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第1學期-海洋生物技術系（所）專業必、選修課程Google Meet連結網址

選課

代號

3786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一甲 水產概論 丁德興 （二）3~4 https://meet.google.com/bqu-nqcm-yfe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養殖一乙 水產概論 林家豪  https://meet.google.com/unk-bvnk-zvr 

3788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一甲 普通生物學（一） 蔡志明 （五）5~7 https://meet.google.com/twu-jqcx-kss

3787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一甲 生物學實驗 蔡志明 （一）5~7 https://meet.google.com/yrx-dxnn-mix

3785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一甲 生命科學概論 黃清龍 （四）2~4 https://meet.google.com/ggp-znfy-ums

5285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一甲 服務教育（一） 陳鳴泉 （一）（三）A https://meet.google.com/nyd-cxvh-wfu

3796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二甲 海洋生物學 陳鳴泉 （一）5~7 https://meet.google.com/xbh-gcay-pke

3792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二甲 微生物學 許世宜 （一）2~4 https://meet.google.com/prx-qpir-bon

3793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二甲 微生物學實驗 許世宜 （三）7~9 https://meet.google.com/cfu-stqk-xuc

3790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二甲   有機化學 許德賢 （二）2~4 https://meet.google.com/kco-mkda-ahu

3789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二甲 生物科技概論 蔡志明 （四）2~4 https://meet.google.com/vvb-bxwh-dzv

3795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二甲 生理學 林家豪 （五）5~7 https://meet.google.com/vvb-qnga-num

3794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二甲 科學研究方法 陳鳴泉 （三）3~4 https://meet.google.com/xnu-ysri-yin

3791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二甲 生物統計 陳鳴泉 （四）5~6 https://meet.google.com/rhf-etnv-zhw

3799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三甲 生物化學（二） 鄭至玉 （一）5~7 https://meet.google.com/nws-zaiw-quf

3801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三甲 生物化學實驗（二） 林家豪 （四）5～7 https://meet.google.com/isg-dmtg-gvd

3803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三甲 生物技術實驗 (一) 許德賢 （五）2~4 https://meet.google.com/qxp-ihhw-eyx

3802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三甲  生物技術 (一)  許德賢 （四）3~4  https://meet.google.com/qxp-ihhw-eyx

3800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三甲 分子生物學（一） 黃清龍 （三）7~9 https://meet.google.com/fom-cxjk-djx

3797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三甲 免疫學 許世宜 （二）2~4 https://meet.google.com/mma-vemi-gxj

3798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三甲 基因重組技術 鄭至玉 （三）2~4 https://meet.google.com/oxd-rqdw-tqn

3804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四甲 專題討論 鄭至玉 （四）5~6 https://meet.google.com/xdh-yhet-gzz

3805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四甲 海洋生物技術 黃胤唐 （一）2~4 https://meet.google.com/vbt-soap-cmy

3806 楠梓校區 日間部四技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四甲 核酸檢驗實作 黃清龍 （五）5~7 https://meet.google.com/uki-ftwg-xsh

3841 楠梓校區 日間部碩士班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所一甲 分子生物學特論 黃清龍 （三）3~4 https://meet.google.com/tuq-ruvx-ddm

3838 楠梓校區 日間部碩士班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所一甲 專題討論（一） 許世宜 （二）6 https://meet.google.com/tmv-eane-ufk

3839 楠梓校區 日間部碩士班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所一甲 生物化學特論 鄭至玉 （二）3~4 https://meet.google.com/nki-cdav-cnp

3842 楠梓校區 日間部碩士班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所一甲 核酸檢驗特論 黃清龍 （四）5~6 https://meet.google.com/brb-hinu-yoq

3840 楠梓校區 日間部碩士班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所一甲 細胞生物學特論 陳鳴泉 （三）5~6 https://meet.google.com/wsg-bimc-enq

3843 楠梓校區 日間部碩士班 海洋生物技術系 海生所二甲 專題討論（三） 林家豪 （二）7 https://meet.google.com/yhn-chhz-ynt

3842

上課時間 Google Meet連結網址上課校區 部    別 科    系 班    級 科  目  名  稱 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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