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守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補救教學 
【電資學院】  【語文學院】  【醫學院】 

電路學  英文寫作(二)  婦產科護理學 

微積分(二) 
 英語聽力溝通技巧(二) 

及應用法語(二) 
 

基本護理學實習一 

工程數學(二)  應用西班牙文(二)  護理研究概論 

電磁學(I)  英語聽力與會話教學  基本護理學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英語演說與辯論(二)  血庫學 

微積分  英文文法(二)  血液學 

基礎物理  英語閱讀(二)  微生物學 

程式設計  中級日語聽講(二)  基礎物理治療學(二) 

組織行為  專業日語聽講(二)  神經物理治療學實習 

物聯網技術與應用  中級日語(二)  普通生物學(二) 

數位通訊  日語語法  熱帶醫學暨衛生政策 

訊號與系統  初級日語聽力(二)  流行病學 

電機機械  日本文化  醫工實驗(二) 

【觀餐學院】 
 

【管理學院】 
 普通化學 

  核醫技術學 

國際禮儀  中級會計學(二)  專題討論(二) 

餐旅管理  經濟學(二)  膳食設計與管理 

觀光大數據分析  
 
 

會計學(二)  心理疾病職能治療實習 

TQC證照  管理學   

餐飲服務 統計學(二) 
【傳設學院】 

 

休閒英語會話(四)  
【理工學院】 

 

休閒業行銷管理   媒體整合創作 

服務管理  普通物理(二)  影視發展史 

休閒日語會話(二)  普通物理(一)  健康傳播 

統計學 普通化學(二) 影視導演實務 

西式料理  普通化學  廣播媒體實務 

【國際學院】 
 
 
 
 

  廣電概論 

 
【語文中心】 

 模型製作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 
華語文學與思想 

正音 進階電影攝影 

Statistics I  字彙,會話  
 

 

Banquet and catering 
operations 

英語情境教學 

  
    免費補救教學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前往參加 



 

 

月/日 節次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授課教師 單位 教室 

3/16 12 電路學 交流穩態分析 張恩誌 電機系 03920 

3/30 7 微積分(二) 積分方法 謝良瑜 財數系 60831 

4/6 9 電磁學(I) 向量分析 孫迺翔 電機系 03901 

4/13 9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物件類別 黃健興 資工系 03119 

4/13 78 微積分(二) 期中考複習 謝良瑜 財數系 60831 

4/20 9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成員函數 黃健興 資工系 03119 

4/21 89 微積分 積分的應用 郭忠民 資工系 50415 

4/22 34 工程數學(二) 拉普拉斯轉換 李冠慰 電子系 03601 

4/22 4Z 微積分(二) 考前複習 孫永莒 電機系 03901 

4/22 3 微積分(二) 考前複習 楊俊哲 電機系 50609 

4/22 3 程式設計 期中複習 蔡吉昌 資管系 03501 

4/22 8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期中複習 蔡賢亮 資管系 03415 

4/22 34 訊號與系統 期中考前複習 吳宗承 通訊系 03820 

4/23 8 組織行為 期中複習 吳佳純 資管系 50414 

4/23 8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期中複習 蔡賢亮 資管系 03415 

4/27 AB 微積分(二) 積分的應用與積分的技巧 洪惠陽 電子系 50510 

4/28 89 工程數學(二) 向量分析 林堉仁 電機系 03917-1 

4/29 34 微積分二 2 小時加強 陳柄成 通訊系 03820 

5/4 9 電磁學(I) 高斯定律 孫迺翔 電機系 03901 

5/11 78 微積分(二) 積分應用 謝良瑜 財數系 60831 

5/12 89 電機機械 電機機械 林堉仁 智控學程 03917 

5/13 34 數位通訊 2 小時加強 張赫烜 通訊系 03820 

5/15 89 基礎物理 電荷和電場 楊乃中 資工系 50402 

5/15 AB 基礎物理 高斯定律 楊乃中 資工系 50402 

5/27 3 程式設計 期末複習 蔡吉昌 資管系 03501 

5/27 34 訊號與系統 期末考前複習 吳宗承 通訊系 03820 

5/28 Z 物聯網技術與應用 期末複習 陳筠昀 資管系 03515 

6/1 9 電磁學(I) 電偶極矩 孫迺翔 電機系 03901 

6/10 34 工程數學(二) 傅立葉概論 李冠慰 電子系 03601 

※此課程為免費補救教學，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前往參加! 



