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二) 8月30日星期㇐ 8月31日星期二 9月1日星期三 9月2日星期四 9月3日星期五 9月4日星期六

9:00-9:30 國小㇐年級生活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康軒

國小㇐年級生活

9:30-10:00 國小二年級生活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真平

國小二年級生活

10:00-10:30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康軒

國小㇐年級健體

10:30-11:00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真平

國小二年級健體

11:00-11:30 國小三年級數學 國小四年級數學 國小三年級數學

11:30-12:00 國小㇐年級本土(閩南語)-康軒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康軒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康軒

14:00-14:30 國小㇐年級本土(閩南語)-真平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真平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真平

14:30-15:00 國小二年級本土(閩南語)-康軒 國小五年級數學 國小四年級數學
15:00-15:30 國小二年級本土(閩南語)-真平 國小六年級數學 國小五年級數學
15:30-16:00 國小三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四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六年級數學
16:00-16:30 國小三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四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五年級國語-翰林
16:30-17:00 國小三年級國語-南㇐ 國小四年級國語-南㇐ 國小五年級國語-康軒
日期(二) 9月6日星期㇐ 9月7日星期二 9月8日星期三 9月9日星期四 9月10日星期五 2021/9/11(補班)
9:00-9:30 國小㇐年級生活 國小五年級國語-南㇐ 國小六年級數學 國小六年級英語 國小六年級國語-康軒

9:30-10:00 國小二年級生活 國小六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五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康軒

國小六年級國語-南㇐

10:00-10:30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六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五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真平

國小㇐年級英語

10:30-11:00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六年級國語-南㇐ 國小五年級國語-南㇐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康軒

國小二年級英語

11:00-11:30 國小三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康軒

國小㇐年級本土(閩南語)-康軒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真平

國小㇐年級健體

11:30-12:00 國小三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真平

國小㇐年級本土(閩南語)-真平 國小三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二年級健體

14:00-14:30 國小三年級國語-南㇐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康軒

國小二年級本土(閩南語)-康軒 國小三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三年級數學

14:30-15:00 國小四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真平

國小二年級本土(閩南語)-真平 國小三年級國語-南㇐ 國小㇐年級生活

15:00-15:30 國小四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三年級數學 國小三年級英語 國小四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二年級生活
15:30-16:00 國小四年級國語-南㇐ 國小四年級數學 國小四年級英語 國小四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四年級數學
16:00-16:30 國小五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四年級國語-南㇐ 國小五年級數學
16:30-17:00 國小五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五年級數學 國小五年級英語 國小六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六年級數學
日期(三) 9月13日星期㇐ 9月14日星期二 9月15日星期三 9月16日星期四 9月17日星期五 9月18日星期六
9:00-9:30 國小㇐年級生活 國小五年級國語-南㇐ 國小四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三年級數學 國小㇐年級健體

9:30-10:00 國小二年級生活 國小六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四年級國語-南㇐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康軒

10:00-10:30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六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五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二年級本土(閩南語)-真平

10:30-11:00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六年級國語-南㇐ 國小五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四年級數學 國小四年級數學
11:00-11:30 國小三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年級生活 國小五年級國語-南㇐ 國小五年級數學 國小五年級數學

11:30-12:00 國小三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二年級生活 國小六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六年級數學 國小六年級數學

14:00-14:30 國小三年級國語-南㇐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六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年級生活 國小一年級健體-運動
14:30-15:00 國小四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六年級國語-南㇐ 國小二年級生活 國小四年級國語-康軒

15:00-15:30 國小四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三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康軒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一年級健體運動

15:30-16:00 國小四年級國語-南㇐ 國小三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真平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年級本土(閩南語)-康軒

16:00-16:30 國小五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三年級國語-南㇐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康軒

國小三年級數學 國小㇐年級本土(閩南語)-真平

16:30-17:00 國小五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四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真平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康軒

國小二年級本土(閩南語)-康軒

日期(四) 2021/9/20(中秋節連假) 2021/9/21(中秋節連假) 9月22日星期三 9月23日星期四 9月24日星期五 9月25日星期六

9:00-9:30 國小二年級本土(閩南語)-真平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年級生活 國小五年級國語-南㇐ 國小五年級數學

9:30-10:00 國小三年級英語 國小四年級數學 國小二年級生活 國小六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六年級數學

10:00-10:30 國小㇐年級英語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康軒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六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年級本土(閩南語)-康軒

10:30-11:00 國小二年級英語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真平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六年級國語-南㇐ 國小㇐年級本土(閩南語)-真平

11:00-11:30 國小四年級英語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康軒

國小三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康軒

國小二年級本土(閩南語)-康軒

11:30-12:00 國小五年級英語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真平

國小三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真平

國小二年級本土(閩南語)-真平

14:00-14:30 國小六年級英語 國小五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三年級國語-南㇐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康軒

國小三年級國語-翰林

14:30-15:00 國小五年級數學 國小五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四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真平

