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時間 系組名稱 課程名稱 開課號 教師 學分 教室

星期日08:30~10:10 外文系日文組 日本戲劇(一) 03416 吳雪虹 2 C102

星期日08:30~10:10 大傳系 攝影原理 04116 張天雄 2 C103

星期日08:30~10:10 通識課程 城市治理實務 00116 許文英 2 C106

星期日08:30~10:10 科管系 合作網路與策略聯盟 02616 梁東波 2 C201

星期日08:30~10:10 外文系英文組 中英文翻譯與習作(一) 03116 蔡志宏 2 C202

星期日08:30~10:10 通識課程 專案管理軟體應用 00216 王士銘 2 C203

星期日08:30~10:10 大傳系 電腦影像處理 01516 蔡振昆 2 C302

星期日08:30~10:10 工商系 社會企業管理 02216 薛昭義 2 C303

星期日08:30~10:10 法政系法律組 公司法 00816 李福隆 2 C401

星期日08:30~10:10 法政系法律組 犯罪學 00916 陳永鎭 2 C404

星期日10:20~12:00 外文系日文組 日本財經選讀(一) 03517 林新 2 C102

星期日10:20~12:00 文藝系 大眾文學 02017 楊政源 2 C106

星期日10:20~12:00 外文系英文組 英文閱讀(四) 03217 何妤蓁 2 C202

星期日10:20~12:00 科管系 國際顧客關係管理師證照 02717 高義展 2 C203

星期日10:20~12:00 通識課程 全球化與移民 00317 許文英 2 C205

星期日10:20~12:00 大傳系 科技與創新 01617 張天雄 2 C302

星期日10:20~12:00 工商系 物流管理 02317 李文魁 2 C303

星期日10:20~12:00 通識課程 邂逅女性主義 00417 李碩 2 C304

星期日10:20~12:00 法政系法律組 保險法 01017 李福隆 2 C401

星期日10:20~12:00 法政系法律組 犯罪學 00917 陳永鎭 2 C404

星期日13:00~14:40 通識課程 社會創新 03718 高義展 2 C102

星期日13:00~14:40 文藝系 文化行政 02118 李友煌 2 C106

星期日13:00~14:40 外文系英文組 英美散文(二) 03318 翁佳萍 2 C202

星期日13:00~14:40 科管系 服務創新管理個案分析 02818 高雅鈴 2 C203

星期日13:00~14:40 外文系日文組 日本童話(一) 04418 吳雪虹 2 C205

星期日13:00~14:40 大傳系 網路新聞 01718 宗靜萍 2 C302

星期日13:00~14:40 工商系 傳統零售市場經營與管理 02418 許介星 2 C303

星期日13:00~14:40 通識課程 永續與綠建築 00518 郭武威 2 C304

星期日13:00~14:40 法政系法律組 刑法專題研究 01118 黃國瑞 2 C401

星期日13:00~14:40 法政系法律組 傳播法規 03918 侯政男 2 C404

星期日14:50~16:30 通識課程 中國現代史 03819 胡以祥 2 C106

星期日14:50~16:30 外文系英文組 兒童英語教學 04219 何妤蓁 2 C202

星期日14:50~16:30 科管系 城市空氣污染防治科技 02919 鄭加佑 2 C203

星期日14:50~16:30 大傳系 城市公民媒體素養 01819 熊從傑 2 C302

星期日14:50~16:30 工商系 行銷企劃 02519 吳輝瑤 2 C303

星期日14:50~16:30 通識課程 台灣族群社會 00619 高義展 2 C304

星期日14:50~16:30 法政系法律組 強制執行法 01219 陳旻沂 2 C401

星期日14:50~16:30 法政系政治組 政府採購法 01419 李振卿 2 C404

星期日16:40~18:20 外文系英文組 多元文化閱讀(二) 04310 何妤蓁 2 C202

星期日16:40~18:20 科管系 城市水資源規劃與水質防污科技 03010 何清林 2 C203

星期日16:40~18:20 大傳系 多媒體應用與設計 01910 徐偉智 2 C302

星期日16:40~18:20 工商系 服務科學 03610 林文寶 2 C303

星期日16:40~18:20 通識課程 商業心理學與口語溝通 00710 胡以祥 2 C304

星期日16:40~18:20 法政系法律組 中華民國憲法 01310 王昇徽 2 C401

星期日16:40~18:20 法政系法律組 民事訴訟實務(二) 04010 陳旻沂 2 C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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