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東縣大坡國小一 0九學年度（上）總課表 

 

 

星期 節 次 
一甲 

許閔絲 

二甲 

常馨 

三甲 

李政欣 

四甲 

黃俊銘 

五甲 

馮育靜 

六甲 

歐順義 
陳姿妙 謝文仁 鄒詩含 張菽玲 張琬琪 王聖恩 2688 英語 

一 

1 生活 生活 藝文(提) 自然 國語 數學   4自然  3藝文(提)  藝文（低） 提琴(3)  

2 生活 生活 彈性(提) 國語 國語 英語     3彈性(提)  藝文（低） 提琴(3) 6英 

3 國語 國語 藝文 藝文 藝文(提) 社會   5藝文(提) 6社會   藝文（中） 提琴(5)  

4 數學 數學 藝文 藝文 彈性(提) 社會   5彈性(提) 6社會   藝文（中） 提琴(5)  

5   國語 藝文(提) 藝文 藝文   4藝文(提)    藝文（高） 提琴(4)  

6   社會 彈性(提) 藝文 藝文     3社會  藝文（高） 提琴(4)  

7   體育 綜合 體育 體育 5體育 6體育       

二 

1 彈性 彈性 彈性 彈性 彈性 彈性         

2 國語 國語 英語 數學 國語 國語    3英語    3英 

3 生活 數學 國語 社會 英語 國語   4社會 5英語 1生活   5英 

4 生活 彈性 數學 社會 數學 自然  6自然 4社會  1生活    

5 本土語 本土語 健康 英語 彈性 彈性(資)    4英語 6彈性(資)  母語（低）6彈性(資) 4英 

6 健康 生活 本土語 本土語 彈性(資) 社會   2生活 6社會 5彈性(資)  母語（中） 5彈性(資)  

7 彈性 生活 彈性(資+斷+環) 健康 本土語 本土語   2生活  3彈性(資斷環)  母語（高）3彈性(資)  

三 

1 生活(提) 國語 社會 國語 自然 國語 5自然   1生活(提) 3社會   生提(1)  

2 國語 生活(提) 社會 國語 自然 數學 5自然    3社會  生提 (2)  

3 國語 數學 數學 自然 國語 藝文(提)   4自然 6藝文(提)   音樂(6)  

4 數學 彈性 綜合 自然 數學 彈性(提)   4自然 6彈性(提)   彈提(6)  

5               

6               

7               

四 

1 國語 國語 國語 彈性(資+斷+環) 社會 國語   4彈性(資斷環)  5社會    

2 彈性 健康 彈性(英) 國語 社會 數學    3彈性(英) 5社會 2健康 4彈性(資) 3英 

3 體育 體育 數學 數學 自然 健康 5自然   1體育 6健康 2體育   

4 數學 數學 自然 彈性(英) 數學 綜合    4彈性(英) 3自然 6綜合  4英 

5   綜合 綜合 健康 彈性   5健康   3綜合   

6   綜合 綜合 彈性 彈性         

7   體育 體育 體育 體育 5體育 6體育    4體育   

五 

1 國語 國語 自然 國語 國語 國語     3自然    

2 數學 國語 自然 數學 英語 數學    5英語 3自然   5英 

3 體育 體育 國語 社會 社會 自然  6自然 4社會 1體育 5社會 2體育   

4 生活 生活 國語 體育 數學 自然  6自然 2生活  1生活 4體育   

5     綜合 英語      5綜合  6英 

6     綜合 綜合      6綜合   

7     綜合 綜合      6綜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