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梵大學110學年度第1學期採行遠距教學Teams課程團隊代碼一覽表

序號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Teams課程團隊代碼

1 機電工程學系 微處理機與介面設計 李福星 (四)6,7,8 a86at8u
2 機電工程學系 光電導論 黃忠仁 (四)2,3,4 8x796nw
3 機電工程學系 中等應用力學 高維新 (三)6,7,8 38zs4d8
4 機電工程學系 熱傳學 李弘毅 (一)2,3,4 7ph62w3
5 機電工程學系 工程熱力學 李弘毅 (三)3,4 tga89jq
6 機電工程學系 微系統設計整合 黃忠仁 (一)6,7,8 2v69q7l
7 機電工程學系 工程數學(下) 李弘毅 (二)6,7,8 zck2hpf
8 電子工程學系 類比積體電路導論 莊基男 (一)6,7,8 dn5km20
9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7) 徐裕健 (四)2,3,4,6,7,8,9,10 hu863f8

10 建築學系 舊建築活化 林正雄 (五)3,4 9asceb2
11 建築學系 室內設計(7) 呂俊儀 (四)2,3,4,6,7,8,9,10 yte8hc8
12 工業設計學系 專題設計（1） 陳顯榮、吳俊杰 (二)3,4,6,7,8,9 92v58kq
13 工業設計學系 畢業設計製作(1) 李聖恩 (二)3,4,6,7,8,9 giof9l8
14 工業設計學系 塑膠結構設計 郭文宗 (五)2,3,4 t6bivpv
15 工業設計學系 電腦輔助製造 郭文宗 (五)6,7,8 cat8bzu
16 中國文學系 中國古神話 王隆升 (一)6,7(二)2 8hg8v5v
17 中國文學系 人文旅遊：旅行視野 王隆升 (一)2,3,4 miqp0ho
18 中國文學系 詩經歷史敘事 林碧玲 (四)2,3,4 qnheq14
19 中國文學系 唐代文學 吳幸姬 (二)6,7,8 hgr03sr
20 外國語文學系 專業英文寫作(上) Harry Stanton Einhorn (二)6,7 9ra28jr
21 外國語文學系 畢業專題(上) 黃玉枝 (二)8 nqdmtdf
22 外國語文學系 希臘神話選讀 劉婉俐 (二)3,4 y8j1699
23 外國語文學系 文學、文化與動畫 劉婉俐 (三)6,7,8 fn6wewo
24 外國語文學系 電影類型概論 劉婉俐 (四)2,3,4 c2x6z20

◎依110-1學期第1次防疫小組會議決議，開學前兩週(自110年9月22日起至10月3日止)，全校課程採遠距教學(Teams軟體)方式進行。

◎Teams登入方式說明：

　1、登入路徑：華梵大學首頁→相關連結→學生電子郵件系統→Teams。
　2、登入帳號：學號(字母小寫)@cloud.hfu.edu.tw，密碼：身分證字號(字母小寫)。
◎授課教師已預先將初選名單加入課程團隊中，同學登入Teams即可查見。

