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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九年級寒假學藝活動班級課表 

 

 

2月3日 2月4日 2月5日 2月6日 2月7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 導師 導師 導師 導師 導師

07:30-08:15 邱莉雯 邱莉雯 邱莉雯 邱莉雯 邱莉雯

1 國文 英語 歷史 理化 數學

08:30-09:15 王振男 李貞瑩 林珍毓 歐陽寧 廖俊筌

2 國文 國文 歷史 數學 國文

09:25-10:10 王振男 王振男 林珍毓 廖俊筌 王振男

3 公民 地理 英語 數學 公民

10:20-11:05 翁翠微 何俊彥 李貞瑩 廖俊筌 翁翠微

4 生物 地理 理化 英語 地科

11:15-12:00 陳明鈺 何俊彥 歐陽寧 李貞瑩 王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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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 2月4日 2月5日 2月6日 2月7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 導師 導師 導師 導師 導師

07:30-08:15 吳美滿 吳美滿 吳美滿 吳美滿 吳美滿

1 數學 英語 國文 歷史 公民

08:30-09:15 吳美滿 楊珮琤 江長山 林珍毓 翁翠微

2 英語 地科 地理 歷史 生物

09:25-10:10 楊珮琤 王曉琪 何俊彥 林珍毓 陳明鈺

3 英語 公民 理化 國文 理化

10:20-11:05 楊珮琤 翁翠微 邱莉雯 江長山 邱莉雯

4 國文 國文 數學 地理 數學

11:15-12:00 江長山 江長山 吳美滿 何俊彥 吳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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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九年級寒假學藝活動班級課表 

 

 

2月3日 2月4日 2月5日 2月6日 2月7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 導師 導師 導師 導師 導師

07:30-08:15 尹世祥 尹世祥 尹世祥 尹世祥 尹世祥

1 國文 理化 國文 生物 理化

08:30-09:15 尹世祥 邱莉雯 尹世祥 陳明鈺 邱莉雯

2 數學 地理 數學 地理 數學

09:25-10:10 劉彥伸 何俊彥 劉彥伸 何俊彥 劉彥伸

3 公民 國文 歷史 英語 英語

10:20-11:05 呂慧娟 尹世祥 林珍毓 張祖璨 張祖璨

4 公民 地科 歷史 英語 國文

11:15-12:00 呂慧娟 王曉琪 林珍毓 張祖璨 尹世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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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 2月4日 2月5日 2月6日 2月7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 導師 導師 導師 導師 導師

07:30-08:15 劉彥伸 劉彥伸 劉彥伸 劉彥伸 劉彥伸

1 數學 歷史 地理 英語 英語

08:30-09:15 劉彥伸 林珍毓 李蕙琴 張祖璨 張祖璨

2 公民 歷史 地理 生物 英語

09:25-10:10 呂慧娟 林珍毓 李蕙琴 陳明鈺 張祖璨

3 國文 國文 理化 理化 數學

10:20-11:05 江長山 江長山 歐陽寧 歐陽寧 劉彥伸

4 地科 公民 國文 國文 數學

11:15-12:00 王曉琪 呂慧娟 江長山 江長山 劉彥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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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 2月4日 2月5日 2月6日 2月7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 導師 導師 導師 導師 導師

07:30-08:15 李貞瑩 李貞瑩 李貞瑩 李貞瑩 李貞瑩

1 生物 國文 英語 地科 數學

08:30-09:15 陳明鈺 尹世祥 李貞瑩 王曉琪 賴耐鋼

2 數學 理化 國文 英語 理化

09:25-10:10 賴耐鋼 邱莉雯 尹世祥 李貞瑩 邱莉雯

3 數學 歷史 公民 地理 國文

10:20-11:05 賴耐鋼 林珍毓 呂慧娟 李蕙琴 尹世祥

4 國文 歷史 公民 地理 英語

11:15-12:00 尹世祥 林珍毓 呂慧娟 李蕙琴 李貞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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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 2月4日 2月5日 2月6日 2月7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 導師 導師 導師 導師 導師

07:30-08:15 王振男 王振男 王振男 王振男 王振男

1 理化 國文 公民 數學 地科

08:30-09:15 邱莉雯 王振男 翁翠微 吳美滿 王曉琪

2 生物 公民 理化 地理 數學

09:25-10:10 陳明鈺 翁翠微 邱莉雯 李蕙琴 吳美滿

3 國文 英語 數學 歷史 國文

10:20-11:05 王振男 楊珮琤 吳美滿 林珍毓 王振男

4 英語 英語 地理 歷史 國文

11:15-12:00 楊珮琤 楊珮琤 李蕙琴 林珍毓 王振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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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 2月4日 2月5日 2月6日 2月7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 導師 導師 導師 導師 導師

07:30-08:15 翁翠微 翁翠微 翁翠微 翁翠微 翁翠微

1 公民 公民 理化 國文 生物

08:30-09:15 翁翠微 翁翠微 歐陽寧 江長山 陳明鈺

2 國文 國文 國文 理化 地科

09:25-10:10 江長山 江長山 江長山 歐陽寧 王曉琪

3 歷史 英語 地理 地理 數學

10:20-11:05 林珍毓 李貞瑩 何俊彥 何俊彥 廖俊筌

4 歷史 英語 英語 數學 數學

11:15-12:00 林珍毓 李貞瑩 李貞瑩 廖俊筌 廖俊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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