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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部 公民與社會 一英1 必修 吳宗翰 qtm-zacz-zvr qqe-hxmj-zbc
一A06(B41),一

A07(B41)

五專部 文法與習作(一)(上) 一英1 必修 衛世華 hbd-hoxd-mdo hbd-hoxd-mdo
二A08(B41),二

A09(B41)

五專部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一） 一英1 必修 郭齡惠 https://meet.google.com/mvu-jvqy-kmo https://meet.google.com/mvu-jvqy-kmo
五A02(B41),五

A03(B41)

五專部 字彙與閱讀(一)(上) 一英1 必修 常丹楓 iww-ftee-mdj iww-ftee-mdj
五A04(B41),五

A06(B41)

五專部 英語文(一) 一英1 必修 李淑芳 https://meet.google.com/xqk-sdtr-opd https://meet.google.com/xqk-sdtr-opd

一A02(B41),一

A03(B41),一

A04(B41)

五專部 國語文(一) 一英1 必修 陳盈瑞 https://meet.google.com/iei-zmyu-arw https://meet.google.com/iei-zmyu-arw

二A02(B41),二

A03(B41),二

A04(B41)

五專部 發音練習 一英1 必修 陳子周 wms-tyna-twv ofw-wojf-uyp
五A07(B41),五

A08(B41)

五專部 會計學(上) 一英1 必修 潘大畏 wkv-wpam-hry wkv-wpam-hry

三A02(B41),三

A03(B41),三

A04(B41)

五專部 資訊科技 一英1 必修 許瑞娟 hef-uyno-bec hef-uyno-bec
二A06(E64),二

A07(E64)

五專部 彈性學習(上) 一英1 必修 陳芳平 https://meet.google.com/dko-hsfq-hqt https://meet.google.com/dko-hsfq-hqt

一A01(B41),二

A01(B41),三

A01(B41),四

五專部 數學(一) 一英1 必修 陳家福 cr3-64r-phli cr3-64r-phli

四A02(B41),四

A03(B41),四

A04(B41)

五專部 藝術生活 一英1 必修 陳彥碩 meet.google.com/oqq-baag-epk meet.google.com/kqg-tzxx-bqs 
三A06(B41),三

A07(B41)

五專部 體育（一） 一英1 必修 鄧碧惠 https://meet.google.com/ksq-shxd-zfr https://meet.google.com/ksq-shxd-zfr 四A06,四A07

五專部 公民與社會 一英2 必修 吳怡萱 zcn-kkfi-kje zcn-kkfi-kje
一A06(B13),一

A07(B13)

五專部 文法與習作(一)(上) 一英2 必修 衛世華 mtz-dyws-fdk mtz-dyws-fdk
二A06(B13),二

A07(B13)

五專部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一） 一英2 必修 郭齡惠 https://meet.google.com/mvu-jvqy-kmo https://meet.google.com/mvu-jvqy-kmo
四A02(B13),四

A03(B13)

五專部 字彙與閱讀(一)(上) 一英2 必修 常丹楓 qwf-uyrv-bbc qwf-uyrv-bbc
三A06(B13),三

A07(B13)

五專部 英語文(一) 一英2 必修 施美任 meet.google.com/vos-rqct-bwf meet.google.com/psk-hiei-nkc

一A02(B13),一

A03(B13),一

A04(B13)

五專部 國語文(一) 一英2 必修 王能杰 meet.google.com/dji-focq-bhi meet.google.com/dji-focq-bhi

二A02(B13),二

A03(B13),二

A04(B13)

五專部 發音練習 一英2 必修 陳子周 dgi-owqp-vwq jsy-hwzz-vck
四A06(B13),四

A07(B13)

五專部 會計學(上) 一英2 必修 王斐 rpq-vfui-ijc rpq-vfui-ijc

三A02(B13),三

A03(B13),三

A04(B13)

五專部 資訊科技 一英2 必修 許瑞娟 yrf-ncvm-ofy yrf-ncvm-ofy
二A08(E64),二

A09(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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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部 彈性學習(上) 一英2 必修 郭齡惠 https://meet.google.com/hfp-uuba-qif https://meet.google.com/hfp-uuba-qif

一A01(B13),二

A01(B13),三

A01(B13),四

五專部 數學(一) 一英2 必修 陳家福 cr3-64r-phli cr3-64r-phli

五A02(B13),五

A03(B13),五

A04(B13)

五專部 藝術生活 一英2 必修 陳彥碩 meet.google.com/iaj-rykj-fov  meet.google.com/ryn-rfeu-ftn
五A06(B13),五

A07(B13)

五專部 體育（一） 一英2 必修 廖上瑋 https://meet.google.com/mvx-cysh-yiy https://meet.google.com/mvx-cysh-yiy 四A08,四A09