◎如同學未在初選名單內而欲聽課以作為加退選參考者，可經由加入Teams課程團隊代碼到班參與。

◎網路加退選時間：110年9月22日(週三)至9月28日(週二)，非先選先上。

一、學士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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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外國語文學系 生活日語基礎I 下元宏展 (三)3,4 abqhaia
26 外國語文學系 生活日語進階I 下元宏展 (四)8,9 buybqoqx
27 外國語文學系 行銷英文 黃玉枝 (四)6,7 rud4ygy
28 哲學系 畢業專題 冀劍制 (一)3,4 kdnf7bm
29 哲學系 存在主義 江日新 (二)6,7 https://meet.google.com/fwp-htcg-szh?authuser=0&hl=en
30 哲學系 愛情邏輯 呂健吉 (一)8,9 122574a
31 哲學系 哲學故事創作 冀劍制 (二)3,4 a09q7s2
32 哲學系 風水與哲學 胡九蟬 (二)8,9 dmxmnri
33 哲學系 生命倫理學 王惠雯 (三)8,9 vi3y8dh
34 哲學系 漢娜鄂蘭哲學 蘇益慶 (三)2,3,4 bbqiksv
35 哲學系 存在主義與哲學諮商 呂健吉 (一)6,7 9d6rvrd
36 美術與文創學系 畢業製作(上) 林萬士、鄭惠文 (五)6,7,8 ib5kyk7
37 美術與文創學系 畢業製作(上) 林萬士、鄭惠文 (五)6,7,8  xadokse
38 美術與文創學系 畢業製作(上) 葉育男、林正仁 (五)6,7,8  twhnmx8
39 美術與文創學系 畢業製作(上) 葉育男、林正仁 (五)6,7,8 9uxmo2c
40 美術與文創學系 書法(上) 李璧苑 (二)3,4 t542e2i
41 美術與文創學系 基礎油畫(上) 林萬士 (四)2,3,4 1ubgav9
42 美術與文創學系 基礎素描(上) 盧人仰 (一)6,7,8  xxkoncd
43 美術與文創學系 基礎素描(上) 張光琪 (一)6,7,8 ppy79zy
44 美術與文創學系 基礎素描(上) 楊侖 (三)2,3,4 g34ykkg
45 美術與文創學系 藝術概論(上) 盧人仰 (三)6,7  5ych449
46 美術與文創學系 色彩計畫 盧人仰 (四)6,7 25gjd2u
47 美術與文創學系 彩墨技法(上) 聶蕙雲 (一)6,7,8 j5t6mhb
48 美術與文創學系 彩墨技法(上) 徐祖寬 (一)6,7,8 zeuplc2
49 美術與文創學系 書法藝術(上) 黃智陽 (三)6,7,8 3rwm6eo
50 美術與文創學系 彩墨創作(上) 聶蕙雲 (五)2,3,4 31lviwt
51 美術與文創學系 彩墨創作(上) 徐祖寬 (一)2,3,4  tkq2hrx
52 美術與文創學系 西洋美術史(上) 鄭惠文 (二)3,4  p5xpqt8
53 美術與文創學系 中國美術史(上) 黃智陽 (四)3,4 wk46lw0
54 美術與文創學系 台灣當代藝術導論 楊侖 (四)6,7 022rik6
55 美術與文創學系 進階油畫(上) 連建興 (二)6,7,8 https://meet.google.com/qea-pzng-f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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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美術與文創學系 自由主題素描(上) 張光琪 (一)2,3,4 n91op1n
57 美術與文創學系 版畫基本技法(上) 陳華俊 (四)6,7,8 i162b62
58 美術與文創學系 新表現繪畫與材料學(上) 楊侖 (五)2,3,4 hhgn9wc
59 美術與文創學系 綜合媒材創作 林萬士 (四)6,7,8 xm54wqs
60 美術與文創學系 造型藝術 林正仁 (二)6,7,8 e4tjo4b
61 美術與文創學系 文創商品設計(上) 林正仁 (二)2,3,4 5brjeqz
62 美術與文創學系 文創商品設計(上) 張書瑋 (五)6,7,8 myb85r3
63 美術與文創學系 創意設計與實務應用(上) 葉育男 (二)6,7,8  j48u4ii
64 美術與文創學系 文創企劃與執行(上) 葉育男 (三)2,3,4 hcr3ku6
65 美術與文創學系 文化資產 張壯熙 (三)6,7 51ft46t
66 美術與文創學系 藝術行政與管理(上) 林仲如 (二)3,4 ssyfmhj
67 美術與文創學系 文化創意產業概論(上) 林仲如 (二)6,7 3796ajd
68 美術與文創學系 視覺傳達設計 葉育男 (五)2,3,4  vle4tad
69 美術與文創學系 博物館與文創 張書瑋 (五)3,4 x0ku2uu
70 美術與文創學系 展覽策劃 鄭惠文 (二)6,7 dpiiok1
71 美術與文創學系 創作專題(上) 盧人仰 (三)2,3,4 mg1m69m
72 美術與文創學系 手繪本插畫(上) 洪昌穀 (四)3,4 cz9ypux
73 美術與文創學系 數位影音設計(上) 杜偉 (五)6,7,8 https://meet.google.com/ace-ruaw-ksb
74 資訊管理學系 Python實踐資料科學 王盈中 (三)6,7,8 mvxfkyx
75 資訊管理學系 影像處理實務 唐政元 (三)2,3,4 p6ifqef
76 資訊管理學系 Web程式設計 陳佑冠 (五)6,7,8 nqvg8bz
77 資訊管理學系 資料分析程式語言 王盈中 (五)6,7,8 t70z59p
78 資訊管理學系 大數據分析概論 王盈中 (二)6,7,8 xn1o8c9
79 景觀與環境設計學系 遊憩景觀資源概論 游欽忠 (四)3,4 0l5yblf
80 景觀與環境設計學系 專案設計(1) 黃小玲 (四)6,7,8,9,10 bfh1t3j
81 景觀與環境設計學系 進階景觀與環境設計(1) 游欽忠 (四)6,7,8,9 oot4zbx
82 藝術設計學院學士班 藝術玩具創作 簡志剛 (六)6,7 2cnu7yz
83 藝術設計學院學士班 篆刻設計 李清源 (二)8,9 nkzxuh5
84 藝術設計學院學士班 畢業製作(1) 楊侖 (三)6,7 eb22c66
85 藝術設計學院學士班 畢業製作(1) 葉育男 (三)6,7  12xajmh
86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人工智慧實務應用 吳泓樞 (一)8,9,10 8fyh7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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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AI產品開發 唐政元 (五)2,3,4 y1uwczr
88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物聯網概論 陳佑冠 (一)2,3,4 5nza3t2
89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行動裝置程式設計 張簡雅文 (四)2,3,4 f0m3yej
90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電腦繪圖 羅勝益 (二)2,3,4 2rbqaxd
91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基礎加工自造 黃忠仁 (三)6,7,8 rd3rm9x
92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數位晶片應用設計 簡江儒 (一)2,3,4 y59ijrv
