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定期評量日程表 列印日期：111 / 1 / 3

日期 01月18日星期二 01月19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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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一智 全民國防教育 國語文 地理 英語文+會話 物理 數學 生物 基本電學

電一仁 全民國防教育 國語文 地理 英語文+會話 物理 數學 生物 基本電學

子一智 全民國防教育 國語文 地理 英語文+會話 物理 數學 生物 基本電學

子一仁 全民國防教育 國語文 地理 英語文+會話 物理 數學 生物 基本電學

資一智 全民國防教育 國語文 歷史 英語文+會話 物理 數學 化學 基本電學

資一仁 全民國防教育 國語文 歷史 英語文+會話 物理 數學 化學 基本電學

資一勇 全民國防教育 國語文 歷史 英語文+會話 物理 數學 化學 基本電學

機一智 全民國防教育 國語文 歷史 英語文+會話 物理 實體列印 數學 化學 機械製造

機一仁 全民國防教育 國語文 歷史 英語文+會話 物理 實體列印 數學 化學 機械製造

汽一智 全民國防教育 國語文 地理 英語文+會話 物理 引擎原理 數學 生物 基本電學

汽一仁 全民國防教育 國語文 地理 英語文+會話 物理 引擎原理 數學 生物 基本電學

化一智 全民國防教育 國語文 地理 英語文+會話 物理 數學 生物 普化+有機化學

化一仁 全民國防教育 國語文 地理 英語文+會話 物理 數學 生物 普化+有機化學

園一智 全民國防教育 國語文 歷史 英語文+會話 農業概論 數學+數學演習 農業安全衛生 生物

園一仁 全民國防教育 國語文 歷史 英語文+會話 農業概論 數學+數學演習 農業安全衛生 生物

加一智 全民國防教育 國語文 歷史 英語文+會話 物理 數學+數學演習 化學 食品概論

加一仁 全民國防教育 國語文 歷史 英語文+會話 物理 數學+數學演習 化學 食品概論

綜高101 全民國防教育 物理 國語文 歷史 英語文 健康與護理 地理 公民與社會 數學+數學演習 基礎化學

綜高102 全民國防教育 物理 國語文 歷史 英語文 健康與護理 地理 公民與社會 數學+數學演習 基礎化學

綜高103 全民國防教育 生物 國語文 歷史 英語文 健康與護理 地理 公民與社會 數學+數學演習 基礎化學

綜一智 烘焙概論 語文 地理+公民 健康與護理 數學 服務導論

電二智 電子學 英語文+英文 國語文 健康與護理 數學 電工機械

電二仁 電子學 英語文+英文 國語文 健康與護理 數學 電工機械

子二智 電子學+視聽電子 英語文+英文 國語文 健康與護理 數學 數位邏輯設計

子二仁 電子學+視聽電子 英語文+英文 國語文 健康與護理 數學 數位邏輯設計

資二智 電子學+電子學導論 英語文+英文 國語文 健康與護理 數學 數位邏輯設計

資二仁 電子學+電子學導論 英語文+英文 國語文 健康與護理 數學 數位邏輯設計

資二勇 電子學+電子學導論 英語文+英文 國語文 健康與護理 數學 數位邏輯設計

機二智 機械力學 英語文+英文 國語文 健康與護理 數學 機件原理

機二仁 機械力學 英語文+英文 國語文 健康與護理 數學 機件原理

汽二智 應用力學 英語文+英文 國語文 健康與護理 數學 專業英文 電工電子實習

汽二仁 應用力學 英語文+英文 國語文 健康與護理 數學 專業英文 電工電子實習

化二智 分析化學 英語文+英文 國語文 健康與護理 數學 化工裝置 基礎化工

化二仁 分析化學 英語文+英文 國語文 健康與護理 數學 化工裝置 基礎化工

園二智 造園 英語文+英文 國語文 健康與護理 數學+數學演習 化學

園二仁 造園 英語文+英文 國語文 健康與護理 數學+數學演習 化學

加二智 分析化學 英語文+英文 食品微生物 國語文 健康與護理 數學+數學演習 有機化學 食品加工

加二仁 分析化學 英語文+英文 食品微生物 國語文 健康與護理 數學+數學演習 有機化學 食品加工

綜高201-子 電子學 英語文+英語聽講 國語文 基本電學 數學+數學 數位邏輯設計

綜高201-化 分析化學 英語文+英語聽講 國語文 普通化學 數學+數學 化工裝置 基礎化工

綜高202-園 生物技術概論 英語文+英語聽講 國語文 農業概論 數學+數學 農業安全衛生 生命科學概論

綜高202-自 地球科學 選修化學 選修物理 歷史 國語文+國學導讀 選修生物 英語文+文法與句型 公民與社會 數學+數學A+演練 地理
綜高203-社 地球科學 數學+數學B+演練 歷史學探究 國語文+國學導讀 生物 英語文+文法與句型 公民與社會 區域地理研究

綜二智 事務機器與電腦 國語文+英語文 社會技巧 衛生與安全概論 數學+餐飲應用數學 物理 門市服務概論

電三智 感測器 國語文 英語文+英文 數學統合 公民與社會 電工機械實習 電力電子學

電三仁 電子電路 國語文 英語文+英文 數學統合 公民與社會 電工機械實習 電力電子學

子三智 數位電路系統 國語文 英語文+英文 數學統合 公民與社會 電子電路實習 工業電子學

子三仁 電子儀表 國語文 英語文+英文 數學統合 公民與社會 電子電路實習 基礎電路學

資三智 電子電路 國語文 英語文+英文 數學統合 公民與社會 基本電學進階 電子學進階

資三仁 電子電路 國語文 英語文+英文 數學統合 公民與社會 基本電學進階 電子學進階

資三勇 電子電路 國語文 英語文+英文 數學統合 公民與社會 基本電學進階 電子學進階

機三智 機械材料 國語文 英語文+英文 數學統合 公民與社會 機件原理精進 機械力學進階

機三仁 機械材料 國語文 英語文+英文 數學統合 公民與社會 機件原理精進 機械力學進階

汽三智 汽油噴射引擎 國語文 英語文+英文 數學統合 公民與社會 應用力學精修

汽三仁 汽油噴射引擎 國語文 英語文+英文 數學統合 公民與社會 應用力學精修

化三智 化學原理/化學計算 國語文 英語文+英文 數學統合 公民與社會 化工計算/化工原理

化三仁 化學原理/化學計算 國語文 英語文+英文 數學統合 公民與社會 化工計算/化工原理

園三智 生物技術概論 國語文 英語文+英文 數學統合 公民與社會 深度農業探究 生命科學概論

園三仁 生物技術概論 國語文 英語文+英文 數學統合 公民與社會 深度農業探究 生命科學概論

加三智 果蔬加工 國語文 英語文+英文 數學統合 公民與社會 食品化學與分析

加三仁 果蔬加工 國語文 英語文+英文 數學統合 公民與社會 食品化學與分析

綜高301-子 數位電路系統 古今文選 英語文 工科數學統合 微處理機 電子電路 基礎電路學

綜高301-化 古今文選 英語文 工科數學統合 有機化學 化工材料

綜高302-園 古今文選 英語文 農科數學統合 農業概論進階 生物進階

綜高303-自

綜高303-社

綜高304-社

綜三智 生活管理 國語文+英語文 職業教育

備註：
1．因故未參加定期考試的同學，請提前向教務處申請補考，請病假須附就醫證明，逾期不予受理。

2．根據本校學生考試規則，考試開始40分鐘內不得交卷離場。

3．綜高201、綜高202、綜高301及綜高303皆採併班施測，留於原班教室應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