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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教師姓名 課號 課程名稱

文學院 閔瑪希 GEAI1786 世界宗教介紹

文學院 閔瑪希 GEAI1858 健康與人類：醫療人類學導論

中國文學系 白崢勇 GECE102E 中文思辨與表達（二）

中國文學系 白崢勇 GECE102O 中文思辨與表達（二）

中國文學系 白崢勇 GECE102V 中文思辨與表達（二）

中國文學系 吳孟謙 CL208 歷代文選及習作（二）

中國文學系 吳孟謙 CL241 傳習錄

中國文學系 吳孟謙 GECE102M 中文思辨與表達（二）

中國文學系 林芷瑩 CL308 詞曲選及習作（二）

中國文學系 林芷瑩 GECE102A 中文思辨與表達（二）

中國文學系 紀志昌 CL304 中國思想史（二）

中國文學系 陳明聖 GECE102G 中文思辨與表達（二）

中國文學系 陳明聖 GECE102T 中文思辨與表達（二）

中國文學系 陳秋宏 GECE102J 中文思辨與表達（二）

中國文學系 黃羽璿 CL104 國學導讀（二）

中國文學系 楊雅惠 CL206A 詩選及習作（二）

中國文學系 蔡美智 GECE102 中文思辨與表達（二）

中國文學系 蔡美智 GECE102I 中文思辨與表達（二）

中國文學系 賴佩暄 GECE102N 中文思辨與表達（二）

中國文學系 鍾志偉 CL131 李白詩

中國文學系 鍾志偉 CL208A 歷代文選及習作（二）

中國文學系 鍾志偉 GECE102L 中文思辨與表達（二）

中國文學系 羅景文 CL120 紅樓夢

中國文學系 羅景文 CL202 中國文學史（二）

外國語文學系 沈尚玉 DFLL110 文學作品導讀（二）

外國語文學系 施智閔 DFLL338 語言評量概論

外國語文學系 施智閔 GEEN117D 英文中高級

外國語文學系 森國松江 DFLL210A 日文一（二）

外國語文學系 黃舒屏 DFLL221 英語語言學概論（二）

外國語文學系 黃舒屏 DFLL672 語料庫語言學

外國語文學系 楊郁芬 DFLL336 多媒體英文與溝通

外國語文學系 楊郁芬 DFLL666 外語教學與科技：理論與實踐

外國語文學系 盧莉茹 DFLL112 西洋文學概論（二）

音樂學系 李美文 MUSI472 音樂於高齡照護之設計與運用

音樂學系 林鴻君 GEAI1138 管樂合奏（三）

音樂學系 翁佳芬 GEAI1102 合唱

音樂學系 郭瓊嬌 GESL360 服務學習：藝文展演服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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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系 郭瓊嬌 MUSI219 西洋音樂史（二）