93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智慧機器人製作 李福星 (三)2,3,4 jp3wzxn
94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應用力學 高維新 (四)2,3,4 c5qzbfr
95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電腦輔助機構設計 黃忠仁 (二)6,7,8 jbjjajg
96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資料科學概論 張志平 (二)2,3,4 zvlgt03
97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創業規劃與管理 戴正玲 (四)2,3,4 2ge0nxl
98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品質管理 張志平 (三)6,7,8 virxczl
99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程式設計概論 陳佑冠 (三)2,3,4 gcma6r7
100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資料探勘概論 嚴建和 (四)6,7,8 8p9066q
101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統計軟體應用 林瑞益 (二)6,7,8 1r0lf69
102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基礎電子學 林智玲 (二)2,3,4 rjmnyu1
103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基礎電路學 莊基男 (四)6,7,8 1ye5brn
104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感測器應用 林智玲 (四)6,7,8 5p1910e
105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基礎揚聲器設計 王丕文 (五)2,3,4 r6q3xcg
106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智慧生活科技概論 王丕文 (二)6,7 2lrh9cr
107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微積分 林瑞益 (一)6,7,8 i4kglst
108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 會計學 戴正玲 (五)6,7,8 0v7k0n1
109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基礎攝影理論 劉躍 (三)6,7 csinup6
110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產品設計基礎(1) 陳妙鳳 (四)3,4,6,7,8,9 mevkslw
111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模型製作 陳顯榮 (三)2,3,4 rl2b6nz
112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電腦工程圖學 廖學書 (一)6,7,8 stge38u
113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油土雕塑 呂岢頻 (二)6,7,8 vh8if9s
114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初階產品與汽車設計 廖學書、陳蔚文 (四)3,4,6,7,8,9 97ytwnj
115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材料與製造 廖學書 (二)2,3,4 ghkpazj
116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初階數位手繪技法 吳俊杰 (一)2,3,4 z0o810a
117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設計方法與賞析 陳顯榮 (五)2,3,4 y9gru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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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初階設計開發 陳顯榮、陳蔚文 (一)3,4,6,7,8,9 q22852s
119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智慧創新應用實務 陳淮義 (三)8,9,10 opxzvp3
120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初階自由形態3D建構 蘇柏峰 (二)10,11,12 sg2b22o
121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產品色彩材料與時尚運用 陳蔚文 (三)2,3,4 812yccp
122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初階皮革設計 林彩藝 (二)2,3,4 4lcdd4x
123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金屬冷接工藝 林彩藝 (三)6,7,8 qbhleg8
124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陶藝創作 陳妙鳳 (三)6,7,8 nvwtaur
125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空間設計基礎(1) 林正雄 (四)2,3,4,6,7,8,9,10 5e7odw3
126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空間設計基礎(1) 葉乃齊 (四)2,3,4,6,7,8,9,10 5e7odw3
127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生活與空間設計(1) 蕭百興、施長安 (二)2,3,4,6,7,8,9,10  8gksxob
128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風格與空間設計(1) 蕭百興、施長安 (二)2,3,4,6,7,8,9,10  lwbk7ic
129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數位加工與創意製造 陳冠瑋 (五)6,7 j7jzptp
130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結構學 鄭清江 (一)3,4 qqx17uz
131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品牌設計 蕭百興、施長安 (三)8,9  rqkixx3
132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建築與室內設計表現法 施長安 (一)6,7,8,9  4gpbigu
133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建築與室內設計概論 蕭百興、施長安 (三)8,9  d19ela2
