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3- 

跨越頂峰、再創佳猷： 
106 年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課 表（內門國中） 

一、各班課輔教師： 

◎一年一班： 

班級導師：龔子翔、李芳綺、陳維浩 
國文科：林延誠 
英文科：李芳綺 
數學科：劉曜震 
理化科：彭雨涵 
生物科：龔子翔 
地理科：吳虹蓁 
公民科：吳虹蓁、陳維浩 
歷史科：龔子翔 
體育科：陳維浩 

美術科：何昆展、吳虹蓁 
資訊科：李皓評、王泰杰、洪慧敏、

陳維浩 
綜合活動：張于玲、彭雨涵、陳維浩 
聯課活動：張于玲、李皓評 
影片欣賞：龔子翔、李芳綺、陳維浩 
文史踏查：林延誠 
特教宣導：龔子翔、李芳綺 
基本訓練：劉曜震 
 

 

◎一年二班： 

班級導師：彭雨涵、王泰杰、洪慧敏 
國文科：王泰杰、洪慧敏 
英文科：李皓評 
數學科：何昆展 
理化科：彭雨涵 
生物科：彭雨涵 
地理科：吳虹蓁 
公民科：吳虹蓁 
歷史科：林延誠 
體育科：王泰杰 

美術科：洪呈禎、洪慧敏 
資訊科：王泰杰、洪慧敏、李皓評、

陳維浩 
綜合活動：張于玲、彭雨涵、陳維浩 
聯課活動：張于玲、李皓評 
文史踏查：林延誠 
特教宣導：龔子翔、李芳綺 
基本訓練：劉曜震 

 

 
 

◎一年三班： 

班級導師：洪呈禎、張于玲、林冠曄 
國文科：洪呈禎 
英文科：李皓評 
數學科：林冠曄 
理化科：林冠曄 
生物科：龔子翔 
地理科：張于玲 
公民科：陳維浩 
歷史科：龔子翔 
體育科：劉曜震、何昆展 

美術科：洪呈禎、洪慧敏 
音樂科：劉曜震、陳維浩、林冠曄、

張于玲 
資訊科：林冠曄、洪慧敏、王泰杰、

李皓評、陳維浩 
綜合活動：張于玲、彭雨涵、陳維浩 
聯課活動：張于玲、李皓評 
文史踏查：林延誠 
基本訓練：劉曜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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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班課表： 

◎一年一班：（分四週課表） 

106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一班》 第一週 7/10~7/14 

節次 時間 7/10 週一 7/11 週二 7/12 週三 7/13 週四 7/14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始業式 國文 公民 地理 資訊 

 林延誠 陳維浩 吳虹蓁 陳維浩 

2 09:15-10:00
導師時間 英文 國文 數學 資訊 

 李芳綺 林延誠 劉曜震 陳維浩 

3 10:15-11:00
英文前測 生物 英文 國文 數學 

 龔子翔 李芳綺 林延誠 劉曜震 

4 11:10-11:55
數學前測 數學 美術 國文 理化 

 劉曜震 
吳虹蓁 
何昆展 

林延誠 彭雨涵 

 11:55-12:30 中午用餐     
11:55-12:00
打掃時間

 
12:00 
放學 

 12:30-13:00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國文前測 聯課活動 綜合活動 英文 

 
張于玲 
李皓評 

張于玲 
陳維浩 
彭雨涵 

李芳綺 

6 14:00-14:45
自然前測 聯課活動 歷史 英文 

 
張于玲 
李皓評 

龔子翔 李芳綺 

7 14:55-15:40
社會前測 導師時間 體育 理化 

  陳維浩 彭雨涵 
 15:40-15:50 打掃時間    
 15:50-16:00 集合放學    

------ 

106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一班》 第二週 7/17~7/21 

節次 時間 7/17 週一 7/18 週二 7/19 週三 7/20 週四 7/21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文史踏查 英文 數學 國文 英文 

 李芳綺 劉曜震 林延誠 李芳綺 

2 09:15-10:00
文史踏查 數學 英文 歷史 

我們的近鄰
–越南 

 劉曜震 李芳綺 龔子翔 陳玉蓉老師

3 10:15-11:00
文史踏查 生物 國文 數學 

我們的近鄰
–越南 

 龔子翔 林延誠 劉曜震 陳玉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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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10-11:55
文史踏查 公民 國文 數學 導師時間

