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學年度第 1學期課程 教務處 第二階段選課通知 

(110.08.27) 

一、選課時間：110 年 8 月 28 日(星期六)上午 8:00 至 

110 年 8 月 29 日(星期日) 下午 17:00 止。 

二、應選課程：高二自主學習、高二充實課程。 

三、注意事項：未依時間選課者，將由選課系統統一分發。 

當同一門課程同一志願序人數多於選課人數上限時，則由電腦抽籤。 

四、公告錄取：110 年 9 月 1 日 23:00 前。 

五、課程規劃：課程資訊請參考附件，實際開課將視師資及需求調整。 

自主學習課程資訊可參考本校教務處網站：學校首頁/ 行政單位 / 

教務處 / 教學組 / 11.選課資訊 / 三：110 學年度開課資訊

https://lib.chgsh.chc.edu.tw/teach/subject/110/B.htm 

選課系統查詢開課資訊（課程大綱）開放教師填列及同學查詢。 

六、選課系統操作說明： 

1、學校首頁右側 學生系統/ 學生選課系統 /，帳號為學號，密碼為身

分證字號。 

2、系統會自動帶入志願序，如需調整志願序，（請按左側六個小圓圈），

將課程拖曳調整到想要的志願。 

 

 

 

 

 



高二彈性學習時間 -自主學習(110.8.26) 

高二自主學習（22 門，實際開課狀況將視師資及需求調整） 

科目碼 科目名稱 年級 教師 
上課 

時間 
備註 

人數

上限

L07057 提升自主學習力 ：自主學習指導 2 蕭任婷 五．5 上課地點：201 教室 26 

L07058 小論文寫作自主學習 2 陳如 五．5 上課地點：202 教室 26 

L07060 閱讀指導 2 侯裕 五．5 上課地點：203 教室 26 

L07061 生活情境英文 2 賴照文 五．5 上課地點：204 教室 20 

L07062 英文素養力 2 張玉娟 五．5 上課地點：205 教室 26 

L07063 英文萬花筒 2 馬玉婷 五．5 上課地點：206 教室 26 

L07064 課堂外的數學 2 蘇怡儀 五．5 上課地點：207 教室 26 

L07065 高二自主學習 2 丁麗雪 五．5 上課地點：208 教室 20 

L07066 數學動動腦 2 王文惠 五．5 上課地點：209 教室 25 

L07067 高二自主學習 2 吳麗玲 五．5 上課地點：210 教室 25 

L07068 歷史自主學習 2 李芸蕙 五．5 上課地點：211 教室 26 

L07069 新聞中的公民-讀報教育與媒體識讀 2 薛廣澤 五．5 上課地點：212 教室 20 

L07070 
從定性到定量--科學實作(物理、自

動控制) 
2 林明弘 五．5

上課地點：求真樓 3F 教室 

(在翻轉與語言二教室之間 )

20 

L05022 高二 - 自主學習(生物) 2 張晴晴 五．5
上課地點：生物討論室 

（科學館 4F） 
20 

L05023 化學自主學習 2 鄭茜如 五．5
上課地點：門德列夫實驗室

（科學館 3F） 
25 

L06012 科技領域學群 2 張志文 五．5
上課地點：生活科技教室 

（教學大樓 4F） 
24 

L07071 FUN 4 人生 2 謝孟媚 五．5 上課地點：213 教室 24 

L07072 運動學 2 蔡孟家 五．5 上課地點：214 教室 24 

L07073 機器人 2 李建嶠 五．5
上課地點：機器人教室 

（教學大樓 4F） 
24 

L07074 世界名詩欣賞 2 陳奐廷 五．5 上課地點：215 教室 25 

L07075 菁英拳 2 涂靜瑱 五．5
上課地點：世界咖啡館 

（自強館 1F） 
20 

L07076 Self-Directed Learning 2 Chris 五．5
上課地點：語言教室（一）（篤

行樓 3F） 
20 

 

 

 



高二彈性學習時間 -充實課程 

(分 4 個班級群組選課，實際開課狀況將視師資及課務調整) 

充實化學 

時段：星期一第 5節     班級選課群組：201、202、203、214 

 

充實化學 

時段：星期一第 6節    班級選課群組：204、205、206 

 

 

充實數學 

時段：星期四第 5節    班級選課群組：207、209、211 

科目碼 科目名稱 節數 年級 教師 上課時間 人數上限 選課備註 

L09016 數學素養入門 A1 班 1 2 洪榮平 四．5 32 上課地點：207 教室

L09017 數學素養入門 A2 班 1 2 吳俊達 四．5 33 上課地點：209 教室

L09018 數學素養入門 A3 班 1 2 蘇怡儀 四．5 35 上課地點：211 教室

 

充實數學 

時段：星期四第 6節    班級選課群組：208、210、212 

 

科目碼 科目名稱 節數 年級 教師 上課時間 人數上限 選課備註 

L09046 從微觀角度合理解釋巨觀現象 A1 班 1 2 蔡家興 一．5 33 上課地點：201 教室 

L09047 從微觀角度合理解釋巨觀現象 A2 班 1 2 陳琬菁 一．5 31 上課地點：202 教室 

L09048 從微觀角度合理解釋巨觀現象 A3 班 1 2 鄭茜如 一．5 45 上課地點：203 教室 

L09049 從微觀角度合理解釋巨觀現象 A4 班 1 2 陳虹珍 一．5 32 上課地點：214 教室 

科目碼 科目名稱 節數 年級 教師 上課時間 人數上限 選課備註 

L09050 從微觀角度合理解釋巨觀現象 B1 班 1 2 蔡家興 一．6 45 上課地點：204 教室

L09051 從微觀角度合理解釋巨觀現象 B2 班 1 2 陳琬菁 一．6 44 上課地點：205 教室

L09052 從微觀角度合理解釋巨觀現象 B3 班 1 2 陳虹珍 一．6 44 上課地點：206 教室

科目碼 科目名稱 節數 年級 教師 上課時間 人數上限 選課備註 

L09019 數學素養入門 B1 班 1 2 蘇怡儀 四．6 31 上課地點：208 教室

L09020 數學素養入門 B2 班 1 2 吳俊達 四．6 31 上課地點：210 教室

L09021 數學素養入門 B3 班 1 2 蔡坤榮 四．6 30 上課地點：212 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