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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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 商管學院一A 必修 陳玉涓 https://meet.google.com/vfb-twyj-viq https://meet.google.com/vfb-twyj-viq

二A02(E31) 二

A03(E31) 二

A04(E31)

日四技 經濟學 商管學院一B 必修 王麗梅 https://meet.google.com/gia-kntp-vmo https://meet.google.com/gia-kntp-vmo

二A02(E32) 二

A03(E32) 二

A04(E32)

日四技 經濟學(英) 商管學院一C 必修 張民忠 https://meet.google.com/jkp-rkgw-fog https://meet.google.com/jkp-rkgw-fog

二A02(K22) 二

A03(K22) 二

A04(K22)

日四技 經濟學 商管學院一D 必修 龐瑜蒨 https://meet.google.com/hut-pmvp-nhf https://meet.google.com/hut-pmvp-nhf

二A02(E33) 二

A03(E33) 二

A04(E33)

日四技 經濟學 商管學院一E 必修 李孟哲 https://meet.google.com/ycv-ifou-iht https://meet.google.com/ycv-ifou-iht

二A02(E34) 二

A03(E34) 二

A04(E34)

日四技 經濟學 商管學院一F 必修 莊仁玲 https://meet.google.com/jfi-irka-adz https://meet.google.com/jfi-irka-adz

二A02(E43) 二

A03(E43) 二

A04(E43)

日四技 經濟學 商管學院一G 必修 林漢卿 https://meet.google.com/ncg-rmxt-xjm https://meet.google.com/ncg-rmxt-xjm

二A02(E44) 二

A03(E44) 二

A04(E44)

日四技 經濟學 商管學院一H 必修 盧清城 https://meet.google.com/ari-atzz-icd https://meet.google.com/ari-atzz-icd

二A02(E24) 二

A03(E24) 二

A04(E24)

日四技 計算邏輯與程式應用
商管學院菁英

班
必修 蔡秉恒 https://meet.google.com/zrf-nwck-hxu https://meet.google.com/zrf-nwck-hxu

五A01(E71) 五

A02(E71)

日四技 智慧商務導論 商管學院一A 選修 沈介文 https://meet.google.com/wjt-gfeg-mzh https://meet.google.com/xfk-gxid-rrf

五A02(K81) 五

A03(K81) 五

A04(K81)

日四技 智慧科技 商管學院一A 選修 鄭來宇 https://meet.google.com/jyd-gvam-ags https://meet.google.com/jyd-gvam-ags
五A03(E73) 五

A04(E73)

日四技
授信及不動產

自動鑑估價實作
商管學院A班 選修 楊適伃 https://meet.google.com/ckb-nvgp-apk https://meet.google.com/ckb-nvgp-apk

二A06(E47) 二

A07(E47) 二

A08(E47) 二

日四技 婚慶活動管理實務(深) 商管學院A班 選修 洪大翔 https://meet.google.com/ooz-mfgb-uhd https://meet.google.com/ooz-mfgb-uhd

三A05(E51) 三

A06(E51) 三

A07(E51)

日四技 OMO經營實務(深) 商管學院A班 選修

李銘尉

鄭來宇

吳壽進

https://meet.google.com/jyd-gvam-ags https://meet.google.com/jyd-gvam-ags

三A06(E27) 三

A07(E27) 三

A08(E27)

日四技
洗錢防制法遵機器人

查核程式開發實作
商管學院A班 選修 賴虹霖 https://meet.google.com/hnt-zvdh-poy https://meet.google.com/hnt-zvdh-poy

三A06(E41) 三

A07(E41) 三

A08(E41) 三

日四技 智慧零售實作 商管學院A班 選修 劉基全 https://meet.google.com/idd-yipb-ycm https://meet.google.com/idd-yipb-ycm

三A06(E66) 三

A07(E66) 三

A08(E66)

日四技 行銷管理(英) 商管學院A班 選修 林俞利 https://meet.google.com/kan-mhta-mog https://meet.google.com/iwv-gysz-vdi

五A02(E30) 五

A03(E30) 五

A04(E30)

日四技 金融大數據分析 商管學院A班 選修 李世欽 https://meet.google.com/tgn-ksxh-nto https://meet.google.com/tgn-ksxh-nto

五A02(E41) 五

A03(E41) 五

A04(E41)

日四技 金融科技法律與管理 商管學院A班 選修 蔡淵輝 https://meet.google.com/juz-yigd-uho https://meet.google.com/juz-yigd-uho

五A02(E43) 五

A03(E43) 五

A04(E43)

日四技
低碳輕飲食與共享平台

(深)
商管學院A班 選修

鄭雅馨

張國謙
https://meet.google.com/wjq-gkbr-xoh https://meet.google.com/wjq-gkbr-xoh

五A03(K12) 五

A04(K12)

日四技 展覽行銷實務(深) 商管學院A班 選修
葛致慧

陳慧婷
https://meet.google.com/oyt-rmja-vvs https://meet.google.com/oyt-rmja-vvs

四A06(E27) 四

A07(E27) 四

A08(E27) 四

日四技 資產管理系統實作 商管學院A班 選修
沈穎倫

李世欽
https://meet.google.com/cuh-bvvu-xik https://meet.google.com/cuh-bvvu-xik

四A06(E41) 四

A07(E41) 四

A08(E41) 四

日四技 虛實整合新零售專題 商管學院A班 選修 陳桂嫻 https://meet.google.com/rpc-hohr-aff https://meet.google.com/rpc-hohr-aff

四A06(E64) 四

A07(E64) 四

A08(E64)

110學年度 第1學期 第2~3週 日四技 商務管理學院 同步教學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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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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四技 商務管理學院 同步教學網址

日四技 獎勵旅遊體驗活動實務 商管學院A班 選修

詹悉珍

陳鴻彬

姜穎

9月 30日 (四) 下午13:20-15:10

https://meet.google.com/tyn-ivqw-gra(詹悉

珍)

9月 30日 (四) 下午15:20-17:10

https://meet.google.com/jrh-itgw-xua(姜穎)

10月 7日 (四) 下午13:20-17:10 (詹悉珍)

https://meet.google.com/tyn-ivqw-gra

四A06(K12) 四

A07(K12) 四

A08(K12) 四

A09(K12)

日四技 OMO經營實務(深) 商管學院B班 選修
李銘尉

鄭來宇
https://meet.google.com/qau-gdmx-vdp https://meet.google.com/qau-gdmx-vdp

三A06(E23) 三

A07(E23) 三

A08(E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