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 化學銜接 數學 國文

時間節

物理 化學銜接 英文 國文

資訊銜接 圖書資源α 英文 公民

資訊銜接 地理 體育 公民

英文 國文 資訊銜接 學習歷程

１

２

３

４

５

0800

0900

1000

1100

1255

0850

0950

1050

1150

1345

2019/8/1 一也-95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一

108年8月6日 108年8月7日 108年8月8日 108年8月9日 108年8月12日

1355

1500

1445

1550

6

7

地球科學 國文 生涯規劃 體育

地球科學 國文 數學 英文

圖書資源β 數學 課程諮詢 英文

數學 數學 地理 國文

歷史 生涯規劃 資訊銜接 數學

英文 資訊銜接國文 歷史學習歷程 英文 資訊銜接 數學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08年8月5日 108年8月14日 108年8月15日 108年8月16日108年8月13日

凃悅朱 楊淑斐 陳書于 魏光霞 陳玉環 魏光霞 陳九竹 鄧麗質

凃悅朱 楊淑斐 林悅如 魏光霞 陳玉環 魏光霞 陳書于 林悅如

陳書于 楊千儀 林悅如 羅智揚 楊千儀 陳書于 魏玉芳 林悅如

陳書于 蕭志民 鄧麗質 羅智揚 陳書于 陳書于 蕭志民 魏光霞

林悅如 魏光霞 陳書于 陳俊彥 徐桂斐 陳九竹 陳書于 陳書于

林悅如 魏光霞 陳書于 陳俊彥 徐桂斐 林悅如 陳書于 陳書于

◎高一暑輔上課時間：8/7 ~ 8/16，共8日。8/5、8/6為新生訓練。

◎因課程時間不足2週，改以日課表方式排課。

備
註



國文 資訊銜接 國文 地理

時間節

國文 資訊銜接 國文 地理

數學 體育 化學銜接 地球科學

數學 課程諮詢 化學銜接 地球科學

英文 數學 英文 資訊銜接

１

２

３

４

５

0800

0900

1000

1100

1255

0850

0950

1050

1150

1345

2019/8/1 一也-95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一

108年8月6日 108年8月7日 108年8月8日 108年8月9日 108年8月12日

1355

1500

1445

1550

6

7

數學 學習歷程 資訊銜接 公民

數學 學習歷程 資訊銜接 公民

歷史 國文 數學 圖書資源β

歷史 國文 數學 英文

物理 英文 生涯規劃 國文

英文 英文圖書資源α 物理資訊銜接 英文 體育 生涯規劃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08年8月5日 108年8月14日 108年8月15日 108年8月16日108年8月13日

李如芳 董怡松 李如芳 李敏慧 張芸菁 陳俊彥 董怡松 羅智揚

李如芳 董怡松 李如芳 李敏慧 張芸菁 陳俊彥 董怡松 羅智揚

張芸菁 鄧麗質 楊淑斐 陳玉環 徐桂斐 李如芳 張芸菁 張芸菁

張芸菁 魏玉芳 楊淑斐 陳玉環 徐桂斐 李如芳 張芸菁 張吉貿

張吉貿 張芸菁 張吉貿 董怡松 凃悅朱 張吉貿 陳九竹 李如芳

張吉貿 張芸菁 張吉貿 董怡松 凃悅朱 張吉貿 鄧麗質 陳九竹

◎高一暑輔上課時間：8/7 ~ 8/16，共8日。8/5、8/6為新生訓練。

◎因課程時間不足2週，改以日課表方式排課。

備
註



國文 學習歷程 國文 體育

時間節

國文 學習歷程 國文 地理

數學 英文 地球科學 英文

數學 英文 地球科學 英文

資訊銜接 化學銜接 數學 數學

１

２

３

４

５

0800

0900

1000

1100

1255

0850

0950

1050

1150

1345

2019/8/1 一也-95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一

108年8月6日 108年8月7日 108年8月8日 108年8月9日 108年8月12日

1355

1500

1445

1550

6

7

圖書資源α 圖書資源β 英文 資訊銜接

數學 體育 課程諮詢 資訊銜接

資訊銜接 物理 公民 國文

資訊銜接 物理 公民 生涯規劃

國文 英文 地理 歷史

資訊銜接 數學化學銜接 國文數學 英文 生涯規劃 歷史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08年8月5日 108年8月14日 108年8月15日 108年8月16日108年8月13日

