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同德家商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寒假重補修日程表 2018/01/24

開 課 科 目

授課教師

上課日期、節次、時間

學
生
人
次

授
課
節
數

上課地點

班別

15

18

流通一甲

日文班

47

12

流通二甲

自然班

32

30

49

18

38

24

106

24

中廚二甲

88

24

中廚一甲

1/30 日(1.2.3.4.5.6.7 節)
日文、日文與會話、餐旅日文

吳淑禎

1/31 日(1.2.3.4.5.6.7 節)
2/1 日(1.2.3.4 節)

基礎物理、基礎化學、基礎生
物

蔡瑞峰

2/5 日(1.2.3.4.5 節)
2/7 日(1.2.3.4.5.6.7 節)
1/25 日(1.2.3.4.5.6 節)
1/26 日(1.2.3.4 節)

汽車美容與實習、汽車原理、
動力機械概論、基本電學、引
擎原理與實習、機械基礎工作

1/29 日(1.2.3.4 節)
楊清印

1/30 日(1.2.3.4 節)
1/31 日(1.2.3.4 節)

法、工業衛生與安全

汽車底盤
教室

汽車班

2/1 日(1.2.3.4 節)
2/2 日(1.2.3.4 節)
1/29 日(1.2.3.4 節)

公民與社會、歷史、地理、生涯
規劃、

石孟娟

1/30 日(1.2.3.4 節)
1/31 日(1.2.3.4 節)

流通三甲

社會班

2/1 日(2.3.4.5.6.7 節)
1/25 日(5.6.7 節)

計算機概論、流通管理概論、商業
經濟實務、進階計算機概論、進階
商業概論、視窗軟體應用、門市服

1/30 日(2.3.4.5.6.7 節)
陳建懿

2/2 日(2.3.4.5.6.7 節)

務、網頁製作實務

、英文閱讀與寫作、實用英文、英

2-1 電腦
教室

流通班

2/6 日(1.2.3.4.5.6 節)
1/31 日(5.6.7 節)

餐旅英文與會話、英文、英文聽講
練習、英文會話、英文文法與句型

2/1 日(5.6.7 節)

2/1 日(1.2.3.4.5.6.7 節)
王梓螢

2/2 日(1.2.3.4 節)
2/5 日(1.2.3.4.5.6.7 節)

文戲劇演練、新聞英文導讀

英文班
1

2/6 日(1.2.3 節)
1/25 日(3.4.5 節)
1/26 日(2.3.4 節)
1/30 日(1.2 節)

餐旅英文與會話、英文、英文聽講
練習、英文會話、英文文法與句型
、英文閱讀與寫作、實用英文、英
文戲劇演練、新聞英文導讀

游于靚

1/31 日(4.5.6.7 節)
2/1 日(3.4.5 節)
2/2 日(2.3.4 節)
2/6 日(1.2 節)
2/7 日(4.5.6.7 節)

英文班
2

全民國防、健康與護理

蔡中泰

包製作、食品微生物、食品加

黃千芳

1/29 日(2.3.4.5.6.7 節)

37

30

132

30

20

30

129

27

中廚三甲

國文班

72

27

動畫二甲

數學班

96

30

觀二甲

餐班

93

30

動畫一甲

餐班 2

1/30 日(2.3.4.5.6.7 節)

汽修一甲

軍護班

微生物實
驗教室

食烘班

1/31 日(2.3.4.5.6.7 節)

指甲彩繪、美髮、美顏、美顏

1/30 日(1.2.3.4.5.6 節)

實務、指甲藝術、男士流行髮

1/31 日(1.2.3.4.5.6 節)

、美髮實務、時尚產業概論、

6

1/26 日(2.3.4.5.6.7 節)

工、食品包裝

型、時尚彩繪設計、男士理髮

18

1/25 日(2.3.4.5.6.7 節)

飲食文化、食品安全與衛生、
中式點心、烘焙食品實習、麵

1/30 日(1.2.3.4.5.6.節)

鄭全易

2/2 日(1.2.3.4.5.6 節)
2/5 日(1.2.3.4 節)

