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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創新： 
101 年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課   表 

一、各班課輔教師： 

◎一年一班： 
班級導師：劉孋瑩、梁怡君、王臻尹 

國文科：洪鈺婷 
英文科：王臻尹、胡馨文 
數學科：梁怡君 
生物科：陳俊秀 
理化科：黃伯捷 
歷史科：劉孋瑩 
地理科：施政豪 
公民科：黃子真 
美術科：陳俊秀 
體育科：施政豪 

綜合活動：劉孋瑩 
 

◎一年二班： 

班級導師：王佩瑜、彭文慧、施政豪 
國文科：彭文慧 
英文科：王佩瑜 
數學科：黃逸柔 
自然科：黃雅涵 
歷史科：劉孋瑩 
地理科：施政豪 
公民科：黃子真 
美術科：劉瀚鄖 
體育科：黃伯捷 

綜合活動：黃子真 
 

◎一年三班： 

班級導師：邱怡君、呂玉琴、胡馨文 
國文科：彭文慧 
英文科：邱怡君、呂玉琴 
數學科：林珈微 
生物科：陳俊秀 
理化科：黃伯捷 
歷史科：劉孋瑩 
地理科：施政豪 
公民科：黃子真 
美術科：劉瀚鄖 
體育科：呂玉琴 

綜合活動：黃子真 

◎二年二班： 

班級導師：陳慧殷、黃逸柔、陳俊秀 
國文科：黃雅涵 
英文科：洪鈺婷 
數學科：陳慧殷 
自然科：林珈微 
社會科：黃逸柔 

綜合活動：黃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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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班課表： 

◎一年一班：（分四週課表） 

101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一班》 第一週 7/16~7/20 

節次 時間 7/16 週一 7/17 週二 7/18 週三 7/19 週四 7/20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始業式 美術 生物 數學 體育 

2 09:15-10:00 導師時間 美術 生物 數學 數學 

3 10:10-10:55 英文 英文 綜合活動 國文 理化 

4 11:05-11:50 英文 英文 綜合活動 國文 理化 

 12:25-12:55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數學 導師時間 歷史 地理  
6 14:00-14:45 數學 國文 歷史 公民  
7 15:00-15:45 國文 國文 英文 體育  

------ 
 

101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一班》 第二週 7/23~7/27 

節次 時間 7/23 週一 7/24 週二 7/25 週三 7/26 週四 7/27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導師時間 數學 生物 數學 國文 

2 09:15-10:00 體育 數學 生物 數學 國文 

3 10:10-10:55 英文 英文 綜合活動 歷史 理化 

4 11:05-11:50 英文 英文 綜合活動 公民 理化 

 12:25-12:55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美術 地理 國文  
6 14:00-14:45 美術 地理 國文  
7 15:00-15:45 數學 

停課（因學校

舉辦教職員迎

新送舊活動）
國文 英文  

備註：7/24 週二下午因學校舉辦教職員迎新送舊活動故停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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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一班》 第三週 7/30~8/3 

節次 時間 7/30 週一 7/31 週二 8/1 週三 8/2 週四 8/3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導師時間 數學 生物 

2 09:15-10:00 數學 數學 生物 

3 10:10-10:55 英文 英文 綜合活動

4 11:05-11:50 英文 英文 綜合活動

 12:25-12:55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體育 歷史 地理 

6 14:00-14:45 美術 理化 地理 

7 15:00-15:45 美術 理化 國文 

因蘇拉颱風來

襲，暫停課輔 
因蘇拉颱風來

襲，暫停課輔

備註：因蘇拉颱風來襲，8/2 週四及 8/3 週五暫停課輔。 
------ 
 

101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一班》 第四週 8/6~8/10 

節次 時間 8/6 週一 8/7 週二 8/8 週三 8/9 週四 8/10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國文 數學 自然 後測-國文 英文 

2 09:15-10:00 國文 數學 自然 後測-數學 社會 

3 10:10-10:55 英文 生物 綜合活動 後測-英文 結業式 

4 11:05-11:50 英文 英文 綜合活動 後測-自然 導師時間

 12:25-12:55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體育 體育 歷史 後測-社會  
6 14:00-14:45 美術 國文 地理 國文  
7 15:00-15:45 美術 公民 數學 數學  
備註：（1）8/8 週三上午第 1、2 節進行一年級自然科聯合闖關活動。 