 

 

 

 

 

 

   

月/日 節次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授課 

教師 
單位 教室 

3/17 Z56 普通物理(二) 熱力學第一、二定律 張簡才萬 機動系 2200 

3/17 6 普通物理(二) 熱、功與熱力學第一定律 林炯棟 材料系 2100 

3/24 Z 普通化學(二) 有機化合物 鄭慧如 材料系 2100 

3/24 Z56 普通物理(二) 電荷和電場、高斯定律 張簡才萬 機動系 2200 

3/24 6 普通物理(二) 電荷、電力與電場 林炯棟 材料系 2100 

3/25 34 微積分(二) 積分方法 謝良瑜 財數系 01611 

3/25 34 普通化學 Chap 7:原子結構與週期表 楊志馮 化工系 2421 

3/26 8 測量實習 三角幾何於測量運用 陳世杰 土木系 2315 

3/31 Z56 普通物理(二) 電容和介電質、電流電阻和電動勢 張簡才萬 機動系 2200 

3/31 6 普通物理(二) 高斯定律 林炯棟 材料系 2100 

4/1 34 微積分(二) 期中考複習 謝良瑜 財數系 01611 

4/7 Z 普通化學(二) 高分子 鄭慧如 材料系 2100 

4/9 8 測量實習 三角幾何及函數於測量運用 陳世杰 土木系 2315 

4/16 8 測量實習 強化測量儀器之操作運用 陳世杰 土木系 校園草坪 

4/21 Z 普通化學(二) 有機金屬錯化合物 鄭慧如 材料系 2100 

4/22 34 普通化學 Chap 8:化學鍵結 楊志馮 化工系 2421 

4/23 1 測量實習 強化實地測量能力 陳世杰 土木系 校園草坪 

4/23 8 測量實習 強化實地測量能力 陳世杰 土木系 校園草坪 

4/29 34 微積分(二) 積分應用 謝良瑜 財數系 01611 

4/29 34 普通化學 Chap 8:極性分子及陰電性 楊志馮 化工系 2421 

4/30 8 測量實習 測量技術證照輔導 陳世杰 土木系 2315 

5/5 Z 普通化學(二) 化學動力學 鄭慧如 材料系 2100 

5/5 6 普通物理(二) 電位 林炯棟 材料系 2100 

5/6 34 普通化學 Chap 9:共價鍵混成 楊志馮 化工系 2421 

5/7 8 測量實習 運用已取得證照同學當小老師，激發考照意願。 陳世杰 土木系 校園草坪 

5/12 6 普通物理(二) 電流 林炯棟 材料系 2100 

5/13 4 普通化學 Chap 9:雙原子的鍵結 楊志馮 化工系 2421 

5/14 8 測量實習 運用已取得證照同學當小老師，激發考照意願。 陳世杰 土木系 校園草坪 

5/20 34 微積分(二) 期中考複習 謝良瑜 財數系 01611 

5/21 8 測量實習 運用已取得證照同學當小老師，激發考照意願。 陳世杰 土木系 校園草坪 

5/27 3 微積分(二) 多變量函數 謝良瑜 財數系 01611 

※此課程為免費補救教學，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前往參加! 



 
   

