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上課教室
工程力學Ⅱ 陳織 10/8前找老師報到 建築科辦公室

化學Ⅱ 程錦霞 9/28、9/29、9/30(17:00~18:00) 機械二孝

木模學Ⅱ 林清培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模科辦公室

可程式邏輯設計 賴威東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生物(A)Ⅱ 林鳳英 9/27、9/28、9/29(17:00~18:00) 機械二忠

生活科技 林允正 10/8前找老師報到 控制科辦公室

全民國防教育Ⅱ-A 曾文智 10/8前找老師報到 教官室

全民國防教育Ⅱ-B 葉國銘 10/8前找老師報到 教官室

地理Ⅱ-A 林雅真 10/8前找老師報到 社會科辦公室

地理Ⅱ-B 許馨尹 10/8前找老師報到 社會科辦公室

底盤原理 蘇俊榮 10/8前找老師報到 汽車科辦公室

物理Ⅱ 陳逵綸、李政憲 10/2、10/3、12/31(8:00~17:00) 汽車三忠

物理演習Ⅱ 陳巧玲 10/23、10/30、1/1(9:00~12:00) 控制三忠

建築法規Ⅱ 余敏綉 10/8前找老師報到 建築科辦公室

美術Ⅱ 蕭心筠 10/8前找老師報到 藝能科辦公室

英文Ⅱ 洪榮聲 10/8前找老師報到 英文科辦公室

英文Ⅳ 洪榮聲 10/8前找老師報到 英文科辦公室

英文Ⅵ 洪榮聲 10/2、10/3(9:00~15:50) 英文科辦公室

英文會話Ⅱ 洪榮聲 11/7(9:00~15:50) 電子三孝

英文會話Ⅳ 洪榮聲 10/23(9:00~15:50) 電子三孝

英文閱讀指導Ⅱ 洪榮聲 11/6(9:00~15:50) 電子三孝

英語文Ⅱ-A 洪榮聲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孝

英語文Ⅱ-B 陳泊蓉 11/13、11/14(9:00~15:50) 電子三忠

英語文Ⅳ 洪榮聲 10/30、10/31(9:00~15:50) 電子三孝

計算機應用 林允正 10/8前找老師報到 控制科辦公室

計算機應用Ⅱ 蔡文欽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音樂Ⅱ 蕭心筠 10/8前找老師報到 藝能科辦公室

健康與護理Ⅱ 陳姚萍 10/8前找老師報到 學務處辦公室

國文Ⅱ 陳勝彥 10/8前找老師報到 國文科辦公室

國文Ⅳ 陳勝彥 10/8前找老師報到 國文科辦公室

國語文Ⅱ(東大) 楊貴玉、蔡馨旻

9/29(三)、10/5(二)、10/7(四)、

10/19(二)(17:00~18:50)，

10/20(三)(17:00~17:50)，1/21(五)(9:00~16:00)

，1/24(一)(9:00~12:00)

鑄造二忠

國語文Ⅱ(龍騰)-B 林曉琦、陳智聰

10/27(三)、11/10(三)、12/1(三)、

12/15(三)(17:00~18:50)，

12/29(三)(17:00~17:50)，12/9(四)、12/23(四)、

1/6(四)(17:00~19:50)

機械二孝

國語文Ⅳ-B 陳淑娟、江宗校

10/1(五)、10/8(五)、10/14(四)(16:00~19:00)，

10/20(三)、10/27、11/3、

11/10(三)(17:00~19:00)，

11/17(三)(17:00~18:00)

機械二忠

基本電學Ⅱ(控制) 陳舜賢 10/8前找老師報到 控制科辦公室

基本電學Ⅱ(電子) 趙守毓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基本電學Ⅱ(電機) 劉忠樸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機科辦公室

基礎工程力學Ⅱ 張盛進 10/8前找老師報到 建築科辦公室

基礎化學Ⅱ 程錦霞 10/4、10/5、10/6(17:00~18:00) 數理科辦公室

現代文學欣賞Ⅱ 賴茗惠 10/8前找老師報到 國文科辦公室

微處理機 吳志文 10/8前找老師報到 資訊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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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Ⅱ 蔡佩珊 10/8前找老師報到 藝能科辦公室

電子學Ⅱ 許建斌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子科辦公室

電工機械進階Ⅱ 劉忠樸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機科辦公室

構造與施工法 粘錦成 10/8前找老師報到 建築科辦公室

數位邏輯Ⅱ(電機) 施昀晴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機科辦公室

數位邏輯Ⅱ(機電) 施昀晴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機科辦公室

數位邏輯設計Ⅱ 陳舜賢 10/8前找老師報到 控制科辦公室

數學Ⅱ 呂學智 9/26、10/3(8:00~17:00) 機模三忠

數學Ⅱ(108)-A 王嘉純、黃任宜 10/2、10/23、10/30(8:00~16:50) 電子三忠

數學Ⅱ(108)-B 劉春美 10/2、10/3、10/30(8:00開始上8節課) 電機三孝

數學Ⅱ(108)-C1 陳玠樺、李立偉
10/3、11/13、11/27、12/11、12/25、

1/8(8:00~11:50)
機電三孝

數學Ⅱ(108)-C2 呂學智 11/21、11/28、12/5、12/12(8:00~17:00) 機模三忠

數學Ⅳ 呂學智 10/31、11/7(8:00~17:00) 機模三忠

數學Ⅳ(108)-A 莊麗嬌 10/3、10/23、10/31、11/7(8:00~14:50) 資訊三忠

數學Ⅳ(108)-B 施兆輝 10/2、10/23、10/30、11/6(8:00~14:50) 汽車三孝

機件原理Ⅱ(製圖) 黃郁婷 10/8前找老師報到 製圖科辦公室

機件原理Ⅱ(機電) 張英哲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電科辦公室

機件原理Ⅱ(鑄造) 柯寶鵬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機械力學Ⅱ(製圖) 陳崇彥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力學Ⅱ(機械) 陳崇彥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力學Ⅱ(機電) 鄭孟筆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電科辦公室

機械力學Ⅱ(機模) 潘志軒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模科辦公室

機械力學Ⅱ(鑄造) 莊媖任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機械材料Ⅱ(製圖) 劉家明 10/8前找老師報到 製圖科辦公室

機械材料Ⅱ(鑄造) 陳祈宏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機械專業英文Ⅱ 盧貞愛 10/8前找老師報到 英文科辦公室

機械製造Ⅱ(機械) 黃瑞閔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械科辦公室

機械製造Ⅱ(機模) 施硯元 10/8前找老師報到 機模科辦公室

機械製造Ⅱ(鑄造) 楊湘豐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機電電學 施昀晴 10/8前找老師報到 電機科辦公室

歷史Ⅱ-A 劉懿萱 10/8前找老師報到 社會科辦公室

歷史Ⅱ-B 黃昭瀚 10/8前找老師報到 社會科辦公室

應用力學習作 洪敏傑 10/8前找老師報到 汽車科辦公室

應用數學Ⅱ 陳政名 11/14、11/21(8:00~18:00) 機模三忠

鑄造學Ⅱ 周清峰 10/8前找老師報到 鑄造科辦公室

體育Ⅱ 黃常育 10/8前找老師報到 體育組辦公室

體育Ⅳ 黃常育 10/8前找老師報到 體育組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