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

課後輔導課程

院別 系所 課號 課程名稱 課輔時間 課輔地點
是否開放外

系學生參加
工學院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1618/1594 工程數學II (三)18:30~21:30 F109 否

工學院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2462 微積分(二) (四)18:30~21:30 B116 是

工學院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1589 微積分(二) (四)19:00~22:00 B115 否

工學院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2472 順序控制與實習 (四)19:30~21:30 F128 是

工學院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2448 順序控制與實習 (二)18:30~20:30 F128 是

工學院 營建工程系 1541 流體力學 (三)18:30~21:30 B119 是

工學院 營建工程系 1407 流體力學 (四)19:00~21:00 B119 是

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2513 流體力學 (四)18:30-20:30 (隔週上) B120 否

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1441 微積分(二) (三)18:30~20:30 B120 否

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2511 微積分(二) (二)18:30~20:30 B124 否

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6030 流體力學 (四)18:30~20:30 B124 否

工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2502/2512 物理(二) (一)18:30~20:30 B120 否

工學院 創新設計工程系 2324 基礎圖學I (二)18:00~21:00/(四)18:00~21:00 E102/E105/V104-1 是

工學院 創新設計工程系 2333 基礎工藝設計 (一)18:00~22:00/(五)18:00~22:00 V101 是

工學院 創新設計工程系 2322 基礎設計(二) (三)18:00~22:00 V101 是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系 1979 微積分(二) (一)18:30~21:00 B225 否

電機資訊學院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0303 機率 (三)19:00~20:50
B121，B123(隨堂

測驗輔助教室)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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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資訊學院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0308 機率 (三)19:00~20:50
B125，B123(隨堂

測驗輔助教室)
否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398 行銷管理(一) (四)13:00~17:00 E420 是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396 行銷管理(一) (三)13:30~14:30/(四)12:30~13:30 C104 是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3066 商用數學 (一)13:30~17:30 E419 否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3070 經濟學(二) (三)0800~09:00 E420 是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3086 統計學(二) (四)12:00~13:30/(五)12:00~13:30 E422 是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397 經濟學(二) (三)08:00~09:00/(三)12:00~13:00 E419 是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403 統計學(二)
(三)12:30-13:20/ (四)12:30-

13:20/ (四)08:10-09:00
E421 是

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401 商管程式與應用
(一)12:30-13:30/ (三)13:30-

14:30/ (四)12:30-13:30
E425 是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2353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一)17:00~18:00 C117 否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2974/2968 離散數學 (三)13:30~14:30 E212 是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2372 資料庫管理 (三)13:30~15:30/(五)15:30~17:30 E213 是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2360 資料庫管理 (一)18:30~20:30/(三)13:30~15:30 E213 是

管理學院 運籌管理系 1944 運輸科技軟體應用 (一)18:00~21:00 C338 否

管理學院 運籌管理系 1933/3022 統計學(二) (一)17:00~20:00 E310 是

財務金融學院 金融系 2031 會計學(三) (四)16:30~17:30 C103 否

財務金融學院 金融系 2029 微積分 (四)13:30~17:20/(五)13:30~17:20 E114 是

財務金融學院 金融系 2038/2049 統計學(二) (三)13:30~14:20/(四)16:30~17:20 C20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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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學院 金融系 2032 經濟學(二) (一)16:30~19:00 E115 否

財務金融學院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3545 微積分(二) (二)17:30~18:30/(三)14:30~15:30 E005/E321 是

財務金融學院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2479 會計學(二) (三)13:30~14:20 E005 是

財務金融學院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3547 經濟學(二) (二)13:30~14:20 E005 是

財務金融學院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3552 統計學(二) (二)12:00~13:30/(四)12:00~13:30 E012 是

財務金融學院 財務管理系 3576 統計學(二) (一)13:30~14:30 E110 否

財務金融學院 財務管理系 3569 經濟學(二) (二)16:30~17:20 E110 是

財務金融學院 財務管理系 2006 中級會計學(一) (三)13:30~14:30 C434 是

財務金融學院 財務管理系 3573 財務管理(一) (二)16:30~17:30 E109 否

財務金融學院 財務管理系 3578 個人理財 (二)16:00~18:00 C335-1/C228-6 否

財務金融學院 財務管理系 3575 國際財務管理 (二)16:00~18:00 E110 是

財務金融學院 會計資訊系 3604
成本與管理會計學

(二)
(二)17:30~18:20/(三)08:10~09:00 E013 否

財務金融學院 會計資訊系 3591 統計學(二) (三)13:30~15:20 E013 是

財務金融學院 會計資訊系 3611 高等會計學(二) (四)08:10~09:00/(二)17:30~18:20 E013 否

財務金融學院 會計資訊系 3601 中級會計學(三) (一)16:30~18:30 E117 是

財務金融學院 會計資訊系 3590 中級會計學(一) (四)16:30~18:30 E013 是

外語學院 應用日語系 1854/1865 1AaBb日語聽力訓練II

(一)12:00~14:00/(二)12:00~14:00/

(三)12:00~14:00/(四)12:00~14:00(

五)12:00~14:00

D516 否

外語學院 應用日語系 1910 應用文寫作II (三)12:30~14:30 D516 否

外語學院 應用日語系 2277/2261 中級日語II (三)13:50~15:20 D10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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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學院 應用日語系 2296 進階日語會話II (三)13:00~15:00 D304 否

外語學院 應用日語系 2292 進階會話 (二)12:00~13:30/(三)15:00~17:00 D516 否

外語學院 應用英語系 2055/2056 進階英文寫作II

(一)10:00~12:00/(一)15:30~17:30/

(三)12:30~15:30/(五)10:00~12:00(

五)13:30~15:30

D204 否

外語學院 應用英語系 5844 英語聽講練習

(一)16:30~18:20/(二)09:10~10:00/

(三)13:30~15:20/(四)12:30~13:20/

(五)12:30~13:20

E書房外長椅 否

外語學院 應用德語系 1819 基礎德語會話II (五)08:10~10:00 D103 否

外語學院 應用德語系 1834 中級德語文法II (五)12:30~13:30 D301 是

外語學院 應用德語系 1820 基礎德語會話II (二)12:30~15:30/(四)12:30~15:30 D413、D302 是

外語學院 應用德語系 1818 基礎德語文法II (二)16:30~18:20 D301 否

外語學院 應用德語系 1831 中級德語讀本II (一)13:30~15:20/(三)13:30~15:20 D302、D20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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