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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資訊僅供參考，實際課表以【教務查詢整合平台／課程查詢】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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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號 

教師 班級 課程 時間 教室 異動說明 

 

0744 李瑞麟 四設計一甲 微積分(一) 二 2 

三 5-6 

ATB0101 設計一甲乙併班開課 

調整教師:孫挺家 

調整時間:二 1,2,5 

調整教室:AIA0104 

0758 孫挺家 四設計一乙 微積分(一) 二 1-2,5 ATA0303 

1660 孫挺家 四工管一甲 微積分 二 4 

二 7-8 

Ata0403 工管一甲乙併班開課 

調整教師:孫挺家 

調整時間:四 1,5-6 

調整教室: ATD0704 

1673 待聘 四工管一乙 微積分 五 5-6 

五 7 

CHB0103 

1959 待聘 四資工一甲 微積分(一) 一 4 

一 5-6 

ATB0203 資工一甲乙併班開課 

調整教師:李瑞麟 

調整時間:一 5-6、三 1 

調整教室:CHB0101 

1973 李瑞麟 四資工一乙 微積分(一) 一 5-6 

二 4 

一5-6ATC0107 

二 4 ATB0203 

1149 待聘 四自動一丙 微積分(一) 四 2 

四 3-4 

ATA0302 調整教師:李瑞麟 

調整時間:二 4、四 3-

4 

調整教室:ATA0304 

1791 待聘 四資管一甲 微積分 五 2,3,4 CHB0103 調整教師:王偉名 

 

7678 陳鳳雀 夜四機電二甲 名畫賞析(通

識) 

一 13-14 ATB0201 調整教師:張益銘 

調整課程名稱: 

安全衛生概論(通識) 

0949 李瑞麟 四電機一乙 微積分(一) 四 1 ATB0401 ATA0303 

2480 李瑞麟 四資管一優 微積分 四 2 ATA0301 ATA0304 

0933 黃韋強 四電機一甲 微積分(一) 四 2 ATB0202 調整教室:ATA0202 

2552 黃韋強 五精一甲 數學(一) 五 1 ATB0101 調整時間:三 1 

調整教室:ATA0202 

1226 待聘 四車輛一甲 微積分(一) 四 2,3,4 ATB0301 調整教師: 蔡閎任 

1241 待聘 四車輛一乙 微積分(一) 四 5,6,7 ATB0301 調整教師: 蔡閎任 

2292 黃麗頻 四休閒一甲 國文(一) 二 3-4 ATA0202 調整教師:薛榕婷 

0948 黃麗頻 四電機一乙 國文(一) 二 5-6 ATB0401 調整教師:温毓詩  

https://qry.nf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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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陳怡君 四資工一甲 國文(一) 一 7-8 ATB0203 調整教師:吳雯雯 

調整時間:五 5-6 

調整教室:ATB0201 

2502 待聘 五專資工一甲 音樂 二 5-6 BCB0303 調整教師: 林韋辰 

2551 待聘 五專精密一甲 音樂 二 7-8 ATB0101 調整教師: 林韋辰 

2506 待聘 五專資工一甲 本土語文 四 7-8 BCB0303 調整教師: 陳俐如 

2560 待聘 五專精密一甲 本土語文 四 5-6 ATB0101 調整教師: 陳俐如 

2501 待聘 五專資工一甲 歷史 四 5-6 BCB0303 調整教師: 劉昭男 

2550 待聘 五專精密一甲 歷史 四 7-8 ATB0101 調整教師: 劉昭男 

7376 宋孟貞 四農科一攜 國文(一) 二 1-2 ATD0503 四農科一攜與四動機

一攜併班開課 

調整教師:宋孟貞 

調整時間:二 1-2 

調整教室: BGB0703 

7148 楊佳霖 四動機一攜 國文(一) 三 3-4 ATA0303 

7234 吳雯雯 四電機二訓 國文(一) 三 10-12 ATB0401 四電機二訓與四光電

二訓併班開課 

調整教師:吳雯雯 

調整時間:三 10-12 

調整教室: ATB0401 

7314 劉志宏 四光電二訓 國文(一) 六 5-7 BGA0250 

7666 張至廷 四機電二訓 國文(一) 六 3-4 AGR0104 四機電二訓與四機電

一攜(乙)併班開課 

調整時間:六 3-4 

調整教室: AME0306 
7655 張至廷 四機電一攜

(乙) 

國文(一) 六 5-6 AME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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