家庭教育、家政概論、服飾概

2/6 日(1.2.3.4 節)

論

2/7 日(1.2.3.4 節)

美顏教室

時尚班

1/29 日(2.3.4.5.6.7 節)
1/30 日(2.3.4.5.6.7 節)

專題製作、色彩概論、電腦繪圖、
展演實務、數位設計實務、藝術與

賴政宏

1/31 日(2.3.4.5.6.7 節)
2/1 日(2.3.4.5.6.7 節)

科技、漫畫、素描、藝術欣賞

3-1 電腦
教室

動畫班

2/2 日(2.3.4.5.6.7 節)
1/31 日(5.6.7 節)
2/1 日(2.3.4.5.6.7 節)
國文、文學賞析

賴貞羽

2/2 日(2.3.4.5.6.7 節)
2/6 日(2.3.4.5.6.7 節)
2/7 日(2.3.4.5.6.7 節)
1/25 日(2.3.4.5.6.7 節)
1/26 日(2.3.4.5.6.7 節)

數學

姚銘義

1/29 日(2.3.4.5.6.7 節)
1/30 日(2.3.4.5.6.7 節)
1/31 日(1.2.3 節)
1/25 日(2.3.4.5.6 節)

餐旅服務、飲料與調酒、蔬果
切雕、進階飲料與調酒、中餐
烹飪、進階餐旅服務技術、餐

1/26 日(2.3.4.5.6 節)
林宛萱

旅概論、餐飲管理

1/29 日(2.3.4.5.6 節)
1/30 日(2.3.4.5.6 節)
2/1 日(2.3.4.5.6 節)
2/2 日(2.3.4.5.6 節)
1/25 日(1.2.3.4 節)

餐旅服務、飲料與調酒、蔬果
切雕、進階飲料與調酒、中餐
烹飪、進階餐旅服務技術、餐
旅概論、餐飲管理

1/26 日(1.2.3.4 節)
莊惠慈

1/29 日(1.2.3.4 節)
1/31 日(1.2.3.4 節)
2/1 日(1.2.3.4 節)
2/2 日(1.2.3.4 節)

2/5 日(1.2.3.4 節)
2/7 日(2.3 節)
音樂、美術

洪梓恩

1/25 日(1.2.3.4.5.6 節)
1/26 日(1.2.3 節)

藝術生

28

9

汽修二甲

18

18

觀階一甲

體育班

23

24

烹階一甲

觀光班

活班

1/26 日(1.2.3.4 節)
1/29 日(5.6.7 節)
體育

陳博楨

1/30 日(1.2.3.4 節)
1/31 日(5.6.7 節)
2/1 日(1.2.3.4 節)
1/25 日(1.2.3.4 節)
1/26 日(1.2.3.4 節)

觀光學概要、旅遊實務、客房
實務、導覽與解說技巧、台灣
觀光資源導論

廖婕妤

1/29 日(1.2.3.4 節)
1/30 日(1.2.3.4 節)
1/31 日(1.2.3.4 節)
2/1 日(1.2.3.4 節)

◎ 依自己重補修科目上課日準時到達，不得任意缺課。若上課日期衝堂者，
請先與任課老師協調後，再告知教學組，其餘不得因個人因素換班，逾期
者視同放棄調整課程，亦不得要求該科目費用延至暑假重補修。
◎ 重補修需「穿著制服」到校，並需維護上課教室環境清潔及財產保管若有
損壞照價賠償，離開時將門窗關好、垃圾自行帶走，亦請任課教師協助督
促。
◎ 授課教師得視課程內容及同學狀況彈性調整上課時段，以上完應授課時數
為原則，若有調整時間或上課地點請知會教學組。
◎ 依自己重補修科目開課日準時到達，缺曠課之規定，按學校德育成績考察
方式辦理。
◎ 請任課教師於課程結束後 3 日內將成績送交教學組，並於校務系統輸入成
績。
◎ 因重補修辦理於假日請學生遵守校規，勿騎乘機車，注意安全，並請家長
協助督促。
◎ 相關訊息請隨時上學校網站查詢 http://www.tdvs.ntct.edu.tw，或請洽 0492553109 分機: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