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2-專題製作（Ⅱ） 

上課時間:另定 

開學：111.2.14 

暑假：111.6.20 

a 班別 

週次 (日期) 授課教師 地點 

第一週 2/14-2/18 準備週  

第二週 2/21-2/25 石勝文老師 科三 427 

第三週 2/28-3/4 石勝文老師 科三 427 

第四週 3/7-3/11 石勝文老師 科三 427 

第五週 3/14-3/18 劉震昌老師 科三 426 

第六週 3/21-3/25 劉震昌老師 科三 426 

第七週 3/28-4/1 劉震昌老師 科三 426 

第八週 4/4-4/8 期中考  

第九週 4/11-4/15 陳谷汎老師 科二 534 

第十週 4/18-4/22 陳谷汎老師 科二 534 

第十一週 4/25-4/29 陳谷汎老師 科二 534 

第十二週 5/2-5/6 王國隆老師 科二 405 

第十三週 5/9-5/13 王國隆老師 科二 405 

第十四週 5/16-5/20 王國隆老師 科二 405 

第十五週 5/23-5/27 李明賢老師 科四 419 

第十六週 5/30-6/3 期末考  

第十七週 6/6-6-10 李明賢老師 科四 419 

第十八週 6/13-6/17 李明賢老師 科四 419 

 

  



1102-專題製作（Ⅱ） 

上課時間:另定 

開學：111.2.14 

暑假：111.6.20 

                               b 班別 

週次 (日期) 授課教師 地點 

第一週 2/14-2/18 準備週  

第二週 2/21-2/25 陳恒佑老師 科三 401 

第三週 2/28-3/4 陳恒佑老師 科三 401 

第四週 3/7-3/11 陳恒佑老師 科三 401 

第五週 3/14-3/18 周信宏老師 科三 420 

第六週 3/21-3/25 周信宏老師 科三 420 

第七週 3/28-4/1 周信宏老師 科三 420 

第八週 4/4-4/8 期中考  

第九週 4/11-4/15 鄭義榮老師 科一 425 

第十週 4/18-4/22 鄭義榮老師 科一 425 

第十一週 4/25-4/29 鄭義榮老師 科一 425 

第十二週 5/2-5/6 郭明裕老師、吳景雲老師 科四 402、科四 112 

第十三週 5/9-5/13 郭明裕老師、吳景雲老師 科四 402、科四 112 

第十四週 5/16-5/20 郭明裕老師、吳景雲老師 科四 402、科四 112 

第十五週 5/23-5/27 余長澤老師 科四 217 

第十六週 5/30-6/3 期末考  

第十七週 6/6-6-10 余長澤老師 科四 217 

第十八週 6/13-6/17 余長澤老師 科四 217 

 

  



1102-專題製作（Ⅱ） 

上課時間:另定 

開學：111.2.14 

暑假：111.6.20 

 

c 班別 

週次 (日期) 授課教師 地點 

第一週 2/14-2/18 準備週  

第二週 2/21-2/25 洪志偉老師 科一 415 

第三週 2/28-3/4 洪志偉老師 科一 415 

第四週 3/7-3/11 洪志偉老師 科一 415 

第五週 3/14-3/18 郭耀文老師 科一 310 

第六週 3/21-3/25 郭耀文老師 科一 310 

第七週 3/28-4/1 郭耀文老師 科一 310 

第八週 4/4-4/8 期中考  

第九週 4/11-4/15 翁偉中老師 科一 410 

第十週 4/18-4/22 翁偉中老師 科一 410 

第十一週 4/25-4/29 翁偉中老師 科一 410 

第十二週 5/2-5/6 卓君珮老師 科四 303 

第十三週 5/9-5/13 卓君珮老師 科四 303 

第十四週 5/16-5/20 卓君珮老師 科四 303 

第十五週 5/23-5/27 蕭桂森老師 科四 220 

第十六週 5/30-6/3 期末考  

第十七週 6/6-6-10 蕭桂森老師 科四 220 

第十八週 6/13-6/17 蕭桂森老師 科四 220 

 

  



1102-專題製作（Ⅱ） 

上課時間:另定 

開學：111.2.14 

暑假：111.6.20 

 

d 班別 

週次 (日期) 授課教師 地點 

第一週 2/14-2/18 準備週  

第二週 2/21-2/25 許孟烈老師 科一 216-2 

第三週 2/28-3/4 許孟烈老師 科一 216-2 

第四週 3/7-3/11 許孟烈老師 科一 216-2 

第五週 3/14-3/18 黃俊穎老師 科四 312-1 

第六週 3/21-3/25 黃俊穎老師 科四 312-1 

第七週 3/28-4/1 黃俊穎老師 科四 312-1 

第八週 4/4-4/8 期中考  

第九週 4/11-4/15 陳祥老師 科四 304 

第十週 4/18-4/22 陳祥老師 科四 304 

第十一週 4/25-4/29 陳祥老師 科四 304 

第十二週 5/2-5/6 鄭淑華老師 科二 312 

第十三週 5/9-5/13 鄭淑華老師 科二 312 

第十四週 5/16-5/20 鄭淑華老師 科二 312 

第十五週 5/23-5/27 蔡勇斌老師、陳皆儒老師、

楊智其老師 

科四 321 

第十六週 5/30-6/3 期末考  

第十七週 6/6-6-10 蔡勇斌老師、陳皆儒老師、

楊智其老師 

科四 321 

第十八週 6/13-6/17 蔡勇斌老師、陳皆儒老師、

楊智其老師 

科四 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