五專部 文法與習作(二)(上) 二英1 必修 關芳芳 eut-aisu-xoi eut-aisu-xoi
五A03(B31),五

A04(B31)

五專部 地理 二英1 必修 林育平 dmk-ntvu-qwi dmk-ntvu-qwi
五A01(B31),五

A02(B31)

五專部 字彙與閱讀(二)(上) 二英1 必修 施美任 rsj-ksmo-eqt yrp-mjpn-hwq
二A06(B31),二

A07(B31)

五專部 物理 二英1 必修 歐仁信 meet.google.com/rzx-tgjn-fjm meet.google.com/rzx-tgjn-fjm
三A01(B31),三

A02(B31)

五專部 英語文(三) 二英1 必修 呂虹瑾 https://meet.google.com/gze-fnom-vtv https://meet.google.com/cbq-aynx-orz

四A01(B31),四

A02(B31),四

A03(B31)

五專部 英語會話溝通(一)(上) 二英1 必修 趙書亞 qad-zskd-moz qad-zskd-moz
一A06(B31),一

A07(B31)

五專部 計算邏輯與程式應用 二英1 必修 張立 qbf-seda-mim qbf-seda-mim
三A03(E62),三

A04(E62)

五專部 健康與護理 二英1 必修 廖本智 https://meet.google.com/cxb-bwke-apn https://meet.google.com/cxb-bwke-apn
五A06(B31),五

A07(B31)

五專部 國語文(三) 二英1 必修 徐孝育 https://meet.google.com/bac-uich-sft https://meet.google.com/bac-uich-sft

一A02(B31),一

A03(B31),一

A04(B31)

五專部 經濟學(上) 二英1 必修 林國榮 gzg-tmei-rhr gzg-tmei-rhr

二A02(B31),二

A03(B31),二

A04(B31)

五專部 體育(三) 二英1 必修 葉啟文 https://meet.google.com/ktw-musc-rmn https://meet.google.com/ktw-musc-rmn 四A08,四A09

五專部 英文文摘選讀(一) 二英1 選修 鍾良怡 fqg-dvob-xdy fqg-dvob-xdy
三A06(B31),三

A07(B31)

五專部 語言與文化(一) 二英1 選修 陳樂群 jgr-anyg-jde jgr-anyg-jde
四A06(B31),四

A07(B31)

五專部 文法與習作(二)(上) 二英2 必修 關芳芳 zaa-cams-hdh zaa-cams-hdh
三A03(B32),三

A04(B32)

五專部 地理 二英2 必修 林育平 kug-zrgx-tuc kug-zrgx-tuc
五A03(B32),五

A04(B32)

五專部 字彙與閱讀(二)(上) 二英2 必修 陳子周 vjd-veaq-vzf yvw-yfgn-vro
一A06(B32),一

A07(B32)

五專部 物理 二英2 必修 張凱智
meet.google.com/uzd-upno-

wfw

meet.google.com/uzd-upno-

wfw

三A01(B32),三

A02(B32)

五專部 英語文(三) 二英2 必修 李金安
https://meet.google.com/pjc-

ryme-ycs

https://meet.google.com/pjc-

ryme-ycs

四A01(B32),四

A02(B32),四

A03(B32)

五專部 英語會話溝通(一)(上) 二英2 必修 趙書亞 xxh-xgqt-qfh xxh-xgqt-qfh
三A06(B32),三

A07(B32)

五專部 計算邏輯與程式應用 二英2 必修 郭玟琳 cqr-dmwa-kqj cqr-dmwa-kqj
二A01(E63),二

A02(E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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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部 健康與護理 二英2 必修 馬維聲 buy-acxm-mfd buy-acxm-mfd
五A01(B32),五

A02(B32)

五專部 國語文(三) 二英2 必修 許瑞哲
https://meet.google.com/szj-

wnqt-ymn

https://meet.google.com/tga-

wqmw-tba

一A02(B32),一

A03(B32),一

A04(B32)

五專部 經濟學(上) 二英2 必修 簡元瑜 ary-vtta-smx ary-vtta-smx

二A06(B32),二

A07(B32),二

A08(B32)

五專部 體育(三) 二英2 必修 游進達
https://meet.google.com/vit-

gsfr-uwg

https://meet.google.com/vit-

gsfr-uwg
四A06,四A07

五專部 英文文摘選讀(一) 二英2 選修 李淑芳 bfc-vnzq-hwm bfc-vnzq-hwm
五A06(B32),五

A07(B32)

五專部 語言與文化(一) 二英2 選修 陳樂群 jbn-fbtp-jsz jbn-fbtp-jsz
二A03(B32),二

A04(B32)

五專部 多媒體應用 三英1 必修 蔡政儒 brx-xpmc-gcw brx-xpmc-gcw
五A01(E72),五

A02(E72)