134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空間特論(1) 謝慶達 (一)3,4 nzyydfn
135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世界建築史 葉乃齊 (三)3,4 mam7nxi
136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田野調查與環境認知 葉乃齊 (四)3,4 kpa9v24
137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建築與室內設計電腦繪圖 陳冠瑋 (一)8,9,10 wsu5ifm
138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基地計畫 謝慶達 (一)6,7 w60m6rf
139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建築計畫 謝慶達 (三)3,4 0vjsc4p
140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社區計劃 謝慶達 (三)6,7 c50h1ut
141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 都市設計 謝慶達 (一)8,9  tkxni8v
142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素描 張仲良 (五)6,7 f7x8e71
143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基礎攝影理論 劉躍 (三)6,7 csinup6
144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電影動畫史 余為政 (五)6,7 cs0096p
145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攝影導論 呂岢頻 (二)2,3,4 f31zwzv
146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攝影方法與材料 劉躍 (四)6,7,8 9p39b9s
147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虛擬攝影創作 劉躍 (五)6,7,8 x3c228y
148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攝影美學 劉芸怡 (四)3,4 7fopw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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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影像論文寫作 劉芸怡 (四)6,7 5c8wywf
150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影像敘事 曾瀚儀 (三)3,4 4zb1fyf
151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微電影攝製 劉躍 (二)3,4 47no3ub
152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平面影像編輯 曾瀚儀 (一)6,7,8 kudhw73
153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自然與景觀攝影 張仲良 (五)8,9 tngk45c
154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實驗影像 劉躍 (三)8,9 x9n5ma5
155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人像攝影 劉躍 (一)3,4 uqs5m5g
156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特殊攝影 李怡萱 (二)6,7 6jj5mwj
157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遊戲設計導論 傅子恒、吳俊杰 (四)2,3,4 fgr9q3p
158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互動媒體創作 陳淮義 (四)6,7,8 d5mc62k
159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3D電子遊戲創作 傅子恒、吳聖虎 (五)6,7,8 8fmxnzo
160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VR系統設計與應用 傅子恒、吳聖虎 (二)6,7,8 59a7dlt
161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3D空間與建模 曾瀚儀 (三)8,9,10 1d42qp4
162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3D角色設計 吳聖虎 (五)2,3,4 dksz2hh
163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3D動畫 曾瀚儀 (二)2,3,4 syvgf56
164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硬質表面建模 吳聖虎 (一)2,3,4 36lg39g
165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網路遊戲設計 傅子恒 (三)2,3,4 q0vdw6u
166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互動媒體實務 陳淮義 (二)6,7,8 5ark4mh
167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使用者介面與使用者經驗設計 吳俊杰 (三)6,7,8 dfdlazb
168 攝影與VR設計學系 運算思維 張簡雅文 (四)6,7,8 dth3nlm
169 佛教藝術學系 中國傳統繪畫（上） 陳俊吉 (四)6,7 qkfsd5n
170 佛教藝術學系 佛教藝術賞析 陳娟珠 (二)3,4 o3eq70a
171 佛教藝術學系 色彩學 李天任 (二)8,9 w04s4u3
172 佛教藝術學系 漢傳佛教美學 林素玟 (二)6,7 oxopjzm
173 佛教藝術學系 佛教石窟藝術概論 陳俊吉 (三)8,9 qzn6zh9
174 佛教藝術學系 佛學概論（上） 李治華 (二)8,9 60mfc3k
175 佛教藝術學系 禪修入門 釋智善 (二)1,2 jtcr7iw
176 佛教藝術學系 天台學概論 釋聖因 (二)3,4 gqb1fsa
177 佛教藝術學系 小止觀 釋聖因 (三)3,4 6q9c4m2
178 佛教藝術學系 阿含思想 釋禪松 (四)6,7 2hh1jg5
179 佛教藝術學系 佛性思想 李治華 (四)8,9 snhpj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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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大學110學年度第1學期採行遠距教學Teams課程團隊代碼一覽表

