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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月25日 7 動二甲 李信霖 英文 第四課單字 李信霖 李信霖 陳建瑋

2 11月5日 6 觀一乙 林純鈺 國文 桃花源記 林純鈺 林純鈺 李靜玟、楊炫慈

3 11月9日 3 演一甲 呂慕義 多媒材實務 多媒材報告 呂慕義 呂慕義 吳原標、劉大宇

4 11月16日 2 戲二甲 趙芳玉 國文 岳陽樓記 趙芳玉 趙芳玉 陳東盈

5 11月28日 2 汽三丙 周彥伶 英文 第六課單字 周彥伶 周彥伶 李信霖

6 12月10日 3 演三甲 戚佳文 英文 第六課單字 戚佳文 戚佳文 潘俞陵

7 12月18日 3 戲一甲 陳建瑋 英文 第五課單字 陳建瑋 陳建瑋 劉潔民

9 12月26日 1 資一甲 蕭信中 資訊科技 基礎網路概論 蕭信中 蕭信中 蘇文楷、 陳志昇

8 1月4日 4 影三甲 周浩暘 生涯規劃 生涯選擇 周浩暘 周浩暘 黃雅慧

10 1月7日 7 資一甲 陳志昇 網路概論 網際網路原理 陳志昇 陳志昇 趙文山、蘇文楷、蔡明耀

11 2月20日 1 汽一乙 陳奕璇 數學 第一章 式的運算 陳奕璇 陳奕璇 曾俊貴、陳紀螢

12 3月18日 2 觀一甲 羅雅徽 日文  第六課單字 羅雅徽 羅雅徽 潘俞陵

13 3月20日 2 汽三丁 高佩君 國文 第一課 馮諼客孟嘗君 高佩君 高佩君 楊炫慈

14 3月26日 3 汽三乙 王宇榕 英文 Unit 2: A Brief History of English Surnames王宇榕 王宇榕 陳建瑋

15 4月09日 4 動三甲 楊炫慈 國文 附錄：蘭亭集序 楊炫慈 楊炫慈 高佩君

16 4月12日 5 資三甲 陳新惠 國文 附錄：蘭亭集序題解 陳新惠 陳新惠 高佩君、王佩瑤

17 4月12日 4 動三甲 潘俞陵 英文 Unit 3: A Festival of Fools 潘俞陵 潘俞陵 羅雅徽

18 4月15日 4 戲二甲 劉潔民 英文 Unit 3: A Song to Help the world 劉潔民 劉潔民 潘俞陵

19 4月15日 6 演二丁 陳筱婷 舞蹈編創實作 道具運用 陳筱婷 陳筱婷 劉大宇

20 4月16日 1 汽一乙 張朝智 引擎原理及實習(機車教室) 第四單元修護手冊認識及使用 張朝智 張朝智 王信凱

21 4月16日 4 戲一甲 簡嘉彥 排演 角色分析 簡嘉彥 簡嘉彥 呂慕義

22 4月16日 3 演一甲 吳孟容 音樂欣賞 電影音樂介紹 吳孟容 吳孟容 黃雅慧

23 4月16日 4 影二甲 游芷儀 多元選修 感官遊戲 游芷儀 游芷儀 趙芳玉

24 4月18日 1 汽一丙丁陳俊吉 機電識圖實習 剖視圖 陳俊吉 陳俊吉 王信凱

25 4月18日 3 汽一乙 王信凱 機器腳踏車檢修實習(525噴漆教室)更換驅動鍊條 王信凱 王信凱 張朝智

26 4月19日 4 汽二乙 吳嘉峰 機件原理 螺絲與螺釘 吳嘉峰 吳嘉峰 張焜徨

27 4月19日 3 演二丁 黃俊羽 舞蹈訓練 進階舞蹈，上身和下身運用 黃俊羽 黃俊羽 陳爾准

28 4月19日 2 演二甲 林芳宜 音樂 樂器分類介紹 林芳宜 林芳宜 黃雅慧

29 4月19日 6 影三乙 張雯貞 藝術與科技 台灣新電影 張雯貞 張雯貞 吳鈞鴻

30 4月22日 5 汽三乙 張文璟 汽車板金實務(B1地下室) 張文璟 張文璟 陳俊吉

31 4月22日 2 汽二乙 張正泓 電系實習(B1板金區) 點焊機、塞孔和焊機電路調整與設定 張正泓 張正泓 朱晟葦

32 4月22日 5 演二丙 田曉嵐 展演實務(5B) 肢體創作 田曉嵐 田曉嵐 林志元

33 4月22日 2 影一甲 吳鈞鴻 專業藝術概論 分鏡概念與繪製 吳鈞鴻 吳鈞鴻 張雯貞