月/日 節次 單元主題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單位 教室 

3/17 2 中級會計學(二) 無形資產 林文祥 會計系 50609 

3/31 2 中級會計學(二) 無形資產 林文祥 會計系 50609 

4/7 2 中級會計學(二) 無形資產 林文祥 會計系 50609 

4/13 8 經濟學(二) 考前複習 黃永成 會計系 50609 

4/14 2 中級會計學(二) 流動負債 林文祥 會計系 50609 

4/20 8 經濟學(二) 考前複習 黃永成 會計系 50609 

4/21 789 經濟學 II 期中複習 蔡文欽 工管系 1618 

4/21 2 中級會計學(二) 流動負債 林文祥 會計系 50609 

4/22 34Z 經濟學(二) 考前總複習 拾已宇 國商系 1818 

4/22 34 會計學(二) 期中考前複習 周容如 會計系 1718 

4/22 34 會計學(二) 期中考前複習 莊素增 會計系 1700 

4/22 34Z 管理學 期中考複習 張務華 國商系 50414 

4/23 8 會計學(二) 期中考前複習 莊素增 會計系 1700 

4/28 2 中級會計學(二) 流動負債 林文祥 會計系 50609 

5/15 234 經濟學(二) 凱因斯模型複習 田祖武 企管系 50415 

5/15 ABCD 統計學(二) 變異數分析 田瑞駒 財金系 50615 

5/20 1234 經濟學(二) 開放的經濟體系 許碧峰 財金系 1720 

5/20 34 會計學(二) 期末考前複習 莊素增 會計系 1700 

5/25 8 經濟學(二) 考前複習 黃永成 會計系 50609 

5/27 123 統計學(二) 變異數分析與迴歸 許碧峰 財金系 1720 

5/27 34Z 管理學 大會考複習 張務華 國商系 50414 

5/27 34Z 會計學(二) 期末考前複習 周容如 會計系 1718 

※此課程為免費補救教學，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前往參加! 



     

月/日 節次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授課教師 單位 教室 
3/24 

Z 英文寫作(二) Timed Writing(I) 尚惠芳 應英系 60612 
4/21 

4/22 34Z 英語聽力溝通技巧(二) 
及應用法語(二)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the 
Digital Era 雷莫罕 應英系 61034 

4/27 

Z 應用西班牙文(二) 西班牙語口語訓練複習及考試 方柏婷 應英系 61031 
4/28 

4/29 

4/30 

5/11 Z 中級日語聽講(二) 中級聽力練習 陳足英 應日系 61021 

5/13 Z 專業日語聽講(二) 日本職場之進退應對-以實習生為主 黃幸素 應日系 61007 

5/13 234 英語聽力與會話教學 TKT 英語教學證照 田靜誼 應英系 61031 

5/13 234 英語演說與辯論(二)  Study Skills: Grade Improvements 泰利保羅 應英系 61033 

5/14 Z 中級日語(二) 中級日語文法 蔣千苓 應日系 61034 

5/15 Z 中級日語(二) 中級日語文法 蔣千苓 應日系 61023 

5/18 Z 中級日語聽講(二) 中級聽力練習 陳足英 應日系 61021 

5/19 Z 英文寫作(二) Timed Writing(III) 尚惠芳 應英系 60612 

5/20 Z 專業日語聽講(二) 日本職場之進退應對-以實習生為主 黃幸素 應日系 61007 

5/21 Z 日語語法 語法練習 蔣千苓 應日系 50509 

5/22 Z 日語語法 語法練習 蔣千苓 應日系 61023 

5/27 234 英文文法(二) Adjectives, Adverbs and Articles 吳佳蓓 應英系 61032 

5/27 Z 專業日語聽講(二) 日本職場之進退應對-以實習生為主 黃幸素 應日系 61007 

5/27 34 初級日語聽力(二) 初級聽力練習 日下幸里 應日系 61006-1 

5/29 78 日本文化 日語導遊測試-以日本歷史文化為主軸 李守愛 應日系 61006-1 

6/10 234 英語閱讀(二) Reading Strategies 范燕姬 應英系 61033 

※此課程為免費補救教學，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前往參加! 



 

 

 

 

 

 

 

 

 

 

 

 

 

 

 

 

 

 

 

 
 

   

月/日 節次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授課教師 單位 教室 
3/17 89 媒體整合創作 編輯技法 涂國雄 數媒系 50109 

