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 9年級學藝活動課表 
實施日期：108/01/21~108/01/31，周一至周四 

 

 

 

 

 

 

 

 

 

 

 

1月21日 1月22日 1月23日 1月24日 1月28日 1月29日 1月30日 1月31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1 數學 生物 理化 公民 #N/A 歷史 英語 英語 地科

08:30-09:15 林育安 宋秀珠 王曉琪 呂慧娟 #N/A 林珍毓 張詩羚 張詩羚 王曉琪

2 數學 生物 理化 公民 #N/A 歷史 英語 英語 地科

09:25-10:10 林育安 宋秀珠 王曉琪 呂慧娟 #N/A 林珍毓 張詩羚 張詩羚 王曉琪

3 國文 數學 英語 數學 #N/A 理化 地理 國文 國文

10:20-11:05 李巧妍 林育安 張詩羚 林育安 #N/A 王曉琪 李蕙琴 李巧妍 李巧妍

4 國文 數學 英語 數學 #N/A 理化 地理 國文 國文

11:15-12:00 李巧妍 林育安 張詩羚 林育安 #N/A 王曉琪 李蕙琴 李巧妍 李巧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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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 1月22日 1月23日 1月24日 1月28日 1月29日 1月30日 1月31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1 國文 國文 國文 數學 #N/A 數學 英語 英語 地理

08:30-09:15 高焜源 高焜源 高焜源 劉彥伸 #N/A 劉彥伸 楊珮琤 楊珮琤 李蕙琴

2 國文 國文 國文 數學 #N/A 數學 英語 英語 地理

09:25-10:10 高焜源 高焜源 高焜源 劉彥伸 #N/A 劉彥伸 楊珮琤 楊珮琤 李蕙琴

3 地科 數學 理化 公民 #N/A 理化 歷史 生物 英語

10:20-11:05 王曉琪 劉彥伸 王星富 呂慧娟 #N/A 王星富 林珍毓 陳明鈺 楊珮琤

4 地科 數學 理化 公民 #N/A 理化 歷史 生物 英語

11:15-12:00 王曉琪 劉彥伸 王星富 呂慧娟 #N/A 王星富 林珍毓 陳明鈺 楊珮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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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 1月22日 1月23日 1月24日 1月28日 1月29日 1月30日 1月31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1 地理 數學 英語 數學 #N/A 理化 歷史 理化 國文

08:30-09:15 李蕙琴 林育安 張詩羚 林育安 #N/A 王曉琪 林珍毓 王曉琪 陳怡秀

2 地理 數學 英語 數學 #N/A 理化 歷史 理化 國文

09:25-10:10 李蕙琴 林育安 張詩羚 林育安 #N/A 王曉琪 林珍毓 王曉琪 陳怡秀

3 公民 英語 數學 生物 #N/A 國文 英語 國文 地科

10:20-11:05 呂慧娟 張詩羚 林育安 宋秀珠 #N/A 陳怡秀 張詩羚 陳怡秀 王曉琪

4 公民 英語 數學 生物 #N/A 國文 英語 國文 地科

11:15-12:00 呂慧娟 張詩羚 林育安 宋秀珠 #N/A 陳怡秀 張詩羚 陳怡秀 王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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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 1月22日 1月23日 1月24日 1月28日 1月29日 1月30日 1月31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1 英語 英語 公民 地科 #N/A 理化 生物 國文 國文

08:30-09:15 張詩羚 張詩羚 呂慧娟 王曉琪 #N/A 王星富 陳明鈺 李巧妍 李巧妍

2 英語 英語 公民 地科 #N/A 理化 生物 國文 國文

09:25-10:10 張詩羚 張詩羚 呂慧娟 王曉琪 #N/A 王星富 陳明鈺 李巧妍 李巧妍

3 數學 地理 國文 數學 #N/A 數學 理化 英語 歷史

10:20-11:05 劉彥伸 李蕙琴 李巧妍 劉彥伸 #N/A 劉彥伸 王星富 張詩羚 林珍毓

4 數學 地理 國文 數學 #N/A 數學 理化 英語 歷史

11:15-12:00 劉彥伸 李蕙琴 李巧妍 劉彥伸 #N/A 劉彥伸 王星富 張詩羚 林珍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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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 1月22日 1月23日 1月24日 1月28日 1月29日 1月30日 1月31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1 理化 數學 數學 英語 #N/A 國文 理化 國文 英語

08:30-09:15 王星富 賴耐鋼 賴耐鋼 楊珮琤 #N/A 陳怡秀 王星富 陳怡秀 楊珮琤

2 理化 數學 數學 英語 #N/A 國文 理化 國文 英語

09:25-10:10 王星富 賴耐鋼 賴耐鋼 楊珮琤 #N/A 陳怡秀 王星富 陳怡秀 楊珮琤

3 英語 生物 公民 數學 #N/A 歷史 地科 地理 國文

10:20-11:05 楊珮琤 宋秀珠 呂慧娟 賴耐鋼 #N/A 林珍毓 王曉琪 李蕙琴 陳怡秀

4 英語 生物 公民 數學 #N/A 歷史 地科 地理 國文

11:15-12:00 楊珮琤 宋秀珠 呂慧娟 賴耐鋼 #N/A 林珍毓 王曉琪 李蕙琴 陳怡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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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忠孝國中 107學年度寒假輔導時間規劃(01/21～01/31) 

 

時間 作息內容 

07:30～08:15 早自習 <早考> 

08:30～09:15 第一節 

09:25～10:10 第二節 

10:20～11:05 第三節 

11:15～12:00 第四節 

12:00～12:30 午考 

12:30～13:00 午餐 

13:00～13:35 小憩 

13:40～14:30 第 5節 

14:35～16:00 第 6節 

16:00 統一放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