國小三年級國語-康軒

15:00-15:30 國小六年級數學 國小五年級國語-南㇐ 國小四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三年級數學 國小三年級國語-南㇐
15:30-16:00 國小㇐年級生活 國小六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四年級國語-南㇐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四年級國語-翰林
16:00-16:30 國小二年級生活 國小六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五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四年級國語-康軒
16:30-17:00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六年級國語-南㇐ 國小五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四年級數學 國小四年級國語-南㇐
日期(五) 9月27日星期㇐ 9月28日星期二 9月29日星期三 9月30日星期四 10月1日星期五 10月2日星期六

9:00-9:30 國小五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三年級國語-南㇐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三年級國語-南㇐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康軒

9:30-10:00 國小五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四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四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真平

10:00-10:30 國小五年級國語-南㇐ 國小四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三年級數學 國小四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三年級數學
10:30-11:00 國小六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四年級國語-南㇐ 國小四年級數學 國小四年級國語-南㇐ 國小㇐年級健體
11:00-11:30 國小六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五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五年級數學 國小五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二年級健體
11:30-12:00 國小六年級國語-南㇐ 國小五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六年級數學 國小五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四年級數學

14:00-14:30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康軒

國小五年級國語-南㇐ 國小㇐年級生活 國小五年級國語-南㇐ 國小五年級數學

14:30-15:00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真平

國小六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二年級生活 國小六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六年級數學

15:00-15:30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康軒

國小六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六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年級本土(閩南語)-康軒

15:30-16:00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真平

國小六年級國語-南㇐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六年級國語-南㇐ 國小㇐年級本土(閩南語)-真平

16:00-16:30 國小三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年級生活 國小三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康軒

國小二年級本土(閩南語)-康軒

16:30-17:00 國小三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二年級生活 國小三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真平

國小二年級本土(閩南語)-真平

日期(六) 10月4日星期㇐ 10月5日星期二 10月6日星期三 10月7日星期四 10月8日星期五 10月9日星期六
9:00-9:30 國小三年級數學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四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三年級數學 國小三年級國語-南㇐
9:30-10:00 國小㇐年級生活 國小四年級數學 國小四年級國語-南㇐ 國小㇐年級生活 國小四年級國語-翰林
10:00-10:30 國小二年級生活 國小五年級數學 國小五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二年級生活 國小四年級國語-康軒
10:30-11:00 國小四年級數學 國小六年級數學 國小五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四年級數學 國小四年級國語-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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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30 國小五年級數學 國小㇐年級本土(閩南語)-康軒 國小五年級國語-南㇐ 國小五年級數學 國小五年級國語-翰林

11:30-12:00 國小六年級數學 國小㇐年級本土(閩南語)-真平 國小六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六年級數學 國小五年級國語-康軒

14:00-14:30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康軒

國小二年級本土(閩南語)-康軒 國小六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年級生活 國小五年級國語-南㇐

14:30-15:00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真平

國小二年級本土(閩南語)-真平 國小六年級國語-南㇐ 國小二年級生活 國小六年級國語-翰林

15:00-15:30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康軒

國小三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康軒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六年級國語-康軒

15:30-16:00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真平

國小三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真平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六年級國語-南㇐

16:00-16:30 國小三年級數學 國小三年級國語-南㇐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康軒

國小三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年級生活

16:30-17:00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四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真平

國小三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二年級生活

日期(七) 2021/10/11(國慶日連假) 10月12日星期二 10月13日星期三 10月14日星期四 10月15日星期五 10月16日星期六
9:00-9:30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六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年級本土(閩南語)-康軒 國小㇐年級生活 國小六年級國語-南㇐

9:30-10:00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六年級國語-南㇐ 國小㇐年級本土(閩南語)-真平 國小二年級生活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康軒

10:00-10:30 國小三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康軒

國小二年級本土(閩南語)-康軒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真平

10:30-11:00 國小三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真平

國小二年級本土(閩南語)-真平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康軒

11:00-11:30 國小三年級國語-南㇐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康軒

國小三年級英語 國小三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真平

11:30-12:00 國小四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四縣腔)-
真平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三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三年級數學

14:00-14:30 國小四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三年級數學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三年級國語-南㇐ 國小㇐年級生活
14:30-15:00 國小四年級國語-南㇐ 國小㇐年級生活 國小㇐年級英語 國小四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二年級生活
15:00-15:30 國小五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二年級生活 國小二年級英語 國小四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四年級數學
15:30-16:00 國小五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四年級數學 國小四年級英語 國小四年級國語-南㇐ 國小五年級數學
16:00-16:30 國小五年級國語-南㇐ 國小五年級數學 國小五年級英語 國小六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六年級數學

16:30-17:00 國小六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六年級數學 國小六年級英語 國小六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年級本土(閩南語)-康軒

