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音新生 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國文 數學 歷史 專題 數遊

陳喬宣 張少偉 劉有庚 陳喬宣 張少偉

國文 數學 地理 專題 數遊

陳喬宣 張少偉 蔡秀青 陳喬宣 張少偉

英語 生物 公民 會話 體育

許耀文 沈姿玲 張伊姍 許耀文 黃議德

英語 生物 自然 會話 體育

許耀文 沈姿玲 沈姿玲 許耀文 黃議德

第6節

第7節

第8節

第1節

第2節

第3節

第4節

午            餐

第5節



美舞新生 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生物 英語 地理 會話 國文

沈姿玲 李如婷 蔡秀青 李如婷 蔡沐恆

生物 英語 歷史 會話 國文

沈姿玲 李如婷 劉有庚 李如婷 蔡沐恆

數學 體育 自然 專題 數遊

高淑惠 黃議德 沈姿玲 蔡沐恆 高淑惠

數學 體育 公民 專題 數遊

高淑惠 黃議德 張伊姍 蔡沐恆 高淑惠
第4節

午            餐

第5節

第6節

第7節

第8節

第1節

第2節

第3節



體育新生 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英語 國文 體育 專題 歷史

江淑芳 梁世明 黃議德 梁世明 劉有庚

英語 國文 體育 專題 地理

江淑芳 梁世明 黃議德 梁世明 蔡秀青

生物 數學 會話 自然 數遊

沈姿玲 張欣梅 江淑芳 沈姿玲 張欣梅

生物 數學 會話 公民 數遊

沈姿玲 張欣梅 江淑芳 張伊姍 張欣梅

第6節

第7節

第8節

第1節

第2節

第3節

第4節

午            餐

第5節



音舞二1 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國文 理化 英語 體育 地理

郭慧娟 李忠家 許耀文 黃議德 蔡秀青

國文 理化 英語 體育 歷史

郭慧娟 李忠家 許耀文 黃議德 劉有庚

數學 會話 專題 數遊 自然

韓淑惠 許耀文 郭慧娟 韓淑惠 李忠家

數學 會話 專題 數遊 公民

韓淑惠 許耀文 郭慧娟 韓淑惠 張伊姍
第4節

午            餐

第5節

第6節

第7節

第8節

第1節

第2節

第3節



美術二1 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專題 歷史 數遊 理化 國文

李珮筠 劉有庚 林金龍 李忠家 李珮筠

專題 地理 數遊 理化 國文

李珮筠 蔡秀青 林金龍 李忠家 李珮筠

體育 英語 會話 數學 公民

黃議德 李明政 李明政 林金龍 張伊姍

體育 英語 會話 數學 自然

黃議德 李明政 李明政 林金龍 李忠家

第6節

第7節

第8節

第1節

第2節

第3節

第4節

午            餐

第5節



普二12 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理化 國文 公民 數遊 會話

李忠家 蔡沐恆 張伊姍 高淑惠 江淑芳

理化 國文 自然 數遊 會話

李忠家 蔡沐恆 李忠家 高淑惠 江淑芳

英語 數學 歷史 體育 專題

江淑芳 高淑惠 劉有庚 黃議德 蔡沐恆

英語 數學 地理 體育 專題

江淑芳 高淑惠 蔡秀青 黃議德 蔡沐恆
第4節

午            餐

第5節

第6節

第7節

第8節

第1節

第2節

第3節



音普三2 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英語 公民 國文 生物 數學

李如婷 張伊姍 李珮筠 沈姿玲 林金龍

英語 自然 國文 生物 數學

李如婷 沈姿玲 李珮筠 沈姿玲 林金龍

地理 專題 數遊 理化 會話

蔡秀青 李珮筠 林金龍 潘仁欽 李如婷

歷史 專題 數遊 理化 會話

劉有庚 李珮筠 林金龍 潘仁欽 李如婷

第6節

第7節

第8節

第1節

第2節

第3節

第4節

午            餐

第5節



美舞三1 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地理 數學 專題 數遊 生物

蔡秀青 王淳妍 陳喬宣 王淳妍 沈姿玲

公民 數學 專題 數遊 生物

張伊姍 王淳妍 陳喬宣 王淳妍 沈姿玲

英語 國文 理化 會話 自然

李如婷 陳喬宣 潘仁欽 李如婷 沈姿玲

英語 國文 理化 會話 歷史

李如婷 陳喬宣 潘仁欽 李如婷 劉有庚
第4節

午            餐

第5節

第6節

第7節

第8節

第1節

第2節

第3節



普三1 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數學 國文 生物 專題 理化

韓淑惠 王翠錦 沈姿玲 王翠錦 潘仁欽

數學 國文 生物 專題 理化

韓淑惠 王翠錦 沈姿玲 王翠錦 潘仁欽

英語 地理 數遊 會話 歷史

陳佳伶 蔡秀青 韓淑惠 陳佳伶 劉有庚

英語 公民 數遊 會話 自然

陳佳伶 張伊姍 韓淑惠 陳佳伶 沈姿玲

第6節

第7節

第8節

第1節

第2節

第3節

第4節

午            餐

第5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