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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 生涯規劃與發展 國一A 必修 柯賢城
https://meet.google.com/mqy-

gaun-y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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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un-ywf

二A06(E15),二

A07(E15)

日四技 金融市場 國一A 必修 謝育萍 https://meet.google.com/mpe-gjcu-zrm https://meet.google.com/tua-gypk-odr
二A08(E15),二

A09(E15)

日四技 英文（上） 國一A 必修 廖月秀 meet.google.com/qsg-nekx-udq meet.google.com/qsg-nekx-udq

五A02(E15),五

A03(E15),五

A04(E15)

日四技 國文（上） 國一A 必修 張薰 meet.google.com/ukk-mpvh-xus meet.google.com/zsu-szbu-tve
一A06(E15),一

A07(E15)

日四技 統計學 國一A 必修 葛湘瑋 https://meet.google.com/gzc-gtpz-ggc https://meet.google.com/vho-yfxq-qtv

二A02(E15),二

A03(E15),二

A04(E15)

日四技 勞作教育 國一A 必修 呂憲超 https://meet.google.com/tsp-iiwz-bhv https://meet.google.com/tsp-iiwz-bhv 五A05(E15)

日四技 智慧物聯網程式設計 國一A 必修 姚政文 meet.google.com/abv-xxbv-dbr meet.google.com/abv-xxbv-dbr
三A03(E73),三

A04(E73)

日四技 會計學 國一A 必修 牟國珍 https://meet.google.com/iga-ccsa-hod https://meet.google.com/iga-ccsa-hod

四A06(E15),四

A07(E15),四

A08(E15)

日四技 經濟學(上) 國一A 必修 李慕真 https://meet.google.com/zit-cgmk-zvp https://meet.google.com/oxi-kbfc-cay
三A06(E15),三

A07(E15)

日四技 體育（一） 國一A 必修 鄭俊雄 https://meet.google.com/khd-adma-dnv https://meet.google.com/khd-adma-dnv 一A01,一A02

日四技 生涯規劃與發展 國一B 必修 周富美 https://meet.google.com/arx-qgfk-whw https://meet.google.com/arx-qgfk-whw
三A06(C43),三

A07(C43)

日四技 金融市場 國一B 必修 徐宇文 https://meet.google.com/qqo-sfbw-sjk https://meet.google.com/gam-vaod-dwx
一A06(C54),一

A07(C54)

日四技 英文（上） 國一B 必修 楊金月
meet.google.com/zhh-xfte-hgb

meet.google.com/tbh-ycwb-cmp

五A02(E54),五

A03(E54),五

A04(E54)

日四技 國文（上） 國一B 必修 游雯絢 https://meet.google.com/vnj-pvdm-rhy https://meet.google.com/gif-mzzu-ysm
二A03(C54),二

A04(C54)

日四技 統計學 國一B 必修 曾淑惠 因新生課程輔導,所以停課一次 meet.google.com/fvu-iffa-ufu

一A02(C34),一

A03(C34),一

A04(C34)

日四技 勞作教育 國一B 必修 李祖馨 https://meet.google.com/uwr-ivnj-did https://meet.google.com/uwr-ivnj-did 四A05(E32)

日四技 智慧物聯網程式設計 國一B 必修 呂憲超 https://meet.google.com/arq-ujgu-yte https://meet.google.com/zdi-cgwx-bew
二A08(E63),二

A09(E63)

日四技 會計學 國一B 必修 牟國珍 https://meet.google.com/riq-pjzc-rch https://meet.google.com/riq-pjzc-rch

三A01(C55),三

A02(C55),三

A03(C55)

日四技 經濟學(上) 國一B 必修 李淑媛 meet.google.com/epq-eghw-wex meet.google.com/epq-eghw-wex
四A01(E32),四

A02(E32)

日四技 體育（一） 國一B 必修 林鐘良 https://meet.google.com/fcm-neeb-vaw https://meet.google.com/fcm-neeb-vaw 五A06,五A07

日四技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
國一BC 必修 林淑櫻 https://meet.google.com/zhe-vgaq-pfx https://meet.google.com/zhe-vgaq-pfx

二A06(E24),二

A07(E24)

日四技 生涯規劃與發展 國一C 必修 吳怡萱 https://meet.google.com/fqt-xtzq-vwc https://meet.google.com/fqt-xtzq-vwc
四A01(E33),四

A02(E33)

日四技 金融市場 國一C 必修 林峯瑜 https://meet.google.com/ogs-efjc-ude https://meet.google.com/ogs-efjc-ude
一A06(C55),一

A07(C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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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 英文（上） 國一C 必修 張惠菁 https://meet.google.com/edh-huup-keu https://meet.google.com/edh-huup-keu

五A02(C54),五

A03(C54),五

A04(C54)

日四技 國文（上） 國一C 必修 柯金木 meet.google.com/fct-nfoy-sxw meet.google.com/fct-nfoy-sxw
二A08(C54),二