（2）8/9 週四第 1~5 節進行各科後測考試，課輔教師監考名單如下： 
後測-國文：林珈微、邱怡君； 後測-數學：邱怡君、呂玉琴；

後測-英文：黃子真、施政豪； 後測-自然：黃子真、王佩瑜；

後測-社會：黃雅涵、林珈微。 
（3）8/10 週五第 2 節社會安排檢討歷史、公民、地理考卷各 15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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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二班：（分四週課表） 

101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二班》 第一週 7/16~7/20 

節次 時間 7/16 週一 7/17 週二 7/18 週三 7/19 週四 7/20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始業式 綜合活動 數學 國文 國文 

2 09:15-10:00 導師時間 綜合活動 數學 國文 英文 

3 10:10-10:55 英文 國文 自然 歷史 美術 

4 11:05-11:50 英文 國文 自然 歷史 美術 

 12:25-12:55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數學 自然 地理 英文  
6 14:00-14:45 數學 自然 公民 英文  
7 15:00-15:45 體育 英文 體育 數學  

------ 
 

101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二班》 第二週 7/23~7/27 

節次 時間 7/23 週一 7/24 週二 7/25 週三 7/26 週四 7/27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導師時間 綜合活動 美術 自然 數學 

2 09:15-10:00 英文 綜合活動 美術 自然 數學 

3 10:10-10:55 自然 地理 英文 國文 國文 

4 11:05-11:50 自然 地理 英文 國文 國文 

 12:25-12:55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國文 歷史 英文  
6 14:00-14:45 數學 公民 英文  
7 15:00-15:45 數學 

停課（因學校

舉辦教職員迎

新送舊活動）
數學 體育  

備註：7/24 週二下午因學校舉辦教職員迎新送舊活動故停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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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二班》 第三週 7/30~8/3 

節次 時間 7/30 週一 7/31 週二 8/1 週三 8/2 週四 8/3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導師時間 公民 美術 

2 09:15-10:00 歷史 公民 美術 

3 10:10-10:55 自然 地理 英文 

4 11:05-11:50 自然 地理 英文 

 12:25-12:55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國文 英文 綜合活動

6 14:00-14:45 數學 數學 綜合活動

7 15:00-15:45 數學 數學 數學 

因蘇拉颱風來

襲，暫停課輔 
因蘇拉颱風來

襲，暫停課輔

備註：因蘇拉颱風來襲，8/2 週四及 8/3 週五暫停課輔。 
------ 
 

101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二班》 第四週 8/6~8/10 

節次 時間 8/6 週一 8/7 週二 8/8 週三 8/9 週四 8/10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數學 英文 自然 後測-國文 社會 

2 09:15-10:00 英文 英文 自然 後測-數學 英文 

3 10:10-10:55 美術 國文 綜合活動 後測-英文 結業式 

4 11:05-11:50 美術 國文 綜合活動 後測-自然 導師時間

 12:25-12:55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歷史 公民 國文 後測-社會  
6 14:00-14:45 數學 地理 自然 國文  
7 15:00-15:45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備註：（1）8/8 週三上午第 1、2 節進行一年級自然科聯合闖關活動。 

（2）8/9 週四第 1~5 節進行各科後測考試，課輔教師監考名單如下： 
後測-國文：梁怡君、陳俊秀； 後測-數學：王臻尹、胡馨文；

後測-英文：林珈微、呂玉琴； 後測-自然：劉孋瑩、呂玉琴；

後測-社會：洪鈺婷、王臻尹。 
（3）8/10 週五第 1 節社會安排檢討地理、歷史、公民考卷各 15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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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三班：（分四週課表） 

101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三班》 第一週 7/16~7/20 

節次 時間 7/16 週一 7/17 週二 7/18 週三 7/19 週四 7/20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始業式 國文 英文 地理 英文 

2 09:15-10:00 導師時間 國文 英文 公民 數學 

3 10:10-10:55 英文 理化 生物 數學 歷史 

4 11:05-11:50 英文 理化 生物 數學 歷史 

 12:25-12:55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數學 綜合活動 國文 美術  
6 14:00-14:45 數學 綜合活動 國文 美術  
7 15:00-15:45 國文 體育 體育 導師時間  

------ 
 

101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三班》 第二週 7/23~7/27 

節次 時間 7/23 週一 7/24 週二 7/25 週三 7/26 週四 7/27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導師時間 國文 英文 美術 綜合活動

