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3/24

次數 次數

1 5

連楚瑩 師 綜合會議室 陳忠駿 師 汽一甲 教室 何瑞欽 師 汽一乙教室 姚孟君 師 綜合會議室 陳忠駿 師 汽一甲 教室 郭德潤 師 資訊科第1工廠

張秋蘭 師 汽一乙教室 張秋蘭 師 汽一乙教室

張文漳 師 汽一甲教室 張文漳 師 汽一甲教室

方建中 師 圖三甲教室 葉政國 師 綜合會議室 林鴻仁 師 綜合會議室 方建中 師 圖三甲教室 葉政國 師 綜合會議室

王鏽陵 師 VOD教室 郭德潤 師 資訊科第1工廠 王俊和 師 計概教室

2 6

何瑞欽 師 汽一乙教室

林鴻仁 師 綜合會議室

郭德潤 師 資訊科第1工廠

3 7

張秋蘭 師 汽一乙教室
張文漳 師 汽一甲教室

連楚瑩 師 綜合會議室 陳忠駿 師 汽一甲 教室 何瑞欽 師 汽一乙教室 方建中 師 圖三甲教室 陳忠駿 師 汽一甲 教室

張秋蘭 師 汽一乙教室

張文漳 師 汽一甲教室

方建中 師 圖三甲教室 葉政國 師 綜合會議室 林鴻仁 師 綜合會議室 葉政國 師 綜合會議室

王鏽陵 師 VOD教室 郭德潤 師 資訊科第1工廠

4 8

張秋蘭 師 汽一乙教室 張秋蘭 師 汽一乙教室

張文漳 師 汽一甲教室 張文漳 師 汽一甲教室

方建中 師 圖三甲教室 陳忠駿 師 汽一甲 教室 何瑞欽 師 汽一乙教室 方建中 師 圖三甲教室 陳忠駿 師 汽一甲 教室

郭德潤 師 資訊科第1工廠

葉政國 師 綜合會議室

王鏽陵 師 VOD教室

備註

1. 專班或自學輔導課程之區分，於同學繳費後確認。

  ‧自學輔導或專業課程由任課老師安排上課時間及教室，請選課同學詢問任課老師。

每節課50分鐘 上午(08:00~12:00，意即1、2、3、4節) 下午(13:10~17:05，意即5、6、7、8節)

3. 本學期暫停上課週數請參閱粗體字說明。

4. 欲請假同學請自行到實研組拿取請假單，並於上課前兩天完成請假手續。

5. 同學選課並繳費後，若有衝堂科目且影響上課達1/3以上，可持文件證明至實研組申請退費。

6. 本表未列出之科目，待重補修報名作業結束後，視報名狀況及人數酌予修正。

7.  *表示該科目第一次上課；#為該科目最後一次上課

2. 上課時段：

英(語)文三上#

國(語)文一上 基本電學一上

數學一上
數學(精讀)、簡易

數學二上

數學精讀、統整數

學、應用數學三上
數學一上#

數學(精讀)、簡易

數學二上#

上午 下午 上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2022/5/14 2022/5/15 2022/6/18 2022/6/19

英(語)文三上 基本電學一上

數學一上 國(語)文一上
英文精讀、銜接英

語、生活英語一上#

國(語)文一上(兩

節)#

國文精讀、國語文閱

讀與寫作、語文表達

與應用、文學選讀、

專題閱讀三上(兩節)#

數學(精讀)、簡易

數學二上

數學精讀、統整數

學、應用數學三上
數學一上

數學(精讀)、簡易

數學二上

上午 下午 上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4/30、5/1 統測，停課一週 6/3~6/5 端午節連假，停課一週

2022/5/7 2022/5/8 2022/6/11 2022/6/12

原住民族語認證測驗
重補修暫停一次

數學精讀、統整數

學、應用數學三上

81周年校慶園遊會
重補修暫停一次

英文精讀、銜接英

語、生活英語一上

基本電學一上

上午 下午 上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4/2~4/5 清明連假，停課一週

4/9~4/10 在校生技能檢定學科測試，停課一週

4/16~4/21 111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停課一週

2022/4/23 2022/4/24 2022/5/28 2022/5/29

*英(語)文三上 *基本電學一上
*計概(資訊科技)一

上(三節)#

上午 下午 上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數學一上 *國(語)文一上
*英文精讀、銜接英

語、生活英語一上
數學一上 國(語)文一上

*國文精讀、國語文閱

讀與寫作、語文表達

與應用、文學選讀、

專題閱讀三上

*數學(精讀)、簡易

數學二上

*數學精讀、統整數

學、應用數學三上

*國文精讀、國語文閱

讀與寫作、語文表達

與應用、文學選讀、

專題閱讀二上#

數學(精讀)、簡易

數學二上
基本電學一上(兩節)#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重補修開班課表暨教室位置表(部分科目)
預排課表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六 星期日

2022/3/26 2022/3/27 2022/5/21 2022/5/22


	110.2重補修課表(假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