音樂學系 郭瓊嬌 MUSI409 音樂美學

哲學研究所 楊婉儀 GEAE2205 視覺文化與哲學反思

哲學研究所 戴遠雄 GEAI1108A 哲學問題導論

生物科學系 吳長益 BIOS212 遺傳學

生物科學系 吳長益 BIOS213 生物技術實驗

生物科學系 李昆澤 BIOS112 普通生物學（二）

生物科學系 李昆澤 BIOS313 動物生理學

生物科學系 李哲欣 BIOS213 生物技術實驗

生物科學系 李哲欣 BIOS330 免疫學

生物科學系 李哲欣 BIOS539 分子病毒學

生物科學系 陳俊霖 BIOS213 生物技術實驗

生物科學系 陳錦翠 BIOS112 普通生物學（二）

生物科學系 陳錦翠 BIOS213 生物技術實驗

生物科學系 陳韻安 BIOS112 普通生物學（二）

生物科學系 傅瀚儀 BIOS442 基因組學

生物科學系 黃明德 BIOS112 普通生物學（二）

生物科學系 黃明德 BIOS232 生物化學（二）

生物科學系 黃明德 BIOS442 基因組學

生物科學系 劉世慧 BIOS442 基因組學

生物科學系 劉昭成 BIOS522 細胞訊息傳遞路徑

生物科學系 劉昭成 GEAE2514 生命科學

化學系 吳明忠 BIOS201 有機化學實驗（一）

化學系 李志聰 BIOS203 有機化學實驗（二）

化學系 李志聰 CHEM423 化學產業創新與創業講座

化學系 林伯樵 CHEM556 有機光譜學

化學系 林渝亞 CHEM201A 有機化學（一）

化學系 邱政超 CHEM208 群論

化學系 張柏齡 CHEM114 分析化學（一）

化學系 張柏齡 CHEM214 分析化學（二）

化學系 梁蘭昌 CHEM216 無機化學（一）

化學系 陳軍互 DO104 普通化學（二）

化學系 廖軒宏 CHEM201 有機化學（一）

化學系 蔣昭明 CHEM311 物理化學（二）

化學系 蔣昭明 CHEM313 物理化學實驗（二）

物理學系 朱家誼 PHYS507 電動力學

物理學系 狄米契 PHYS508 統計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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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系 張鼎張 PHYS622 半導體奈米元件物理

應用數學系 呂宗澤 GEAI1218 數學導論（二）

應用數學系 李宗錂 MATH106 計算機程式

應用數學系 李振多 BM111A 微積分（二）

應用數學系 林晉宏 GEAI1209 線性代數（二）

應用數學系 林晉宏 MATH599 Python與機器學習之理論實現

應用數學系 張中 MATH206 統計學（一）

應用數學系 張中 MATH510 存活分析

應用數學系 陳志偉 MATH202 高等微積分（二）

應用數學系 陳志偉 MATH656 幾何分析

應用數學系 陳美如 MEME104 微積分（二）

應用數學系 曾聖澧 MATH525 資料視覺化

應用數學系 歐神護 BM111 微積分（二）

應用數學系 歐神護 FM110 微積分（二）

應用數學系 蔡志賢 CHEM106 微積分（二）

應用數學系 蔡志賢 GEAI1224 微分方程（一）

應用數學系 鍾思齊 EE1004A 微積分（二）

應用數學系 鍾思齊 MATH501 統計書報討論（一）

應用數學系 鍾思齊 MATH604 數據科學實務

應用數學系 羅春光 CHEM106A 微積分（二）

應用數學系 羅春光 EO1008 微積分（二）

生物醫學研究所 黃弘文 GEAE2406 現今科技與社會

醫學科技研究所 李啟偉 IMST546 毒理學

醫學科技研究所 李啟偉 IMST549 內科學導論

醫學科技研究所 范秀芳 CHEM210 生物化學二

醫學科技研究所 陳志杰 GEAIA202 生物統計與資訊

醫學科技研究所 陳玟帆 IMST559 骨材基礎概論與應用實作

醫學科技研究所 楊閎蔚 GEAI1240 基礎奈米生醫材料與藥物輸送

醫學科技研究所 廖子嫻 GEAI1240 基礎奈米生醫材料與藥物輸送

生技醫藥研究所 余靈珊 IBPS519 創新生技產業現況與展望

學士後醫學系 趙敏吾 IBPS508 毒理學

學士後醫學系 趙敏吾 IBPS515 醫學美容與醫療器材

學士後醫學系 柯翠玲 GEAI1244 人體解剖學

電機工程學系 吳珮歆 EE1201 微分方程

電機工程學系 李宗哲 EE5712 高等類比積體電路設計

電機工程學系 李錫智 EE3314 類神經網路導論

電機工程學系 李錫智 EE5303 人工智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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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 周孜燦 EE5326 演算法設計及分析

電機工程學系 施信毓 EE5710 系統晶片設計

電機工程學系 施信毓 EE5732 超大型積體電路數位訊號處理

電機工程學系 洪子聖 EE5514 射頻通訊電路設計

電機工程學系 馬誠佑 EE5112 固態電子元件（二）

電機工程學系 高崇堯 EE2200B 線性代數

電機工程學系 莊子肇 EE1201 微分方程

電機工程學系 莊豐任 EE4107 半導體元件（二）

電機工程學系 莊豐任 EE5105 光電元件

電機工程學系 陳伯煒 EE3310 離散數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昶孝 EE4108 微電子技術

