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週 8月30日 31 1

上午

下午

第2週 2 3 4 5 6 7 8

上午

下午

第3週 9 10 11 12 13 14 15

09:30~10:10

10:30~11:10

13:30~14:10

14:20~15:00

第4週 16 17 18 19 20 21 22

09:30~10:10 麻豆區麻豆 (A班) 麻豆區培文 (A班) 麻豆區文正 (A班) 玉井區層林 (A班)

10:30~11:10 麻豆區麻豆 (B班) 麻豆區培文 (B班) 麻豆區文正 (A班) 玉井區層林(A班)

13:30~14:10 麻豆區麻豆 (C班) 麻豆區培文 (C班) 麻豆區港尾 (A班)

14:20~15:00 麻豆區麻豆 (D班) 麻豆區培文 (D班) 麻豆區港尾 (A班)

第5週 23 24 25 26 27 28 29

09:30~10:10 麻豆區大山 (A班) 麻豆區北勢 (A班) 鹽水區鹽水 (A班) 鹽水區鹽水 (C班)

10:30~11:10 麻豆區大山 (A班) 麻豆區北勢 (A班) 鹽水區鹽水 (A班) 鹽水區鹽水 (C班)

13:30~14:10 麻豆區安業 (A班) 麻豆區紀安 (A班) 鹽水區鹽水 (B班)

14:20~15:00 麻豆區安業 (A班) 麻豆區紀安 (A班) 鹽水區鹽水 (B班)

第6週 30

09:30~10:10 鹽水區文昌 (A班)

10:30~11:10 鹽水區文昌 (A班)

13:30~14:10 鹽水區歡雅 (A班)

14:20~15:00 鹽水區歡雅 (A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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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6週 1 2 3 4 5 6

09:30~10:10 鹽水區月津 (A班) 白河區白河 (A班) 白河區白河 (C班)

10:30~11:10 鹽水區月津 (A班) 白河區白河 (A班) 白河區白河 (C班)

13:30~14:10 鹽水區竹埔 (A班) 白河區白河 (B班)

14:20~15:00 鹽水區竹埔 (A班) 白河區白河 (B班)

第7週 7 8 9 10 11 12 13

09:30~10:10 白河區玉豐 (A班) 白河區竹門 (A班)

10:30~11:10 白河區玉豐 (A班) 白河區竹門 (A班) 國 慶 日 國 慶 日

13:30~14:10 白河區大竹 (A班) 白河區內角 (A班) 放 假 調 整 放 假

14:20~15:00 白河區大竹 (A班) 白河區內角 (A班)

第8週 14 15 16 17 18 19 20

09:30~10:10 白河區仙草、關嶺分校 (A班) 玉井區玉井 (A班) 左鎮區左鎮 (A班) 新化區新化 (A班)

10:30~11:10 白河區仙草、關嶺分校 (A班) 玉井區玉井 (A班) 左鎮區左鎮 (A班) 新化區新化 (B班)

13:30~14:10 白河區河東、六溪分校 (A班) 玉井區玉井 (B班) 左鎮區光榮 (A班)

14:20~15:00 白河區河東、六溪分校 (A班) 玉井區玉井 (B班) 左鎮區光榮 (A班)

第9週 21 22 23 24 25 26 27

09:30~10:10 新化區新化 (C班) 新化區正新 (A班) 新化區正新 (C班) 新化區那拔 (A班)

10:30~11:10 新化區新化 (D班) 新化區正新 (A班) 新化區正新 (C班) 新化區那拔 (A班)

13:30~14:10 新化區新化 (E班) 新化區正新 (B班) 新化區口埤實小 (A班)

14:20~15:00 新化區正新 (B班) 新化區口埤實小 (A班)

第10週 28 29 30 31

09:30~10:10 新化區大新 (A班)
南化區南化 (A班) +瑞峰國小 (A

班) 楠西區楠西 (A班)

10:30~11:10 新化區大新 (A班)
南化區南化 (A班) +瑞峰國小 (A

班) 楠西區楠西 (A班)

13:30~14:10 新化區大新 (B班) 南化區西埔 (A班) 楠西區楠西 (B班)

14:20~15:00 新化區大新 (B班) 南化區西埔 (A班) 楠西區楠西 (B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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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0週 1 2 3