序號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Teams課程團隊代碼

180 佛教藝術學系 梵唄 釋自誠 (日)1,2 sb1za58
181 佛教藝術學系 佛典入門 王惠雯 (四)3,4 2z5hmqn
182 佛教藝術學系 工筆佛畫(一) 聶蕙雲 (三)7,8,9 oqeh9dr
183 佛教藝術學系 佛教音樂欣賞 Harry Stanton Einhorn (三)1,2 68mejzi
184 佛教藝術學系 佛藝金工蠟雕設計(上) 林彩藝 (二)8,9,10 1fh4r0c
185 佛教藝術學系 佛藝瓔珞設計(上) 林彩藝 (三)3,4,5 75dbjw4
186 佛教藝術學系 禪語篆刻(上) 李清源 (二)6,7 k7rfy27
187 佛教藝術學系 唐卡繪畫(上) 陳俊吉 (五)8,9 vcfceaz
188 佛教藝術學系 佛教圖像弘法 釋禪松 (四)8,9 v3t0234
189 佛教藝術學系 古代佛畫鑑賞與臨摹 陳俊吉 (四)1,2 irydd27
190 佛教藝術學系 禪藝茶道與實作 林素玟 (四)6,7 3u5k6jq
191 佛教藝術學系 當代佛教議題 Harry Stanton Einhorn (四)3,4 n5u28z9

序號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Teams課程團隊代碼

1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班 研究方法 莊兵 (四)6,7 bkzubzo
2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班 治學方法 莊兵 (二)3,4 3bocxw3
3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博士班 學術語言:佛學英文（上） 康特漢斯魯道夫 (四)8,9 0euf9ux
4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博士班 如來藏思想研究 熊琬 (二)8,9 q5bwt6z
5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博士班 天台義理研究 康特漢斯魯道夫 (二)6,7 auh5zvc
6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博士班 楞嚴經研讀 李治華 (四)3,4 isnb2il
7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博士班 菩薩思想專題 康特漢斯魯道夫 (一)3,4 mcepnvu
8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博士班 禪宗經典研讀 吳幸姬 (一)3,4 k6xiow6
9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博士班 禪宗思想專題 熊琬 (二)6,7 b597rgr

10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博士班 金剛經研讀 康特漢斯魯道夫 (一)8,9 ugdbqie
11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博士班 高僧傳記專題 陳秀慧 (三)3,4 gw7b2bk
12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博士班 淨土思想專題 許宗興 (二)8,9 3a5ech9
13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博士班 天台宗史專題 釋仁朗 (四)3,4 Line群組授課

14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博士班 朱熹思想研究 許宗興 (日)6,7 實體授課

15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博士班 當代儒佛與人文關懷（四） 高柏園、莊兵 (六)1,2 實體授課

16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博士班 儒學的宗教性專題 林碧玲 (三)6,7 n1rn64y
17 機電工程學系博士班 專題討論(III上) 王丕文 (三)6,7 gf7fppp

二、碩博士班課程

7



華梵大學110學年度第1學期採行遠距教學Teams課程團隊代碼一覽表

序號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Teams課程團隊代碼

18 美術與文創學系碩士班 美學專題研究(上) 洪昌穀 (四)6,7 rch01a2
19 美術與文創學系碩士班 水墨技法研究專題(上) 聶蕙雲 (四)2,3,4 d5bkxmb
20 美術與文創學系碩士班 藝術市場學 熊宜敬 (四)2,3,4 實體授課

