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別 年級 科目名稱 考　試　範　圍 命題教師

綜高一年級 三民第一冊第2、4、6、8、10課(國注10%、單選40%、複選20%、閱測10%、作文10%) 洪君萍

綜高二年級 三民第三冊第1、4、6、9、13、14課(國注10%、單選56%、複選24%、閱測10%) 洪君萍

綜高三年級 三民第五冊第1、2、4、6、8、12課(單選50%、複選24%、閱測10%、短文16%) 洪君萍

職科一年級 東大第一冊樂府詩選、貧賤夫妻、夢溪筆談(國注10%、默書20%、單選40%、閱測16%、作文14%) 陳萱庭

職科二年級 東大第三冊詞選、出師表、春夜宴從第(國注20%、默書10%、單選55%、作文15%) 張元懷

職科三年級 東大第五冊大山大河大橋、諫逐客書、碑海記遊、文教(選擇70%、配合6%、作文24%) 魏映晴

綜高三年級 應用文 搶救國文大作戰1~15回(單選50%、複選24%、閱測10%、短文16%) 洪君萍

職科一年級 閱讀指導 東大第一冊L1~L6(字音字形20%、選擇60%、寫作20%) 黃毓珮

職科二年級 國語文聲情鑑賞 東大第二冊L1、L3、L4、L5、L7(國注20%、選擇54%、作文20%、配合6%) 魏映晴

職科三年級 臺灣現代文選 東大第一冊、模擬卷1、2回(選擇76%、寫作24%) 許惠玲

綜高一年級 B1、Unit 6&8 蘇　芸

綜高二年級 B3、Unit 9 - 12 廖嘉玲

綜高三年級 大考英文搖分數 Review 12、13、14 蘇　芸

職科一年級 B1、Unit 6&8 簡竹屏

職科二年級 五項全能Unit 3(全)；Unit 5對話 廖嘉玲

職科三年級 Super 7&8 第一大題、第五大題(全)；第二大題 1-5 蘇　芸

綜高二年級 英文文法 第四次抽測範圍 廖嘉玲

綜高三年級 英文句型 第四次抽測範圍 蘇　芸

職科一年級 英文文法 第四次抽測範圍 鄒靜慈

商科二年級 英語聽講 第四次抽測範圍 馮秀儀

工科二年級 英文聽力 第四次抽測範圍 馮秀儀

職科三年級 英文翻譯 第四次抽測範圍 簡竹屏

觀二忠/餐二忠、孝、仁 餐旅英文與會話 第一冊L6~L8 許怡禎

餐三忠、孝 餐旅英文與會話 第三冊L7~L9 許怡禎

綜高一年級 2-6、3-1~3-3 柯仲連

綜高二年級 3-1~3-4 朱時彥

綜高三年級 全四冊 朱時彥

商科一年級 3-1~3-4 曾文欣

商科二年級 2-5~2-8 柯仲連

工科一年級 2-6,3-1~3-3 柯仲連

工科二年級 4-1~4-8 趙錦綢

商科三年級 應用數學 CH8~CH10 鍾育庭

工科三年級 三角函數進階 CH8、CH11~CH12 謝東崟

綜高二年級 數學演習 3-1~3-4 朱時彥

綜高三年級 數學演習 全四冊 朱時彥

商科二年級 數學運算 2-5~2-8 柯仲連

觀光三 日文與會話 期末考相同 王俐媛

照二忠/觀二忠 日文與會話 期末考相同 王俐媛/張秀慧

二年級 日文 期末考相同 楊嘉貞/張秀慧

三年級 日文 期末考相同 楊嘉貞/張秀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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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高二年級 計算機概論 CH3 汪慶珍