五專部 字彙與閱讀(三)(上) 三英1 必修
吳苾雯(謝美

玲代)
txf-xpqi-svp txf-xpqi-svp

三A06(B24),三

A07(B24)

五專部 服務業英語：觀光 三英1 必修 陳汝珊 aiv-tatz-hqg hea-ebdy-bmi
一A03(B24),一

A04(B24)

五專部 英語文(五) 三英1 必修 陳勁宏
https://meet.google.com/ggf-

oyrq-yxj

https://meet.google.com/ggf-

oyrq-yxj

二A01(B24),二

A02(B24),二

A03(B24)

五專部 英語表演語言 三英1 必修 莫康笙 nup-oimk-oug nup-oimk-oug
五A03(B24),五

A04(B24)

五專部 國語文(五) 三英1 必修 蔡郁焄
https://meet.google.com/abg-

fmse-chw

https://meet.google.com/abg-

fmse-chw

四A02(B24),四

A03(B24),四

A04(B24)

五專部 進階英文(一)(上) 三英1 必修 何子祿 zjo-uavb-qsf omk-johy-icz
二A06(B24),二

A07(B24)

五專部 新聞英文(上) 三英1 必修 吳榮惠 eto-pcin-ovc qwr-zzmh-ydk
三A01(B24),三

A02(B24)

五專部 管理學(上) 三英1 必修 邱美惠 owu-gbcv-wya dzw-tuhk-smt
一A06(B24),一

A07(B24)

五專部 英文寫作(一)(上) 三英1A 必修 鍾良怡 jvo-kiks-run jvo-kiks-run
三A03(B24),三

A04(B24)

五專部 英文寫作(一)(上) 三英1B 必修 常丹楓 tfs-qxnr-euw tfs-qxnr-euw
三A03(B35),三

A04(B35)

五專部 多媒體應用 三英2 必修 陳政翰 cwp-shxy-vux cwp-shxy-vux
五A03(E72),五

A04(E72)

五專部 字彙與閱讀(三)(上) 三英2 必修
吳苾雯(謝美

玲代)
txf-xpqi-svp txf-xpqi-svp

二A06(B12),二

A07(B12)

五專部 服務業英語：觀光 三英2 必修 陳汝珊 dun-wvmp-cmz ovb-tgdq-tpe
五A01(B12),五

A02(B12)

五專部 英語文(五) 三英2 必修 鄒湘平
https://meet.google.com/iet-

azke-dkr

https://meet.google.com/ncr-

vqzo-wff

二A01(B12),二

A02(B12),二

A03(B12)

五專部 英語表演語言 三英2 必修 賀忠正  vzw-azkd-nfo wnt-rsnc-xkc
一A06(E52),一

A07(E52)

五專部 國語文(五) 三英2 必修 王能杰
meet.google.com/mgx-pvnr-

end

meet.google.com/mgx-pvnr-

end

四A02(B12),四

A03(B12),四

A04(B12)

五專部 進階英文(一)(上) 三英2 必修 何子祿 mjq-cjpf-nos aia-tdpw-mjf
一A03(B12),一

A04(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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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部 新聞英文(上) 三英2 必修 吳榮惠 fsu-ugqb-mqt jjb-zajb-euz
三A03(B12),三

A04(B12)

五專部 管理學(上) 三英2 必修 邱美惠 ghs-zxct-vct rdm-wrwt-qdj
三A06(B12),三

A07(B12)

五專部 英文寫作(一)(上) 三英2A 必修 施美任 chd-foez-cgt pqi-eosx-mdj
三A01(B35),三

A02(B35)

五專部 英文寫作(一)(上) 三英2B 必修 莫康笙 mtb-qrvx-mrv mtb-qrvx-mrv
三A01(B12),三

A02(B12)

五專部 英語會話溝通(二)(上) 三英會A 必修 柯飛 cbo-simc-vxr cbo-simc-vxr
五A06(K43),五

A07(K43)

五專部 英語會話溝通(二)(上) 三英會B 必修 趙書亞 rai-ptcs-dvg rai-ptcs-dvg
五A06(B24),五

A07(B24)

五專部 英語會話溝通(二)(上) 三英會C 必修 丹大維 ttr-jvcd-qdf ttr-jvcd-qdf
五A06(B12),五

A07(B12)

五專部 西洋文學概論(上) 四英1 必修 姚小虹 iub-rmuo-gds iub-rmuo-gds
三A03(C26),三

A04(C26)

五專部 商務英文簡報 四英1 必修 陳菁蕙 eit-qdod-edv eit-qdod-edv
五A03(C31),五

A04(C31)

五專部 商貿英文(上) 四英1 必修
吳苾雯(胡朧

凱代)
vui-fdxy-moe vui-fdxy-moe

二A08(C34),二

A09(C34)

