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南大學交通運輸學系

1092學期  各年級課表
 108級  (大二)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顧客關係管理

尤靜華

B205

公共運輸系統 民主憲政發展 顧客關係管理

郭旻鑫 張執中 尤靜華

B205 [  通 識  ] B205

公共運輸系統 民主憲政發展 顧客關係管理

郭旻鑫 張執中 尤靜華

B205 [  通 識  ] B205

公共運輸系統 公益服務二

郭旻鑫 郭正成

B205 [不須教室]

運輸物流管理 運輸票務實務 運輸訂位實務

戴于婷 王何田 張嘉麟

A502 A514 S403

運輸物流管理 運輸票務實務 運輸訂位實務

戴于婷 王何田 張嘉麟

A502 A514 S403

運輸物流管理 交通工程 運輸票務實務 運輸訂位實務

戴于婷 郭正成 王何田 張嘉麟

A502 B511 A514 S403

普通氣象學概論 交通工程

黃建宏 郭正成

[  通 識  ] B511

普通氣象學概論 交通工程

黃建宏 郭正成

[  通 識  ] B511

第二節

09:10~10:00

第一節

08:10~09:00

本表僅供參考，實際依選課系統為主

1092 學期

運輸系課表

紅字 = 本系必修 

黑字 = 本系選修

班會時間

班會時間

第六節

13:10~14:00

第五節

12:10~13:00

第四節

11:10~12:00

第三節

10:10~11:00

綠字 = 通識課程

第十節

17:10~18:00

第九節

16:10~17:00

第八節

15:10~16:00

第七節

14:10~15:00

文字

顏色

說明



開南大學交通運輸學系

1092學期  各年級課表
 107級  (大三)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軌道運輸營運實務

凌建勳

B509
軌道運輸營運實務

凌建勳

B509
畢業專題實習(下) 軌道運輸營運實務

洪境聰 凌建勳

B205 B509
運輸地勤與場站實務 運輸產業分析 運輸管理

洪境聰 郭旻鑫 郭旻鑫

B205 A302 A302
運輸地勤與場站實務 運輸產業分析 運輸管理

洪境聰 郭旻鑫 郭旻鑫

B205 A302 A302
運輸地勤與場站實務 運輸產業分析 運輸管理

洪境聰 郭旻鑫 郭旻鑫

B205 A302 A302

本系同學欲加選「英文語文檢定」課程者

請留意相關規定及選課時程

https://reurl.cc/E27qmm

第五節

12:10~13:00

第六節

13:10~14:00

1092 學期

運輸系課表

第一節

08:10~09:00

第二節

09:10~10:00

第三節

10:10~11:00

第四節

11:10~12:00

紅字 = 本系必修 

黑字 = 本系選修

綠字 = 通識課程

本表僅供參考，實際依選課系統為主

班會時間

第七節

14:10~15:00
班會時間

第八節

15:10~16:00

第九節

16:10~17:00

第十節

17:10~18:00

文字

顏色

說明

https://reurl.cc/E27qmm


開南大學交通運輸學系

1092學期  各年級課表
 106級  (大四)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運輸政策與法規

郭正成

B205

運輸政策與法規

郭正成

B205

永續運輸

洪境聰

B205

永續運輸

洪境聰

B205

本系同學欲加選「英文語文檢定」課程者

請留意相關規定及選課時程

https://reurl.cc/E27qmm

第五節

12:10~13:00

第六節

13:10~14:00

1092 學期

運輸系課表

第一節

08:10~09:00

第二節

09:10~10:00

第三節

10:10~11:00

第四節

11:10~12:00

紅字 = 本系必修 

黑字 = 本系選修

綠字 = 通識課程

本表僅供參考，實際依選課系統為主

班會時間

第七節

14:10~15:00
班會時間

第八節

15:10~16:00

第九節

16:10~17:00

第十節

17:10~18:00

文字

顏色

說明

https://reurl.cc/E27qmm


開南大學交通運輸學系

1092學期  各年級課表
 106級  (大四-運輸產業組)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運輸政策與法規 軌道運輸營運實務

郭正成 凌建勳

B205 B509

運輸政策與法規 軌道運輸營運實務

郭正成 凌建勳

B205 B509
軌道運輸營運實務

凌建勳

B509

運輸產業分析

郭旻鑫

A302

運輸產業分析

郭旻鑫

A302

運輸產業分析 永續運輸

郭旻鑫 洪境聰

A302 B205

永續運輸

洪境聰

B205

國際禮儀與儀態

黃慈諭

國際禮儀與儀態

黃慈諭

第五節

12:10~13:00

第六節

13:10~14:00

1092 學期

運輸系課表

第一節

08:10~09:00

第二節

09:10~10:00

第三節

10:10~11:00

第四節

11:10~12:00

班會時間

第七節

14:10~15:00
班會時間

第八節

15:10~16:00

第十一節

18:30~19:15

第九節

16:10~17:00

紫字 = 進修觀光院一年級

第十二節

19:15~20:00

第十節

17:10~18:00

字體顏色說明
本表僅供參考，實際依選課系統為主

紅字 = 運輸系四年級

黑字 = 運輸系三年級
本表僅方便同學查看分組課程，故將必選修同時放入

且包含他系課程，非本系四年級開設之課程課表
綠字 = 運輸系二年級

藍字 = 物流運輸系一年級

第十三節

20:10~20:55



開南大學交通運輸學系

1092學期  各年級課表
 106級  (大四-服務產業組)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運輸運務實務

