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重補修暨自學輔導授課一覽表

序號 科目
開班/自

學輔導
時                  間 開課教師

上課

方式

1 高一上國文_4學分 自學輔導 8/15(日)~8/17(二)每天第1~4節，共12節 林怡萱 4jvvc2b

2 高一下國文_4學分 自學輔導 8/12(四)~8/14(六)每天第1~4節，共12節 張真華 bu6fiws

3 高二上國文_4學分 自學輔導 8/9(一)~8/11(三)每天第1~4節，共12節 潘郁嬪 pul7kcc

4 高二下國文_4學分 自學輔導 8/5(四)~8/7(六)每天第1~4節，共12節 林汝君 53zlfaw

5 高一上數學_4學分(1班) 開班 8/5(四)~8/7(六)每天第1~8節，共24節 李向宇 m4l3upe

6 高一上數學_4學分(2班) 開班 8/5(四)~8/7(六)每天第1~8節，共24節 邱柏翔 ck4nre2

7 高一下數學_4學分(1班) 開班 8/9(一)~8/11(三)每天第1~8節，共24節 李向宇 j3kddwd

8 高一下數學_4學分(2班) 開班 8/9(一)~8/11(三)每天第1~8節，共24節 邱柏翔 aqlkqb2

9 高二上數學Ｂ_4學分 自學輔導 8/12(四)~8/14(六)每天第1~4節，共12節 邱柏翔 7goubzz

10 高二上數學Ａ_4學分 開班 8/12(四)~8/14(六)每天第1~8節，共24節 陳威旭 eezjni4

11 高二下數學Ｂ_4學分 自學輔導 8/15(日)~8/17(二)每天第1~4節，共12節 邱柏翔 okf5zry

12 高二下數學Ａ_4學分 開班 8/15(日)~8/17(二)每天第1~8節，共24節 謝博凱 ddv264w

13 高一上英文_4學分 開班 8/23(一)~8/28(六)每日第1~4節，共計24節 胡若曦/潘靜芬 實體教室A

14 高一上英文_4學分(2班) 開班 不開課 潘靜芬 實體教室B

15 高一下英文_4學分 開班 8/23(一)~8/28(六)每日第5~8節，共計24節 胡若曦/潘靜芬 實體教室A

16 高一下英文_4學分(2班) 開班 不開課 潘靜芬 實體教室B

17 高二上英文_4學分(1班） 開班 8/23(一)~8/28(六)每日第1~4節，共計24節 符德馨 實體教室C

18 高二上英文_4學分(2班) 開班 8/23(一)~8/28(六)每日第1~4節，共計24節 王雅駿/賴如芳 實體教室D

19 高二下英文_4學分(1班) 開班 8/23(一)~8/28(六)每日第5~8節，共計24節 符德馨 實體教室C

20 高二下英文_4學分(2班) 開班 8/23(一)~8/28(六)每日第5~8節，共計24節 王雅駿/賴如芳 實體教室D

21 高一化學_2學分 開班
8/14(六)~8/15(日)每日中午12:15-13:05+第5~9

節，共12節
賴靜雯 jqn4yon

22
高二上(自)選修化學-物質與能

量_2學分
開班

8/20(五)中午12:15-13:05+第5~9節，8/21(六)中

午12:15-13:05+第1~5節，共12節
賴靜雯 gpouy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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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二下(自)選修化學-物質構造