21 美術與文創學系碩士班 美術史專題 鄭惠文 (三)2,3,4  kl1gjst
22 美術與文創學系碩士班 當代繪畫探究與實踐 林萬士 (三)6,7 63kp0q7
23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碩士班 高階空間設計(一) 林正雄 (一)10,11,12,13 jgrr1mr
24 攝影與VR設計學系碩士班 藝術評論與影像分析 沈裕融 (六)2,3,4 zb2pme4
25 攝影與VR設計學系碩士班 影像美學專題 沈裕融 (日)2,3,4 r5cs693
26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菩薩思想專題 釋聖因 (三)8,9 32ov7wp
27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天台思想專題 釋聖因 (三)1,2 qzmynr4
28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禪宗經典研讀 王惠雯 (四)6,7 4qb8yos
29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觀音經典研讀 李治華 (三)3,4 1usxedv
30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曉雲法師藝文思想研究 胡九蟬、陳娟珠 (日)1,2 實體授課

31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佛畫藝術與實踐 李璧苑 (五)3,4 mlajgv6
32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佛教美學專題 林素玟 (三)6,7 cw4gfmu
33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佛教藝術專題 陳俊吉、林保堯 (五)6,7 o43r0n0
34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敦煌佛教藝術專題 簡佩琦 (六)3,4 e998qul
35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茶禪文化專題 林素玟 (四)8,9 4oxtcbx
36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寺院石窟壁畫專題 陳俊吉 (六)1,2 99zjq53
37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西藏佛教藝術研究 劉國威 (六)6,7 iigh4kd
38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研究方法 王惠雯 (二)3,4 ore7sby
39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曉雲法師佛學思想研究 陳娟珠 (二)8,9 lcrhjyo
40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禪藝創作研究（上） 蘇佩萱 (一)3,4 6dtwc1f
41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佛教雕塑研究(上) 林正仁 (四)3,4 ftlppnw
42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植物學概論 潘富俊 (二)6,7 hwjsth6
43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藝術評論理論與實踐 蘇佩萱 (一)5,6 dbrfm02
44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禪畫研究 蘇原裕 (六)8,9 efo7fv1
45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當代書法創作專題 李蕭錕 (日)8,9 w6lyllv
46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佛教藝術大師講座 黃柏棋 (一)7,8 zuu4ou8
47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 讀書會：佛教藝術大師講座 黃柏棋 (一)6 zuu4ou8

三、碩專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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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大學110學年度第1學期採行遠距教學Teams課程團隊代碼一覽表

序號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Teams課程團隊代碼

序號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Teams課程團隊代碼

1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論文寫作 許宗興 (六)6,7 實體授課

2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方法 莊兵 (日)8,9 實體授課

3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印度佛教史 黃柏棋 (四)6,7 n5778uk
4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佛教生死學 李治華 (六)8,9 實體授課

5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佛教藝術專題 李天任、胡九蟬 (日)3,4 實體授課

6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天台止觀專題 熊琬 (日)1,2 實體授課

7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魏晉玄學思想研究 莊兵 (六)3,4 實體授課

8 美術與文創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藝術文化專題系列(上) 黃智陽 (五)11,12,13 av8tq26
9 美術與文創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水墨表現創作專題(上) 指導教授 (日)6,7 實體授課

10 美術與文創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現代書法創作專題 黃智陽 (六)9,10,11 djf0gxd
11 美術與文創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近現代書畫鑑賞研究 廖新田、黃智陽 (六)6,7,8 實體授課