一年級 健康與護理 CH1~CH10 莊易達

照二忠/廣二忠/汽車二/機電二忠 基礎化學 期末考相同 張丕白

綜高一年級 化學 期末考相同 宮甫辰

綜高二年級 化學 期末考相同 宮甫辰

綜高三年級 選修化學 基礎化學I、II 林大仁

綜高二年級 生物 CH4~6 莊易達

綜高三年級 選修生物 CH1~6 莊易達

觀二忠/照二忠/餐飲二 基礎物理 基礎物理(A) 全冊 劉憲聰

綜高二年級 物理 基礎物理(II)上 林大仁

綜高三年級 選修物理 基礎物理(I)、(II) 林大仁

綜高一年級 歷史 歷史(I) 謝志緯

綜高二年級 歷史 歷史(III) 謝志緯

綜高三年級 選修歷史 歷史(IV) 謝志緯

電機二忠/電資二忠 地理 期末考相同 林芬郁

綜高一年級 地理 地理(I) 7~9章 廖秀絹

綜高二年級 地理 地理(III) 11~14章 廖秀絹

綜高三年級 選修應用地理 地理 1~4冊全 廖秀絹

綜高一年級 公民與社會 公民(I) 5~6章 陳彥光

綜高二年級 公民與社會 公民(III) 6~8章 陳彥光

綜高三年級 選修公民與社會 公民 1~4冊全 陳彥光

職科一年級 創意思考與訓練 第一章~第三章 張丕白

職科二年級 創作構思與發明 (無餐二忠/照二忠) 第七章~第九章 張丕白

綜高一年級 生涯規劃 期末考相同 高　華

職科一年級 生涯規劃 (無廣一忠)期末考相同 高　華

工科三年級 生涯規劃 期末考相同 高　華

一年級 全民國防教育 與期末考同 林建志

三年級 野外求生 第一章~第三章 孫謂乾

一年級 體育 體育常識 李正達

二年級 體育 體育常識 李正達

三年級 體育 體育常識 李正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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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級 觀光餐旅業導論 全 鄭惠文

一年級 餐飲服務技術 CH5~6 呂秋雲

一年級 房務實務 全 林書婷

一年級 航空業務實務 SABRE 1-1~1-2 江寶羚

一年級 國際禮儀 CH6、CH11、CH12 江寶羚

二年級 休閒遊憩概要 第二部 四、八 江寶羚

二年級 餐旅服務 CH13~CH15 呂秋雲/鄭惠文

二年級 餐飲實務 遊程規劃 林書婷

二年級 觀光行政與法規 SABRE 1-1~1-2 江寶羚

二年級 飲料與調酒 CH3~CH4 王鈺婷

三年級 旅館管理 餐飲服務全 林書婷

三年級 客房實務 餐飲服務全 林書婷

三年級 旅遊實務 餐旅概論全 林書婷

三年級 導遊實務 飲料調製全 林書婷

三年級 旅程規劃實務 餐旅概論全 林書婷

三年級 中餐烹飪實習 全 李健民

三年級 創意專題製作 小論文全 林書婷

三年級 觀光地理概論 飲料調製全 林書婷

一年級 中餐亨調實習 檢定項目1~6章 呂秋雲

一年級 觀光餐旅業導論 全 鄭惠文

一年級 餐飲服務技術 CH5~CH6 高淑婷/呂秋雲

一年級 蔬果切雕實務 全 李健民

餐飲一孝 中餐烹調實習 檢定項目1~6章 呂秋雲

餐飲一孝 蔬果切雕實務 全 李健民

二年級 餐旅服務 CH13~CH15(二忠、二仁) 呂秋雲/鄭惠文

二年級 飲料與調酒 CH3術科全 王鈺婷

二年級 色彩學 中麵丙級題庫全 呂秋雲/鄭惠文

二年級 烘焙 烘焙檢定全 高淑婷/鄭惠文

二年級 中式點心 中麵丙級題庫全 呂秋雲/鄭惠文

餐飲二忠 創意餐具設計 全 林永三

三年級 餐飲衛生安全 結論篇、餐飲篇 鄭惠文

三年級 專題製作 全 高淑婷

餐飲三忠 物料管理 餐飲服務1~12章 高淑婷

三年級 創意菜單設計 CH5~CH7 張倩怡

三年級 日本料理 全 王鈺婷

三年級 團體膳食 全 李健民

三年級 蛋糕裝飾 烘焙丙檢全 高淑婷

三年級 菜單設計 CH9~CH12 呂秋雲

餐飲三孝 飲料管理 CH1-1~CH5-1 張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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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級 食物學 CH3 王鈺婷

