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時間 教師 科目 地點 教師 科目 地點 教師 科目 地點 教師 科目 地點 教師 科目 地點

07:00

08:00

陳信亨 體育教學實習（一）（教） 公館 體育館3F視聽教室 李恆儒 中級運動生物力學(2-4) 公館 研001 鄭景峰 訓練運動生理學(2-4) 公館 體育館

三樓會議室

宮泰順 運動與媒體 公館 S501 林德隆 運動心理學 教室自排

梁嘉音 游泳（一）F 本部 游泳館 翁士航 游泳（一） 校外 教室自排 劉有德 姿勢與運動控制(2-4) 公館 研002 陳信亨 體育學原理 公館 B101 劉有德、相子元、鄭景峰 競技運動科學化訓練與實作 研002

1~2 黃珮昀 武術（一） 公館 體育館1樓 陳信亨 健康與體育概論 公館 S101 相子元 運動生物力學當前課題(2-4) 公館 研003 陳信亨 體育教學實習（二） 公館S601

劉有德 生物統計與實驗設計 公館 研001 梁嘉音 籃球（F） 體育館三樓

08:10 許維君 神經肌肉骨骼生物力學(2~4) s602 劉錦璋 網球（一） 公館 網球場二 劉有德 競技運動比賽分析概論(2-4) 公館 研002

│ 柴惠敏 運動醫學特論(2-4) 公館 S501 相子元 運動生物力學當前課題 公館 研003

10:00 黃珮昀 跆拳道(一) 公館 體育館1樓 石明宗 大學入門 公館 理圖002

劉錦璋 運動生物力學 教室自排 李建興 羽球（一） 公館 中正堂 鄭景峰 訓練運動生理學(2-4) 公館 體育館

三樓
陳妙怡 棒（壘）球（一） 公館 操場二 張恩崇 排球（一） 公館 體育館3F

陳信亨 體育教學實習（一）（教） 公館 體育館3F視聽教室 林雯雯 田徑（一）（F） 公館 操場二 李建興 運動競賽策略研究(3-5) 公館 C003 未定 運動傳播學 公館 S501 林德隆 競技運動研究法(3-5) 公館 研002

劉有德 生物統計與實驗設計(2-4) 公館 研001 梁嘉音 教練心理學 公館 體育館3F會議室 劉有德 姿勢與運動控制(2-4) 公館 研002 鄭景峰 體適能 體育館三樓會議室 劉有德、相子元、鄭景峰 競技運動科學化訓練與實作 研002

3~4 許維君 神經肌肉骨骼生物力學(2~4) s602 李恆儒 中級運動生物力學(2-4) 公館 研001 相子元 運動生物力學當前課題(2-4) 公館 研003

蔡於儒 田徑（一）（M） 公館操場二 劉有德 競技運動比賽分析概論(2-4) 公館 研002

10:20 柴惠敏 運動醫學特論(2-4) 公館 S501 何仁育 運動營養與能量代謝(2-4) 公館 研002

│

12:10

5 俞智贏 運動訓練學研究(5-4) 公館 研002 李建興 運動競賽策略研究(3-5) 公館 C003 何仁育 運動科學專題報告（二） 公館 研001 林德隆 競技運動研究法(3-5) 公館 研002

12:20

│

13:10

鄭景峰 運動科學研究法(6-8) 公館　體育館三樓視聽教室 李建興 競技運管理策略 公館 體育館

3F會議室

鄭景峰 運動生理學 公館 E302 翁士航 游泳(一)M 本部 游泳館

蔡於儒 身體素質訓練法 公館 E101 李建興 體育史 公館 體育館3F 林維芬 舞蹈（一） 本部 大韻律

教室

何仁育 營養教育 公館 體育館3F會議室 李佳融 武術（一） 公館 體育館1F

6~7 李建興 運動管理學 公館 體育館

3F

翁士航 重量訓練 本部 樸301 林岱樵 桌球(一) 本部 桌球室

李佳融 體育行政與管理 公館 E101 劉錦璋 網球(一) 網球場二 陳信亨 體育教材教法 公館 鄭景峰 競技運動科學化訓練與實作 體育館三樓會議室

13:20 蔡於儒 體能訓練法 公館 三樓會議室 何仁育 運動科學服務 公館 研001

│ 王志群 籃球(一)M 體育館三樓

15:10 俞智贏 運動訓練學研究(5-4) 公館 研002

王志群 運動專長術科-男子籃球 公館體育館 王志群 運動專長術科-男子籃球 公館體育館 翁士航 體操（一） 本部 體操房 王志群 運動專長術科-男子籃球 公館體育館 王志群 運動專長術科-男子籃球 公館體育館

