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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英文（下） 設一A 五A02(D12),五A03(D12),五A04(D12) 五 D12 D36 林浩然 

01 旅館管理實務 產休一C 四A02(K12),四A03(K12),四A04(K12) 四 K12 K06 張國謙

02 紓壓按摩技術實務 休二A 四A02(K13),四A03(K13),四A04(K13) 四 K13 C21 呂宜蓉

03 咖啡技術實務 休二B 四A06(K13),四A07(K13) 四 K13 C21 陳鴻彬

04 人際關係與溝通 產休一C 四A06(K14),四A07(K14) 四 K14 K06 蔡玉鳳

05 華語口語溝通(下) 產休一C 四A08(K14),四A09(K14) 四 K14 K06 吳宛潤

40 台灣文化體驗 產休一C 五A01(K14),五A02(K14) 五 K14 K06 蔡玉鳳

41 健康管理概論 產休一C 五A03(K14),五A04(K14) 五 K14 K06 周淑惠

42 華語口語溝通(下) 產休一C 五A06(K14),五A07(K14) 五 K14 K06 吳宛潤

06 旅遊糾紛與危機處理 休三A 四A03(K22),四A04(K22) 四 K22 D45 蔡進祥

07 旅館事故與案例探討 休三A 四A06(K22),四A07(K22) 四 K22 D45 鄭雅馨

08 導生時間 休二A 四A05(K23) 四 K23 D46 蔡進祥

09 旅遊行程設計 休二A 四A06(K23),四A07(K23),四A08(K23) 四 K23 D46 蔡進祥

43 生涯規劃與發展 休一B 五A01(K23),五A02(K23) 五 K23 E48 柯賢城

44 觀光資源概要 休一B 五A03(K23),五A04(K23) 五 K23 E48 林育平

45 餐旅概論 休一B 五A06(K23),五A07(K23) 五 K23 E48 劉曉琪

10 生涯規劃與發展 休一A 四A03(K24),四A04(K24) 四 K24 C42 柯賢城

11 休閒心理與遊憩行為 休一B 四A06(K24),四A07(K24) 四 K24 C42 姜穎

46 英文（下） 英C1 五A02(K24),五A03(K24),五A04(K24) 五 K24 B35 高千文

47 餐旅概論 休一A 五A06(K24),五A07(K24) 五 K24 C25 蔡進祥

12 國際禮儀與多元文化 休一B 四A06(K25),四A07(K25) 四 K25 C54 劉曉琪

48 英文（下） 英B2 五A02(K25),五A03(K25),五A04(K25) 五 K25 B36 蘇秋萍

49 商貿外文-英文 英二C 五A06(K25),五A07(K25) 五 K25 C26 吳苾雯

13 國文（下） 企一B 四A06(K31),四A07(K31) 四 K31 D35 林津羽

50 通識(自)-羽球理論與實務 日通識B班 五A03(K31),五A04(K31) 五 K31 K02 林鐘良

51 通識(自)-生死科學與安寧關懷 日通識A班 五A02(K32),五A01(K32) 五 K32 E45 吳淑貞

52 通識(自)-生死科學與安寧關懷 日通識B班 五A03(K32),五A04(K32) 五 K32 E45 吳淑貞

14 國文（下） 企一A 四A06(K33),四A07(K33) 四 K33 D36 張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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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通識(自)-空間規劃設計概論 日通識A班 五A03(K33),五A04(K33) 五 K33 B46 陳穎慧

