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財政系(財會碩士班)班級週課表

四財政1A---- 李蕙蘭老師 四財政2A---- 劉榮芳老師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節
本國語文(一) 經濟學(一) 微積分(一) 稅法概論(一) 會計學(一)

第一節
所得稅理論與制度(一)

劉嘉玲 JY211 黃健兒 JY211 梁麗珍 JY211 黃琝琇 BW310 李蕙蘭 JY211 李蕙蘭 BW310

第二節
本國語文(一) 經濟學(一) 微積分(一) 稅法概論(一) 會計學(一)

第二節
統計學(一) 所得稅理論與制度(一) 財政學(一) 貨幣銀行學 個體經濟學

劉嘉玲 JY211 黃健兒 JY211 梁麗珍 JY211 黃琝琇 BW310 李蕙蘭 JY211 梁麗珍 JY312 李蕙蘭 BW310 劉榮芳 JY312 黃順錫 JY312 孫鈺峯 JY312

第三節
會計證照輔導(一) 經濟學(一) 微積分(一) 民法 會計學(一)

第三節
統計學(一) 公民素養 財政學(一) 貨幣銀行學 個體經濟學

朱馨蕙 JY401 黃健兒 JY211 梁麗珍 JY211 陳大鈞 JY211 李蕙蘭 JY211 梁麗珍 JY312 張婷 JY312 劉榮芳 JY312 黃順錫 JY312 孫鈺峯 JY312

第四節
會計證照輔導(一) 民法

第四節
統計學(一) 公民素養 財政學(一) 貨幣銀行學 個體經濟學

朱馨蕙 JY401 陳大鈞 JY211 梁麗珍 JY312 張婷 JY312 劉榮芳 JY312 黃順錫 JY312 孫鈺峯 JY312

中午 中午

第五節
體育(一) 週班會 軍訓(一) 資訊素養與科技倫理(一)

第五節
保險學 中級會計學(一) 週班會 健康休閒與生活(一) 公共選擇理論(一)

賴姍姍 導  師 JY211 教  官 SY506 王常晉 CY303 林敏華 JY312 袁泱 BW308 導  師 JY312 未定 黃琝琇 JY312

第六節
體育(一) 軍訓(一) 資訊素養與科技倫理(一)

第六節
保險學 中級會計學(一) 健康休閒與生活(一) 公共選擇理論(一)

賴姍姍 教  官 SY506 王常晉 CY303 林敏華 JY312 袁泱 BW308 未定 黃琝琇 JY312

第七節
外國語文能力訓練(一)

第七節
中級會計學(一)

林育群 HT308 袁泱 BW308

第八節
外國語文能力訓練(一)

第八節
林育群 HT308

四財政3A----   梁麗珍老師 四財政4A----  林敏華老師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節
應用統計學 數理經濟學(一)

第一節
梁麗珍 JY302 黃順錫 JY302

第二節
財產稅理論與制度 應用統計學 數理經濟學(一) 稅務會計

第二節
劉榮芳 JY302 梁麗珍 JY302 黃順錫 JY302 李蕙蘭 JY302

第三節
財產稅理論與制度 應用統計學 租稅申報實務 稅務會計

第三節
實務專題(二) 租稅法

劉榮芳 JY302 梁麗珍 JY302 李蕙蘭 JY302 李蕙蘭 JY302 林敏華 JY403 劉榮芳 BW308

第四節
財產稅理論與制度 稅務實習(二) 租稅申報實務 稅務會計

第四節
稅務資訊系統(一) 實務專題(二) 租稅法

劉榮芳 JY302 林敏華 JY302 李蕙蘭 JY302 李蕙蘭 JY302 黃琝琇 JY401 林敏華 JY403 劉榮芳 BW308

中午 中午
稅務資訊系統(一)

黃琝琇 JY401

第五節
職涯發展 週班會 財稅研究方法

第五節
外國語文能力應用 週班會 租稅規劃

蔡秋子 JY210 導  師 JY302 黃健兒 JY302 易立銀 JY211 導  師 JY211 劉榮芳 JY312

第六節
職涯發展 財稅研究方法

第六節
外國語文能力應用 租稅規劃

蔡秋子 JY210 黃健兒 JY302 易立銀 JY211 劉榮芳 JY312

第七節 第七節
精典通識課程 租稅規劃

未定 劉榮芳 JY312

第八節 第八節
精典通識課程

未定

碩財會1A----袁泱 老師 碩財會2A----袁泱 老師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二節
兩岸租稅與會計制度 碩士論文

李永彬 JY311 未定 JY311

第三節
高等財務會計理論 法學專論 研究方法 高等租稅理論

第三節
兩岸租稅與會計制度 碩士論文

袁泱 JY212 黃承啟 JY212 黃健兒 JY212 黃琝琇 JY212 李永彬 JY311 未定 JY311

第四節
高等財務會計理論 法學專論 研究方法 高等租稅理論

第四節
財稅與會計論文研討(一) 碩士論文

袁泱 JY212 黃承啟 JY212 黃健兒 JY212 黃琝琇 JY212 黃琝琇 JY311 未定 JY311

第五節
財稅與會計資訊系統 行政公文實務研討 計量經濟學(一)

第五節
稅務法規專論

余霆 JY401 熊道麟 JY212 孫鈺峯 JY212 黃琝琇 JY311

第六節
財稅與會計資訊系統 行政公文實務研討 計量經濟學(一)

第六節
稅務法規專論

余霆 JY401 熊道麟 JY212 孫鈺峯 JY212 黃琝琇 JY311

第七節 第七節

第八節 第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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