A09(C54)

日四技 統計學 國一C 必修 葛湘瑋 https://meet.google.com/ddb-ysve-qzo https://meet.google.com/vzq-scwi-cvq

三A02(C34),三

A03(C34),三

A04(C34)

日四技 勞作教育 國一C 必修 李美華 https://meet.google.com/kmd-szrg-jdd https://meet.google.com/kmd-szrg-jdd 五A05(K22)

日四技 智慧物聯網程式設計 國一C 必修 何素美 meet.google.com/hdn-cfhe-ihc meet.google.com/hdn-cfhe-ihc
二A03(E73),二

A04(E73)

日四技 會計學 國一C 必修 王珍一
https://meet.google.com/oaj-

ghgw-z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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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gw-zuh

一A02(C55),一

A03(C55),一

A04(C55)

日四技 經濟學(上) 國一C 必修 李慕真
https://meet.google.com/fpt-

ipzv-c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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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zsz-cqd

四A06(C55),四

A07(C55)

日四技 體育（一） 國一C 必修 董龍
https://meet.google.com/qxc-

nbhy-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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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hy-oaa
三A06,三A07

日四技 商貿外語簡報 國二A 必修 楊金月
meet.google.com/moq-ytaa-

kgn
meet.google.com/vsz-zwfg-tkk

二A03(E54),二

A04(E54)

日四技 國貿原理與政策 國二A 必修 林國榮
https://meet.google.com/oue-

rrhj-o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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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hj-oiv

四A01(E46),四

A02(E46)

日四技 國際貿易實務(上) 國二A 必修 毛嘉莉
https://meet.google.com/yty-

navz-d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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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rxr-ets

三A02(C44),三

A03(C44),三

A04(C44)

日四技 國際職場溝通英文(一) 國二A 必修 楊金月
meet.google.com/tbh-ycwb-

cmp
meet.google.com/pon-ctwc-jca

一A02(E54),一

A03(E54),一

A04(E54)

日四技 電子商務與網路貿易 國二A 必修 鄧旭茹
https://meet.google.com/snz-

eyut-v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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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yut-vug

四A03(E73),四

A04(E73)

日四技 市調與數據分析實務 國二A 選修 林郁芬
https://meet.google.com/jsj-

rgas-e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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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gas-eyc

五A06(C44),五

A07(C44)

日四技 投資學 國二A 選修 林峯瑜
https://meet.google.com/ogs-

efjc-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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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jc-ude

四A06(E24),四

A07(E24)

日四技 物流管理 國二A 選修 李政雄
https://meet.google.com/iyp-

yfxg-t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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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cmq-ppp

一A06(E32),一

A07(E32)

日四技 商業心理學 國二A 選修 李陳同
https://meet.google.com/qvx-

xcvx-z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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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cvx-zsc

一A08(E32),一

A09(E32)

日四技 國貿商展實作(一) 國二A 選修 廖月秀 商品展實作課程 商品展實作課程

日四技
數位投資環境與風險評

估
國二A 選修 林郁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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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nag-i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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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nag-ivs

五A08(C44),五

A09(C44)

日四技 顧客關係管理 國二A 選修 鄧旭茹
https://meet.google.com/snz-

eyut-v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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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yut-vug

四A08(E71),四

A09(E71)

日四技 商貿外語簡報 國二B 必修 廖月秀 meet.google.com/qsg-nekx-udq
meet.google.com/qsg-nekx-

udq

一A03(C54),一

A04(C54)

日四技 國貿原理與政策 國二B 必修 李慕真
https://meet.google.com/vmk-

mwkp-q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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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zui-wtx

三A01(E75),三

A02(E75)

日四技 國際貿易實務(上) 國二B 必修 杜芳秋
https://meet.google.com/irw-

ebuz-w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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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uz-wve

二A02(E12),二

A03(E12),二

A04(E12)

日四技 國際職場溝通英文(一) 國二B 必修 楊金月 meet.google.com/jzo-odqm-hbi
meet.google.com/heg-enmz-

kkb

四A02(E54),四

A03(E54),四

A04(E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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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 電子商務與網路貿易 國二B 必修 周侑德
https://meet.google.com/mch-

cswz-y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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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fq-xgo

三A03(E72),三

A04(E72)

日四技 商貿外語簡報 國二C 必修 范代志 meet.google.com/nkc-sskp-uox meet.google.com/rvo-rhfm-bus
四A03(C44),四

A04(C44)

日四技 國貿原理與政策 國二C 必修 李淑媛
meet.google.com/epq-eghw-

wex

meet.google.com/epq-eghw-

wex

一A03(E57),一

A04(E57)

日四技 國際貿易實務(上) 國二C 必修 李淑媛
meet.google.com/epq-eghw-

wex

meet.google.com/epq-eghw-

wex

三A02(C22),三

A03(C22),三

A04(C22)