電機工程學系 陳昶孝 EE5139 醫用電子

電機工程學系 劉漢胤 EE3113 化合物半導體概論

電機工程學系 劉漢胤 EE5142 高速電子與光電元件

電機工程學系 鄧人豪 EE5409 電力系統可靠度

電機工程學系 盧展南 EE2400A 電路學（一）

電機工程學系 謝東佑 EE4718 高可靠度系統之設計、測試與

應用

電機工程學系 謝耀慶 EE5430 諧振式電力電子轉換器

電機工程學系 魏家博 EE5737 電腦視覺

電機工程學系 魏家博 EE5809 三維視覺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王郁仁 MEME208A 機動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王郁仁 MEME328A 機械設計原理（二）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王郁仁 MEME572 機電傳動系統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何應勤 GEAI1303 工程倫理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林哲信 GEAI1333 工程化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林哲信 GEAI1366 應用電子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胡龍豪 MEME106 機電材料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莊婉君 GEAI1345 半導體製程導論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許煜亮 MEME209 應用電子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許煜亮 MEME552 深度學習理論與應用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郭振坤 MEME505 高等熱力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郭清德 MEME202 應用力學（二）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郭清德 MEME5110 先進功能材料於生命科學應用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彭昭暐 MEME545 非線性系統及控制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黃永茂 MEME106A 機電材料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黃永茂 MEME415 工程日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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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黃永茂 MEME531 塑性加工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楊儒 MEME509 太陽能工程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劉耿豪 MEME206A 工程數學（二）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劉耿豪 MEME542 隨機過程與模式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潘正堂 MEME210 微機電製程實務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蔡尚南 MEME202A 應用力學（二）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鄭威利 MEME307 熱傳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謝曉星 MEME307A 熱傳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嚴成文 MEME547 數位訊號處理

環境工程研究所 林淵淙 CE103 自來水工程導論

環境工程研究所 施育仁 ENVE521 書報討論

環境工程研究所 袁中新 ENVE543 空氣污染物採樣與分析

環境工程研究所 袁中新 ENVE721 書報討論

環境工程研究所 袁中新 GEAE2624 污染防治與環境管理

環境工程研究所 高志明 ENVE765 地下水污染與整治

環境工程研究所 張耿崚 ENVE566 異味及揮發性有機物控制技術

環境工程研究所 陳威翔 ENVE533 理化處理

環境工程研究所 彭彥彬 ENVE535 環境流體力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黃柏榮 ENVE553 廢棄物資源回收及再生

環境工程研究所 黃柏榮 ENVE599 儀器分析

環境工程研究所 黃柏榮 ENVE925 專題演講（二）

資訊工程學系 王友群 CSE663 無線隨意與感測網路技術

資訊工程學系 王智弘 CSE513 安全密碼協定

資訊工程學系 克拉迪 CSE514 安全程式設計

資訊工程學系
希家史提

夫
CSE282 Python 程式設計

資訊工程學系 柯正雯 CSE103 Ｃ程式設計實驗（二）

資訊工程學系 柯正雯 CSE132 Ｃ程式設計（二）

資訊工程學系 洪宗貝 CSE572 模糊理論

資訊工程學系 徐瑞壕 CSE490 安全電子商務

資訊工程學系 徐瑞壕 GEAE2406 現今科技與社會

資訊工程學系 張玉盈 CSE360 編譯器製作

資訊工程學系 張玉盈 CSE585 資料庫系統

資訊工程學系 陳坤志 CSE122 微積分（二）

資訊工程學系 陳嘉平 CSE280 機率學

資訊工程學系 楊昌彪 CSE290 高等程式設計與實作

資訊工程學系 蔡崇煒 CSE223 資料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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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 蔡崇煒 CSE608 群體智慧