15 語言學概論(二) 四英1 四A03(K34),四A04(K34) 四 K34 C43 黃龍光

16 英文文法與習作(下) 英一B 四A06(K34),四A07(K34) 四 K34 C43 陳錦珊

54 英文（下） 日一A 五A02(K34),五A03(K34),五A04(K34) 五 K34 D45 李治策

55 中日筆譯 日三A 五A06(K34),五A07(K34) 五 K34 D45 渡邊裕朗

17 應用語言學 英二A 四A01(K35),四A02(K35) 四 K35 C44 黃龍光

18 英語表演語言 英二A 四A03(K35),四A04(K35) 四 K35 C44 莫康笙

19 勞作教育 英一A 四A05(K35) 四 K35 C44 宋進安

20 英文文法與習作(下) 英一A 四A06(K35),四A07(K35) 四 K35 C44 姚小虹

56 英文（下） 日一B 五A02(K35),五A03(K35),五A04(K35) 五 K35 D46 賈淑珠

57 導生時間 英二A 五A05(K35) 五 K35 D46 陳樂群

58 中日筆譯 日三B 五A06(K35),五A07(K35) 五 K35 D46 津田勤子

59 第二外語-泰語(二) 學院B班 五A03(K41),五A04(K41) 五 K41 E24 徐慶忠

60 導生時間 英三A 五A05(K41) 五 K41 E24 劉月華

61 西洋文學作品導讀 英三A 五A06(K41),五A07(K41) 五 K41 E24 陳子周

62 商務翻譯實作 英三A 五A08(K41),五A09(K41) 五 K41 E24 陳淑純

21 英語文(四) 菁英1班 四A01(K42),四A02(K42),四A03(K42) 四 K42 B35 黃文俞

63 英文（下）
人文資管菁

英1班
五A02(K42),五A03(K42),五A04(K42) 五 K42 C42 李錦雲

64 英文（下）
人文資管菁

英2班
五A02(K43),五A03(K43),五A04(K43) 五 K43 B26 黃文璞

22 西洋文學作品導讀 英三C 四A03(K44),四A04(K44) 四 K44 C55 陳淑純

23 世界英語觀 英三A 四A06(K44),四A07(K44) 四 K44 C55 高淑華

24 世界英語觀 英三B 四A08(K44),四A09(K44) 四 K44 C55 高淑華

65 西洋文學作品導讀 英三B 五A06(K44),五A07(K44) 五 K44 C53 陳淑純

25 會計學(二) 行一B 四A07(K51),四A08(K51),四A09(K51) 四 K51 E24 郭美芳

66 導生時間 日二A 五A05(K51) 五 K51 C52 佐伯真代

67 中級日語(下) 日二A 五A06(K51),五A07(K51) 五 K51 C52 吳米淑

68 初級日語（下） 日一A 五A08(K51),五A09(K51) 五 K51 C52 吳米淑

26 中級日語(下) 日二B 四A03(K52),四A04(K52) 四 K52 K04 黃其正

27 初級日語（下） 日一B 四A06(K52),四A07(K52) 四 K52 K04 林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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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文秘書實務與商務禮儀 日三A 四A03(K53),四A04(K53) 四 K53 C32 鄧敏君

29 日語綜合演練(二) 日二A 四A07(K53),四A06(K53) 四 K53 D14 楊淑君

30 日語句型演練(二) 日一A 四A08(K53),四A09(K53) 四 K53 D14 楊淑君

69 日文習作(下) 日二Ba 五A06(K53),五A07(K53) 五 K53 C34 佐伯真代

70 日語會話(一)(下) 日一Bb 五A08(K53),五A09(K53) 五 K53 C34 佐伯真代

31 日語會話(二)(下) 日二Ab 四A03(K54),四A04(K54) 四 K54 C52 津田勤子

32 日語會話(一)(下) 日一Aa 四A06(K54),四A07(K54) 四 K54 C52 宗田昌人

33 日語會話(四) 日三A 四A08(K54),四A09(K54) 四 K54 C52 宗田昌人

71 日文習作(下) 日二Bb 五A06(K54),五A07(K54) 五 K54 C35 山本紀代

72 日語會話(一)(下) 日一Ba 五A08(K54),五A09(K54) 五 K54 C35 山本紀代

34 日語會話(二)(下) 日二Aa 四A03(K55),四A04(K55) 四 K55 C53 渡邊裕朗

35 日語會話(一)(下) 日一Ab 四A06(K55),四A07(K55) 四 K55 C53 佐伯真代

36 日語會話(四) 日三B 四A08(K55),四A09(K55) 四 K55 C53 佐伯真代

73 行銷管理 日一A 五A07(K55),五A06(K55) 五 K55 C43 倪家珍

37 英語文(四) 基礎1班 四A01(K61),四A02(K61),四A03(K61) 四 K61 E16 陳敬忠

38 英語會話溝通(下) 英一C 四A06(K61),四A07(K61) 四 K61 E16 趙書亞

39 進階英文寫作(二) 英三Aa 四A07(K62),四A06(K62) 四 K62 D31 吳榮惠

74 英文寫作(二)(下) 四英1A 五A03(K62),五A04(K62) 五 K62 C21 鄒湘平

75 英文寫作〈下〉 英二Ab 五A06(K62),五A07(K62) 五 K62 C21 陳汝珊

76 英文寫作(二)(下) 四英1B 五A03(K64),五A04(K64) 五 K64 C31 王怡茜

77 英文寫作〈下〉 英二Aa 五A06(K64),五A07(K64) 五 K64 C33 陳樂群

78 航空客運與票務 英二A 五A01(K65),五A02(K65) 五 K65 C44 薛正中

79 導生時間 英二B 五A05(K65) 五 K65 C44 高淑華

80 商貿外文-英文 英二B 五A06(K65),五A07(K65) 五 K65 C44 高淑華

81 商貿外文-英文 英二A 五A08(K65),五A09(K65) 五 K65 C44 吳苾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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