12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電聲量測 王丕文 (六)2,3,4 omkjar2
13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電源設計實務 莊基男 (六)11,12,13 t7qiuhr
14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功率放大器設計 林智玲 (六)6,7,8 13khbr5
15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人機介面監控系統實作 李福星 (日)6,7,8 c4bkibr
16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微控器設計實務 簡江儒 (五)11,12,13 svp8yvc
17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網站分析特論 戴正玲 (六)2,3,4 af5t57u
18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資料視覺化分析 張志平 (六)6,7,8 q1yvp86
19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人工智慧管理應用 吳泓樞 (五)11,12,13 2wcfc8n
20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R與數據分析 嚴建和 (六)11,12,13 igquacy
21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Python與資料科學 唐政元 (日)2,3,4 spkoj7a
22 智慧生活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資料探勘應用 林瑞益 (日)6,7,8 bc2y1ss
23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高階空間設計(一) 蕭百興、施長安 (一)10,11,12,13 ng9dscx
24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歷史空間認知與調查 謝慶達、葉乃齊 (二)10,11(三)10,11 6rqh324

25 智慧生活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深度旅行之文化空間規劃(一) 蕭百興、謝慶達

施長安、葉乃齊
(四)10,11,12,13  sblp1fg

26 攝影與VR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藝術評論與影像分析 沈裕融 (六)2,3,4 zb2pme4
27 攝影與VR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影像美學專題 沈裕融 (日)2,3,4 r5cs693
28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菩薩思想專題 釋聖因 (三)8,9 32ov7wp
29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天台思想專題 釋聖因 (三)1,2 qzmynr4
30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禪宗經典研讀 王惠雯 (四)6,7 4qb8y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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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大學110學年度第1學期採行遠距教學Teams課程團隊代碼一覽表

序號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Teams課程團隊代碼

31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觀音經典研讀 李治華 (三)3,4 1usxedv
32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曉雲法師藝文思想研究 胡九蟬、陳娟珠 (日)1,2 實體授課

33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佛畫藝術與實踐 李璧苑 (五)3,4 mlajgv6
34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佛教美學專題 林素玟 (三)6,7 cw4gfmu
35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佛教藝術專題 陳俊吉 (五)6,7 o43r0n0
36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敦煌佛教藝術專題 簡佩琦 (六)3,4 e998qul
37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茶禪文化專題 林素玟 (四)8,9 4oxtcbx
38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寺院石窟壁畫專題 陳俊吉 (六)1,2 99zjq53
39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西藏佛教藝術研究 劉國威 (六)6,7 iigh4kd
40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方法 王惠雯 (二)3,4 ore7sby
41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曉雲法師佛學思想研究 陳娟珠 (二)8,9 lcrhjyo
42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禪藝創作研究（上） 蘇佩萱 (一)3,4 6dtwc1f
43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佛教雕塑研究(上) 林正仁 (四)3,4 ftlppnw
44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植物學概論 潘富俊 (二)6,7 hwjsth6
45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禪畫研究 蘇原裕 (六)8,9 efo7fv1
46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當代書法創作專題 李蕭錕 (日)8,9 w6lyllv
47 佛教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佛教藝術大師講座 黃柏棋 (一)7,8 zuu4ou8

序號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Teams課程團隊代碼

1 語言中心 檢定英文：多益測驗CEFR-A2 徐博衍 (三)8,9 4btb1jy
2 語言中心 英語短篇故事Ⅰ 徐博衍 (四)6,7 x56vtmb
3 語言中心 日語Ⅲ 下元宏展 (二)6,7 g3gecd3 
4 語言中心 日語Ⅴ 下元宏展 (二)8,9 udj6bpk
5 語言中心 韓語Ⅰ 翁家祥 (三)3,4  irj38dz
6 語言中心 韓語Ⅱ 翁家祥 (三)6,7 b2ndsly
7 語言中心 生活英語Ⅰ 釋智善 (一)3,4 waw3rgh
8 語言中心 生活英語Ⅰ 徐博衍 (一)3,4 rrtu04n
9 語言中心 英語口語訓練 釋智善 (三)1,2 9rkcqza

10 語言中心 英語口語訓練 黃玉枝 (一)6,7 31myqlj
11 語言中心 基礎文法 下元宏展 (一)6,7 yr1dbm3
12 語言中心 生活英語Ⅱ 下元宏展 (一)3,4 g3mny77

四、共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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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Teams課程團隊代碼

