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名稱 時段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工程設計專題(A) A 劉謦儀 週三第3、4節 格物樓一樓生科教室4

工程設計專題(B) B 劉謦儀 週一第6、7節 格物樓一樓生科教室4

工程設計專題(C1) C 劉謦儀 週三第6、7節 格物樓一樓生科教室4

工程設計專題(C2) C 溫敬和 週三第6、7節 格物樓一樓生科教室3

工程設計專題(D) D 劉謦儀 週一第3、4節 格物樓一樓生科教室4

選修化學(A1) A 林志弘 週一第6節、週三第3、4節 307班教室

選修化學(A2) A 楊  蓉 週一第6節、週三第3、4節 306班教室

選修化學(A3) A 柯淑惠 週一第6節、週三第3、4節 309班教室

選修化學(B1) B 張均瑋 週一第7節、週三第6、7節 310班教室

選修化學(B2) B 柯淑惠 週一第7節、週三第6、7節 311班教室

選修化學(B3) B 楊  蓉 週一第7節、週三第6、7節 308班教室

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A1) A 簡邦宗 週三第3、4節 自強樓二樓 駝客教室

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A2) A 姚予婷 週三第3、4節 正誼樓一樓 多功能教室1

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B) B 吳怡君 週一第6、7節 紅樓二樓 資優研討室

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C1) C 郭淑娟 週三第6、7節 316班教室

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C2) C 姚予婷 週三第6、7節 正誼樓一樓 多功能教室1

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D1) D 簡邦宗 週一第3、4節 自強樓二樓 駝客教室

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D2) D 郭淑娟 週一第3、4節 正誼樓一樓 綜合教室1

各類文學選讀(A1) A 郭素妙 週三第3、4節 312班教室

各類文學選讀(A2) A 楊玉玲 週三第3、4節 304班教室

各類文學選讀(B) B 郭素妙 週一第6、7節 正誼樓六樓 福爾摩沙講堂

各類文學選讀(C1) C 蕭新玉 週三第6、7節 313班教室

各類文學選讀(C2) C 周杏芬 週三第6、7節 312班教室

各類文學選讀(D) D 蕭新玉 週一第3、4節 309班教室

安全教育與傷害防護(A) A 陳詩敏 週三第3、4節 夢紅樓5樓 政經研究室

安全教育與傷害防護(B) B 陳詩敏 週一第6、7節 夢紅樓5樓 政經研究室

安全教育與傷害防護(C) C 陳詩敏 週三第6、7節 夢紅樓5樓 政經研究室

安全教育與傷害防護(D) D 陳詩敏 週一第3、4節 夢紅樓5樓 政經研究室

空間資訊科技(A) A 吳孟寰 週一第6、7節、週三第6節 303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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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資訊科技(B) B 邱雯玲 週一第3、4節、週三第7節 304班教室

空間資訊科技(C) C 邱雯玲 週一第5節、週二第1、2節 305班教室

國學常識(A1) A 劉昭敏 週三第3、4節 308班教室

國學常識(A2) A 盧宜安 週三第3、4節 319班教室

國學常識(A3) A 文蜀陵 週三第3、4節 324班教室

國學常識(A4) A 陳怡樺 週三第3、4節 314班教室

國學常識(B) B 劉昭敏 週一第6、7節 322班教室

國學常識(C1) C 沈容伊 週三第6、7節 321班教室

國學常識(C2) C 盧宜安 週三第6、7節 314班教室

國學常識(C3) C 文蜀陵 週三第6、7節 320班教室

國學常識(C4) C 陳怡樺 週三第6、7節 315班教室

國學常識(D1) D 劉昭敏 週一第3、4節 307班教室

國學常識(D2) D 盧宜安 週一第3、4節 323班教室

國學常識(D3) D 章瓈文 週一第3、4節 318班教室

基本設計與新媒體藝術(A1) A
余文琦

高昌湧
週三第3、4節 格物樓三樓 美術教室2

基本設計與新媒體藝術(A2) A
陳宣義

陳婉寧
週三第3、4節

格物樓三樓 美術教室1 (第1~10周)

資源大樓樓二樓 團體視聽室 (第11~19周)

基本設計與新媒體藝術(B) B
陳宣義

陳婉寧
週一第6、7節

格物樓三樓 美術教室1 (第1~10周)

資源大樓樓二樓 團體視聽室 (第11~19周)

基本設計與新媒體藝術(C) C
陳宣義

陳婉寧
週三第6、7節

格物樓三樓 美術教室1 (第1~10周)

資源大樓樓二樓 團體視聽室 (第11~19周)

基本設計與新媒體藝術(D1) D
余文琦

高昌湧
週一第3、4節 格物樓三樓 美術教室2

基本設計與新媒體藝術(D2) D
陳宣義

陳婉寧
週一第3、4節

格物樓三樓 美術教室1 (第1~10周)