34 4月23日 4 演二甲 劉小麥 多元選修 身體控制力 劉小麥 劉小麥 胡錦筵、丁振益

35 4月23日 1 演二甲 劉大宇 發音與唸詞 手卡製作應用 劉大宇 劉大宇 吳孟容、陳奕璇

37 4月24日 3 資二甲 張焜翔 微處理機 (一電) 張焜翔 張焜翔 郭俊億

38 4月24日 3 演一乙 吳原標 專業藝術概論 電影製作 吳原標 吳原標 王子瑜、劉潔民

39 4月24日 4 戲二甲 胡錦筵 藝術欣賞 藝術作品的觀看角度 胡錦筵 胡錦筵 簡嘉彥

40 4月25日 3 資一甲 蔡明耀 基本電學實習 蔡明耀 蔡明耀 陳志昇

41 4月25日 3 影二乙丙高弘家 展演實務 燈光設計 高弘家 高弘家 伍俊曄

42 4月25日 6 資三甲 趙文山 電子儀表量測 功率因素課程 趙文山 趙文山 蕭信中

43 4月25日 4 動二甲 黃慧真 地理 第一產業活動 黃慧真 黃慧真 李霽秦

44 4月26日 1 戲二甲 李挺立 劇場技術基礎實作 劇場燈光 李挺立 李挺立 游芷儀

45 4月26日 5 影二甲 劉紀亨 展演實務 運鏡手法 劉紀亨 劉紀亨 王佩瑤

46 4月26日 1 演三甲 周佩玉 公民與社會 周佩玉 周佩玉 丁振益

47 4月30日 5 資一甲 蘇文楷 程式設計實習 蘇文楷 蘇文楷 陳奕璇

48 5月1日 1 影一甲 陳又暐 展演實務 班級展演解說 陳又暐 陳又暐 高弘家

49 5月1日 2 影二乙丙伍俊曄 音響技術 無線麥克風天線使用與頻率協調 伍俊曄 伍俊曄 劉紀亨

50 5月2日 1 汽二甲 張焜徨 汽車科專業英文 張焜徨 張焜徨 吳嘉峰

51 5月3日 3 汽一丙丁林風旗 機器腳踏車實習(1F機車教室) 機車後輪來令片拆裝 林風旗 林風旗 張正泓

52 5月6日 6 演一丙 王子瑜 展演實務 整排細修 王子瑜 王子瑜 吳原標

53 5月7日 6 演一丁 陳韋成 展演實務 HHI評分制度與運用 陳韋成 陳韋成 陳筱婷

54 5月8日 3 汽二甲 丁振益 數學 多項式函數 丁振益 丁振益 陳紀螢 郭俊億

55 5月9日 1 資三甲 黃雅慧 生涯規劃 生涯抉擇 黃雅慧 黃雅慧 李霽秦

58 5月10日 2 資三丙 李霽秦 公民與社會 李霽秦 李霽秦 周佩玉

59 5月16日 7 資二丙 陳東盈 國文 陳東盈 陳東盈 李霽秦

60 5月21日 3 建汽二丁林輝桓 數學 2-4微分公式 林輝桓 林輝桓 陳奕璇

61 5月21日 6 演一丁 陳韋成 展演實務 HHI評分制度與運用 陳韋成 陳韋成 陳筱婷

62 5月28日 3 觀三丙 陳紀螢 數學 陳紀螢 陳紀螢 陳奕璇

63 6月13日 2 彈性課程朱晟葦 機車美容 朱晟葦 朱晟葦 張正泓

64 6月14日 4 資二甲 王佩瑤 國文 附錄二 勞山道士 王佩瑤 王佩瑤 楊炫慈

65 6月17日 7 觀一丙 黃秀玲 餐旅服務 黃秀玲 黃秀玲 曾美鳳

66 6月17日 4 戲動一甲姜憶蓮 體育 排球低手發球練習考試 姜憶蓮 姜憶蓮 許迦凱

67 6月17日 3 影二甲 廖春雁 影音剪輯實作 影片剪輯分組報告 廖春雁 廖春雁 陳又暐

68 6月18日 3 演一丙 李靜玟 第九課訓儉示康 訓儉示康課文 李靜玟 李靜玟 楊炫慈

69 6月18日 1 汽二戊 譚孝聖 體育 譚孝聖 譚孝聖 姜憶蓮

71 6月21日 6 資二丙 郭俊億 數學 郭俊億 郭俊億 丁振益

72 6月21日 3 觀一甲 曾美鳳 國際禮儀 曾美鳳 曾美鳳 張家瑀

73 6月25日 6 動二甲 陳巧宜 版面編排實作 陳巧宜 陳巧宜 譚孝聖

74 6月27日 6 觀一丙 張家瑀 飲料調製 張家瑀 張家瑀 李霽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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