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旗津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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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事學院 航運技術系 4261 天文航海(二)
(一)8:00~9:00/(三

)13:30~15:20
510教室(旗津) 是

海事學院 航運技術系 4262 船藝實習 (二)10:00~12:00 旗津511教室 否

海事學院 航運技術系 4094 海運學
(二)13:30~15:20/(

三)15:30~17:20
U511 否

海事學院 航運技術系 4287 航運業務
(三)13:30~15:20/(

二)12:00~14:00
U512 否

海事學院 輪機工程系 4400 船電實習(二)
(三)9:10~12:00/(

四)13:30~15:10
船電工廠 否

海事學院 輪機工程系 4215 海運學
(一)18:00~22:00/(

四)20:00~22:00
10104室 否

海事學院 輪機工程系 4114 船舶管理資訊化實作 (三)17:30~18:20 學生專題實驗室 是

海事學院 輪機工程系 4174 輪機實務與安全 (一)8:10~9:10 301 否

海事學院 輪機工程系 4348 輪機實務與安全 (三)13:30~15:30 教室 是

海事學院 輪機工程系 5310 微積分
(三)08:10~09:10/(

五)08:10~09:10
U103 否

海事學院 輪機工程系 4154 蒸汽渦輪機 (五)10:10~16:20 3F學生專題實驗室 否

海事學院 輪機工程系 4355 輪機英文 (二)13:30~17:20 3F學生專題實驗室 否

海事學院 輪機工程系 4399 輪機實習 (五)15:30~18:20 四輪產三 否

海事學院 輪機工程系 4133 電子學
(二)08:10~12:00/(

五)08:10~11:10
U202教室 否

海事學院 海事資訊科技系 4235 資料探勘 (五)18:30~20:00 1204海資多功能教室 否

海事學院 海事資訊科技系 4243 巨量資料與雲端運算技術 (二)18:30~20:00 1204海資多功能教室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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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學院 海事資訊科技系 4231 視窗程式設計
(一)13:30~14:20/(

三)13:30~15:20
306電腦教室 否

海事學院 海事資訊科技系 4242 圖控程式設計與實作 (二)13:30~16:30 1204海資多功能教室 否

水圈學院 漁業生產與管理系 4439 漁具漁法實習(一)
(二)18:00~20:00/(

四)18:00~20:00
漁具漁法實習教室 否

水圈學院 漁業生產與管理系 5953 水產生物實驗
(一)19:00~22:00/(

二)19:00~22:00
水產生物實驗室 是

水圈學院 水產食品科學系 4531 保健食品
(一)17:00~18:00/(

三)17:00~18:00
厚生樓2樓教室 是

水圈學院 水產食品科學系 4536 分析化學(一)
(三)17:30~18:20/(

四)21:15~22:05
7109教室 否

水圈學院 水產食品科學系 4505 生物化學
(三)17:00~19:00/(

五)17:00~19:00
楠梓校區厚生樓401室 是

水圈學院 水產食品科學系 4556 食品分析與實驗(一)
(三)17:00~18:00/(

五)17:00~18:00

A11309食品檢驗分析實

驗室
否

水圈學院 水產食品科學系 4516 營養學
(三)17:30~19:30/(

四)17:30~19:30
厚生樓501 是

水圈學院 水產食品科學系 4526 營養學
(二)17:30~19:30/(

五)17:30~19:30
厚生樓501 是

水圈學院 水產食品科學系 4551 營養學 (三)17:30~19:30 厚生樓5樓501室 是

水圈學院 水產食品科學系 4492 普通化學(二)
(一)17:30~21:30/(

三)17:30~21:30
8201教室 是

水圈學院 水產養殖系 4605 分子生物學
(一)16:30~17:30/(

四)8:10~9:10
樂群樓8108教室 否

水圈學院 水產養殖系 4596 分子生物學
(二)15:30~17:30/(

三)15:30~17:30
8306 是

水圈學院 水產養殖系 4576 生物學
(四)09:00~10:00/(

五)15:30~16:30
與學生約定時間與地點 否

海洋工程學院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3704 靜力學
(一)19:25~20:15/(

三)19:25~20:15
530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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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程學院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3713 靜力學
(二)10:00~11:00/(

四)14:00~15:00
5206 否

海洋工程學院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3716 工程數學(二) (二)15:20~18:20 5306機電整合實驗室 否

海洋工程學院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3727 工程數學(二)
(一)18:00~21:00/(

三)18:00~21:00
5110 否

海洋工程學院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3731 浮力與穩度
(一)17:30~18:20/(

二)17:30~18:20
5103 否

海洋工程學院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3728 流體力學
(二)17:30~18:20/(

三)18:30~19:20
5203 否

海洋工程學院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3741 工程基礎實驗(二) (一)13:30~16:30 5109/振動實驗室 否

海洋工程學院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3750 工程基礎實驗(二) (一)09:00~12:00 5109/振動實驗室 否

