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課網址(至10/12)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授課教師 開課系所
必/

選修
學分 上課時間‧教室

選課人
數

限修條件

下午18:30 - 下午22:10

Google Meet

視訊連結：https://meet.google.com/fqf-ctfm-

nnq

ATP7060 中國美術史研究 白適銘 美術創作碩士在職

專班

選修 2 六 A-D 本部 美
101,

27
國畫組1.2年級

合開

莊明中 : https://meet.google.com/hpw-nsnj-wfq ATP7037 平面繪畫創作研
究（一）

王瓊麗 莊明中 美術碩（職） 碩專
週末班 美術創作碩
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

選修 4 六 1-4 本部 美
401,六 7-10 本部
美401,

13

蔡芷芬

請上moodle收取上課資訊(登入學生帳號密

碼)

若有需要線上授課

連結會公佈在moodle上

https://www.co.ntnu.edu.tw/zh_tw/courses/mood

ATP7075 繪畫材料研究 陳淑華 蔡芷芬 美術創作碩士在職

專班 一年級

選修 4 日 1-4 本部 美
506,日 7-10 本部
美506,

5

莊連東

9月26日 (星期日)·上午9:00-下午6:00

視訊連結：https://meet.google.com/iwk-ertd-

ytx

ATP7078 現代彩墨畫研究
（一）

莊連東 孫翼華 美術創作碩士在職

專班 一年級

選修 4 日 1-4 本部 美
501,日 7-10 本部
美503,

13

視訊-李振明：

https://meet.google.com/oih-kcmp-rji

代碼：

oih-kcmp-rji

ATP7314 現代水墨創作研
究（一）

李振明 程代勒 美術創作碩士在職

專班 一年級

選修 4 六 1-4 本部 美
501,六 7-10 本部
美501,

11

9/25蘇憲法https://meet.google.com/wiq-gtnt-

cap     10/2侯忠穎 https://meet.google.com/asr-

nbfu-zry     9/25（六） 蘇憲法教授

10/02（六）侯忠穎助理教授

10/23（六）蘇憲法教授

11/06（六）侯忠穎助理教授

11/20（六）侯忠穎助理教授

12/04（六）蘇憲法教授

12/18（六）蘇憲法教授

12/25（六）侯忠穎助理教授

1/15（六）蘇憲法教授、侯忠穎助理教授

ATP7015 油畫創作研究（
二）

蘇憲法 侯忠穎 美術創作碩士在職

專班 二年級

選修 4 六 1-4 本部 美
504,六 7-10 本部
美504,

14

 華建强 https://meet.google.com/gij-pcmg-fyo

吳恭瑞https://meet.google.com/gij-pcmg-fyo

ATP7187 現代彩墨畫研究
（二）

吳恭瑞 華建强 美術創作碩士在職

專班 二年級

選修 4 日 1-4 本部 美
305,日 7-10 本部
美305,

13



胡以誠GOOGLE MEET:

https://meet.google.com/xty-ibir-gvu

ATP7323 現代水墨創作研
究（二）

胡以誠 鄭圓圓 美術創作碩士在職

專班 二年級

選修 4 六 1-4 本部 美
305,六 7-10 本部
美305,

13

林偉民https://meet.google.com/wgy-rjrh-hkf ATP7327 油畫風景 林偉民 黃坤伯 美術創作碩士在職

專班 二年級

選修 4 日 1-4 本部 美
504,日 7-10 本部
美504,

20

9/25黃進龍  https://meet.google.com/dbh-npov-

qmp朱友意 ：

請上moodle收取上課資訊(登入學生帳號密

碼)

若有需要線上授課

連結會公佈在moodle上

https://www.co.ntnu.edu.tw/zh_tw/courses/mood

ATP7062 平面繪畫創作研
究（二）

黃進龍 朱友意 美術創作碩士在職

專班 三年級

選修 4 六 1-4 本部 美

402,六 7-10 本部

美402,

15

呂坤和 10/2  https://meet.google.com/iys-pfvk-

vqj

ATP7231 水墨創作與題畫
研究

呂坤和 何堯智 美術創作碩士在職

專班 三年級

選修 4 六 1-4 本部 美
505,六 7-10 本部
美505,

10

上午09:00 - 12:00

Google Meet視訊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jge-ewkr-khb

ATP7001 文化藝術講座 白適銘 藝術行政暨管理碩

士在職專班

選修 2 六 1-4 本部 美
101,

14

請洽詢授課教師：jiliao@mam.tnua.edu.tw ATP7254 美術館政策與管
理實務

廖仁義 藝術行政暨管理碩

士在職專班

選修 2 六 7-10 本部 美
101,

14

9月26日、10月 3日 (星期日) · 上午8:10 - 下

午12:10

https://meet.google.com/vmf-yfzo-zap

ATP7311 研究方法與理論 楊永源 藝術行政暨管理碩

士在職專班

必修 2 日 1-4 本部 美
101,

15

https://meet.google.com/ujs-oumb-trk ATP7324 展覽與藝術活動
策劃實務

邱誌勇 藝術行政暨管理碩

士在職專班

選修 2 日 7-10 本部 美
101,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