魏光霞 陳俊彥 魏光霞 鄧麗質 楊千儀 楊千儀 蔡秀鈴 董怡松

魏光霞 陳俊彥 魏光霞 蕭志民 李梅琪 鄧麗質 魏玉芳 董怡松

李梅琪 蔡秀鈴 陳玉環 蔡秀鈴 董怡松 凃悅朱 陳婕婕 魏光霞

李梅琪 蔡秀鈴 陳玉環 蔡秀鈴 董怡松 凃悅朱 陳婕婕 陳九竹

董怡松 楊淑斐 李梅琪 李梅琪 魏光霞 蔡秀鈴 蕭志民 徐桂斐

董怡松 楊淑斐 李梅琪 李梅琪 魏光霞 蔡秀鈴 陳九竹 徐桂斐

◎高一暑輔上課時間：8/7 ~ 8/16，共8日。8/5、8/6為新生訓練。

◎因課程時間不足2週，改以日課表方式排課。

備
註



圖書資源α 英文 公民 國文

時間節

體育 英文 公民 國文

國文 歷史 數學 數學

國文 歷史 數學 數學

數學 資訊銜接 地理 英文

１

２

３

４

５

0800

0900

1000

1100

1255

0850

0950

1050

1150

1345

2019/8/1 一也-95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一

108年8月6日 108年8月7日 108年8月8日 108年8月9日 108年8月12日

1355

1500

1445

1550

6

7

資訊銜接 物理 圖書資源β 化學銜接

資訊銜接 物理 英文 化學銜接

數學 英文 生涯規劃 資訊銜接

國文 英文 課程諮詢 資訊銜接

地球科學 國文 學習歷程 生涯規劃

數學 地理資訊銜接 地球科學英文 國文 學習歷程 體育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08年8月5日 108年8月14日 108年8月15日 108年8月16日108年8月13日

楊千儀 蔡秀鈴 羅智揚 陳惠晶 陳書于 凃悅朱 楊千儀 楊淑斐

鄧麗質 蔡秀鈴 羅智揚 陳惠晶 陳書于 凃悅朱 蔡秀鈴 楊淑斐

陳惠晶 徐桂斐 李梅琪 李梅琪 李梅琪 蔡秀鈴 陳九竹 陳書于

陳惠晶 徐桂斐 李梅琪 李梅琪 陳惠晶 蔡秀鈴 魏玉芳 陳書于

李梅琪 陳書于 蕭志民 蔡秀鈴 陳玉環 陳惠晶 陳俊彥 陳九竹

李梅琪 陳書于 蕭志民 蔡秀鈴 陳玉環 陳惠晶 陳俊彥 鄧麗質

◎高一暑輔上課時間：8/7 ~ 8/16，共8日。8/5、8/6為新生訓練。

◎因課程時間不足2週，改以日課表方式排課。

備
註



圖書資源β 數學 英文 英文

時間節

生物 數學 英文 英文

國文 資訊銜接 國文 資訊銜接

國文 資訊銜接 國文 資訊銜接

學習歷程 英文 歷史 數學

１

２

３

４

５

0800

0900

1000

1100

1255

0850

0950

1050

1150

1345

2019/8/1 一也-95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一

108年8月6日 108年8月7日 108年8月8日 108年8月9日 108年8月12日

1355

1500

1445

1550

6

7

體育 國文 課程諮詢 生涯規劃

圖書資源α 國文 生物 數學

公民 數學 地理 數學

公民 生涯規劃 地理 國文

化學銜接 資訊銜接 化學 英文

學習歷程 歷史體育 化學銜接數學 資訊銜接 化學 英文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08年8月5日 108年8月14日 108年8月15日 108年8月16日108年8月13日

