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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運動與健康(二) 進修部 

上課場地分配表（星期二）第 D、E節 

場    班 

日          級 

期    地 

四技運休一甲 

四技應外一甲 

洪榮聰 

第一週 3/01 活動中心 

第二週 3/08                                                                                                                                            活動中心 

第三週 3/15 活動中心 

第四週 3/22 活動中心 

第五週 3/29 活動中心 

第六週 4/05 清明節放假一天 

第七週 4/12 

(美容理髮比賽) 
體適能檢測 

第八週 4/19 活動中心 

第九週 4/26 活動中心 

第十週 5/03 活動中心 

第十一週 5/10 

(美容調香比賽) 
籃球場 

第十二週 5/17 籃球場 

第十三週 5/24 籃球場 

第十四週 5/31 籃球場 

第十五週 6/07 籃球場 

第十六週 6/14 籃球場 

第十七週 6/21 籃球場 

第十八週 6/28 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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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運動與健康(二) 進修部 

上課場地分配表（星期二）第 F、G節 

場    班 

日          級 

期    地 

二專運休一甲 

洪榮聰 

第一週 3/01 活動中心 

第二週 3/08                                                                                                                                            活動中心 

第三週 3/15 活動中心 

第四週 3/22 活動中心 

第五週 3/29 活動中心 

第六週 4/05 清明節放假一天 

第七週 4/12 

(美容理髮比賽) 
體適能檢測 

第八週 4/19 活動中心 

第九週 4/26 活動中心 

第十週 5/03 活動中心 

第十一週 5/10 

(美容調香比賽) 
籃球場 

第十二週 5/17 籃球場 

第十三週 5/24 籃球場 

第十四週 5/31 籃球場 

第十五週 6/07 籃球場 

第十六週 6/14 籃球場 

第十七週 6/21 籃球場 

第十八週 6/28 籃球場 

 



 3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運動與健康(二) 進修部 

上課場地分配表（星期三）第 7、8節 (13:40-15:15)                                         

場    班 

日          級 

期    地 

四技美容一甲乙 

洪珠媚 

第一週 3/02 活動中心 

第二週 3/09                                                                                                                                            活動中心 

第三週 3/16 活動中心 

第四週 3/23 活動中心 

第五週 3/30 活動中心 

第六週 4/06 畢業典禮補假一天 

第七週 4/13 體適能檢測 

第八週 4/20 活動中心 

第九週 4/27 活動中心 

第十週 5/04 

(就業博覽會佈置) 
籃球場 

第十一週 5/11 籃球場 

第十二週 5/18 籃球場 

第十三週 5/25 

(美容國際盃佈置) 
籃球場 

第十四週 6/01 

(熱舞社舞展) 
籃球場 

第十五週 6/08 籃球場 

第十六週 6/15 籃球場 

第十七週 6/22 籃球場 

第十八週 6/29 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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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運動與健康(二) 進修部 

上課場地分配表（星期三）第 D、E節 

場    班 

日          級 

期    地 

四技機械車輛一甲 

陳鵬仁 

第一週 3/02 活動中心 

第二週 3/09                                                                                                                                            活動中心 

第三週 3/16 活動中心 

第四週 3/23 活動中心 

第五週 3/30 活動中心 

第六週 4/06 畢業典禮補假一天 

第七週 4/13 體適能檢測 

第八週 4/20 活動中心 

第九週 4/27 活動中心 

第十週 5/04 

(就業博覽會佈置) 
籃球場 

第十一週 5/11 籃球場 

第十二週 5/18 籃球場 

第十三週 5/25 

(美容國際盃佈置) 
籃球場 

第十四週 6/01 

(熱舞社舞展) 
籃球場 

第十五週 6/08 籃球場 

第十六週 6/15 籃球場 

第十七週 6/22 籃球場 

第十八週 6/29 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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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運動與健康(二) 進修部 

上課場地分配表（星期三）第 F、G節 

場    班 

日          級 

期    地 

四技電機一甲 

四技空設一甲 

陳鵬仁 

第一週 3/02 活動中心 

第二週 3/09                                                                                                                                            活動中心 

第三週 3/16 活動中心 

第四週 3/23 活動中心 

第五週 3/30 活動中心 

第六週 4/06 畢業典禮補假一天 

第七週 4/13 體適能檢測 

第八週 4/20 活動中心 

第九週 4/27 活動中心 

第十週 5/04 

(就業博覽會佈置) 
籃球場 

第十一週 5/11 籃球場 

第十二週 5/18 籃球場 

第十三週 5/25 

(美容國際盃佈置) 
籃球場 

第十四週 6/01 

(熱舞社舞展) 
籃球場 

第十五週 6/08 籃球場 

第十六週 6/15 籃球場 

第十七週 6/22 籃球場 

第十八週 6/29 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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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運動與健康(二) 進修部 

上課場地分配表（星期五）第 D、E節 

場    班 

日          級 

期    地 

四技國企一甲 

林樹旺 

產學四技機械ㄧ甲 

(體育) 

陳景森 

第一週 3/04 活動中心 籃球場 

第二週 3/11                                                                                                                                                                                                                                                                                                                                                                                                                                                                              活動中心 籃球場 

第三週 3/18 活動中心 籃球場 

第四週 3/25 活動中心 籃球場 

第五週 4/01 活動中心 籃球場 

第六週 4/08 活動中心 籃球場 

第七週 4/15 活動中心 籃球場 

第八週 4/22 籃球場 活動中心 

第九週 4/29 

(統測佈置) 
體適能檢測 

第十週 5/06 

(自動化機器人競賽佈置) 
籃球場 排球場 

第十一週 5/13 籃球場 活動中心 

第十二週 5/20 籃球場 活動中心 

第十三週 5/27 籃球場 活動中心 

第十四週 6/03 端午節放假一天 

第十五週 6/10 籃球場 活動中心 

第十六週 6/17 

(畢業典禮佈置) 
籃球場 排球場 

第十七週 6/24 籃球場 活動中心 

第十八週 7/01 籃球場 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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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運動與健康(二) 進修部 

上課場地分配表（星期五）第 F、G節 

場    班 

日          級 

期    地 

四技機械一甲 

四技創遊一甲 

林樹旺 

四技資管一甲 

四技行銷一甲 

陳鵬仁 

第一週 3/04 活動中心 籃球場 

第二週 3/11                                                                                                                                                                                                                                                                                                                                                                                                                                                                              活動中心 籃球場 

第三週 3/18 活動中心 籃球場 

第四週 3/25 活動中心 籃球場 

第五週 4/01 活動中心 籃球場 

第六週 4/08 活動中心 籃球場 

第七週 4/15 活動中心 籃球場 

第八週 4/22 籃球場 活動中心 

第九週 4/29 

(統測佈置) 
體適能檢測 

第十週 5/06 

(自動化機器人競賽佈置) 
籃球場 排球場 

第十一週 5/13 籃球場 活動中心 

第十二週 5/20 籃球場 活動中心 

第十三週 5/27 籃球場 活動中心 

第十四週 6/03 端午節放假一天 

第十五週 6/10 籃球場 活動中心 

第十六週 6/17 

(畢業典禮佈置) 
籃球場 排球場 

第十七週 6/24 籃球場 活動中心 

第十八週 7/01 籃球場 活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