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106(上)重修班及自學輔導班上課時間及授課教師一覽表 107.6.5制訂 

高一上課程 高二上課程 

科目學分 班別 人數 上課日期 上課節數 科目學分 班別 人數 上課日期 上課節數 

數學 4 重修 27 
7/2(一)~7/6(五) 

及 7/9(一) 
第 1~4節(共 24 節)林明達師 數學 4 重修 26 

7/2(一)~7/6(五) 

及 7/9(一) 
第 1~4節(共 24 節)莊雅琳師 

國文 4 自學 7 7/2(一)~7/4(三) 第 5~8節(共 12 節)陳潔琳師 歷史 2 自學 1 7/2(一)~7/3(二) 
7/2第 1~4節、7/3 第 1~2節 

(共 6 節)王瑞文師 

英文 4 自學 3 
7/5(四)~7/6(五) 

及 7/9(一) 
第 5~8節(共 12 節)蔡淑蘭師 國文 4 重修 16 

7/2(一)~7/6(五) 

及 7/9(一) 
第 5~8節(共 24 節)葛芃蓁師 

歷史 2 自學 3 7/5(四)~7/6(五) 
7/5第 5~8節、7/6 第 5~6節 

(共 6 節)張嘉真師 
基礎生物 自學 1 7/5(四)~7/6(五) 

7/5第 5~8節、7/6 第 5~6節 

(共 6 節)許惠喻師 

地理 2 自學 6 7/10(二)~7/11(三) 
7/10第 1~4節、7/11第 1~2 節 

 (共 6節)黃國書師 
英文 4 自學 7 7/10(二)~7/12(四) 第 1~4節(共 12 節)陳郁婷師 

基礎化學 2 自學 13 7/10(二)~7/11(三) 
7/10第 5~8節、7/11第 3~4 節 

(共 6 節)周德厚師 
基礎物理 自學 7 7/10(二)~7/11(三) 

7/10第 5~8節、7/11第 5~6 節 

(共 6 節)葉兆祥師 

基礎地科 2 自學 9 7/11(三)~7/12(四) 
7/11第 5~8節、7/12第 3~4 節 

(共 6 節)謝易儒師 
地理 2 自學 3 7/11(三)~7/12(四) 

7/11第 3~4節、7/12第 1~4 節 

 (共 6節)黃國書師 

論孟選讀 1 自學 4 7/12(四) 第 5~7節(共 3節)陳潔琳師 基礎化學 自學 1 7/11(三)~7/12(四) 
7/11第 5~8節、7/12第 5~6 節 

 (共 6節)周德厚師 

 先秦哲學 1 自學 3 7/12(四) 7/12第 5~7節(共 3 節)簡均儒師 

說明： 

一、所有已報名同學請於 6/15(週五)前至總務處繳費，每學分 240元。 

二、每堂課上課時間比照平日，所有校規亦同於平常上課日，無故缺席者將以校規論處，請同學準時到校，認真學習。 

三、請同學穿著標準制服到校，若下午仍須留校上課者，午餐請自理，並請在快樂坊用餐，垃圾請確實分類。 

四、上課教室：高一於國三和，高二於國三平。(若人數在 5人以下，可依任課老師決定是否更換上課地點至其他空間。參加高一、二歷史

及高二基礎生物、基礎化學課程者請於上課前至教務處詢問上課地點。) 

  五、若參加重修班缺課時數達該科重修教學總時數五分之一者，不予成績評定；參加自學輔導班課程不得請假，違反規定者，不予成績評定。 

  六、課程結束前請任課老師施予隨堂評量，若成績及格者，106(上)該科成績則以六十分計。 

  七、重修及自學輔導後成績不及格之科目，僅就重修及自學輔導前及格之學期授予學分。該科目成績，就重修或自學輔導成績，或該科目學 

      期成績，或學期補考成績擇優登錄，但升大學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則以原始學期成績計算。 

八、106(下)重修班及自學輔導班網路報名時間為 7/13(週五)~7/14(週六)，網路公告上課時間為 7/15(週日)，7/16(週一)開課。 



           106(上)高一重修班及自學輔導班上課時間一覽表                   107.6.5 
日期 7/2(一) 7/3(二) 7/4(三) 7/5(四) 7/6(五) 7/9(一) 7/10(二) 7/11(三) 7/12(四) 

第一節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地理 地理  

第二節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地理 地理  

第三節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地理 基礎化學 基礎地科 

第四節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地理 基礎化學 基礎地科 

第五節 國文 國文 國文 英文、歷史 英文、歷史 英文 基礎化學 基礎地科 論孟選讀 

第六節 國文 國文 國文 英文、歷史 英文、歷史 英文 基礎化學 基礎地科 論孟選讀 

第七節 國文 國文 國文 英文、歷史 英文 英文 基礎化學 基礎地科 論孟選讀 

第八節 國文 國文 國文 英文、歷史 英文 英文 基礎化學 基礎地科  

             

 

             106(上)高二重修班及自學輔導班上課時間一覽表                   107.6.5 
日期 7/2(一) 7/3(二) 7/4(三) 7/5(四) 7/6(五) 7/9(一) 7/10(二) 7/11(三) 7/12(四) 

第一節 數學、歷史 數學、歷史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英文 英文 英文、地理 

第二節 數學、歷史 數學、歷史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英文 英文 英文、地理 

第三節 數學、歷史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英文 英文、地理 英文、地理 

第四節 數學、歷史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英文 英文、地理 英文、地理 

第五節 國文 國文 國文 
國文 

基礎生物 

國文 

基礎生物 
國文 基礎物理 

基礎物理 

基礎化學 

先秦哲學 

基礎化學 

第六節 國文 國文 國文 
國文 

基礎生物 

國文 

基礎生物 
國文 基礎物理 

基礎物理 

基礎化學 

先秦哲學 

基礎化學 

第七節 國文 國文 國文 
國文 

基礎生物 
國文 國文 基礎物理 基礎化學 先秦哲學 

第八節 國文 國文 國文 
國文 

基礎生物 
國文 國文 基礎物理 基礎化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