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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部 公民與社會 一國1 必修 何瑞萍 https://meet.google.com/jms-qkkt-xmq https://meet.google.com/jms-qkkt-xmq
三A06(B42),三

A07(B42)

五專部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一） 一國1 必修 侯秀真 https://meet.google.com/iht-bfxv-yhh https://meet.google.com/iht-bfxv-yhh
三A02(B42),三

A03(B42)

五專部 物理 一國1 必修 張凱智 meet.google.com/fdi-hbdd-nob meet.google.com/fdi-hbdd-nob
二A06(B42),二

A07(B42)

五專部 英語文(一) 一國1 必修 侯靜雯 https://meet.google.com/jye-sgfq-tsp https://meet.google.com/jye-sgfq-tsp

一A02(B42),一

A03(B42),一

A04(B42)

五專部 國語文(一) 一國1 必修 林健群 https://meet.google.com/wdv-oqqn-vmy https://meet.google.com/wdv-oqqn-vmy

二A02(B42),二

A03(B42),二

A04(B42)

五專部 會計學(上) 一國1 必修 牟國珍 https://meet.google.com/jvv-wppx-ddr https://meet.google.com/jvv-wppx-ddr

三A04(B42),五

A02(B42),五

A03(B42),五

五專部 資訊科技 一國1 必修 呂憲超 https://meet.google.com/hdo-hitg-hrt https://meet.google.com/nbi-qqay-njb
五A06(E63),五

A07(E63)

五專部 管理學(上) 一國1 必修 李淑媛 meet.google.com/epq-eghw-wex meet.google.com/epq-eghw-wex
一A06(B42),一

A07(B42)

五專部 彈性學習(上) 一國1 必修 孫榮德 https://meet.google.com/yze-vkgx-kjt https://meet.google.com/yze-vkgx-kjt

一A01(B42),二

A01(B42),三

A01(B42),四

五專部 數學(一) 一國1 必修 曾淑惠 meet.google.com/ujm-stzk-qvh meet.google.com/oyg-dfdy-irz

四A02(B42),四

A03(B42),四

A04(B42)

五專部 歷史 一國1 必修 鄭冠榮 https://meet.google.com/crz-vzoc-kcs https://meet.google.com/wzb-mngg-aef
四A06(B42),四

A07(B42)

五專部 體育（一） 一國1 必修 方明營 https://meet.google.com/jms-agzu-vnw https://meet.google.com/jms-agzu-vnw 四A08,四A09

五專部 民法 二國1 必修 陳宏杰 https://meet.google.com/jpd-xdwn-zrf https://meet.google.com/rwd-vbwz-uju
三A01(B33),三

A02(B33)

五專部 行銷管理(上) 二國1 必修 鄧旭茹 https://meet.google.com/snz-eyut-vug https://meet.google.com/snz-eyut-vug
一A06(B33),一

A07(B33)

五專部 英語文(三) 二國1 必修 廖月秀 meet.google.com/qsg-nekx-udq meet.google.com/qsg-nekx-udq

四A01(B33),四

A02(B33),四

A03(B33)

五專部 英語會話(上) 二國1 必修 范代志 meet.google.com/wzx-fqtv-xjq meet.google.com/zcd-qbhr-pxn
三A03(B33),三

A04(B33)

五專部 計算邏輯與程式應用 二國1 必修 呂憲超 https://meet.google.com/cmm-htpm-ipg https://meet.google.com/sgt-hknj-sik
五A01(E63),五

A02(E63)

五專部 商業概論 二國1 必修 徐宇文 https://meet.google.com/vtq-wqzm-drj https://meet.google.com/vtq-wqzm-drj
二A06(B33),二

A07(B33)

五專部 國語文(三) 二國1 必修 鄭芷芸 https://meet.google.com/ekf-ybki-tnf https://meet.google.com/qsz-vyfh-ppd

一A02(B33),一

A03(B33),一

A04(B33)

五專部 經濟學(上) 二國1 必修 李慕真 https://meet.google.com/shm-dxhz-qxt https://meet.google.com/hbt-spzv-dqu

二A02(B33),二

A03(B33),二

A04(B33)

五專部 藝術生活 二國1 必修 吳文宗 meet.google.com/ctz-qduw-xun meet.google.com/efb-qgmt-ivo
五A03(B33),五

A04(B33)

五專部 體育(三) 二國1 必修 陳魁元 https://meet.google.com/okk-gvbm-ric https://meet.google.com/okk-gvbm-ric 四A06,四A07

五專部 理財規劃導論 二國1 選修 徐宇文 https://meet.google.com/xtw-wjjt-uym https://meet.google.com/xtw-wjjt-uym
五A06(B33),五

A07(B33)

五專部 英語文(五) 三國1 必修 廖月秀 meet.google.com/qsg-nekx-udq meet.google.com/qsg-nekx-udq

二A01(B25),二

A02(B25),二

A03(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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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部 商業概論 三國1 必修 徐宇文 https://meet.google.com/pqo-tnbp-fzr https://meet.google.com/pqo-tnbp-fzr
三A03(B25),三

A04(B25)

五專部 國語文(五) 三國1 必修 彭慧賢 https://meet.google.com/bki-nnao-oat https://meet.google.com/bki-nnao-oat

四A02(B25),四

A03(B25),四

A04(B25)