3/17 AB 影視發展史 美國電影早期發展 黃勻祺 影視系 51114-2 

3/18 234 健康傳播 課程說明概念與內涵 張慶仁 大傳系 50701 

3/23 567 影視導演實務 片廠實務與拍攝器材介紹 李志強 影視系 51116 

3/24 89 媒體整合創作 視覺引導 涂國雄 數媒系 50109 

3/31 89 媒體整合創作 色彩調教 涂國雄 數媒系 50109 

4/1 34 廣播媒體實務 廣播提案技巧 李嘉崑 大傳系 51007 

4/6 Z 廣電概論 廣播歷史與節目 林 潔 傳英學程 61025 

4/7 89 媒體整合創作 印刷的奧義 涂國雄 數媒系 50109 

4/13 Z 廣電概論 期中考複習 林 潔 傳英學程 61025 

5/15 ABC 模型製作 其他各種材質模型製作技巧 陳建男 商設系 6B101 

5/21 ABC 模型製作 其他各種材質模型製作技巧 陳建男 商設系 6B101 

5/25 789 華語文學與思想 報導文學的寫作技巧與人物專訪 鄭瓊月 大傳系 50803 

5/27 567 進階電影攝影 高階電影攝影機術科操作 王諭弘 影視系 51116 

5/28 AB 模型製作 其他各種材質模型製作技巧 陳建男 商設系 6B101 

6/15 Z 廣電概論 期末報告練習 林 潔 傳英學程 61025 

※此課程為免費補救教學，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前往參
加!



 

  

月/日 節次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授課教師 單位 教室 

3/30 9 休閒日語會話(二) 存在所有的文法 江育真 休閒系 50903 

4/6 Z 餐旅管理 期中考範圍複習 張琬菁 觀光系 50915 

4/6 9A 休閒日語會話(二) 日期的說法 江育真 休閒系 50903 

4/7 1234 西式料理 
濕熱烹調法 

(水煮鱸魚付蕃茄洋芋) 
李泳陞 廚藝系 90002-2 

4/9 1234 西式料理 
混合烹調法 

(紅酒燴牛肉付奶油雞蛋麵) 
李泳陞 廚藝系 90002-2 

4/15 34 國際禮儀 西餐禮儀 汪芷榆 觀光系 50905 

4/15 34 統計學 集中和變異量數 林慧年 觀餐原民班 03411 

4/17 Z 休閒英語會話(四) 英文履歷 楊英欽 休閒系 50903 

4/22 56 觀光大數據分析 期中考範圍複習 劉旭冠 觀光系 50910 

4/24 Z 休閒英語會話(四) 英文履歷 楊英欽 休閒系 50903 

4/25 23456 餐飲服務 餐飲服務 保里乃玲 餐旅系 50810 

4/29 34 國際禮儀 穿著禮儀 汪芷榆 觀光系 50905 

5/1 Z 休閒英語會話(四) 英文自傳 楊英欽 休閒系 50903 

5/2 234567 TQC 證照 TQC 證照 劉旭冠 餐旅系 50910 

5/12 56 服務管理 服務品質的改善方法(二) 吳宗霖 休閒系 50903 

5/14 123 西式料理 
乾熱烹調法 

(起司火腿豬排付炸薯泥) 
李泳陞 廚藝系 90002-2 

5/18 Z 餐旅管理 餐旅業經營型態 張琬菁 觀光系 50915 

5/20 56 觀光大數據分析 資料表的關連與階層設定 劉旭冠 觀光系 50910 

5/22 Z 休閒業行銷管理 休閒個案 楊英欽 休閒系 50903 

5/29 Z 休閒業行銷管理 休閒個案 楊英欽 休閒系 50903 

6/8 Z 餐旅管理 期末考範圍複習 張琬菁 觀光系 50915 

※此課程為免費補救教學，歡迎有興趣同學前往參加! 



 

月/日 節次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授課教師 單位 教室 
3/10 9 婦產科護理學 穿脫手術衣及新生兒沐浴 潘怡如 護理系 B0715 