五專部 國際貿易實務(上) 四英1 必修 毛嘉莉 weq-ogdw-vvi cgf-mhur-cdj
四A03(C53),四

A04(C53)

五專部 演講與溝通(上) 四英1 必修 賀忠正 byb-anti-ppq gxx-tnad-evd
四A06(E52),四

A07(E52)

五專部 英文文摘選讀(一) 四英1 選修 謝美玲 dvz-oqem-qdp dvz-oqem-qdp
一A08(C33),一

A09(C33)

五專部 進階英文(二) 四英1 選修 胡隴凱 zee-pmzf-qcx zee-pmzf-qcx
二A03(K03),二

A04(K03)

五專部 語言學概論(一) 四英1 選修 林廷錩 rmw-mtxp-nvu wup-nsyt-aqb
三A01(C26),三

A02(C26)

五專部 數位影像處理 四英1 選修 周裔蓁 zce-obcc-yac xyo-ewtj-xgg
一A08(E72),一

A09(E72)

五專部 英文寫作(二)(上) 四英1A 必修 曹臣甫 ymc-aefw-xkf ymc-aefw-xkf
一A06(K64),一

A07(K64)

五專部 英文寫作(二)(上) 四英1B 必修 鄒湘平 yso-qsnm-gvw kbm-tkym-onz
一A06(K62),一

A07(K62)

五專部 西洋文學概論(上) 四英2 必修 姚小虹 cmi-gkff-toh cmi-gkff-toh
五A03(C34),五

A04(C34)

五專部 商務英文簡報 四英2 必修 陳菁蕙 eit-qdod-edv eit-qdod-edv
一A06(C33),一

A07(C33)

五專部 商貿英文(上) 四英2 必修 林嘉鴻 mbq-egid-wjk mbq-egid-wjk
四A06(C23),四

A07(C23)

五專部 國際貿易實務(上) 四英2 必修 毛嘉莉 gua-yjrh-jsf tfb-ebvc-deo
二A08(C35),二

A09(C35)

五專部 演講與溝通(上) 四英2 必修 賀忠正 ydw-xcpm-uke  fvn-ewoz-jvd
四A08(E52),四

A09(E52)

五專部 語言學概論(一) 四英2 選修 高仲良 nyp-meqh-rug skd-mxjk-ajp
三A01(K62),三

A02(K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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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部 英文寫作(二)(上) 四英2A 必修 高千文 uck-soiz-qeu uck-soiz-qeu
三A03(K64),三

A04(K64)

五專部 英文寫作(二)(上) 四英2B 必修 何子祿 fgu-kymo-hoq ycw-beek-wpd
三A03(K62),三

A04(K62)

五專部 財經英文〈上〉 五英1 必修 張光球 njz-xban-kqi njz-xban-kqi
四A03(C52),四

A04(C52)

五專部 商務英語會話 五英1 必修 莫康笙 ckf-gbea-hbq ckf-gbea-hbq
四A06(C52),四

A07(C52)

五專部 翻譯技巧與實作 五英1 必修 高千文 ztu-ayvh-xwa ztu-ayvh-xwa
一A03(C35),一

A04(C35)

五專部 行銷管理(一) 五英1 選修 林俞利 ghz-xmni-abp hsp-ougg-wxg
一A06(E33),一

A07(E33)

五專部 英國文學作品賞析 五英1 選修 呂虹瑾 evh-igzi-ssg wtj-hufp-xqh
三A03(C24),三

A04(C24)

五專部 國際企業管理(一) 五英1 選修 陳卓泰 vez-gfvy-bts vez-gfvy-bts
二A08(K41),二

A09(K41)

五專部 網路應用 五英1 選修 林忠磽 wss-svbh-uuo baz-pais-was
五A01(E64),五

A02(E64)

五專部 數位影像處理 五英1 選修 朱善傑 iqp-jvij-avc qdt-emns-tva
四A01(E63),四

A02(E63)

五專部 商務英文寫作(上) 五英1A 必修 陳子周 yvw-yfgn-vro soj-jguo-meg
二A06(K62),二

A07(K62)

五專部 商務英文寫作(上) 五英1B 必修 葉竺弦 byn-yhfb-pbg grp-ysqn-ijt
二A06(K64),二

A07(K64)

五專部 財經英文〈上〉 五英2 必修 高淑華 ffz-epjm-ngd ffz-epjm-ngd
五A03(K64),五

A04(K64)

五專部 商務英語會話 五英2 必修 賀忠正 jef-obwa-fnn  izw-gahd-pia
三A06(E52),三

A07(E52)

五專部 翻譯技巧與實作 五英2 必修 呂虹瑾 wwi-howq-mbn wwi-howq-mbn
一A08(C35),一

A09(C35)

五專部 商務英文寫作(上) 五英2A 必修 黃美娟 cqq-hquf-peb cqq-hquf-peb
二A06(K65),二

A07(K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