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名稱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綜高一忠 歷史 英文 數學 ＊地理 ＊國文 體育 法律與生活 美術

觀光一忠 體育 英文文法 數學 數學 多媒體製作 多媒體製作 餐旅英文與會話 ＊餐旅服務

觀光一孝 餐旅概論 國文 國文 英文 生涯規劃 餐旅服務 餐旅服務 餐旅服務

餐飲一忠 食物學 生涯規劃 健康與護理 國文 餐旅概論 數學 英文 英文

餐飲一孝 計算機概論 食物學 地理 英文 生涯規劃 餐旅概論 數學 ＊國文

餐飲一仁 體育 英文文法 數學 數學 中餐製作 中餐製作 中餐製作 中餐製作

廣設一忠 體育 國文 基礎圖學 基礎圖學 ＊圖文組版 創意思考與訓練 色彩原理 英文文法

機電一忠 氣壓實習 氣壓實習 氣壓實習 ＊氣壓丙級 美術 歷史 英文文法 國文

汽車一忠 英文文法 國文 國文 創意思考與訓練 機電識圖及實習 動力機械概論 體育 數學

汽車一孝 動力機械概論 機電識圖及實習 數學 數學 基礎生物 全民國防教育 歷史 體育

汽車一仁 全民國防教育 動力機械概論 汽車專業英文 汽車專業英文 引擎原理及實習 引擎原理及實習 引擎原理及實習 引擎原理及實習

電機一忠 英文 國文 國文 體育 健康與護理 基礎生物 基礎生物 基本電學

電機一孝 基本電學實習 基本電學實習 基本電學實習 基礎配電實習 基礎配電實習 基礎配電實習 英文文法 國文

電子一忠 體育 國文 基本電學 基本電學 基礎電子實習 基礎電子實習 基礎電子實習 英文文法

資訊一忠 資訊技術實習 資訊技術實習 資訊技術實習 基礎生物 數學 數學 ＊基本電學 體育

綜高二忠 公民與社會 英文文法 英文文法 歷史 數學 數學 ＊國防通識 生物

觀光二忠 飲料與調酒 飲料與調酒 飲料與調酒 日文與會話 休閒遊憩概要 國文 當代軍事科技 基礎化學

餐飲二忠 國文 餐旅服務 餐旅服務 ＊餐旅服務 體育 體育 美術 餐飲與科學

餐飲二孝 體育 體育 創作構思與發明 餐旅英文與會話 國文 數學 英文 英文

廣設二忠 數學 創作構思與發明 英文句型 設計素描 設計素描 設計素描 設計概論 生涯規劃

機電二忠 機械電學實習 公民與社會 英文 英文 國文 國文 數學 創作構思與發明

汽車二忠 當代軍事科技 數學 大型重型機車維修 大型重型機車維修 汽車原理 國文 英文 機件原理

汽車二孝 ＊英文 公民與社會 體育 體育 數學 數學 創作構思與發明 汽車材料

汽車二仁 汽車材料 ＊日文 汽車原理 ＊英文 機件原理 機件原理 國文 公民與社會

電機二忠 體育 體育 ＊日文 數學 電子學 電子學 國語文聲情鑑賞 ＊英文

電機二孝 電工機械 當代軍事科技 體育 體育 國文 國文 ＊英文 電子學

電子二忠 電子學實習 電子學實習 電子學實習 國文 基礎化學 美術 電子學 ＊英文

資訊二忠 程式設計實習 程式設計實習 程式設計實習 國語文聲情鑑賞 創作構思與發明 英文 數學 數學

資訊二孝 電子學實習 電子學實習 電子學實習 國文 基礎化學 美術 電子學 ＊英文

綜高三忠 數學 數學 國文 國文 體育 ＊國防通識 英文 英文

觀光三忠 西餐烹飪實習 西餐烹飪實習 ＊採購學 英文 觀光地理概論 國文 國文 旅館管理

觀光三孝 領團實務 英文 臺灣現代文選 ＊應用數學 專題製作 專題製作 專題製作 體育

餐飲三忠 應用數學 團體膳食 團體膳食 團體膳食 創意菜單設計 採購學 國文 ＊餐旅服務

餐飲三孝 採購學 菜單設計 菜單設計 餐旅英文與會話 體育 國文 國文 ＊應用數學

餐飲三仁 ＊應用數學 應用數學 英文閱讀 餐旅英文與會話 團體膳食 團體膳食 團體膳食 國文

廣設三忠 作品集製作 作品集製作 體育 戰爭啟示錄 臺灣現代文選 設計實務 英文閱讀 廣告設計

機電三忠 臺灣現代文選 體育 微積分進階 微積分進階 地理 機件原理進階 機件原理進階 英文閱讀

汽車三忠 微積分進階 英文閱讀 汽車空調原理 汽車空調原理 汽車電系 汽油噴射引擎實習 汽油噴射引擎實習 專題製作

汽車三孝 臺灣現代文選 體育 微積分進階 微積分進階 地理 汽車電系 汽車空調原理 英文閱讀

電機三忠 體育 英文閱讀 專題製作 專題製作 專題製作 專題製作 臺灣現代文選 ＊數學

電機三孝 電子學進階 電子學進階 基本電學進階 基本電學進階 體育 公民與社會 電工法規 ＊電工機械

電子三忠 ＊基本電學 單晶片實習 單晶片實習 單晶片實習 體育 公民與社會 基本電學進階 基本電學進階

資訊三忠 戰爭啟示錄 英文 英文 微積分進階 電子電路實習 電子電路實習 電腦輔助設計 臺灣現代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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