與反應速率_2學分
開班 8/21(六)第6~9節，8/22(日)第1~8節，共12節 賴靜雯 dxzxxai

24 高一物理_2學分 開班
8/12(四)~8/13(五)中午12:15-13:05+第5~9節，

共12節
施龍建 cj3mza2

25
高二上(自)選修物理-力學一_2

學分
開班

8/18(三)~8/19(四)每天中午12:15-13:05+第1~5

節，共12節
施龍建 uycuy36

26
高二下(自)選修物理-力學二與

熱學_2學分
自學輔導 8/18(三)~8/19(四)每天第6~8節，共6節 施龍建 dlz2wys

27 高二上歷史(社)_2學分 自學輔導 8/18(三)第1~6節，共6節 涂錦城 lda3vgg

28 高二下歷史學探究_2學分 自學輔導 普通班不開班 涂錦城 qvgkynn

29 高二上歷史(自)_1學分 自學輔導 8/31(二)第1~3節，共3節 涂錦城 vqylpuh

30 高二下歷史(自)_1學分 自學輔導 8/31(二)第4~5節+中午12:15~13:05，共3節 涂錦城 5s3amgi

31 高一上歷史_2學分 自學輔導 8/18(三)第1~6節，共6節 洪淑鈴 j6zlaw3

32 高一下歷史_2學分 自學輔導 8/19(四)第1~6節，共6節 洪淑鈴 u6wx7qb

33 高一上地理_2學分 自學輔導 8/16(一)中午12:15-13:05+第5~9節，共6節 李營鴻 4pebzad

34 高一下地理_2學分 自學輔導 8/17(二)中午12:15-13:05+第5~9節，共6節 李營鴻 lcfygix

35 高二上地理(社)_2學分 自學輔導 8/16(一)中午12:15-13:05+第5~9節，共6節 蔡雨汝 7irmrr5

36
高二下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_2學分
自學輔導 普通班不開班 蔡雨汝 mfdv2uy

37 高二上地理(自)_1學分 自學輔導 8/30(一)第1~3節，共3節 蔡雨汝 dswqelr

38 高二下地理(自)_1學分 自學輔導 8/30(一)第4~5節+中午12:15~13:05，共3節 蔡雨汝 slz4hg7

39 高一上公民_2學分 自學輔導 8/18(三)~8/19(四)每天第7~9節，共6節 蔡婉如 rm3dcj5

40 高一下公民_2學分 自學輔導 8/20(五)第1~6節，共6節 蔡婉如 wpuur74

41 高二上公民(社)_2學分 自學輔導 8/18(三)~8/19(四)每天第7~9節，共6節 張智皓 rupma4k

42
高二下(社)探究與實作：公共議

題與社會探究_2學分
自學輔導 8/20(五)第1~6節，共6節 張智皓 4iogm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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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二上公民(自)_1學分 自學輔導 8/30(一)第6~8節，共3節 張智皓 juiwu6z

44 高二下公民(自)_1學分 自學輔導 8/31(二)第6~8節，共3節 張智皓 2q5zle7

45 高一生物_2學分 自學輔導 8/30(一)、8/31(二)每天第6~8節，共6節 張雨勝 mo2gnit

46 高一地球科學_2學分 自學輔導 8/29(日)第1~5節+中午12:15~13:05，共6節 楊惠君 mk3tids

47 高二上選修地科_2學分 自學輔導 普通班不開班 楊惠君 sihz6no

48 高二下選修地科_2學分 自學輔導 普通班不開班 楊惠君 iahhl2y

49
高二自然探究與實作(化學)_2學

分
自學輔導 待名單確定後，再公告通知上課時段 楊庭綺 rnpyaab

50
高二自然探究與實作(物理)_2學

分
自學輔導 待名單確定後，再公告通知上課時段 楊庭綺 nie6ujn

51 高二上選修生物_2學分 自學輔導 普通班不開班 宋武修 bpz5auk

52 高二下選修生物_2學分 自學輔導 普通班不開班 宋武修 e3kow3i

53 高一生命教育_1學分 自學輔導 待時間確定後，再公告通知上課時段 待定 待定

54 高二上生科/資訊_1學分 自學輔導 待時間確定後，再公告通知上課時段 待定 待定

55 高二上體育_2學分 自學輔導 待時間確定後，再公告通知上課時段 待定 待定

56 高二上音樂_1學分 自學輔導 待時間確定後，再公告通知上課時段 待定 待定

57 高二上美術_1學分 自學輔導 待時間確定後，再公告通知上課時段 待定 待定

58 高一在地探索 自學輔導 待時間確定後，再公告通知上課時段 待定 待定

◎以上上課方式(線上/實體)，會依疫情變化做滾動式調整，再請同學隨時注意網路公告。
教室A—601教室

教室B—602教室

教室C—603教室

教室D—604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