五專部 國際企業管理 三國1 必修 黃國光 https://meet.google.com/puq-dege-knd https://meet.google.com/huf-pmdn-hxp
三A01(B25),三

A02(B25)

五專部 國際貿易原理與政策(上) 三國1 必修 闕翌戎  https://meet.google.com/xzg-zpjr-hmr  https://meet.google.com/xzg-zpjr-hmr
五A06(B25),五

A07(B25)

五專部 統計學（上） 三國1 必修 曾淑惠 meet.google.com/wby-hcbx-xco meet.google.com/xad-idmm-fpr

五A02(B25),五

A03(B25),五

A04(B25)

五專部 資料庫系統運用 三國1 必修 呂憲超 https://meet.google.com/fue-ztnx-qim https://meet.google.com/whk-xbxy-ryr
一A06(E63),一

A07(E63)

五專部 PowerBI大數據分析 三國1 選修 陳秀華 https://meet.google.com/qqo-sfbw-sjk https://meet.google.com/gam-vaod-dwx
三A06(E63),三

A07(E63)

五專部 英語聽力與閱讀(上) 三國1 選修 江宗盛 https://meet.google.com/rft-zkxe-fyx https://meet.google.com/rft-zkxe-fyx
二A06(E26),二

A07(E26)

五專部 會展概論暨個案 三國1 選修 姚政文 meet.google.com/oya-ehpe-qgj meet.google.com/oya-ehpe-qgj
一A03(B25),一

A04(B25)

五專部 財經英文導讀 五國1 必修 范代志 meet.google.com/xni-yejw-sbi meet.google.com/ykb-rffz-zvi
一A08(E57),一

A09(E57)

五專部 國際物流管理 五國1 必修 廖亞龍 https://meet.google.com/iee-niye-fmr https://meet.google.com/iee-niye-fmr
二A03(C35),二

A04(C35)

五專部 國際金融 五國1 必修 謝育萍 https://meet.google.com/yzc-pvqa-fpk https://meet.google.com/dgc-bvrr-hxu
四A06(E57),四

A07(E57)

五專部 國際貿易法規 五國1 必修 黃培真 https://meet.google.com/rdr-oivu-ohy https://meet.google.com/rdr-oivu-ohy
三A01(E57),三

A02(E57)

五專部 國際貿易法規 五國1 必修 黃培真 https://meet.google.com/uax-jved-nww https://meet.google.com/uax-jved-nww
三A01(E57),三

A02(E57)

五專部 PowerBI大數據分析 五國1 選修 陳秀華 https://meet.google.com/iak-qavu-ybo https://meet.google.com/uxw-gbzq-omw
四A03(E63),四

A04(E63)

五專部 商用英語會話(一) 五國1 選修 侯靜雯 https://meet.google.com/gcy-ezfp-qhp https://meet.google.com/gcy-ezfp-qhp
一A06(E54),一

A07(E54)

五專部 關貿實務 五國1 選修 廖超祥 meet.google.com/tie-iozn-hva meet.google.com/mwn-iwdb-rew
三A03(E57),三

A04(E57)

五專部 市場調查 四國1 必修 葛湘瑋 https://meet.google.com/yvb-hnrn-dak https://meet.google.com/qgm-nzim-kcx
五A01(D12),五

A02(D12)

五專部 財務管理 四國1 必修 林峯瑜 https://meet.google.com/ogs-efjc-ude https://meet.google.com/ogs-efjc-ude
三A03(C43),三

A04(C43)

五專部 國際貿易實務(上) 四國1 必修 黃培真 https://meet.google.com/taz-fpat-umt https://meet.google.com/taz-fpat-umt

一A06(C32),一

A07(C32),四

A03(C55),四

五專部 國際貿易實務(上) 四國1 必修 黃培真  https://meet.google.com/fyj-grry-sts https://meet.google.com/fyj-grry-sts

一A06(C32),一

A07(C32),四

A03(C55),四

五專部 貿易英文(上) 四國1 必修 牟國珍 https://meet.google.com/bgq-irty-mjx https://meet.google.com/bgq-irty-mjx
二A03(C52),二

A04(C52)

五專部 電子商務與網路貿易概論 四國1 必修 林郁芬 https://meet.google.com/yjj-bfmr-gzs https://meet.google.com/yjj-bfmr-gzs
四A01(E71),四

A02(E71)

五專部 ERP配銷系統 四國1 選修 何素美 http://meet.google.com/gmg-sugq-myi http://meet.google.com/gmg-sugq-myi

三A06(E73),三

A07(E73),三

A08(E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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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部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四國1 選修 林郁芬 https://meet.google.com/ubo-jnav-axv https://meet.google.com/ubo-jnav-axv

一A02(K02),一

A03(K02),一

A04(K02)

五專部 兩岸商貿概論 四國1 選修 王正旭 https://meet.google.com/ugq-voau-sth https://meet.google.com/zgh-udbh-ghg
五A04(E57),五

A03(E57)

五專部 英語簡報訓練(一) 四國1 選修 佈藍登 https://meet.google.com/vdw-zerv-erf https://meet.google.com/vdw-zerv-erf
四A06(E54),四

A07(E54)

五專部 商用微積分(一) 四國1 選修 張中皓 https://meet.google.com/ana-arpk-kqv https://meet.google.com/ana-arpk-kqv
二A08(C51),二

A09(C51)

五專部 國貿商展實作(一) 四國1 選修 黃培真 商品展實作課程 商品展實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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