資訊工程學系 蔣依吾 CSS134 智慧城市與智慧運輸趨勢、發

展及課題研析

資訊工程學系 賴威光 CSE350 電腦網路

資訊工程學系 鄺獻榮 CSE570 電子系統層級設計與驗證

通訊工程研究所 陳彥銘 ICE519 多重輸入輸出無線通訊系統

通訊工程研究所 陳彥銘 ICE538 現代錯誤更正編碼技術

通訊工程研究所 曾凡碩 ICE502 隨機過程

通訊工程研究所 曾凡碩 ICE519 多重輸入輸出無線通訊系統

通訊工程研究所 溫朝凱 ICE539 深度學習

光電工程學系 于欽平 E01054 創新資訊科技應用與創業

光電工程學系 于欽平 EO2020 電磁學（二）

光電工程學系 于欽平 EO5016 積體光電元件原理與設計

光電工程學系 于欽平 GEAE2616 光電生活與能源永續

光電工程學系 王俊達 EO1046 光電替代能源概論

光電工程學系 李炫錫 EO2018 電子學實驗（二）

光電工程學系 林宗賢 EO2016 幾何光學實驗

光電工程學系 黃文堯 EO5034 光電實驗（一）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曼哈迪 MOES233 有機化學（二）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羅承慈 MOES319 高分子物理

電機電力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
蘇健翔 EE2400B 電路學（一）

電信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黃婉甄 ICE519A 多重輸入輸出無線通訊系統

電信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新可夫 ICE504 數位通訊

企業管理學系 凃忠正 BM679 商業談判與協商衝突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王致遠 BM112A 管理學

企業管理學系 王致遠 BM209 人力資源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佘健源 BM510 管理經濟學

企業管理學系 林杏娥 BM209A 人力資源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林杏娥 BM502 企業經營策略

企業管理學系 林峰立 BM202 統計學（二）

企業管理學系 林峰立 BM202A 統計學（二）

企業管理學系 林峰立 BM221 統計學實習（二）

企業管理學系 林峰立 BM221A 統計學實習（二）

企業管理學系 林豪傑 BM112 管理學

企業管理學系 林豪傑 BM672 動態競爭：觀念、案例與應用

企業管理學系 林豪傑 BM836 組織學習專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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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 施欣宜 BM506 人力資源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施欣宜 BM683 建立與領導高效能團隊

企業管理學系 張純端 BM504 行銷管理與研究

企業管理學系 張純端 BM714 實驗方法設計與資料分析

企業管理學系 梁立霖 BM106 經濟學（二）

企業管理學系 梁立霖 BM108 經濟學實習（二）

企業管理學系 陳安琳 BM301 財務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陳安琳 BM301A 財務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陳安琳 BM562 投資學

企業管理學系 陳安琳 EMBA975B 金融機構與資本市場

企業管理學系 陳妮雲 BM102 會計學（二）

企業管理學系 陳妮雲 BM102A 會計學（二）

企業管理學系 陳妮雲 BM104 會計學實習（二）

企業管理學系 陳妮雲 BM104A 會計學實習（二）

企業管理學系 黃北豪 BM509A 管理會計學

企業管理學系 黃明新 BM504A 行銷管理與研究

企業管理學系 黃俊智 BM508 管理統計學

企業管理學系 黃俊智 BM702 高等數量方法（二）

企業管理學系 葉淑娟 BM703 高等企業研究方法

企業管理學系 盧憶 IB534 跨國企業法律風險評估

資訊管理學系 吳仁和 MIS567 資訊科技策略

資訊管理學系 李偉柏 MIS545 資料探勘與知識發現

資訊管理學系 林耕霈 MIS513 計算機網路

資訊管理學系 康藝晃 MIS132 程式設計實習

資訊管理學系 康藝晃 MIS947 商業分析實務

資訊管理學系 張德民 MIS202 統計學（二）

資訊管理學系 張德民 MIS241 統計學實習

資訊管理學系 陳偉慶 MIS445 電子商務

資訊管理學系 陳偉慶 MIS913 研究方法論

資訊管理學系 黃三益 MIS512 資料庫系統

資訊管理學系 楊惠芳 MIS205 資料庫管理

資訊管理學系 劉賓陽 MIS535 服務品質管理

資訊管理學系 薛西全 MIS206 商事法

資訊管理學系 韓毅 MIS503 資訊科技研究

財務管理學系 方怡璇 FM208 中級會計學（二）

財務管理學系 王昭文 EMBA901B 公司理財分析

財務管理學系 王昭文 FI603 金融產業專業實習（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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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理學系 王昭文 FM905 投資理論與實務