海洋工程學院 微電子工程系 3801 半導體量測實驗 (三)17:20~19:20 大仁樓650 是

海洋工程學院 微電子工程系 3812 電路應用實務
(二)17:00~21:00/(

三)17:00~21:00
6206 否

海洋工程學院 微電子工程系 3787 電路學(二)
(一)17:00~21:00/(

二)17:00~21:00
6206 否

海洋工程學院 微電子工程系 3811 電路學(二)
(四)17:00~21:00/(

五)17:00~21:00
6206 否

海洋工程學院 微電子工程系 3804 感測元件應用電路實習
(三)17:00~21:00/(

四)17:00~21:00
6206 否

海洋工程學院 微電子工程系 3974 電腦輔助電路設計 (五)9:00~12:00 6404教室 否

海洋工程學院 微電子工程系 3796 微電子應用電路實驗 (二)8:00~12:00 6404教室 否

海洋工程學院 微電子工程系 3799 數位訊號處理 (三)13:30~16:30 6106教室 否

海洋工程學院 微電子工程系 3954 高等MEMS設計
(二)14:00~18:00/(

五)14:00~18:00
楠梓校區大仁樓620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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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程學院 微電子工程系 3794 通訊工程
(二)18:00~22:00/(

四)18:00~22:00
大仁樓6209室 是

海洋工程學院 微電子工程系 3980 FPGA設計
(二)17:40~19:40/(

四)17:40~19:40
6406 否

海洋工程學院 微電子工程系 3797 FPGA/HDL設計實習
(一)17:40~19:10/(

四)17:40~19:10
6505 否

海洋工程學院 微電子工程系 3795 半導體元件(一)
(一)17:30~18:30/(

四)17:30~18:30
6104教室 否

海洋工程學院 微電子工程系 3791 電子學(二) (三)17:00~18:00 6208 否

海洋工程學院 微電子工程系 3973 電子學(二) (三)17:00~18:00 6208 否

海洋工程學院 微電子工程系 3966 電子學(二) (三)17:00~18:00 6208 否

海洋工程學院 微電子工程系 3800 VLSI設計實習
(一)8:30~12:30/(

五)13:30~17:30
6206 否

海洋工程學院 微電子工程系 3788 普通物理(二) (一)17:30~19:30 6106 是

海洋工程學院 電訊工程系 3850 電路學(一)
(一)10:00~12:00/(

五)10:00~12:00
4103教室 否

海洋工程學院 電訊工程系 3832 無線通訊網路
(五)10:00~12:00/(

五)14:30~16:30
4108 是

海洋工程學院 電訊工程系 3822 訊號與系統 (三)16:30~18:30 4103教室 否

海洋工程學院 電訊工程系 3862 電子學實驗(一)
(二)15:00~17:30/(

四)18:30~19:20
立誠樓4507 否

管理學院 航運管理系 3240 統計學(二) (三)14:00~17:00 系辦會議室 否

管理學院 航運管理系 3252 商用英文(二) (三)17:30~18:30 2210專題教室 是

管理學院 航運管理系 3291 職場英文 (四)18:20~20:20 致遠樓320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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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航運管理系 3234 英文會話 (五)10:10~12:00 2210 是

管理學院 航運管理系 3229 初級會計(二) (二)18:00~19:30 立城樓4204 是

管理學院 航運管理系 3524 海上保險
(四)17:00~18:00/(

五)17:00~18:00

航運管理系會議室(系

辦公室內)
否

管理學院 航運管理系 3263 海上保險
(四)17:00~18:00/(

五)17:00~18:00

航運管理系會議室(系

辦公室內)
否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3295 程式設計實習 (四)18:00~20:00 3401電腦教室(一) 否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3299 程式設計實習 (三)18:00~20:00 3401電腦教室(一) 否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3312 統計學(二)
(四)17:00~18:00/(

五)17:00~18:00
2401 否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3320 資訊安全 (三)17:00~19:00 2401 是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3304 統計學(二) (一)17:00~19:00 楠梓校區2401教室 否

管理學院 供應鏈管理系 3330 行銷管理 (四)12:00~13:00 2507教室 是

管理學院 供應鏈管理系 3349 供應鏈軟體應用 (三)12:00~13:00 3508教室 否

管理學院 供應鏈管理系 3338 供應鏈管理 (三)12:00~13:00 2508教室 否

管理學院 供應鏈管理系 3334 資料庫管理 (四)13:30~15:30 3508供應鏈管理教室 否

管理學院 供應鏈管理系 3337 作業研究 (三)12:00~13:00 2508教室 是

管理學院 海洋休閒管理系 3389 海洋生態學 (三)13:00~15:00 李孟璁 研究室 是

管理學院 海洋休閒管理系 3391 人力資源管理
(一)12:10~13:10/(

二)12:10~13:10
3103觀光導覽教室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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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海洋休閒管理系 3386 企業管理概論
(三)18:00~19:30/(

四)18:00~19:30
3103觀光導覽教室 是

管理學院 海洋休閒管理系 3396 行銷管理
(一)18:30~19:30/(

二)17:30~18:30
3103觀光導覽教室 是

管理學院 海洋休閒管理系 3399 高級水肺潛水理論與實務
(四)17:00~19:00/(

五)17:00~19:00
游泳池、潛水池 是

管理學院 海洋休閒管理系 3425 水肺潛水理論與實務
(四)17:00~19:00/(

五)17:00~19:00
游泳池、潛水池 是

管理學院 海洋休閒管理系 3418 獨木舟理論與實務
(六)08:00~17:00/(

日)08:00~17:00
興達港及蓮池潭水域 否

管理學院 海洋休閒管理系 3388 游泳(二) (四)09:00~12:00 楠梓校區游泳池 否

管理學院 海洋休閒管理系 3392 海洋觀光
(四)10:00~12:00/(

五)10:00~12:00
9102教室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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