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教師 班級 科目名稱 項目 校區 第一次上課集合地點

(一)01-02   劉坤明 日資管一乙 體育（健康體適能） 二坪山 健身中心

(一)03-04   何光仁 日體育虛擬班 羽球運動與健康促進課程 二坪山 體育館

(一)03-04   劉坤明 日光電二甲 體育(三) 網球 二坪山 健身中心

(一)03-04   蘇士博 日能源二甲 體育(三) 桌球 二坪山 桌球教室

(一)03-04   吳喜松 日工設二甲 體育(三) 籃球 八甲 風雨球場

(一)03-04   蔡俊傑 日機械一丁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游泳池

(一)05-06   林衢良 日機械二乙 體育(三) 撞球 二坪山 撞球教室

(一)05-06   蘇士博 日經管二甲 體育(三) 國術 二坪山 活動中心1樓玄關

(一)05-06   何光仁 日資工二甲 體育(三) 羽球 二坪山 體育館

(一)05-06   蔡俊傑 日電子一丙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游泳池

(一)05-06   何忠鋒 日電機一乙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9/17停課，9/24中秋節，10/1游泳池

(一)05-06   陳奐杰 日環安一乙 體育（健康體適能） 八甲 田徑場司令台

(一)07-08   蔡豐任 日體育虛擬班 健康塑身運動與健康促進課程 八甲 體適能中心

(一)07-08   陳奐杰 日體育虛擬班 進階籃球運動與健康促進課程 八甲 風雨球場

(一)07-08   蘇秦玉 日化工二乙 體育(三) 桌球 二坪山 桌球教室

(一)07-08   何光仁 日電子二丙 體育(三) 羽球 二坪山 體育館

(一)07-08   林衢良 日電子二乙 體育(三) 撞球 二坪山 撞球教室

(一)07-08   蔡俊傑 日機械一丙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游泳池

(一)07-08   何忠鋒 日經管一乙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9/17停課，9/24中秋節，10/1游泳池

(一)10-11   蘇秦玉 夜文創二甲 體育(三) 二坪山 桌球教室

(一)10-11   何忠鋒 夜財金二甲 體育(三) 二坪山 9/17停課，9/24中秋節，10/1健身中心

(一)12-13   蘇秦玉 夜文創一甲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游泳池

(一)12-13   林衢良 夜文觀一甲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游泳池

(一)12-13   何忠鋒 夜土木一甲 體育（健康體適能） 二坪山 9/17停課，9/24中秋節，10/1教室K3-401

(二)01-02   何光仁 日體育虛擬班 羽球運動與健康促進課程 二坪山 體育館

(二)01-02   林衢良 日體育虛擬班 進階撞球運動與健康促進課程 二坪山 撞球教室

(二)01-02   蘇秦玉 日資工一甲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游泳池

(二)01-02   劉嘉豪 日電機一丙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游泳池

日工設一甲

日原住民專班一甲

(二)03-04   蘇秦玉 日體育虛擬班 生活瑜珈運動與健康促進課程 二坪山 舞蹈教室

(二)03-04   何光仁 日電子二丁 體育(三) 羽球 二坪山 體育館

(二)03-04   施廷衛 日電機二甲 體育(三) 木球 八甲 田徑場司令台

(二)03-04   張良漢 日資管二乙 體育(三) 重量訓練 八甲 體適能中心

(二)03-04   劉嘉豪 日電子一丁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游泳池

(二)03-04   林衢良 日電機一丁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游泳池

(二)03-04   蘇士博 日化工一乙 體育（健康體適能） 八甲 田徑場司令台

(二)03-04   吳貴琍 日材料一甲 體育（健康體適能） 二坪山 活動中心1樓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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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1-02   施廷衛 體育（健康體適能） 二坪山 活動中心1樓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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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5-06   蘇士博 日體育虛擬班 桌球運動與健康促進課程 二坪山 桌球教室

(二)05-06   吳貴琍 日電機二丁 體育(三) 羽球 二坪山 體育館

(二)05-06   張明輝 日經管二丙 體育(三) 高爾夫 八甲 風雨球場

(二)05-06   林怡君 日機械二丁 體育(三) 有氧舞蹈 二坪山 舞蹈教室

(二)05-06   蔡俊傑 日文觀一甲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游泳池

(二)05-06   蔡豐任 日經管一甲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游泳池

(二)05-06   施廷衛 日土木一甲 體育（健康體適能） 八甲 田徑場司令台

(二)07-08   林怡君 日體育虛擬班 4Fun有氧舞蹈運動與健康促進課程二坪山 舞蹈教室

(二)07-08   蔡俊傑 日體育虛擬班 游泳運動與健康促進課程 二坪山 游泳池

(二)07-08   吳貴琍 日土木二甲 體育(三) 羽球 二坪山 體育館

(二)07-08   蘇士博 日資管二甲 體育(三) 桌球 二坪山 桌球教室

(二)07-08   蔡豐任 日化工二甲 體育(三) 重量訓練 二坪山 健身中心

(二)07-08   張明輝 日環安一甲 體育（健康體適能） 八甲 田徑場司令台

夜化工二甲

夜建築二甲

日體育(三)

夜體育(三)

體育（基礎游泳）

體育（健康體適能）

(二)12-13   蘇士博 夜財金一甲 體育（健康體適能） 二坪山 活動中心1樓玄關

(三)01-02   張良漢 日財金一甲 體育（健康體適能） 二坪山 活動中心1樓玄關

(三)01-02   蘇秦玉 日文創一甲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游泳池

(三)01-02   蔡俊傑 日電子一乙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9/19停課，9/26游泳池