財務管理學系 佘博文 FM109 經濟學（二）

財務管理學系 佘博文 FM313 總體經濟學

財務管理學系 周宜鋒 FM209 商事法

財務管理學系 邱敬貿 FM530 財務模型和應用

財務管理學系 邱敬貿 FM908 財務模型和應用

財務管理學系 唐俊華 FM206 統計學（二）

財務管理學系 翁培師 FM112 財務軟體應用

財務管理學系 翁培師 FM619 財務資料庫應用與分析

財務管理學系 張世賢 FM111 管理學

財務管理學系 張世賢 IB515 財務管理

財務管理學系 蔡佳芬 FM301 財務報表分析

財務管理學系 蔡佳芬 FM901 財務研究方法

財務管理學系 蔡秉真 FM614 金融數據分析與交易策略

財務管理學系 鄭義 FM310 期貨與選擇權概論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吳偉寧 GEAE2413 海權與海洋事務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林新沛 PAM548 生命週期分析與寫作報告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林新沛 PAM985 公共管理實務個案研討（一）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林新沛 PAM997 倫理與衝突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蔡錦昌 GEAE2413 海權與海洋事務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謝旭昇 PAM518 都市環境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王喻平 HRM643 跨文化領導與溝通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王喻平 HRM649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王豫萱 EMBA935B 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王豫萱 HRM506 人力資源研究方法（二）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王豫萱 HRM525 領導風格與決策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王豫萱 HRM615 人力資源數據分析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王豫萱 HRM704 高等研究方法（二）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任金剛 HRM529 組織文化與組織變革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李澄賢 HRM506 人力資源研究方法（二）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李澄賢 HRM704 高等研究方法（二）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紀乃文 HRM615 人力資源數據分析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紀乃文 HRM704 高等研究方法（二）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陳世哲 CM411 倫理與社會責任的理論與實務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陳世哲 EMBA935B 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陳以亨 HRM912 組織行為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趙必孝 HRM643 跨文化領導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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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趙必孝 HRM649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謝慧賢 HRM615 人力資源數據分析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謝慧賢 HRM616 人力發展需求與成效評估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謝慧賢 HRM641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謝慧賢 HRM913 人力資源管理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王紹蓉 ICM558 行銷傳播管理講座（二）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王紹蓉 ICM904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方法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李雅靖 ICM545 娛樂行銷與媒體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周軒逸 ICM534 消費者心理與行為學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周軒逸 ICM904A 廣告學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張榮華 CM410 行銷管理概論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張榮華 ICM540 廣告創意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張榮華 ICM551 服務業行銷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鄭安授 ICM526 行銷傳播策略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譚躍 ICM560 媒介效果

高階經營碩士學程 卓雍然 CM502 R程式語言、機率統計與商業實

務

高階經營碩士學程 卓雍然 MIS988 數位行銷分析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金志衍 GHRM650 國際行銷管理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金志衍 IB613 電子商務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

學程
林帆 GHRM522 企業溝通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

學程
林帆 GHRM524 領導風格與決策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

學程
林帆 GHRM526 組織文化與組織變革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李景欽 MBR232 病毒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林秀瑾 MBR104 普通生物學（二）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林秀瑾 MBR106 普通生物學實驗（二）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溫志宏 IBPS505 臨床分子藥理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翁靖如 GEAI1576 生物製藥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于嘉順 MAEV354 給水及排水工程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王世旭 MAEV306 營建管理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李政賢 MAEV502 海洋環境書報討論（二）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林俊宏 MAEV240 工程力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金尚進 MAEV343 結構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張揚祺 MAEV460 作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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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莊偉良 MAEV221 流體力學實驗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莊偉良 MAEV320 水文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許弘莒 MAEV470 船艦工程實務專題講座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陸曉筠 GEAI1523 計畫學導論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陸曉筠 GESL404 服務學習：園藝療癒與都市農

園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葉博弘 GESL356 服務學習：弱勢兒少視訊教學

服務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葉博弘 MAEV220 流體力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葉博弘 MAEV325 渠道水力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薛憲文 GEAI1532 應用測量學

