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知 
                                           中華民國 112 年 1 月 3日 

                                               聯絡電話：2717021~2 

                                                        (註冊與課務組) 

                                                       

主旨：本校為配合 112年 1月 12日(星期四)至 15日(星期日)112學年

度學科能力測驗試務作業，蘭潭校區作為應試試場，在此期間，

將全面取消鐘聲，並務請使用綜合教學大樓一、二樓教室班級

自行調整課程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110120915號函辦理。 

二、本校承辦 112學年度學科能力測驗嘉義考區試務工作，考試(含

布置)日期為 112 年 1 月 12 日(星期四)至 1 月 15 日(星期日)每

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10 時，考場布置於蘭潭校區綜合教學大樓

一、二樓。 

三、為避免學測應試生受校內原鐘聲影響作答，自 1月 12日(星期

四)起，蘭潭校區將全面取消鐘聲，上課班級請授課老師自行和

學生約定上、下課時間。 

四、該週次原為期末考週，若因此教室無法使用，請授課教師配合

自行調整課程，俾利學測試務工作，在此期間受影響課程如附

檔。 

五、如教師因此調整課程或考試異動，務請公告於輔助教學平台  

並寄送電子郵件給所有修課學生，以保障學生學習權益。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敬啟 

敬請公告 



因辦理112年學測受影響班級課程調整或教室異動一覽表第一頁(共兩頁)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節次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節次

A32-101 郭介煒 農場實習 3~4 農場 曾金承 中文實用語文A~B&C~D 綜合教學大樓A32-207教室

蘇明德 普通化學 2~4 提前第17週期末考 陳以錚 微生物與生活 A~B 綜合教學大樓A32-201教室

蘇明德 普通化學實驗 5~7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黃襟錦 認識生命科學 C~D 綜合教學大樓A32-201教室

王紹鴻 與杜康的邂逅 3~4 生命科學館A25-212教室

陳世晞 普通化學 5~7 授課老師自行調整

A32-104  

李晏忠
環境生態與

生物多樣性
3~4 農業科學館A26-101教室

A32-107 林伶美 初階法語 3~4 綜合教學大樓A32-214教室

李晏忠等 生態學(節次5~6) 5~6 農業科學館A26-308教室

李互暉等 胚胎發育學概論 7~8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徐超明 機器人演算思維 3~4 已移至電機系館

趙清賢 動物保護與福利 3~4 動物科學館A03-212教室

A32-112 莊翔宇 普通化學實驗 2~4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陳希宜 廣告與行銷 3~4 綜合教學大樓A32-205教室

曾郁琪 全民國防教育 7~8 綜合教學大樓A32-212教室

A32-115 黃子庭 文化與國際生活禮儀 3~4 綜合教學大樓A32-213教室

A32-117 廖宏儒 飲食與健康 3~4 綜合教學大樓A32-309教室

周盈秀 大學國文 1~2 綜合教學大樓A32-214教室

劉以誠等 生物學 3~4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生化系共同授課等 專題研究(I) F & 9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莊琮凱 普通化學實驗 5~7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蘇建國 生物化學(I) 3~4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陳義元 遺傳與演化 8~9 綜合教學大樓A32-203教室

陳瑞祥 真菌學 5~6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簡涵如 書報討論 8~9 綜合教學大樓A32-204教室

余淑瑛 大學國文 1~2 2樓無異動

吳柏鋒 普通物理學 5~7 2樓無異動

A32-202

鄧郁生 大學國文 1~2 2樓無異動

蔡尚庭 普通化學 5~6 2樓無異動

鄭月梅 大學國文 1~2 2樓無異動

楊松穎、郭建賢 生物學 3~4 2樓無異動

A32-205

A32-206 語言中心老師研究室 2樓無異動

葉書珊 大學國文 1~2 2樓無異動

翁炳孫、莊晶晶 生物學 3~4 2樓無異動

金立德、劉怡文、

謝佳雯、黃襟錦、

陳俊憲、王紹鴻

生物醫藥導論 5~7 2樓無異動

A32-208 208綜教辦公室

吳進益 分析化學 2~4 2樓無異動

翁博群 實驗動物學 5~6 2樓無異動

A32-212

~215

莊琮凱 普通化學 1~1 2樓無異動

林榮流 普通化學實驗 2~4 2樓無異動

蔡文錫 植物學 7~8 2樓無異動

林彥伯 動物學 1~2 2樓無異動

宋一鑫 昆蟲分類學 3~4 2樓無異動

A32-114

A32-119

A32-120

A32-121

A32-122

A32-216

A32-217

A32-201

A32-203

A32-204

A32-207

A32-209

A32-113

A32-102

A32-103

A32-105

A32-109

A32-110

A32-111

2022/1/12(四)