2 09:15-10:00 公民 國文 數學 美術 綜合活動

3 10:10-10:55 英文 數學 理化 英文 地理 

4 11:05-11:50 英文 數學 理化 英文 地理 

 12:25-12:55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數學 國文 生物  
6 14:00-14:45 數學 國文 生物  
7 15:00-15:45 國文 

停課（因學校

舉辦教職員迎

新送舊活動）
體育 歷史  

備註：7/24 週二下午因學校舉辦教職員迎新送舊活動故停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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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三班》 第三週 7/30~8/3 

節次 時間 7/30 週一 7/31 週二 8/1 週三 8/2 週四 8/3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導師時間 國文 英文 

2 09:15-10:00 公民 國文 英文 

3 10:10-10:55 公民 數學 理化 

4 11:05-11:50 英文 數學 理化 

 12:25-12:55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數學 綜合活動 體育 

6 14:00-14:45 數學 綜合活動 國文 

7 15:00-15:45 國文 歷史 國文 

因蘇拉颱風來

襲，暫停課輔 
因蘇拉颱風來

襲，暫停課輔

備註：因蘇拉颱風來襲，8/2 週四及 8/3 週五暫停課輔。 
------ 
 

101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三班》 第四週 8/6~8/10 

節次 時間 8/6 週一 8/7 週二 8/8 週三 8/9 週四 8/10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生物 美術 自然 後測-國文 國文 

2 09:15-10:00 地理 美術 自然 後測-數學 社會 

3 10:10-10:55 國文 數學 數學 後測-英文 結業式 

4 11:05-11:50 國文 數學 國文 後測-自然 導師時間

 12:25-12:55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英文 體育 英文 後測-社會  
6 14:00-14:45 綜合活動 歷史 英文 英文  
7 15:00-15:45 綜合活動 地理 公民 數學  
備註：（1）8/8 週三上午第 1、2 節進行一年級自然科聯合闖關活動。 

（2）8/9 週四第 1~5 節進行各科後測考試，課輔教師監考名單如下： 
後測-國文：黃逸柔、黃雅涵； 後測-數學：王佩瑜、劉瀚鄖；

後測-英文：陳俊秀、胡馨文； 後測-自然：施政豪、彭文慧；

後測-社會：王佩瑜、劉瀚鄖。 
（3）8/10 週五第 2 節社會安排檢討公民、地理、歷史考卷各 15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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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二班：（分四週課表） 

101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二年二班》 第一週 7/16~7/20 

節次 時間 7/16 週一 7/17 週二 7/18 週三 7/19 週四 7/20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始業式 英文 英文 社會 數學 
2 09:15-10:00 導師時間 國文 英文 國文 數學 
3 10:10-10:55 社會 國文 自然 數學 英文 
4 11:05-11:50 社會 數學 自然 數學 國文 

------ 
101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二年二班》 第二週 7/23~7/27 
節次 時間 7/23 週一 7/24 週二 7/25 週三 7/26 週四 7/27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導師時間 國文 英文 英文 數學 
2 09:15-10:00 自然 國文 英文 英文 數學 
3 10:10-10:55 社會 數學 綜合活動 自然 國文 
4 11:05-11:50 社會 數學 綜合活動 自然 國文 

------ 
101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二年二班》 第三週 7/30~8/3 
節次 時間 7/30 週一 7/31 週二 8/1 週三 8/2 週四 8/3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導師時間 國文 綜合活動

2 09:15-10:00 自然 國文 綜合活動

3 10:10-10:55 自然 數學 英文 
4 11:05-11:50 社會 數學 英文 

因蘇拉颱風來

襲，暫停課輔 
因蘇拉颱風來

襲，暫停課輔

備註：因蘇拉颱風來襲，8/2 週四及 8/3 週五暫停課輔。 
------ 

101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二年二班》 第四週 8/6~8/10 

節次 時間 8/6 週一 8/7 週二 8/8 週三 8/9 週四 8/10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自然 英文 後測-社會 後測-數學 社會 
2 09:15-10:00 自然 英文 後測-英文 後測-自然 數學 
3 10:10-10:55 國文 數學 後測-國文 國文 結業式 
4 11:05-11:50 國文 數學 數學 英文 導師時間

備註：8/8 週三及 8/9 週四進行各科後測考試，課輔教師監考名單如下： 
後測-國文：邱怡君、施政豪； 後測-數學：洪鈺婷、施政豪； 
後測-英文：黃逸柔、陳慧殷； 後測-自然：洪鈺婷、黃子真； 
後測-社會：陳慧殷、林珈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