海洋事務研究所 高世明 GEAE2413 海權與海洋事務

海洋科學系 王志騰 GEAE2413 海權與海洋事務

海洋科學系 張詠斌 GEAE2613 氣候變遷與調適

海洋科學系 陳孟仙 GEAE2413 海權與海洋事務

海洋科學系 陳孟仙 GEAE2514 生命科學

海洋科學系 塗子萱 DO107 普通生物學（一）

海洋科學系 塗子萱 DO517 海洋生態學

海洋科學系 慕樂凡 DO704 英文論文寫作

海洋生態與保育研究所 布蓮思 MEC510A 海洋生態學

社會科學院 李怡德 CSS118 城市觀光行銷學

政治學研究所 陳宗巖 IPS534 地緣政治理論

經濟學研究所 吳致寧 CSS135 國際金融

經濟學研究所 李慶男 ECON698 書報討論（二）

經濟學研究所 許嘉麟 ECON515 機制設計

經濟學研究所 陳冠任 ECON513 總體經濟學（二）

經濟學研究所 劉楚俊 ECON514 賽局理論（一）

經濟學研究所 劉楚俊 ECON543 公共選擇

經濟學研究所 鄭宜玲 ECON653 產業經濟學（一）

經濟學研究所 鄭宜玲 PE203 總體經濟學（一）

教育研究所 邱文彬 CSS101 心理學

教育研究所 邱文彬 IOE509 教育研究法

教育研究所 邱文彬 IOE910 教育研究法

教育研究所 莊雪華 IGPE723 創新的擴散

教育研究所 馮雅群 IGPE501 研究方法

教育研究所 馮雅群 STP101 教育心理學

教育研究所 鄭雯 CSS101 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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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所 鄭雯 STP282 教育專業精進

教育研究所 顏慶祥 IOE963 教育領導研究

政治經濟學系 王俊傑 CSS120 剖析都市：數據分析方法與應

用

政治經濟學系 王俊傑 PE205 統計學（一）

政治經濟學系 李予綱 CSS127 智慧金融

政治經濟學系 李予綱 CSS134 智慧城市與智慧運輸趨勢、發

展及課題研析

政治經濟學系 李予綱 CSS138 智慧時代下的媒體識讀

政治經濟學系 李予綱 CSS140 智慧城市數位轉型

政治經濟學系 李予綱 CSS401 數位行銷傳播

政治經濟學系 李明軒 ECON629 勞動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系 李明軒 PE202 個體經濟學（二）

政治經濟學系 李秉正 PE339 財務經濟學應用實務

政治經濟學系 辛翠玲 GEAI1616 國際關係

政治經濟學系 顏孟芬 PE126 經濟數學（二）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李仲軒 GEAI1657 試試這樣學行政法－以案例討

論為中心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徐正戎 CSS121 法學緒論-法律是什麼？有什麼

用？如何用？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張顯超 CAPS584 兩岸關係正常化的法律與政策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黎寶文 CAPS682 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黎寶文 GEAI1642 東南亞政府與政治概論

社會學系 王梅香 SOC329 文化研究

社會學系 李宛儒 SOC909 社會學研究方法

社會學系 林傳凱 SOC909 社會學研究方法

社會學系 莊英章 GEAI1639 客家文化與地方知識

社會學系 楊靜利 SOC139 家庭社會學

社會學系 萬毓澤 SOC103 社會學（二）

社會學系 葉高華 SOC909 社會學研究方法

教育與人類發展研究全英語博

士學位學程
紀博善 IGPE512 對外英語教學

西灣學院 王啟仲 GEAE2332 社會文化分析

西灣學院 王啟仲 GEAI1025 青少年、流行文化與社會

西灣學院 伊藤佳代 GEAE2226 現代日本社會與宗教

西灣學院 伊藤佳代 GEAI1006 跨文化溝通研究

西灣學院 李育諭 GEAE2430 科學、媒體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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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灣學院 李育諭 GEAE2613 氣候變遷與調適

