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制 課程名稱 開課班級 選別 授課教師 第2週直播上課會議網址 第3週直播上課會議網址 上課時間（教室）

日四技 第二外語-日語(一) 學院A班 選修 陳曄玲 https://meet.google.com/ezz-jmks-qhs https://meet.google.com/ezz-jmks-qhs
二A06(K02),二

A07(K02)

日四技 第二外語-日語(一) 學院B班 選修 陳彥碩 https://meet.google.com/mci-zhmq-nie https://meet.google.com/mci-zhmq-nie
二A08(E33),二

A09(E33)

日四技 第二外語-日語(一) 學院C班 選修 江梅菊 https://meet.google.com/kbv-wwbg-zrr https://meet.google.com/kbv-wwbg-zrr
三A06(E34),三

A07(E34)

日四技 第二外語-日語(一) 學院D班 選修 簡成財
https://meet.google.com/lookup/dem7hah

wej

https://meet.google.com/lookup/dem7hah

wej

五A01(E44),五

A02(E44)

日四技 第二外語-日語(一) 學院E班 選修 陳彥碩 https://meet.google.com/xpn-sgow-wig https://meet.google.com/xpn-sgow-wig
五A03(K41),五

A04(K41)

日四技 第二外語-日語(一) 學院F班 選修 簡成財
https://meet.google.com/lookup/asbbezh6

pk

https://meet.google.com/lookup/asbbezh6

pk

二A06(K22),二

A07(K22)

日四技 第二外語-日語(一) 學院G班 選修 簡成財
https://meet.google.com/lookup/gao3wu75

cp

https://meet.google.com/lookup/gao3wu7

5cp

五A03(D12),五

A04(D12)

日四技 第二外語-日語(三) 學院A班 選修 陳曄玲 https://meet.google.com/kyc-ibia-mjv https://meet.google.com/kyc-ibia-mjv
五A01(C33),五

A02(C33)

日四技 第二外語-印尼語(一) 學院A班 選修 林達 https://meet.google.com/dtu-xuvj-zdh https://meet.google.com/dtu-xuvj-zdh
二A06(K61),二

A07(K61)

日四技 第二外語-西班牙語(一) 學院A班 選修 尚塔那 https://meet.google.com/gkr-aorh-kov https://meet.google.com/gkr-aorh-kov
二A06(E53),二

A07(E53)

日四技 第二外語-西班牙語(一) 學院B班 選修 李樹賢 https://meet.google.com/ric-hmig-bnb https://meet.google.com/ric-hmig-bnb
二A08(K02),二

A09(K02)

日四技 第二外語-西班牙語(一) 學院C班 選修 尚塔那 https://meet.google.com/tur-fxoj-qra https://meet.google.com/tur-fxoj-qra
三A06(E43),三

A07(E43)

日四技 第二外語-西班牙語(一) 學院D班 選修 范健源 https://meet.google.com/nvi-zapi-ahw https://meet.google.com/nvi-zapi-ahw
五A01(E33),五

A02(E33)

日四技 第二外語-西班牙語(一) 學院E班 選修 尚塔那 https://meet.google.com/src-jrfi-ecc https://meet.google.com/src-jrfi-ecc
二A08(E53),二

A09(E53)

日四技 第二外語-西班牙語(三) 學院A班 選修 范健源 https://meet.google.com/ekg-bnbk-adt http://meet.google.com/ekg-bnbk-adt
五A03(E53),五

A04(E53)

日四技 第二外語-法語(一) 學院A班 選修 林柏宇 https://meet.google.com/ijw-frks-opb https://meet.google.com/fhs-jhbt-gif
二A06(E54),二

A07(E54)

日四技 第二外語-泰語(一) 學院A班 選修 徐慶忠 https://meet.google.com/rdn-ozho-dod https://meet.google.com/rdn-ozho-dod
二A06(K25),二

A07(K25)

日四技 第二外語-泰語(一) 學院B班 選修 徐慶忠  https://meet.google.com/cid-qodr-ury  https://meet.google.com/cid-qodr-ury
二A08(K25),二

A09(K25)

日四技 第二外語-泰語(三) 學院A班 選修 徐慶忠 https://meet.google.com/bfk-txqt-fxy https://meet.google.com/bfk-txqt-fxy
三A06(C52),三

A07(C52)

日四技 第二外語－越南語(一) 學院A班 選修 蔡玉鳳 https://meet.google.com/gfq-ugqf-ktk https://meet.google.com/gfq-ugqf-ktk
二A06(C33),二

A07(C33)

日四技 第二外語－越南語(一) 學院D班 選修 蔡玉鳳 https://meet.google.com/ocy-fpum-png https://meet.google.com/ocy-fpum-png
五A03(C33),五