13 語言中心 生活英語Ⅱ 黃玉枝 (一)3,4 tor35x5
14 語言中心 觀光英語Ⅱ 徐博衍 (二)3,4 ut6sntj
15 語言中心 多益字彙與閱讀Ⅰ 徐博衍 (一)6,7 736x3i8
16 語言中心 生活英語Ⅲ 劉婉俐 (一)3,4 u9d1hbu
17 語言中心 生活英語Ⅲ Harry Stanton Einhorn (一)3,4 nokcpt2
18 語言中心 英語簡報技巧 Harry Stanton Einhorn (一)6,7 gw2jdod
19 語言中心 托福聽力與口說訓練 黃玉枝 (二)3,4 m6zpsuq
20 軍訓室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國防政策) 彭家賢 (一)3,4 psqgxme
21 體育室 大一體育 曾彥崳 (一)1,2 i57ut5h
22 體育室 大一體育 黃明義 (二)3,4 3g657mf
23 體育室 大一體育 葉雅正 (二)6,7 woen1qu
24 體育室 大一體育 梁伊傑 (二)8,9 yw5o7j9
25 體育室 大一體育 葉雅正 (三)8,9 mnbwv9o
26 體育室 大一體育 梁伊傑 (四)8,9 1yya8hl
27 體育室 體育選項-籃球 范耿祥 (四)9,10 1y2w74y
28 體育室 體育選項-射箭 梁伊傑 (二)6,7 izf9q28
29 體育室 體育選項-排球 黃明義 (二)9,10 3ebwcni
30 體育室 體育選項-羽球 金敏玲 (一)6,7 rxyqf3k
31 體育室 體育選項-桌球 葉雅正 (四)3,4 8l3a8r0
32 體育室 體育選項-撞球 葉雅正 (二)3,4 uq9m7c4
33 體育室 體育選項-棒壘球 梁伊傑 (三)9,10 hl7g1dg
34 體育室 體育選項-適應體育 金敏玲、葉雅正 (一)5(四)5 週一：9m2xal1，週四：u8nzp1a
35 體育室 選項體育-運動與健康 金敏玲 (一)1,2 dk13wqw
36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通識－音樂欣賞 王麗君 (四)6,7 18j9me5
37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通識－音樂大師莫札特 王麗君 (四)8,9 3fckj6f
38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通識—影片、閱讀與自我成長 陳雪麗 (一)6,7 adld4o4
39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禪樂入門-古琴彈奏與賞析 Ⅱ 林正雄 (一)3,4 ayj8juf
40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中華花藝與生活美學 李麗淑 (三)7,8 s9oqgw6
41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水墨繪畫實作進階 吳大仁 (四)8,9 dqtfmx8
42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陶瓷花器創作 陳妙鳳 (三)3,4 4vjfvyq
43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覺智與人生 王惠雯 (一)3,4 01giz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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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美感與健康 郭育誠 (四)6,7  b5rt219
45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藝術治療 郭育誠 (四)3,4  6mubdio
46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音樂與身心靈療育 莊雅雯 (二)3,4 vb2dm01
47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 張壯熙 (三)8,9 nfyvdhp
48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法治社會與媒體識讀 張壯熙 (二)8,9 sn13o55
49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歷史與自我成長 王惟貞 (二)6,7  2lvvzg1  
50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中文閱讀與寫作Ⅰ 吳幸姬 (五)3,4 ee1rha2
51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中文閱讀與寫作Ⅰ 林碧玲 (五)3,4 e6n31g6
52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中文閱讀與寫作Ⅰ 林素玟 (五)3,4 u7ca5i9
53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中文閱讀與寫作Ⅱ 王隆升 (五)3,4 qlbl8n5
54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中文閱讀與寫作Ⅱ 張壯熙 (五)3,4 v18gsvb
55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書法創作與欣賞 吳大仁 (四)6,7 zqhv6p6
56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孔子思想與現代生活 吳幸姬 (二)3,4 cgm8prl
57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易經中的人生密碼 林碧玲 (三)3,4 n6knkhz
58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生命傳記與書寫 陳雪麗 (一)8,9 73wkekd
59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通識-環境與社會觀察 蔡武晃 (二)8,9 4hxfjlf
60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通識-財務與經營管理 張壯熙 (一)6,7 9bxf1hx
61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通識-世界經濟導論 杜震華 (一)8,9 2h1exop
62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運算思維與數位素養 張簡雅文 (五)6,7 g5ndi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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