洪境聰、郭正成

B512

運輸政策與法規 運輸運務實務

郭正成 洪境聰、郭正成

B205 B512

運輸政策與法規 運輸運務實務

郭正成 洪境聰、郭正成

B205 B512

運輸地勤與場站實務 運輸票務實務 運輸訂位實務

洪境聰 王何田 張嘉麟

B205 A514 S403
運輸地勤與場站實務 運輸票務實務 運輸訂位實務

洪境聰 王何田 張嘉麟

B205 A514 S403
運輸地勤與場站實務 永續運輸 運輸票務實務 運輸訂位實務

洪境聰 洪境聰 王何田 張嘉麟

B205 B205 A514 S403

永續運輸

洪境聰

B205

形象造型設計 國際禮儀與儀態

李佳蓉 黃慈諭

形象造型設計 國際禮儀與儀態

李佳蓉 黃慈諭

形象造型設計

李佳蓉

1092 學期

運輸系課表

第一節

08:10~09:00

第二節

09:10~10:00

第三節

10:10~11:00

第四節

11:10~12:00

紫字 = 進修觀光院一年級

第十節

17:10~18:00

第六節

13:10~14:00
班會時間

第七節

14:10~15:00
班會時間

第八節

15:10~16:00

第九節

16:10~17:00

褐字 = 進修形象學程

第十三節

20:10~20:55

第十一節

18:30~19:15

紅字 = 運輸系四年級

藍字 = 物流運輸系一年級

綠字 = 運輸系二年級

黑字 = 運輸系三年級

字體顏色說明

本表僅方便同學查看分組課程，故將必選修同時放入

且包含他系課程，非本系四年級開設之課程課表

本表僅供參考，實際依選課系統為主

第十二節

19:15~20:00

第五節

12:10~13:00



開南大學交通運輸學系

1092學期  開課總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1

08:10

│

09:00

2

09:10

│

10:00

[B205] 2A(選)-尤靜華_顧客關係管理

3

10:10

│

11:00

[B205] 4A(必)-郭正成_運輸政策與法規
[B205] 2A(必)-郭旻鑫_公共運輸系統

[B509] 3A(選)-凌建勳_軌道運輸營運實務
[通 識] 2A(通)-張執中_民主憲政發展 [B205] 2A(選)-尤靜華_顧客關係管理

4

11:10

│

12:00

[B205] 4A(必)-郭正成_運輸政策與法規
[B205] 2A(必)-郭旻鑫_公共運輸系統

[B509] 3A(選)-凌建勳_軌道運輸營運實務
[通 識] 2A(通)-張執中_民主憲政發展 [B205] 2A(選)-尤靜華_顧客關係管理

5

12:10

│

13:00

[B205] 3A(必)-洪境聰_畢業專題實習(下)
[B205] 2A(必)-郭旻鑫_公共運輸系統

[B509] 3A(選)-凌建勳_軌道運輸營運實務
[不 須] 2A(必)-郭正成_公益服務二

6

13:10

│

14:00

[A502] 2A(必)-戴于婷_運輸物流管理

[B205] 3A(選)-洪境聰_運輸地勤與場站實務
[A302]3A(選)-郭旻鑫_運輸產業分析 班會時間

[A514] 2A(選)-王何田_運輸票務實務

[A302] 3A(必)-郭旻鑫_運輸管理
[S403] 2A(選)-張嘉麟_運輸訂位實務

7

14:10

│

15:00

[A502] 2A(必)-戴于婷_運輸物流管理

[B205] 3A(選)-洪境聰_運輸地勤與場站實務
[A302]3A(選)-郭旻鑫_運輸產業分析 班會時間

[A514] 2A(選)-王何田_運輸票務實務

[A302] 3A(必)-郭旻鑫_運輸管理
[S403] 2A(選)-張嘉麟_運輸訂位實務

8

15:10

│

16:00

[A502] 2A(必)-戴于婷_運輸物流管理

[B205] 3A(選)-洪境聰_運輸地勤與場站實務
[A302]3A(選)-郭旻鑫_運輸產業分析

[B511] 2A(必)-郭正成_交通工程

[B205] 4A(選)-洪境聰_永續運輸

[A514] 2A(選)-王何田_運輸票務實務

[A302] 3A(必)-郭旻鑫_運輸管理
[S403] 2A(選)-張嘉麟_運輸訂位實務

9

16:10

│

17:00

[通 識] 2A(通)-黃建宏_普通氣象學概論
[B511] 2A(必)-郭正成_交通工程

[B205] 4A(選)-洪境聰_永續運輸

10

17:10

│

18:00

[通 識] 2A(通)-黃建宏_普通氣象學概論 [B511] 2A(必)-郭正成_交通工程

時 間
節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