A04(C33)

日四技 第二外語-德語(一) 學院A班 選修 張詠欣 https://meet.google.com/knz-pjvj-rge https://meet.google.com/knz-pjvj-rge
五A01(D21),五

A02(D21)

日四技 第二外語-德語(一) 學院B班 選修 張詠欣 https://meet.google.com/ndo-ujht-dsp https://meet.google.com/ndo-ujht-dsp
五A03(D21),五

A04(D21)

日四技 第二外語-韓語(一) 學院A班 選修 邱敏瑤 https://meet.google.com/hcw-sjsv-mkp https://meet.google.com/hcw-sjsv-mkp
二A06(E44),二

A07(E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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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課程名稱 開課班級 選別 授課教師 第2週直播上課會議網址 第3週直播上課會議網址 上課時間（教室）

110學年度 第1學期 第2~3週 四技部 第二外語、語言測驗輔助教學 同步教學網址

日四技 第二外語-韓語(一) 學院B班 選修 翁家祥 https://meet.google.com/kmk-scxm-kgs https://meet.google.com/hpd-dgqf-nrb
五A01(E32),五

A02(E32)

日四技 第二外語-韓語(一) 學院C班 選修 方秋梨 https://meet.google.com/tsg-posy-miq https://meet.google.com/tsg-posy-miq
三A06(E24),三

A07(E24)

日四技 第二外語-韓語(三) 學院B班 選修 翁家祥 https://meet.google.com/yye-dypy-kvb https://meet.google.com/kqd-asri-ogw
五A03(E12),五

A04(E12)

日四技 語言測驗輔助教學 輔助A班 選修 何子祿 https://meet.google.com/tfw-iiax-fcq https://meet.google.com/dfk-xfks-yrx
五A08(K41),五

A09(K41)

日四技 語言測驗輔助教學 輔助B班 選修 葉紹謀 https://meet.google.com/zes-ughh-jof https://meet.google.com/qti-nuct-chf
五A06(E32),五

A07(E32)

日四技 語言測驗輔助教學 輔助C班 選修 葉紹謀 https://meet.google.com/uqu-yusv-jfx https://meet.google.com/zre-pfrv-ddu
五A08(E32),五

A09(E32)

日四技 語言測驗輔助教學 輔助D班 選修 劉哲維 https://meet.google.com/ovp-mmek-dzo https://meet.google.com/qtg-gymg-xmy
五A06(E24),五

A07(E24)

日四技 語言測驗輔助教學 輔助D班 選修 劉哲維 https://meet.google.com/ovp-mmek-dzo https://meet.google.com/qtg-gymg-xmy
五A06(E24),五

A07(E24)

日四技 語言測驗輔助教學 輔助E班 選修 劉哲維 https://meet.google.com/jnb-fkga-zuh https://meet.google.com/jfq-nmwe-rbm
五A08(E24),五

A09(E24)

日四技 語言測驗輔助教學 輔助E班 選修 劉哲維 https://meet.google.com/jnb-fkga-zuh https://meet.google.com/jfq-nmwe-rbm
五A08(E24),五

A09(E24)

日四技 語言測驗輔助教學 輔助F班 選修 尹元隆 https://meet.google.com/jxx-beoc-aiv https://meet.google.com/jxx-beoc-aiv
五B01(E31),五

B02(E31)

日四技 語言測驗輔助教學 輔助F班 選修 尹元隆 https://meet.google.com/zqs-kyab-nuz https://meet.google.com/jxx-beoc-aiv
五B01(E31),五

B02(E31)

日四技 語言測驗輔助教學 輔助G班 選修 盧威元 https://meet.google.com/wte-xvop-evu https://meet.google.com/wte-xvop-evu
五B01(K04),五

B02(K04)

日四技 語言測驗輔助教學 輔助H班 選修 李佩玲 https://meet.google.com/nqp-grpo-ogs https://meet.google.com/sve-jqbt-dqr
五A08(E43),五

A09(E43)

日四技 語言測驗輔助教學 輔助I班 選修 楊家蘭 https://meet.google.com/jjn-damr-pvh https://meet.google.com/jjn-damr-pvh
五A06(E34),五

A07(E34)

日四技 語言測驗輔助教學 輔助J班 選修 李佳蓉 https://meet.google.com/uxz-bcwo-mfw https://meet.google.com/uxz-bcwo-mfw
五A08(E34),五

A09(E34)

日四技 語言測驗輔助教學 輔助K班 選修 古如君 https://meet.google.com/txg-bpmu-jzj https://meet.google.com/txg-bpmu-jzj
五A08(E44),五

A09(E44)

https://meet.google.com/wte-xvop-evu
https://meet.google.com/wte-xvop-ev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