一年級 嬰幼兒照護實務 CH3-2~CH4 莊易達

一年級 色彩概論 第五、六章 李明彥

一年級 銀髮族體適能 失智與酒隱，跌倒足部醫護理整體醫學、藥物與老人 蔡佩玲

一年級 多媒材創作實務 全 王鈺婷

一年級 家政概論 CH5~CH6 莊易達

二年級 長期照顧概論 CH9~CH12 莊易達

二年級 家政概論 CH5~CH6 莊易達

二年級 養生中餐製作 全 王鈺婷

綜一忠/廣一忠 美術 浮世繪插畫設計 李明彥

商科二/電機二忠/電資二忠 美術 浮世繪插畫設計 李明彥

一年級 繪畫基礎實習 靜物素描、瓶子、手套、花、蛋糕 李明彥

一年級 基本設計實習 點、線、面構成 張浩峯

一年級 基礎圖學實習 第五章正投影 黃志成

一年級 數位插畫 怪獸角色設計 張浩峯

二年級 設計與生活 生活用具設計圖 李明彥

二年級 造形原理 第三章 造型的要素 黃志成

二年級 數位設計基礎 設計工作室 LOGO 張浩峯

二年級 數位影像處理 紅包袋設計 張浩峯

二年級 設計素描 鳳梨、酒瓶 李明彥

二年級 印刷設計 繪馬設計 黃志成

二年級 設計繪畫 精細水彩插畫 李明彥

三年級 專題製作 美食展海報設計 張浩峯

三年級 設計實務 剖視圖 黃志成

三年級 廣告設計 DM封面設計 張浩峯

三年級 作品集製作 作品集A4封面設計 張浩峯

三年級 動畫設計 設計及創意的相關技術 黃志成

三年級 繪畫 電影海報設計 李明彥

三年級 網頁設計 個人網站設計 黃志成

一年級 機械製造 第一冊 4~6 蘇鴻裕

一年級 機械製圖實習 第一冊 1~6 黃立文

一年級 機械基礎實習 1~4章 吳政育

一年級 模型製作實習 6~7章 郭巾萍

二年級 單晶片控制實習 4~6章 吳政育

二年級 機械力學 7~8章 陳敬義

二年級 基本電學 1~5章 黃立文

二年級 力學進階 7~8章 陳敬義

二年級 電腦輔助繪圖實習 電繪丙級學科全 郭巾萍

二年級 車床實習 4~6章 吳政育

三年級 自動控制 7~8章 吳政育

三年級 專題製作 CH5 林聖偉

三年級 數值控制機械實習 G-Code指令，機件原理(上)(下)冊全 黃立文

三年級 機械力學進階 第一冊 1~8章(全) 第二冊 9~12章 黃立文

三年級 機電整合實習 機電整合丙級學科全 吳政育

三年級 機械材料 5~6章 郭巾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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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級 引擎原理 6~7章 余明雄

一年級 基礎機車實習 全 陳昱宇

一年級 機械工作法及實習 全 陳昱宇

一年級 機器腳踏車基礎實習 全 陳昱宇

二年級 應用力學 第5、6章 陳敬義

二年級 液氣壓原理與實習 汽車丙級4~5單元 陳敬義

二年級 汽車基礎實習 汽車丙級1~3單元 陳敬義

汽車二孝、仁 汽車專業英文 2~3單元 余明雄

二年級 電工概論與實習 全 郭庭瑋

汽車二忠 大型重型機車維修實習 全 陳昱宇

二年級 汽車原理 第六章 蘇鴻裕

三年級 汽油噴射引擎 5~7章 余民雄/陳昱宇

三年級 柴油引擎原理 全 胡祝銘

三年級 柴油引擎實習 全 胡祝銘

汽車三忠 創意專題製作 全 余明雄

三年級 汽車行銷學 全 陳敬義

三年級 自動變速箱原理 全 郭庭瑋

一年級 基本電學 三次段考試題 林春任

一年級 基本電學實習 基本電學實習(全) 羅長青

一年級 基礎配電實習 室配丙級學科(全) 塗世傑

一年級 基礎電工實習 室配丙級學科(全) 塗世傑

二年級 電子學 三次段考試題 林春任

二年級 電子學實習 三次段考試題 林春任

二年級 電工機械 期末考範圍 吳欽

二年級 數位邏輯 同資訊、電子科 林春任

二年級 電工機械實習 工配丙級學科(全) 塗世傑

三年級 基本電學進階 機整學科工作1~6 許良村

三年級 專題製作 室配乙級術科(全測) 塗世傑

三年級 電子學進階 機整學科工作1~6 許良村

三年級 輸配電學 期末考範圍 吳欽

三年級 電機控制 三次段考試題 林春任

三年級 微處理機 三次段考試題 林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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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級 資訊科技 第5、6章 賴俊仁

一年級 基礎電子/資訊實習 基礎電子/資訊實習(全) 羅長青

一年級 基本電學實習 基本電學實習(全) 羅長青

一年級 基本電學 三次段考內容 林春任

一年級 電腦應用 電腦硬裝丙級學科單元四及Windows 7安裝 賴俊仁

二年級 電子學 三次段考內容 羅長青

二年級 電子實習 三次段考內容 黃瑛修

二年級 數位邏輯 期末考內容CH5 黃瑛修/羅長青

電子二忠 微處理機 數位電子乙級學科單元六及術科第一題 賴俊仁

電子二忠 組合語言 組合語言1~3章 羅長青

資訊二忠 程式設計實習 程式設計(全) 羅長青

資訊二忠 網頁設計實習 網頁丙級學科 汪慶珍

資訊三忠 微電腦週邊電路 電腦軟乙學科 汪慶珍

三年級 電子電路 三次段考內容 楊清文

三年級 專題製作 數位電子乙級術科第一題/FLASH全 賴俊仁/羅長青

電子三忠 電子電路實習 數位電子乙級術科第二題 賴俊仁

三年級 電腦輔助設計/基本電學進階 期末考內容CH5~CH6 黃瑛修

三年級 電子學進階 CH4 汪慶珍

三年級 通信概論/微處理機 三次段考內容 謝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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