) 星期二 14:00-17:00 

hsu eh @ o uk edu . tw  

801 20 08 -1 61 7  

市場調查(大面授) 星期三 14:00-17:00 

國際行銷學  星期四 09:00-12:00 

企業政策  星期四 14:00-17:00 

陳欣欣  

1607 

性別與影像  星期四 09:00-12:00 c in d y@ o uk .edu . t w  

801 20 08 -1 60 7  媒體與愛情學分  星期四 14:00-17:00 

宗靜萍  

1411 

傳播與文化  星期二 09:00-12:00 

ping@ouk.edu.tw 

8012008-1411 
媒介與暴力  星期二 09:00-12:00 

廣播節目製播  星期二 09:00-12:00 

徐文琴  

1408 

工藝美術史  星期二 09:00-12:00 hsu @o uk .edu . t w  

801 20 08 -1 40 8  後期中國繪畫史  星期二 09:00-12:00 

嚴瑞祥  

1505 

音樂英文  星期一 14:00-17:00 

yen@ouk.edu.tw 

8012008-1505 
音樂理與應用  星期二 09:00-12:00 

現代音樂  星期四 14:00-17:00 

吳雪虹  

1413 

生活日語(四) 星期二 14:00-17:00 

ju5 921 @o uk . edu . t w  

801 20 08 -1 41 3  

基礎日語(一) 星期三 09:00-12:00 

基礎日語(二) 星期三 14:00-17:00 

日語入門  星期四 09:00-12:00 

蔡志宏  

1511 

傳播英文(二) 星期二 09:00-12:00 

t s a i@ ouk . ed u . t w  

801 20 08 -1 51 1  
英語閱讀(二) 星期二 14:00-17:00 

英語聽講實習(二) 星期四 09:00-12:00 

何妤蓁  

1615 

英文歌詞賞析  星期二 14:00-17:00 yu j en @o uk .edu . t w  

801 20 08 -1 61 5  英文閱讀(四) 星期三 14:00-17:00 

吳欣穎  

1608 

科技行銷管理  星期二 09:00-12:00 c in d yw u @o uk . edu . t w  

801 20 08 -1 60 8  網站經營與管理  星期二 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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