梁嘉音 運動專長術科-女子籃球 公館體育館 梁嘉音 運動專長術科-女子籃球 公館體育館 周台英 足球（一） 公館 操場 梁嘉音 運動專長術科-女子籃球 公館體育館 梁嘉音 運動專長術科-女子籃球 公館體育館

張恩崇 運動專長術科-男子排球 公館體育館 張恩崇 運動專長術科-男子排球 公館體育館 張恩崇 運動專長術科-男子排球 公館體育館 張恩崇 運動專長術科-男子排球 公館體育館

林岱樵 運動專長術科-網球 公館網球場 林岱樵 運動專長術科-網球 公館網球場 林岱樵 運動專長術科-網球 公館網球場 林岱樵 運動專長術科-網球 公館網球場

周台英 運動專長術科-女子足球 公館操場 周台英 運動專長術科-女子足球 公館操場 周台英 運動專長術科-女子足球 公館操場 周台英 運動專長術科-女子足球 公館操場

8~9 林德隆 陳妙怡 運動專長術科-女子壘球 公館操場 林德隆 陳妙怡 運動專長術科-女子壘球 公館操場 林德隆 陳妙怡 運動專長術科-女子壘球 公館操場 林德隆 陳妙怡 運動專長術科-女子壘球 公館操場

蔡於儒 運動專長術科-田賽 公館操場 蔡於儒 運動專長術科-田賽 公館操場 蔡於儒 運動專長術科-田賽 公館操場 蔡於儒 運動專長術科-田賽 徑賽 公館操場

俞智贏 運動專長術科-體操(A) 本部體操房 俞智贏 運動專長術科-體操(A) 本部體操房 俞智贏 運動專長術科-體操(A) 本部體操房 俞智贏 運動專長術科-體操(A) 本部體操房

15:30 翁士航 運動專長術科-體操(B) 本部體操房 翁士航 運動專長術科-體操(B) 本部體操房 翁士航 運動專長術科-體操(B) 本部體操房 翁士航 運動專長術科-體操(B) 本部體操房

│ 黃珮昀 運動專長術科-跆拳道 公館室內操場 黃珮昀 運動專長術科-跆拳道 公館室內操場 黃珮昀 運動專長術科-跆拳道 公館室內操場 黃珮昀 運動專長術科-跆拳道 公館室內操場

17:20 黃珮昀 運動專長術科-跆拳道品勢 公館室內操場 黃珮昀 運動專長術科-跆拳道品勢 公館室內操場 黃珮昀 運動專長術科-跆拳道品勢 公館室內操場 黃珮昀 運動專長術科-跆拳道品勢 公館室內操場

李濤名 運動專長術科-射箭 公館 未定 鄭景峰 運動科學研究法(6-8) 公館　體育館三樓視聽教室 李濤名 運動專長術科-射箭 公館 未定 李濤名 運動專長術科-射箭 公館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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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雯雯 運動專長術科-徑賽 公館操場 李濤名 運動專長術科-射箭 公館 未定 林雯雯 運動專長術科-徑賽 公館操場 何仁育 運動科學服務 公館 研001

李佳融 運動專長術科-其他 系所自排 林雯雯 運動專長術科-徑賽 公館操場 李佳融 運動專長術科-其他 系所自排 林雯雯 運動專長術科-徑賽 公館操場

李佳融 運動專長術科-其他 系所自排 李佳融 運動專長術科-其他 系所自排

黃達德、吳子喬 運動專長術科-舉重 系所自排 黃達德、吳子喬 運動專長術科-舉重 系所自排 翁士航 體操（三） 本部 體操房 黃達德、吳子喬 運動專長術科-舉重 系所自排 黃達德、吳子喬 運動專長術科-舉重 系所自排

張恩崇 運動專長術科-女子排球 公館體育館 張恩崇 運動專長術科-女子排球 公館體育館 石明宗 運動體能訓練實作（一）
公館 體育館三樓會

議室 張恩崇 運動專長術科-女子排球 公館體育館 張恩崇 運動專長術科-女子排球 公館體育館

10~A 林德隆 運動技能訓練實作（一）
公館 操場二

17:30

　︱

1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