 吳虹蓁 林延誠 劉曜震  
 11:55-12:30 中午用餐     

11:55-12:00
打掃時間

 
12:00 
放學 

 12:30-13:00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游泳 游泳 游泳 地理 

   吳虹蓁 

6 14:00-14:45
游泳 游泳 游泳 理化 

   彭雨涵 

7 14:55-15:40
游泳 游泳 游泳 理化 

(13:00-16:00) (13:00-16:00) (13:00-16:00) 彭雨涵 
 15:40-15:50 打掃時間    
 15:50-16:00 集合放學    

------ 

106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一班》 第三週 7/24~7/28 

節次 時間 7/24 週一 7/25 週二 7/26 週三 7/27 週四 7/28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基本訓練 國文 地理 體育 英文 
劉曜震 林延誠 吳虹蓁 陳維浩 李芳綺 

2 09:15-10:00
英文 國文 數學 國文 英文 
李芳綺 林延誠 劉曜震 林延誠 李芳綺 

3 10:15-11:00

資訊 理化 國文 公民 數學 
王泰杰 
洪慧敏 
陳維浩 
李皓評 

彭雨涵 林延誠 吳虹蓁 劉曜震 

4 11:10-11:55

資訊 理化 國文 英文 數學 
王泰杰 
洪慧敏 
陳維浩 
李皓評 

彭雨涵 林延誠 李芳綺 劉曜震 

 11:55-12:30 中午用餐     
11:55-12:00
打掃時間

 
12:00 
放學 

 12:30-13:00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綜合活動 數學 影片欣賞 生物 

張于玲 
陳維浩 

劉曜震 
龔子翔 
李芳綺 
陳維浩 

龔子翔 

6 14:00-14:45

國文 歷史 影片欣賞 生物 

林延誠 龔子翔 
龔子翔 
李芳綺 
陳維浩 

龔子翔 

7 14:55-15:40

體育 英文 影片欣賞 英文 

陳維浩 李芳綺 
龔子翔 
李芳綺 
陳維浩 

李芳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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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15:50 打掃時間    
 15:50-16:00 集合放學    

------ 

106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一班》 第四週 7/31~8/4 

節次 時間 7/31 週一 8/1 週二 8/2 週三 8/3 週四 8/4 週五 
 08:00-08:20  

因海棠颱風
來襲，故停
課。 

早自習    

1 08:20-09:05
特教宣導 英文 後測 同樂會 
李芳綺 
龔子翔 

李芳綺   

2 09:15-10:00
數學 英文 後測 同樂會 
劉曜震 李芳綺   

3 10:15-11:00
國文 國文 後測 同樂會 
林延誠 林延誠   

4 11:10-11:55
國文 數學 後測 結業式 
林延誠 劉曜震   

 11:55-12:30 中午用餐    
11:55-12:00
打掃時間

 
12:00 
放學 

 12:30-13:00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歷史 理化 後測 
龔子翔 彭雨涵  

6 14:00-14:45
公民 地理 後測 
吳虹蓁 吳虹蓁  

7 14:55-15:40
生物 美術 後測 

龔子翔 
吳虹蓁 
何昆展 

 

 15:40-15:50 打掃時間   
 15:50-16:00 集合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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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二班：（分四週課表） 

106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二班》 第一週 7/10~7/14 

節次 時間 7/10 週一 7/11 週二 7/12 週三 7/13 週四 7/14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始業式 理化 地理 美術 英文 

 彭雨涵 吳虹蓁 
洪呈禎 
洪慧敏 

李皓評 

2 09:15-10:00
導師時間 數學 數學 公民 理化 

 何昆展 何昆展 吳虹蓁 彭雨涵 

3 10:15-11:00
英文前測 歷史 生物 國文 數學 

 林延誠 彭雨涵 
王泰杰 
洪慧敏 

何昆展 

4 11:10-11:55
數學前測 英文 英文 國文 國文 

 李皓評 李皓評 
王泰杰 
洪慧敏 

王泰杰 
洪慧敏 

 11:55-12:30 中午用餐     
11:55-12:00
打掃時間

 
12:00 
放學 

 12:30-13:00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國文前測 聯課活動 國文 綜合活動 

 
張于玲 
李皓評 

王泰杰 
洪慧敏 

張于玲 
陳維浩 
彭雨涵 

6 14:00-14:45
自然前測 聯課活動 資訊 英文 

 
張于玲 
李皓評 

王泰杰 李皓評 

7 14:55-15:40
社會前測 導師時間 資訊 體育 

  王泰杰 王泰杰 
 15:40-15:50 打掃時間    
 15:50-16:00 集合放學    

------ 
106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二班》 第二週 7/17~7/21 
節次 時間 7/17 週一 7/18 週二 7/19 週三 7/20 週四 7/21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文史踏查 國文 生物 國文 英文 