西灣學院 李育諭 GEAI1004 都市農業與永續發展

西灣學院 李育諭 GEAI1005 氣候變遷與永續農業發展

西灣學院 李香蘭 GEAI1020 通過體驗式學習自信地說英語

西灣學院 李香蘭 GEAI1032 透過實用性英語增進溝通能力

西灣學院 席德恩 GEAE2217 全球化社會的倫理道德

西灣學院 席德恩 GEAE2222 後真相時代的批判性思維

西灣學院 莊家雄 GEEN117B 英文中高級

西灣學院 莊家雄 GEEN117H 英文中高級

西灣學院 莊家雄 GEEN117J 英文中高級

西灣學院 莊家雄 GEEN118C 英文高級

西灣學院 許家豪 GEAI1026 後疫情時代的國際政治

西灣學院 許家豪 GEAI1057 國際現勢書報討論

西灣學院 陳俊宏 CSS124 程式思維與多媒體開發

西灣學院 陳俊宏 GEAI1852 電影創作與程式邏輯思維

西灣學院 陳美淑 GEEN117 英文中高級

西灣學院 陳美淑 GEEN117E 英文中高級

西灣學院 陳瑞華 GEAI1059 英文學術寫作

西灣學院 陳瑞華 GEEN117A 英文中高級

西灣學院 曾彩楣 GEEN116B 英文中級

西灣學院 曾彩楣 GEEN117G 英文中高級

西灣學院 溫惠珍 GEEN117F 英文中高級

西灣學院 溫惠珍 GEEN118 英文高級

西灣學院 溫惠珍 GEEN118D 英文高級

西灣學院 趙可卿 GEAI1065 [中山x高美館] 藝術與創意城市

西灣學院基礎教育中心 黃郁晴 GEAE2426 故事創意與數位繪本

西灣學院基礎教育中心 黃郁晴 GECE102H 中文思辨與表達（二）

西灣學院基礎教育中心 黃郁晴 GECE102R 中文思辨與表達（二）

西灣學院基礎教育中心 黃郁晴 GECE102U 中文思辨與表達（二）

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 江政寬 GEAI1757 台灣史

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 林季怡 GEAE2105 莎劇與文化詮釋

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 林季怡 GEAI1004 都市農業與永續發展

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 林季怡 GEAI1005 氣候變遷與永續農業發展

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 林煥祥 GEAE2501 科學探究的應用

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 林煥祥 GEAE2501A 科學探究的應用

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 林煥祥 GEAI1217 生活科技概論

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 楊念祖 GEAE2325 國際現勢與公民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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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 劉叔秋 GEAE2428 用影像說故事：探索科技、環

境與社會

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 劉叔秋 GEAE2520 科學的本質

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 劉叔秋 GEAE2522 科學思考與實作

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 劉叔秋 GEAE2613 氣候變遷與調適

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 蔡俊彥 GEAE2403 創新科技應用服務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李佳倫 GEAE2513 體重控制與健康飲食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李佳倫 GEPE103D 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李佳倫 GEPE103E 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李佳倫 GEPE103R 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李佳倫 GEPE211A 運動與健康：初級墊上核心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李佳倫 GEPE221 運動與健康：初級肌肉適能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林宗正 GEPE103M 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林宗正 GEPE103O 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林宗正 GEPE203 運動與健康：初級潛水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林宗正 GEPE203A 運動與健康：初級潛水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林宗正 GEPE203B 運動與健康：初級潛水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林宗正 GEPE204 運動與健康：初級壘球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林國欽 GEPE103H 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曹德弘 GEPE103U 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曹德弘 GEPE212 運動與健康：初級太極拳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曹德弘 GEPE221B 運動與健康：初級肌肉適能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許秀桃 GEPE103C 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許秀桃 GEPE103G 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許秀桃 GEPE103Q 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許秀桃 GEPE211 運動與健康：初級墊上核心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蔡宗晏 GEPE103L 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蔡宗晏 GEPE103N 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蔡鋒樺 GEPE103F 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羅凱暘 GEAI1054 海洋休閒活動概論

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羅凱暘 GEPE103A 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

西灣學院服務學習教育中心 王以亮 GEAI1755 視覺藝術（二）：繪畫

西灣學院服務學習教育中心 古錦松 GESL392 服務學習：新住民學童培力服

務

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 吳亦昕 GEAE2136 飲食與文學

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 吳亦昕 GEAE2328 日本文化概論

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 吳亦昕 GEAI1012 國際壯遊體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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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研究所 游銘仁 GEAI1008 創造力與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研究所 游銘仁 GEAI1010 創業講堂

社會創新研究所 游銘仁 IOE595 社會創新與教育創業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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