吳惠貞 麥麗雲 張淑如 張淑如 鄧麗質 李如芳 魏玉芳 陳九竹

彭宥銓 麥麗雲 張淑如 張淑如 吳惠貞 李如芳 彭宥銓 麥麗雲

李如芳 陳書于 李如芳 陳書于 陳婕婕 麥麗雲 吳惠貞 麥麗雲

李如芳 陳書于 李如芳 陳書于 陳婕婕 陳九竹 吳惠貞 李如芳

陳俊彥 張淑如 魏玉芳 麥麗雲 楊淑斐 陳書于 楊淑斐 張淑如

陳俊彥 鄧麗質 魏玉芳 麥麗雲 楊淑斐 陳書于 楊淑斐 張淑如

◎高一暑輔上課時間：8/7 ~ 8/16，共8日。8/5、8/6為新生訓練。

◎因課程時間不足2週，改以日課表方式排課。

備
註



公民 英文 國文 學習歷程

時間節

公民 生物 國文 學習歷程

英文 數學 資訊銜接 數學

英文 數學 資訊銜接 數學

國文 歷史 圖書資源α 英文

１

２

３

４

５

0800

0900

1000

1100

1255

0850

0950

1050

1150

1345

2019/8/1 一也-95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一

108年8月6日 108年8月7日 108年8月8日 108年8月9日 108年8月12日

1355

1500

1445

1550

6

7

化學 生物 英文 數學

化學 生涯規劃 英文 生涯規劃

國文 體育 資訊銜接 化學銜接

國文 圖書資源β 資訊銜接 化學銜接

資訊銜接 數學 地理 課程諮詢

國文 體育歷史 資訊銜接英文 數學 地理 國文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08年8月5日 108年8月14日 108年8月15日 108年8月16日108年8月13日

羅筱萱 張淑如 張美華 陳俊彥 楊淑斐 彭宥銓 張淑如 麥麗雲

羅筱萱 彭宥銓 張美華 陳俊彥 楊淑斐 陳九竹 張淑如 陳九竹

張淑如 麥麗雲 陳書于 麥麗雲 張美華 鄧麗質 陳書于 楊淑斐

張淑如 麥麗雲 陳書于 麥麗雲 張美華 吳惠貞 陳書于 楊淑斐

張美華 徐桂斐 吳惠貞 張淑如 陳書于 麥麗雲 吳惠貞 張美華

張美華 徐桂斐 鄧麗質 張淑如 陳書于 麥麗雲 吳惠貞 張美華

◎高一暑輔上課時間：8/7 ~ 8/16，共8日。8/5、8/6為新生訓練。

◎因課程時間不足2週，改以日課表方式排課。

備
註



英文 生物 化學銜接 資訊銜接

時間節

英文 英文 化學銜接 資訊銜接

數學 公民 歷史 國文

數學 公民 歷史 國文

國文 課程諮詢 數學 地理

１

２

３

４

５

0800

0900

1000

1100

1255

0850

0950

1050

1150

1345

2019/8/1 一也-95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一

108年8月6日 108年8月7日 108年8月8日 108年8月9日 108年8月12日

1355

1500

1445

1550

6

7

國文 資訊銜接 生物 英文

國文 資訊銜接 生涯規劃 英文

化學 生涯規劃 數學 數學

化學 國文 數學 圖書資源β

圖書資源α 學習歷程 英文 資訊銜接

國文 數學體育 體育地理 學習歷程 英文 資訊銜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08年8月5日 108年8月14日 108年8月15日 108年8月16日108年8月13日

張淑如 彭宥銓 楊淑斐 董怡松 陳惠晶 董怡松 彭宥銓 張淑如

張淑如 張淑如 楊淑斐 董怡松 陳惠晶 董怡松 陳九竹 張淑如

陳俊彥 陳婕婕 魏玉芳 陳惠晶 楊淑斐 陳九竹 陳俊彥 陳俊彥

陳俊彥 陳婕婕 魏玉芳 陳惠晶 楊淑斐 陳惠晶 陳俊彥 張芸菁

陳惠晶 魏玉芳 陳俊彥 吳惠貞 張芸菁 陳俊彥 張淑如 董怡松

陳惠晶 彭莉銘 陳俊彥 吳惠貞 彭莉銘 陳俊彥 張淑如 董怡松

◎高一暑輔上課時間：8/7 ~ 8/16，共8日。8/5、8/6為新生訓練。

◎因課程時間不足2週，改以日課表方式排課。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