 
王泰杰 
洪慧敏 

彭雨涵 
王泰杰 
洪慧敏 

李皓評 

2 09:15-10:00
文史踏查 歷史 地理 國文 

我們的近鄰
–越南 

 林延誠 吳虹蓁 
王泰杰 
洪慧敏 

陳玉蓉老師

3 10:15-11:00
文史踏查 數學 國文 數學 

我們的近鄰
–越南 

 何昆展 
王泰杰 
洪慧敏 

何昆展 陳玉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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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10-11:55
文史踏查 英文 體育 數學 導師時間

 李皓評 王泰杰 何昆展  
 11:55-12:30 中午用餐     

11:55-12:00
打掃時間

 
12:00 
放學 

 12:30-13:00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國文 公民 英文 游泳 
王泰杰 
洪慧敏 

吳虹蓁 李皓評  

6 14:00-14:45
數學 理化 英文 游泳 
何昆展 彭雨涵 李皓評  

7 14:55-15:40
英文 理化 國文 游泳 

李皓評 彭雨涵 
王泰杰 
洪慧敏 

(13:00-16:00) 

 15:40-15:50 打掃時間    
 15:50-16:00 集合放學    

------ 

106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二班》 第三週 7/24~7/28 

節次 時間 7/24 週一 7/25 週二 7/26 週三 7/27 週四 7/28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基本訓練 地理 理化 國文 生物 

劉曜震 吳虹蓁 彭雨涵 
王泰杰 
洪慧敏 

彭雨涵 

2 09:15-10:00
數學 英文 理化 國文 生物 

何昆展 李皓評 彭雨涵 
王泰杰 
洪慧敏 

彭雨涵 

3 10:15-11:00

歷史 資訊 數學 歷史 特教宣導

林延誠 

王泰杰 
洪慧敏 
陳維浩 
李皓評 

何昆展 林延誠 
龔子翔 
李芳綺 

4 11:10-11:55

英文 資訊 數學 公民 國文 

李皓評 

王泰杰 
洪慧敏 
陳維浩 
李皓評 

何昆展 吳虹蓁 
王泰杰 
洪慧敏 

 11:55-12:30 中午用餐     
11:55-12:00
打掃時間

 
12:00 
放學 

 12:30-13:00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游泳 游泳 英文 數學 

  李皓評 何昆展 

6 14:00-14:45
游泳 游泳 國文 英文 

  
王泰杰 
洪慧敏 

李皓評 

7 14:55-15:40
游泳 游泳 國文 英文 

(13:00-16:00) (13:00-16:00) 王泰杰 
洪慧敏 

李皓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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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15:50 打掃時間    
 15:50-16:00 集合放學    

------ 

106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二班》 第四週 7/31~8/4 

節次 時間 7/31 週一 8/1 週二 8/2 週三 8/3 週四 8/4 週五 
 08:00-08:20  

因海棠颱風
來襲，故停
課。 

早自習    

1 08:20-09:05
國文 生物 後測 同樂會 
王泰杰 
洪慧敏 

彭雨涵   

2 09:15-10:00
國文 歷史 後測 同樂會 
王泰杰 
洪慧敏 

林延誠   

3 10:15-11:00
數學 理化 後測 同樂會 
何昆展 彭雨涵   

4 11:10-11:55
美術 國文 後測 結業式 
洪呈禎 
洪慧敏 

王泰杰 
洪慧敏 

  

 11:55-12:30 中午用餐    
11:55-12:00
打掃時間

 
12:00 
放學 

 12:30-13:00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公民 地理 後測 
吳虹蓁 吳虹蓁  

6 14:00-14:45
英文 數學 後測 
李皓評 何昆展  

7 14:55-15:40
英文 英文 後測 
李皓評 李皓評  

 15:40-15:50 打掃時間   
 15:50-16:00 集合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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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三班：（分四週課表） 

106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三班》 第一週 7/10~7/14 

節次 時間 7/10 週一 7/11 週二 7/12 週三 7/13 週四 7/14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始業式 國文 歷史 綜合活動 美術 