(三)03-04   吳貴琍 日體育虛擬班 進階羽球運動與健康促進課程 二坪山 體育館

(三)03-04   張良漢 日體育虛擬班 健身運動與健康促進課程 八甲 體適能中心

(三)03-04   林衢良 日光電二乙 體育(三) 撞球 二坪山 撞球教室

(三)03-04   蔡豐任 日機械二丙 體育(三) 排球 八甲 風雨球場

(三)03-04   蘇秦玉 日經管二乙 體育(三) 桌球 二坪山 桌球教室

(三)03-04   蘇士博 日化工一甲 體育（健康體適能） 二坪山 活動中心1樓玄關

(三)03-04   蔡俊傑 日語傳一甲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9/19停課，9/26游泳池

(三)07-08   蔡豐任 日體育虛擬班 健康塑身運動與健康促進課程 八甲 體適能中心

(三)07-08   吳貴琍 日體育虛擬班 進階羽球運動與健康促進課程 二坪山 體育館

(三)07-08   張明輝 日建築一甲 體育（健康體適能） 二坪山 活動中心1樓玄關

(三)07-08   林衢良 日電子一甲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游泳池

(三)10-11   吳貴琍 夜文觀二甲 體育(三) 二坪山 體育館

(三)10-11   張良漢 夜建築一甲 體育（健康體適能） 八甲 墊上運動教室

(三)12-13   吳貴琍 夜土木二甲 體育(三) 二坪山 體育館

(三)12-13   張良漢 夜工設一甲 體育（健康體適能） 八甲 墊上運動教室

(二)10-11   蘇士博 體育(三) 二坪山 桌球教室

(二)10-11   張言司 日體育虛擬班 適應體育甲二坪山 舞蹈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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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01-02   何光仁 日環安二甲 體育(三) 羽球 二坪山 體育館

(四)01-02   徐美香 日電機二丙 體育(三) 瑜珈 八甲 墊上運動教室

(四)01-02   鄭名峰 日機械二甲 體育(三) 排球 八甲 風雨球場

(四)01-02   蔡俊傑 日電機一甲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9/20停課，9/27游泳池

(四)01-02   張育領 日光電一乙 體育（健康體適能） 八甲 田徑場司令台

(四)03-04   吳貴琍 日華文二甲 體育(三) 羽球 二坪山 體育館

(四)03-04   徐美香 日語傳二甲 體育(三) 瑜珈 八甲 墊上運動教室

(四)03-04   張明輝 日建築二甲 體育(三) 高爾夫 八甲 風雨球場

(四)03-04   鄭名峰 日文創二甲 體育(三) 排球 八甲 風雨球場

(四)03-04   張育領 日光電一甲 體育（健康體適能） 八甲 田徑場司令台

(四)03-04   蔡豐任 日能源一甲 體育（健康體適能） 二坪山 活動中心1樓玄關

(四)03-04   何光仁 日華文一甲 體育（健康體適能） 二坪山 活動中心1樓玄關

(四)05-06   林怡君 日體育虛擬班 熱門舞蹈運動與健康促進課程 二坪山 舞蹈教室

(四)05-06   何忠鋒 日體育虛擬班 水中健身SPA健康促進課程 二坪山 K3-401教室

(四)05-06   陳奐杰 日財金二甲 體育(三) 籃球 八甲 風雨球場

(四)05-06   蔡豐任 日電子二甲 體育(三) 排球 八甲 風雨球場

(四)05-06   吳貴琍 日電機二乙 體育(三) 羽球 二坪山 體育館

(四)05-06   林夙豐 日機械一甲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游泳池

(四)05-06   蔡俊傑 日資管一甲 體育（健康體適能） 二坪山 9/20停課，9/27活動中心1樓玄關

(四)07-08   陳奐杰 日文觀二甲 體育(三) 籃球 八甲 風雨球場

(四)07-08   張明輝 日環安二乙 體育(三) 高爾夫 八甲 風雨球場

日材料二甲

日原住民專班二甲

(四)07-08   何忠鋒 日機械一乙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K3-401教室

(四)07-08   林夙豐 日經管一丙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游泳池

(四)10-11   蔡豐任 夜工設二甲 體育(三) 二坪山 健身中心

(四)10-11   蔡俊傑 夜資工一甲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9/20停課，9/27游泳池

日體育(三)

夜體育(三)

體育（基礎游泳）

體育（健康體適能）

(四)12-13   蔡豐任 夜資工二甲 體育(三) 二坪山 健身中心

(四)12-13   蔡俊傑 夜經管一甲 體育（基礎游泳） 二坪山 9/20停課，9/27游泳池

(五)10-11   張明輝 夜經管二甲 體育(三) 二坪山 桌球教室

(五)12-13   張明輝 夜機械一甲 體育（健康體適能） 二坪山 活動中心1樓玄關

(六)05-06   張言司 夜化工一甲 體育（健康體適能） 二坪山 活動中心1樓玄關

日體育(三)

夜體育(三)

體育（基礎游泳）

體育（健康體適能）

日體育虛擬班 適應體育甲二二坪山 舞蹈教室

(六)07-08   張言司 日體育虛擬班 適應體育甲三二坪山 舞蹈教室

(四)10-11   張言司

(四)07-08   林怡君 體育(三) 有氧舞蹈 二坪山 舞蹈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