3/17 89 血庫學 血型 林尊湄 醫技系 C0638 

3/17 9 婦產科護理學 新生兒即刻護理 潘怡如 護理系 B0715 

3/20 8 微生物學 原核生物 王瑜琦 生科系 60821 

3/24 89 血液學 CBC 林尊湄 醫技系 C0638 

3/27 8 微生物學 病毒 王瑜琦 生科系 60821 

3/30 56 基礎物理治療學(二) 髖和膝關節的基礎物理治療 游家源 物治系 骨科實作室 

4/6 8 普通生物學(二) 荷爾蒙及內分泌系統 謝元欽 後醫系 A1010 

4/6 Z 基本護理學實習一 期中考前複習 陳雅雯 護理系 B0720 

4/7 89 血庫學 輸血技術 林尊湄 醫技系 C0638 

4/15 34 流行病學 期中考複習 蔡夙穎 健管系 A0412 

4/21 89 血液學 血液凝固 林尊湄 醫技系 C0638 

4/21 Z 護理研究概論 期中考前複習 丘周萍 護理系 B0720 

4/22 ABC 醫工實驗(二) 期中考前總複習 陳博洲 醫工系 B0320 

4/28 34 普通化學 Nuclear Chemistry 丁慧枝 醫放系 A0809 

4/29 34 專題討論(二) 預講及複習 洪永瀚 營養系 A0910 

5/13 34 神經物理治療學實習 脊髓損傷 黃文妮 物治系 A0511 

5/13 34 膳食設計與管理 營養分析軟體教學與實作 鄭瑋宜 營養系 A0913 

5/13 34 核醫技術學 核子製藥 丁慧枝 醫放系 A0811 

5/15 9 熱帶醫學暨衛生政策 衛生政策理論與個案實務探討 謝季峰 後醫系 C0833 

5/18 8 普通生物學(二) 神經系統；視覺；動物移動 謝元欽 後醫系 A1010 

5/25 9 基本護理學 體液供給 劉憶慧 護理系 B0715 

5/27 ABC 醫工實驗(二) 期末考前總複習 陳博洲 醫工系 B0320 

5/28 89AB 心理疾病職能治療實習 心理疾病職能治療評估工具操作 李柏森 職治系 B0519 

6/12 9 熱帶醫學暨衛生政策 熱帶醫學與公共衛生實務應用 謝季峰 後醫系 C0833 

6/24 34 流行病學 期末考複習 蔡夙穎 健管系 A0412 

※此課程為免費補救教學，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前往參加! 



 

 

 

 

 

 

 

 

 

 

 

 

 

 

 

 

 

 

 

 

 

 

 

 

 

 

 

 

 

 

 

 

 

 

 

 

 

 

 

月/日 節次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授課教師 單位 教室 月/日 節次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授課教師 單位 教室 

3/17  Z  正音 
重音簡介,句子重音(實字,

虛字) 

鍾淑玫 外語文中心 60826 

3/24 

Z 

字彙,會話 

房屋修繕 

3/31  蔬果/肉類/家禽 

4/7  厨房用具/食材準備 

4/14 

Z5 

餐廳 

4/21  服裝描述 

4/28  洗衣服 

5/5  身體(各部位名稱) 

5/12  個人衛生 

5/19  症狀/創傷 

5/26 
12:10~13:00 

醫療保健服務 

6/2  緊急醫療 

3/17 

16:00-18:00 

英語情境教學 

睡眠知多少、早餐英
文、誰來做家事 

侯仰霞 外語文中心 60821 

3/24 
藥妝購物、在家健身好

處多 

3/31 
感恩節/聖誕節由來及常

用單字片語句子 

4/7    選購麵包、租屋英語 

4/14    露營、購買火車票 

4/21 
Your health & 5G 、
What’s for dinner? 

5/5 
Random Acts of 

Kindness、small talk 

5/12 
How to take your good 

habit to next 
level?(2)your habits 

5/19  16:00-17:00 
Multitasking and 

getting things done (2) 
Why do we say it? 

※此課程為免費補救教學，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前往參加! 



 

 

 

 

 

 

 

 

Date Period Course Teacher Classroom 

4/8、4/29、6/3、7/1 16:30-18:20 Statistics I 馬宗洸 60732 

3/19、4/16、4/23、

5/21、6/18、6/24 
16:30-18:20 Statistics I 巫沛倉 60232 

5/13 9:20-12:10  
Banquet and 

catering 
operations 

Loo Poh 
Theng 60807 

5/27 10:20-12:10 
Banquet and 

catering 
operations 

Loo Poh 
Theng 60807 

3/18、3/25、4/1、

4/8、4/15、4/22、

5/6、5/13、5/20、5/27 

10:20-12:10 
國際貿易理
論與實務 

林素莉 6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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