資源大樓樓二樓 團體視聽室 (第11~19周)

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A) A 戴志清 週一第6、7節、週三第6節 304班教室

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B) B 陳秋龍 週一第3、4節、週三第7節 305班教室

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C) C 戴志清 週一第5節、週二第1、2節 303班教室

現代社會與經濟(A) A 曾昭鑫 週一第6、7節、週三第6節 305班教室

現代社會與經濟(B) B 陳梅玲 週一第3、4節、週三第7節 303班教室

現代社會與經濟(C) C 陳梅玲 週一第5節、週二第1、2節 304班教室

創新生活與家庭(A) A 曾慶玲 週三第3、4節 格物樓二樓家政教室1

創新生活與家庭(C) C 謝豐如 週三第6、7節 格物樓一樓家政教室4

創新生活與家庭(D) D 張園笙 週一第3、4節 格物樓二樓家政教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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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程式設計(A) A 彭天健 週三第3、4節 資源大樓3樓電腦教室3

進階程式設計(B) B 方珮雯 週一第6、7節 資源大樓3樓電腦教室3

進階程式設計(C) C 方珮雯 週三第6、7節 資源大樓3樓電腦教室3

進階程式設計(D) D 彭天健 週一第3、4節 資源大樓3樓電腦教室3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A1) A 吳雨哲 週三第3、4節 321班教室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A2) A 劉玉山 週三第3、4節 322班教室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A3) A 劉翠華 週三第3、4節 311班教室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B1) B 劉翠華 週一第6、7節 315班教室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B2) B 吳雨哲 週一第6、7節 320班教室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B3) B 劉玉山 週一第6、7節 323班教室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B4) B 魏宏仁 週一第6、7節 316班教室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C1) C 劉玉山 週三第6、7節 317班教室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C2) C 劉翠華 週三第6、7節 309班教室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C3) C 魏宏仁 週三第6、7節 306班教室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C4) C 吳雨哲 週三第6、7節 318班教室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D1) D 魏宏仁 週一第3、4節 308班教室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D2) D 劉玉山 週一第3、4節 324班教室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D3) D 吳雨哲 週一第3、4節 319班教室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D4) D 劉翠華 週一第3、4節 310班教室

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2學分)(D1) D 江孟育 週一第3、4節 312班教室

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2學分)(D2) D 葉昭松 週一第3、4節 314班教室

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2學分)(D3) D 江豪章 週一第3、4節 313班教室

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1學分)(A1) A 江孟育 週三第3節 自強樓二樓 多功能教室3

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1學分)(A2) A 江豪章 週三第3節 正誼樓一樓 綜合教室1

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1學分)(C1) C 葉昭松 週一第6節 正誼樓一樓 多功能教室1

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1學分)(C2) C 江豪章 週一第6節 正誼樓一樓 綜合教室1

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1學分)(D1) D 葉昭松 週一第7節 正誼樓一樓 多功能教室1

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1學分)(D2) D 江豪章 週一第7節 正誼樓一樓 綜合教室1

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1學分)(E) E 江豪章 週三第6節 319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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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1學分)(I1) I 江豪章 週二第3節 正誼樓一樓 綜合教室1

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1學分)(I2) I 葉昭松 週二第3節 正誼樓一樓 多功能教室1

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1學分)(J1) J 江豪章 週二第4節 正誼樓一樓 綜合教室1

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1學分)(J2) J 葉昭松 週二第4節 正誼樓一樓 多功能教室1

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1學分)(K1) K 葉昭松 週五第5節 正誼樓一樓 多功能教室1

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1學分)(K2) K 江豪章 週五第5節 322班教室

選修地球科學-地質與環境(1學分)(B1) B 江孟育 週三第4節 自強樓二樓 多功能教室3

選修地球科學-地質與環境(1學分)(B2) B 江豪章 週三第4節 正誼樓一樓 綜合教室1

選修地球科學-地質與環境(1學分)(C) C 江孟育 週一第6節 自強樓二樓 多功能教室3

選修地球科學-地質與環境(1學分)(D) D 江孟育 週一第7節 自強樓二樓 多功能教室3

選修地球科學-地質與環境(1學分)(E) E 江孟育 週三第6節 自強樓二樓 多功能教室3

選修地球科學-地質與環境(1學分)(I) I 江孟育 週二第3節 自強樓二樓 多功能教室3

選修地球科學-地質與環境(1學分)(J) J 江孟育 週二第4節 自強樓二樓 多功能教室3

選修地球科學-地質與環境(1學分)(K) K 江孟育 週五第5節 自強樓二樓 多功能教室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