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一)

第1節 專題閱讀 英文5*2

第2節 專題閱讀 英文5*2 數A4 數乙5 化學4 公民3、4

第3節 專題閱讀 英文5*2 數A4 數乙5 化學4 公民3、4

第4節 專題閱讀 數A4 數乙5 化學4 公民3、4

第5節 力學二 地理探究

第6節 數甲5 地理探究

第7節 數甲5 地理探究

第8節 數甲5

6/13(一)

第1節 專題閱讀 英文5*2

第2節 專題閱讀 英文5*2 數A4 數乙5 公民3、4

第3節 英文5*2 數A4 數乙5 公民3、4

第4節 數A4 數乙5 公民3、4

第5節 力學二

第6節 數甲5

第7節 數甲5

第8節 數甲5

6/20(一)

第1節 英語聽講

第2節 英語聽講 數A4 數乙5 公民3、4 公民5

第3節 英語聽講 數A4 數乙5 公民3、4 公民5

第4節 數A4 數乙5 公民3、4 公民5

第5節 力學二 地理5

第6節 地理5

第7節 地理5

第8節

6/27(一)

第1節 英語聽講

第2節 英語聽講 公民3、4 公民5 地理5

第3節 英語聽講 公民3、4 公民5 地理5

第4節 公民3、4 公民5 地理5

第5節 地理探究

第6節 地理探究

第7節 地理探究

第8節



6/7(二) 6/8(三)

第1節 國文4 英文5*2 語文表達 公民5 第1節 國文4

第2節 國文4 英文5*2 數B4 語文表達 公民5 第2節 國文4

第3節 國文4 英文5*2 數B4 第3節 國文4

第4節 國文4 英文5*2 數B4 公民5 第4節 國文4

第5節 國文5 數A4 力學二 歷史探究 第5節 國文5

第6節 國文5 數A4 歷史探究 第6節 國文5

第7節 國文5 數A4 歷史探究 第7節 國文5

第8節 國文5 歷史探究 第8節 國文5

6/14(二) 6/15(三)

第1節 國文4 英文5*2 公民5 第1節 國文4

第2節 國文4 英文5*2 數B4 公民5 第2節 國文4

第3節 國文4 英文5*2 數B4 第3節 國文4

第4節 國文4 英文5*2 數B4 公民5 第4節 國文4

第5節 國文5 數A4 力學二 歷史3、4 第5節 國文5

第6節 國文5 數A4 歷史3、4 第6節 國文5

第7節 國文5 數A4 歷史3、4 第7節 國文5

第8節 國文5 歷史3、4 第8節 國文5

6/21二) 6/22(三)

第1節 國文4 公民5 第1節 國文4

第2節 國文4 數B4 公民5 第2節 國文4

第3節 國文4 數B4 第3節 國文4

第4節 國文4 數B4 公民5 第4節 國文4

第5節 國文5 英語聽講 數A4 力學二 歷史5 第5節 國文5

第6節 國文5 英語聽講 數A4 歷史5 第6節 國文5

第7節 國文5 英語聽講 數A4 歷史5 第7節 國文5

第8節 國文5 第8節 國文5

6/28(二) 6/29(三)

第1節 地理3、4 公民5 第1節

第2節 地理3、4 公民5 第2節

第3節 地理3、4 第3節

第4節 地理3、4 公民5 第4節

第5節 英語聽講 第5節

第6節 英語聽講 第6節

第7節 英語聽講 第7節

第8節 第8節



6/9(四)

語文表達 歷史探究 第1節 歷史探究 語文表達

數A4 數乙5 語文表達 歷史探究 第2節 數B4 歷史探究 語文表達

英文5*2 數A4 數乙5 語文表達 歷史探究 第3節 數B4 歷史探究

英文5*2 數A4 歷史探究 第4節 數B4 歷史探究

英文5*2 波動 第5節 數乙5 電磁

第6節 數乙5

數甲5 第7節 數乙5

數甲5 第8節

6/16(四)

語文表達 歷史3、4 第1節 歷史3、4

數A4 數乙5 語文表達 歷史3、4 第2節 數B4 歷史3、4

英文5*2 數A4 數乙5 語文表達 歷史3、4 第3節 數B4 歷史3、4

英文5*2 數A4 歷史3、4 第4節 數B4 歷史3、4

英文5*2 波動 第5節 數乙5 電磁

第6節 數乙5

第7節 數乙5

第8節

6/23(四)

第1節

數乙5 歷史5 第2節 數B4 歷史5

數乙5 歷史5 第3節 數B4 歷史5

歷史5 第4節 數B4 歷史5

波動 第5節 數乙5 電磁

第6節 數乙5

第7節 數乙5

第8節

6/30(四)

地理3、4 第1節 地理3、4

地理3、4 第2節 地理3、4

地理3、4 第3節 地理3、4

地理3、4 第4節 地理3、4

地理5 第5節 地理5

地理5 第6節 地理5

地理5 第7節 地理5

第8節



6/10(五)

第1節 英文5*2 公民探究

第2節 英文5*2 化學4 公民探究 地理5

第3節 數B4 語文表達 化學4 公民探究 地理5

第4節 數B4 語文表達 化學4 公民探究 地理5

第5節 數甲5 電磁 地理探究

第6節 數甲5 地理探究

第7節 數甲5 地理探究

第8節 數甲5

6/17(五)

第1節 英文5*2 公民探究

第2節 英文5*2 公民探究 地理5

第3節 數B4 公民探究 地理5

第4節 數B4 公民探究 地理5

第5節 電磁 地理探究

第6節 地理探究

第7節 地理探究

第8節

6/24(五)

第1節 公民探究

第2節 公民探究

第3節 數B4 公民探究

第4節 數B4 公民探究

第5節 電磁

第6節

第7節

第8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