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二、三、四年級合班 二、三、四年級合班 二、三、四年級合班 二、三、四年級合班 二、三、四年級合班

籃球(合班) 李永祥 籃球(合班) 李永祥 籃球(合班) 李永祥 籃球(合班) 李永祥 桌球(合班) 陳益祥 健行登山(合班) 歐陽台生

高爾夫 (合班) 莊文風 高爾夫 (合班) 麥吉誠 棒壘球(合班) 康正男

綜合體育PE1423321 葉翰霖

(課程時間2.3節，詳如備註6)

四年制 三年級 四年制 三年級 四年制 三年級 四年制 三年級 四年制 三年級
(工管.企管.資管.管理學士.外

語)(二技企管.資管.外語三)
(電機.建築.設計.應科學程）

(材料.化工.全球發展) (二技工

管三)
(機械.營建.全球發展） (電子.資工.先進科技)

網球PE111B013 楊正群 網球PE111B023 李香枝 網球PE111B033 李加耀 網球PE111B043 李加耀 網球PE111B053 李香枝 健行登山(合班) 歐陽台生

羽球PE112B013 陳儷今 羽球PE112B023 陳儷今 羽球PE112B033 陳儷今 羽球PE112B043 陳儷今 桌球PE113B053  高文璽 

桌球PE113B013 黃丞薇 桌球PE113B023 鍾淮蓁 桌球PE113B033 高文璽 桌球PE113B043 陳益祥 排球PE115B053 周宗豪

籃球PE114B013李永祥 籃球PE114B023 李永祥 籃球PE114B033 陳忠誠 籃球PE114B043 李永祥 游泳PE116B053 姜茂勝

排球PE115B013 周宗豪 排球PE115B023  周宗豪 游泳PE116B033 陳建賓 排球PE115B043 周宗豪 重量訓練PE139B053 陳忠誠

游泳PE116B013 簡桂彬 游泳PE116B023 陳建賓 棒壘球PE140B033 康正男 游泳PE116B043 姜茂勝

足球PE128B013 陳佳慧 足球PE128B023 陳佳慧

流行舞蹈PE133B013黃玉安 瑜珈PE130B023 賴芳貞

四年制 二年級 四年制 二年級 四年制 二年級 四年制 二年級 四年制 二年級
(工管.企管.資管.管理學士.外

語）
(電子.資工.建築) (材料.化工.全球發展) (電機.設計.應科學程）

(機械.營建.先進科技.全球發

展）

網球PE111B012 楊正群 網球PE111B022 楊正群 網球PE111B032 楊正群 羽球PE112B042 鄭元龍 桌球PE113B052 黃丞薇

羽球PE112B012 莊文風 羽球PE112B022 陳儷今 羽球PE112B032 鍾淮蓁 籃球PE114B042 Sean 籃球PE114B052 陳忠誠

桌球PE113B012 孫千嵐 桌球PE113B022 鍾淮蓁 桌球PE113B032 孫千嵐 游泳PE116B042 江秀春 排球PE115B052 周宗豪

排球PE115B012  周宗豪 籃球PE114B022 Sean 排球PE115B032 王明鴻 木球PE123B042 翁啟祥 游泳PE116B052 許君恆

游泳PE116B012 陳建賓 排球PE115B022 周宗豪 初級水球PE141B032 陳建賓 足球PE128B042 陳佳慧  木球PE123B052 蘇彥銘

足球PE128B012 陳佳慧 重量訓練PE139B022 陳忠誠 瑜珈PE130B042 賴芳貞 撞球PE127B052 周庭棟

瑜珈PE130B012 高麗芳 初級水球PE141B022 陳建賓 流行舞蹈PE133B052 莫嵐蘭

四年制 一年級 四年制 一年級 四年制 一年級 四年制 一年級 四年制 一年級
(工管.企管.資管.管理學士.外

語.全校不分）

(電子.資工.電資學士.全校不

分 )

(材料.化工.全球發展.全校不

分)

(機械.營建.工程學士.全球發

展.先進科技.全校不分）

(電機.建築.設計.電資學士.全

校不分）

網球PE111B011 麥吉誠 網球PE111B021 楊正群 網球PE111B031 楊正群 網球PE111B041 楊正群 網球PE111B051 楊正群

羽球PE112B011 鄭元龍 籃球PE114B021 陳忠誠 桌球PE113B031 孫千嵐 排球PE115B041 吳喜智 籃球PE114B051 陳忠誠

桌球PE113B011 孫千嵐 排球PE115B021 吳喜智 籃球PE114B031 陳忠誠 游泳PE116B041 江秀春 游泳PE116B051 許君恆

籃球PE114B011 Sean 游泳PE116B021 陳建賓 排球PE115B031 王明鴻 木球PE123B041 翁啟祥  木球PE123B051 蘇彥銘

排球PE115B011 周宗豪 法式滾球PE124B021 王國連 游泳PE116B031 陳建賓 法式滾球PE124B041 王國連 法式滾球PE124B051 簡桂彬

游泳PE116B011 陳建賓 足球PE128B021 陳佳慧 法式滾球PE124B031 簡桂彬 瑜珈PE130B041 高麗芳 撞球PE127B051 周庭棟

法式滾球PE124B011 簡桂彬 足球PE128B041 陳佳慧 足球PE128B051 陳佳慧

足球PE128B011 陳佳慧 重量訓練PE139B041 陳忠誠 流行舞蹈PE133B051 莫嵐蘭

流行舞蹈PE133B011  黃玉安

附註：

4.各系分配名額於加退選時若課程總額已滿，則改採授權碼選課。

第7節

14:20~

15:10

第9節

16:30~

17:20

第10節

17:30~

18:20

1.二年制三年級及四年制一、二、三年級為全學年必修課程，0學分；各班選課人數設限請參閱「體育必修課程人數分配表」。

2.體育合班課程選課對象及辦法，請參閱「體育合班課程代碼表」。

3.必修課程為全學年必修，特殊情況須經體育室同意辦理人工加退選。運動代表隊課程代碼及人工加退選請洽各教練查詢再辦理選課。

5.體育課程上課地點詳見體育室網站公告。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體育課程時間表 2021/4/8 14:07

第1節

08:10~

09:00

6.綜合體育課程授課對象：

(1)本校身心障礙學生(由諮輔組轉介)。

(2)當學期因病或意外不適修習一般體育課程同學(需出具醫師證明)。

人數上限：15人(授課對象(1)為優先錄取，若有缺額則開放對象(2)同學申請，並由體育室課程委員會進行資格審查)。

三、四年級合班

第2節

09:10~

10:00

第3節

10:20~

11:10

三、四年級合班

第4節

11:20~

12:10

第6節

13:20~

1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