日期(八) 10月18日星期㇐ 10月19日星期二 10月20日星期三 10月21日星期四 10月22日星期五 10月23日星期六

9:00-9:30 國小㇐年級本土(閩南語)-真平 國小三年級數學 國小二年級生活 國中八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八年級國文-康軒

9:30-10:00 國小二年級本土(閩南語)-康軒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年級健體 國中八年級國文-康軒 國中八年級國文-南㇐

10:00-10:30 國小二年級本土(閩南語)-真平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中八年級國文-南㇐ 國中八年級英文

10:30-11:00 國小㇐年級健體 國小㇐年級生活 國小三年級國語-翰林 國中八年級英文 國中九年級數學
11:00-11:30 國小二年級健體 國小二年級生活 國小三年級國語-康軒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九年級數學
11:30-12:00 國小五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四年級數學 國小三年級國語-南㇐ 國中七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九年級數學
14:00-14:30 國小五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五年級數學 國小一年級英語 國中七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八年級國文-翰林
14:30-15:00 國小五年級國語-南㇐ 國小六年級數學 國小二年級英語 國中七年級英文 國中八年級國文-康軒

15:00-15:30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康軒

國小六年級國語-翰林 國小三年級英語 國中八年級英文 國中八年級國文-南㇐

15:30-16:00 國小㇐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真平

國小六年級國語-康軒 國小四年級英語 國中九年級英文 國中七年級英文

16:00-16:30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康軒

國小六年級國語-南㇐ 國小五年級英語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八年級英文

16:30-17:00 國小二年級本土(客語海陸腔)-
真平

國小㇐年級生活 國小六年級英語 國中八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九年級英文

日期(九) 10月25日星期㇐ 10月26日星期二 10月27日星期三 10月28日星期四 10月29日星期五 10月30日星期六
9:00-9:30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八年級英文 國中九年級英文 國中七年級國文-翰林
9:30-10:00 國中七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七年級國文-康軒
10:00-10:30 國中七年級國文-康軒 國中七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八年級英文 國中七年級英文 國中七年級國文-南㇐
10:30-11:00 國中七年級國文-南㇐ 國中七年級國文-康軒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八年級國文-翰林
11:00-11:30 國中八年級英文 國中七年級國文-南㇐ 國中七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七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九年級國文
11:30-12:00 國中七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八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七年級國文-康軒 國中七年級國文-康軒 國中八年級英文
14:00-14:30 國中八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八年級國文-康軒 國中七年級國文-南㇐ 國中八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九年級數學
14:30-15:00 國中八年級國文-康軒 國中八年級國文-南㇐ 國中八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九年級國文 國中八年級英文
15:00-15:30 國中八年級國文-南㇐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八年級國文-康軒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九年級數學
15:30-16:00 國中九年級國文 國中七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八年級國文-南㇐ 國中八年級英文 國中七年級國文-翰林
16:00-16:30 國中八年級英文 國中八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九年級國文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七年級國文-南㇐
16:30-17:00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七年級英文 國中八年級英文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八年級國文-翰林
日期(十) 11月1日星期㇐ 11月2日星期二 11月3日星期三 11月4日星期四 11月5日星期五 11月6日星期六
9:00-9:30 國中八年級國文-康軒 國中八年級英文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八年級國文-南㇐ 國中七年級國文-南㇐
9:30-10:00 國中八年級國文-南㇐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七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九年級國文 國中八年級國文-翰林
10:00-10:30 國中七年級英文 國中七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七年級國文-康軒 國中八年級英文 國中八年級國文-康軒
10:30-11:00 國中八年級英文 國中八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八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八年級國文-南㇐
11:00-11:30 國中九年級英文 國中八年級國文-康軒 國中八年級國文-南㇐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九年級數學
11:30-12:00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八年級國文-南㇐ 國中七年級英文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八年級英文
14:00-14:30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七年級英文 國中八年級英文 國中七年級英文 國中七年級國文-翰林
14:30-15:00 國中七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八年級英文 國中九年級英文 國中八年級英文 國中七年級國文-康軒
15:00-15:30 國中七年級國文-康軒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八年級英文 國中九年級英文 國中七年級國文-南㇐
15:30-16:00 國中八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七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九年級數學 國中八年級國文-翰林
16:00-16:30 國中八年級國文-南㇐ 國中八年級英文 國中七年級國文-康軒 國中七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八年級國文-康軒
16:30-17:00 國中九年級國文 國中九年級英文 國中八年級國文-翰林 國中七年級國文-康軒 國中八年級國文-南㇐
日期(十㇐) 11月8日星期㇐ 11月9日星期二 11月10日星期三 11月11日星期四 11月12日星期五 11月13日星期六
9:00-9:30 國中九年級數學
9:30-10:00 國中八年級英文
10:00-10:30 國中九年級數學
10:30-11:00 國中九年級國文
11:00-11:30 國中八年級英文
11:30-12:00 國中九年級英文
14:00-14:30 國中九年級數學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