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光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三次定期考  時間表 
 
班級 
 
    時間 

1月 16日（二）上午 （二）下午 1月 17日（三）上午 （四）下午 1月 18日（四）上午 

第一節 

8：10〜9：20 

第二節 

9：30〜10：40 

第三節 

10：50〜12：00 

第四節 

1：30〜2：40 

第一節 

8：10〜9：20 

第二節 

9：30〜10：40 

第三節 

10：50〜12：00 

第四節 

1：30〜2：40 

第一節 

8：10〜9：20 

第二節 

9：30〜10：40 

第三節 

10：50〜12：00 

S201 國文 基礎物理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基礎地科 基礎化學 公民與社會 數學 基礎生物 地理 

S202 國文 基礎物理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基礎地科 基礎化學 公民與社會 數學 基礎生物 地理 

S203 國文 基礎物理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基礎地科 基礎化學 公民與社會 數學 基礎生物 地理 

S204 國文 基礎物理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基礎地科 基礎化學 公民與社會 數學 基礎生物 地理 

S205 國文 物理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地球科學 化學 公民與社會 數學 生物 地理 

S206 國文 物理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地球科學 化學 公民與社會 數學 生物 地理 

S207 國文 物理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地球科學 化學 公民與社會 數學 生物 地理 

S208 國文 物理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地球科學 化學 公民與社會 數學 生物 地理 

S101 國文 基礎物理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基礎地科 基礎化學 公民與社會 數學 基礎生物 地理 

S102 國文 基礎物理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基礎地科 基礎化學 公民與社會 數學 基礎生物 地理 

S103 國文 基礎物理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基礎地科 基礎化學 公民與社會 數學 基礎生物 地理 

S104 國文 基礎物理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基礎地科 基礎化學 公民與社會 數學 基礎生物 地理 

S105 國文 基礎物理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基礎地科 基礎化學 公民與社會 數學 基礎生物 地理 

S106 國文 基礎物理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基礎地科 基礎化學 公民與社會 數學 基礎生物 地理 

S107 國文 基礎物理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基礎地科 基礎化學 公民與社會 數學 基礎生物 地理 

S108 國文 基礎物理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基礎地科 基礎化學 公民與社會 數學 基礎生物 地理 

J301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生物、地科 地理 

J302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生物、地科 地理 

J303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生物、地科 地理 

J304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生物、地科 地理 

J305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生物、地科 地理 

J306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生物、地科 地理 

J307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生物、地科 地理 

J308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生物、地科 地理 

J309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生物、地科 地理 

J310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生物、地科 地理 

 

 

 

 

 

 

 



 

  
班級 
 
    時間 

1月 16日（二）上午 （二）下午 1月 17日（三）上午 （三）下午 1月 18日（四）上午 

第一節 

8：10〜9：20 

第二節 

9：30〜10：40 

第三節 

10：50〜12：00 

第四節 

1：30〜2：40 

第一節 

8：10〜9：20 

第二節 

9：30〜10：40 

第三節 

10：50〜12：00 

第四節 

1：30〜2：40 

第一節 

8：10〜9：20 

第二節 

9：30〜10：40 

第三節 

10：50〜12：00 

J201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地理 

J202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地理 

J203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地理 

J204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地理 

J205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地理 

J206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地理 

J207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地理 

J208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地理 

J209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地理 

J210 國文  英閱、英聽 歷史 英文  理化 公民 數學  地理 

J101 國文  英聽 歷史 英文  生物 公民 數學  地理 

J102 國文  英聽 歷史 英文  生物 公民 數學  地理 

J103 國文  英聽 歷史 英文  生物 公民 數學  地理 

J104 國文  英聽 歷史 英文  生物 公民 數學  地理 

J105 國文  英聽 歷史 英文  生物 公民 數學  地理 

J106 國文  英聽 歷史 英文  生物 公民 數學  地理 

J107 國文  英聽 歷史 英文  生物 公民 數學  地理 

J108 國文  英聽 歷史 英文  生物 公民 數學  地理 

J109 國文  英聽 歷史 英文  生物 公民 數學  地理 

J110 國文  英聽 歷史 英文  生物 公民 數學  地理 

注意事項： 
△設備股長先行測試班上的電腦是否可正常操作，如有問題事前至媒體中心報備，以預防考試當天廣播器無法使用。 

△考試時段無考科班級請在教室安靜自修。 
△1/10(三)早自修上午 7：30〜8：20全校國中部及高中一、二年級提前考『國文作文』。 

△1/12(五)晚自修最後一天。 

△1/15(一)第 9節停課，全校下午 4：50放學，5：00開交通車。 
△1/16(二)、1/17(三)下午 2：40〜2：50為清掃時間，3：00準時開交通車。 

△1/18(四)中午 12：00〜12：15為清掃時間，12：20準時開交通車。 

△1/19(五)結業式，請看學務處公告。 

△1/22(一)〜1/24(三)補第二學期第一週課程，三天延用第一學期的課程表(上午 7：30到校，全校下午 4：50放學，5：00開交通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