 洪呈禎 龔子翔 
張于玲 
陳維浩 
彭雨涵 

洪呈禎 
洪慧敏 

2 09:15-10:00
導師時間 地理 公民 理化 數學 

 張于玲 陳維浩 林冠曄 林冠曄 

3 10:15-11:00
英文前測 英文 數學 生物 英文 

 李皓評 林冠曄 龔子翔 李皓評 

4 11:10-11:55
數學前測 數學 國文 英文 國文 

 林冠曄 洪呈禎 李皓評 洪呈禎 
 11:55-12:30 中午用餐     

11:55-12:00
打掃時間

 
12:00 
放學 

 12:30-13:00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國文前測 聯課活動 理化 資訊 

 
張于玲 
李皓評 

林冠曄 林冠曄 

6 14:00-14:45
自然前測 聯課活動 英文 資訊 

 
張于玲 
李皓評 

李皓評 林冠曄 

7 14:55-15:40
社會前測 導師時間 體育 國文 

  劉曜震 洪呈禎 
 15:40-15:50 打掃時間    
 15:50-16:00 集合放學    

------ 

106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三班》 第二週 7/17~7/21 

節次 時間 7/17 週一 7/18 週二 7/19 週三 7/20 週四 7/21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文史踏查 生物 英文 數學 地理 

 龔子翔 李皓評 林冠曄 張于玲 

2 09:15-10:00
文史踏查 英文 數學 數學 

我們的近鄰
–越南 

 李皓評 林冠曄 林冠曄 陳玉蓉老師

3 10:15-11:00
文史踏查 數學 理化 生物 

我們的近鄰
–越南 

 林冠曄 林冠曄 龔子翔 陳玉蓉老師

4 11:10-11:55
文史踏查 公民 理化 國文 導師時間

 陳維浩 林冠曄 洪呈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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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12:30 中午用餐     
11:55-12:00
打掃時間

 
12:00 
放學 

 12:30-13:00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英文 國文 國文 綜合活動 

李皓評 洪呈禎 洪呈禎 
張于玲 
陳維浩 

6 14:00-14:45
國文 國文 歷史 英文 
洪呈禎 洪呈禎 龔子翔 李皓評 

7 14:55-15:40

體育 音樂 體育 英文 

劉曜震 

張于玲 
林冠曄 
陳維浩 
劉曜震 

劉曜震 李皓評 

 15:40-15:50 打掃時間    
 15:50-16:00 集合放學    

------ 

106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三班》 第三週 7/24~7/28 

節次 時間 7/24 週一 7/25 週二 7/26 週三 7/27 週四 7/28 週五

 08:00-08:20 早自習     

1 08:20-09:05

基本訓練 資訊 英文 地理 數學 

劉曜震 

王泰杰 
洪慧敏 
陳維浩 
李皓評 

李皓評 張于玲 林冠曄 

2 09:15-10:00

公民 資訊 國文 英文 綜合活動

陳維浩 

王泰杰 
洪慧敏 
陳維浩 
李皓評 

洪呈禎 李皓評 
張于玲 
陳維浩 

3 10:15-11:00
數學 數學 生物 歷史 英文 
林冠曄 林冠曄 龔子翔 龔子翔 李皓評 

4 11:10-11:55
數學 國文 生物 國文 國文 
林冠曄 洪呈禎 龔子翔 洪呈禎 洪呈禎 

 11:55-12:30 中午用餐     
11:55-12:00
打掃時間

 
12:00 
放學 

 12:30-13:00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國文 英文 游泳 游泳 
洪呈禎 李皓評   

6 14:00-14:45
英文 理化 游泳 游泳 
李皓評 林冠曄   

7 14:55-15:40
體育 理化 游泳 游泳 
何昆展 林冠曄 (13:00-16:00) (13:00-16:00) 

 15:40-15:50 打掃時間    
 15:50-16:00 集合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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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高雄市內門國中暑期課業輔導課程表 
《一年三班》 第四週 7/31~8/4 

節次 時間 7/31 週一 8/1 週二 8/2 週三 8/3 週四 8/4 週五 
 08:00-08:20  

因海棠颱風
來襲，故停
課。 

早自習    

1 08:20-09:05
英文 公民 後測 同樂會 
李皓評 陳維浩   

2 09:15-10:00
英文 國文 後測 同樂會 
李皓評 洪呈禎   

3 10:15-11:00
生物 歷史 後測 同樂會 
龔子翔 龔子翔   

4 11:10-11:55
數學 數學 後測 結業式 
林冠曄 林冠曄   

 11:55-12:30 中午用餐    
11:55-12:00
打掃時間

 
12:00 
放學 

 12:30-13:00 午休時間   

5 13:05-13:50
國文 英文 後測 
洪呈禎 李皓評  

6 14:00-14:45
國文 地理 後測 
洪呈禎 張于玲  

7 14:55-15:40
美術 理化 後測 
洪呈禎 林冠曄  

 15:40-15:50 打掃時間   
 15:50-16:00 集合放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