原上課

教室
調整後上課教室 調整後上課教室

晚上白日



因辦理112年學測受影響班級課程調整或教室異動一覽表第二頁(共兩頁)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節次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節次

A32-101 侯金日 作物生產概論 2~4 農藝系5樓 莊愷瑋等作物科學導論 7~9 調整至農藝館4~5視廳教室

白怡娟 性別平等教育 3~4&5~6 提前第17週期末考

陳召燕 學術英文閱讀訓練 7~8 綜合教學大樓A32-004教室

陳召燕 學術英文聽力訓練 5~6 綜合教學大樓A32-004教室

李佩倫 礦物與生活 3~4 提前第17週期末考 王慧豐 教育與社會 A~B&C~D 提前第17週期末考

白怡娟 性別平等教育 3~4&5~6 提前第17週期末考

A32-104 李彩薇 人權與法律 3~4&5~6 提前第17週期末考

唐秀麗 多元文化與媒體 5~6 提前第17週期末考

葉虹伶 園藝技藝實作體驗 7~8 園藝系實習農場 蕭苑瑜 管理與生活 A~B&C~D 提前第17週期末考

A32-107 張智雄 地球科學探索 5~6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魏佳俐 認識生命科學 C~D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繳交報告)

張岳隆 農業科技導論 3~4 綜合教學大樓A32-307教室 李宗隆 科技與文明 A~B 提前第17週期末考

廖宇賡 林木生理學 7~8 自行調整至系上考試

魏佳俐 認識生命科學 5~6授課教師自行調整(繳交報告)謝登源 科學與生活 C~D 提前第17週期末考

潘彥瑾 實用華語 3~4 綜合教學大樓A32-015教室

曾雅苑 視覺藝術鑑賞 5~6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王素菁 基礎華語 3~4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詹雅瑜 音樂鑑賞 A~B&C~D 以線上方式進行期末考

潘彥瑾 進階華語 5~6 綜合教學大樓A32-015教室

A32-112 許育嘉 全球農業發展 3~4 提前第17週期末考

陳希宜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 3~4 以線上方式進行期末考

蘇耿賦 運動生物力學A~B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蘇耿賦 幼兒體育 C~D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A32-115 黃靖雅 戲劇音樂賞聆 3~4 以線上方式進行期末考

A32-117 黃真真 金融市場與投資 3~4 提前第17週期末考

黃翠瑛 管理與生活 3~4 提前第17週期末考

廖慧芬 進階免疫學 5~6 自行調整至5樓研究室

簡涵如 生技產業趨勢 3~4授課教師自行調整(繳交報告)共同授課專題研究(I) 9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魏佳俐 應用微生物學 3~4授課教師自行調整(繳交報告)

楊奕玲 生理學 5~7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陳瑞傑 分子生物學 1、5~6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翁秉霖
蛋白質純化

與分析技術
7~8授課教師自行調整(繳交報告)

A32-202

A32-205

A32-206

A32-208

A32-212

~215

A32-114 蘇建國 認識生命科學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3~4

A32-216

A32-217

A32-111

A32-113

A32-119

A32-120

A32-121

A32-203

A32-204

A32-207

莊翔宇 普通化學實驗

莊琮凱 普通化學

劉怡文、陳立耿、

陳俊憲

蘇建國

陳義元/翁秉霖 生物化學A32-209

調整後上課教室
原上課

教室

1月13日(五)

A32-102

A32-103

A32-105

A32-109

A32-110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普通化學

A32-122

A32-201

調整後上課教室

綜合教學大樓A32-307教室

白日 晚上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5~7

1~2

2

2~4

1~2生物化學

綜合教學大樓A32-309教室

授課教師自行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