日四技 國際職場溝通英文(一) 國二C 必修 張惠菁
https://meet.google.com/dyo-

cqqy-m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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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qqy-mds

二A02(C53),二

A03(C53),二

A04(C53)

日四技 電子商務與網路貿易 國二C 必修 雷立偉 meet.google.com/jpq-fstc-boj meet.google.com/jpq-fstc-boj
一A01(E63),一

A02(E63)

日四技 國貿經營專題 國三A 必修 張弘遠
https://meet.google.com/iak-

qavu-y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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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zq-omw

二A03(E26),二

A04(E26)

日四技 國際企業管理 國三A 必修 黃國光
https://meet.google.com/ksd-

erze-x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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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psy-szt

五A06(E57),五

A07(E57)

日四技 國際貿易法規 國三A 必修 杜芳秋
https://meet.google.com/xqd-

kpoz-q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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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poz-qbc

四A01(E57),四

A02(E57)

日四技
跨境電子商務經營與比

較
國三A 必修 李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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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qqt-h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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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qqt-hje

二A01(E73),二

A02(E73)

日四技 初階外匯交易 國三A 選修 牟國珍
https://meet.google.com/kan-

vpgr-g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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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pgr-gni

四A03(E46),四

A04(E46)

日四技 國際金融 國三A 選修 謝育萍
https://meet.google.com/npg-

vyvc-u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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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ybm-abq

五A08(E57),五

A09(E57)

日四技 國際貿易支付 國三A 選修 黃培真
https://meet.google.com/dyg-

mrng-j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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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ng-jpd

五A08(K02),五

A09(K02)

日四技 會展英語 國三A 選修 陳尹珊
https://meet.google.com/mpw-

vfxj-g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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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fxj-gid

四A03(E57),四

A04(E57)

日四技 數位行銷實務 國三A 選修 葛湘瑋
https://meet.google.com/dbe-

smpa-c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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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up-nqd

一A02(E26),一

A03(E26),一

A04(E26)

日四技 數位貿易與科技應用 國三A 選修 何素美 meet.google.com/jdz-jenx-pdh
meet.google.com/yxb-hmev-

wny

一A06(E26),一

A07(E26),一

A08(E26)

日四技 關稅實務 國三A 選修 陳瑜朗
https://meet.google.com/fme-

fzsz-t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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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bgx-hhk

四A06(K22),四

A07(K22)

日四技 國貿經營專題 國三B 必修 張弘遠
https://meet.google.com/igz-

vwbf-o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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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wbf-oiq

五A06(E26),五

A07(E26)

日四技 國際企業管理 國三B 必修 黃國光
https://meet.google.com/ffi-

yjnc-d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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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nz-nea

三A03(E48),三

A04(E48)

日四技 國際貿易法規 國三B 必修 黃培真
https://meet.google.com/eqd-

ctiq-v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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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iq-vxc

二A03(E17),二

A04(E17)

日四技
跨境電子商務經營與比

較
國三B 必修 姚政文 meet.google.com/ane-pxvv-usx meet.google.com/ane-pxvv-usx

三A01(E73),三

A02(E73)

日四技 國貿經營專題 國三C 必修 張弘遠
https://meet.google.com/igz-

vwbf-o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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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wbf-oiq

四A01(E26),四

A02(E26)

日四技 國際企業管理 國三C 必修 黃國光
https://meet.google.com/zpw-

ornt-d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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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zo-krn

二A03(E57),二

A04(E57)

日四技 國際貿易法規 國三C 必修 杜芳秋
https://meet.google.com/nhu-

qoea-d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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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oea-dcq

五A06(C43),五

A07(C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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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
跨境電子商務經營與比

較
國三C 必修 鄧旭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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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yut-v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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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yut-vug

三A03(E63),三

A04(E63)

日四技 共享經濟與跨境募資 國四A 選修 王珍一
https://meet.google.com/oaj-

ghgw-z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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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gw-zuh

三A06(K03),三

A07(K03)

日四技 衍生性金融商品 國四A 選修 謝育萍
https://meet.google.com/gff-

jsbo-d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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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gjp-uqw

三A03(D13),三

A04(D13)

日四技 商貿英語會話 國四A 選修 江宗盛
https://meet.google.com/rft-

zkxe-f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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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kxe-fyx

二A08(E52),二

A09(E52)

日四技 國際商務談判 國四A 選修 王珍一
https://meet.google.com/oaj-

ghgw-z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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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gw-zuh

三A03(K22),三

A04(K22)

日四技 國際商貿講座 國四ABC 必修 陳超明
https://meet.google.com/feg-

zpgn-b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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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pgn-bna

二A03(K81),二

A04(K81)

日四技 商貿英語會話 國四B 選修 佈藍登
https://meet.google.com/ayp-

orsm-y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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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sm-yhd

二A08(E54),二

A09(E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