09:30~10:10 山上區山上 (A班)

10:30~11:10 山上區山上 (A班)

13:30~14:10

14:20~15:00

第11週 4 5 6 7 8 9 10

上午

下午

第12週 11 12 13 14 15 16 17

09:30~10:10 大內區大內、頭社分校 (A班) 東山區東山 (A班) 東山區聖賢 (A班) 六甲區林鳳 (A班)

10:30~11:10 大內區大內、頭社分校 (A班) 東山區東山 (A班) 東山區聖賢 (A班) 六甲區林鳳 (A班)

13:30~14:10 大內區二溪 (A班) 東山區東山 (B班) 東山區青山 (A班)

14:20~15:00 大內區二溪 (A班) 東山區東山 (B班) 東山區青山 (A班)

第13週 18 19 20 21 22 23 24

09:30~10:10 官田區官田 (A班) 官田區嘉南 (A班) 六甲區六甲 (A班) 六甲區六甲、湖東分校 (E班)

10:30~11:10 官田區官田 (A班) 官田區嘉南 (A班) 六甲區六甲 (B班)

13:30~14:10 官田區官田 (B班) 官田區渡拔 (A班) 六甲區六甲 (C班)

14:20~15:00 官田區官田 (B班) 官田區渡拔 (A班) 六甲區六甲 (D班)

第14週 25 26 27 28 29 30

09:30~10:10 柳營區柳營 (A班) 柳營區果毅 (A班) 柳營區太康 (A班) 後壁區後壁 (A班)

10:30~11:10 柳營區柳營 (A班) 柳營區果毅 (A班) 柳營區太康 (A班) 後壁區後壁 (A班)

13:30~14:10 柳營區柳營 (B班) 柳營區重溪 (A班) 柳營區新山 (A班)

14:20~15:00 柳營區柳營 (B班) 柳營區重溪 (A班) 柳營區新山 (A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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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4週 1

09:30~10:10

10:30~11:10

13:30~14:10

14:20~15:00

第15週 2 3 4 5 6 7 8

09:30~10:10 後壁區菁寮 (A班) 後壁區永安 (A班) 後壁區樹人 (A班) 新營區新興 (A班)

10:30~11:10 後壁區菁寮 (A班) 後壁區永安 (A班) 後壁區樹人 (A班) 新營區新興 (A班)

13:30~14:10 後壁區新東 (A班) 後壁區新嘉 (A班) 後壁區安溪 (A班)

14:20~15:00 後壁區新東 (A班) 後壁區新嘉 (A班) 後壁區安溪 (A班)

第16週 9 10 11 12 13 14 15

09:30~10:10 新營區新泰 (A班) 新營區公誠 (A班) 新營區新民 (A班) 新營區新民 (E班)

10:30~11:10 新營區新泰 (B班) 新營區公誠 (A班) 新營區新民 (B班)

13:30~14:10 新營區新泰 (C班) 新營區公誠 (B班) 新營區新民 (C班)

14:20~15:00 新營區新泰 (D班) 新營區公誠 (B班) 新營區新民 (D班)

第17週 16 17 18 第二次巡迴開始 19 20 21 22

09:30~10:10 新營區新生 (A班) 新營區土庫 (A班) 麻豆區文正 (A班) 玉井區層林 (A班)

10:30~11:10 新營區新生 (A班) 新營區土庫 (A班) 麻豆區文正 (A班) 玉井區層林(A班)

13:30~14:10 新營區新橋 (A班) 麻豆區港尾 (A班)

14:20~15:00 新營區新橋 (A班) 麻豆區港尾 (A班)

第18週 23 24 25 26 27 28 29

09:30~10:10 麻豆區大山 (A班) 麻豆區北勢 (A班) 鹽水區文昌 (A班)

10:30~11:10 麻豆區大山 (A班) 麻豆區北勢 (A班) 鹽水區文昌 (A班)

13:30~14:10 麻豆區安業 (A班) 麻豆區紀安 (A班) 鹽水區歡雅 (A班)

14:20~15:00 麻豆區安業 (A班) 麻豆區紀安 (A班) 鹽水區歡雅 (A班)

第19週 30 31

09:30~10:10 鹽水區月津 (A班) 白河區玉豐 (A班)

10:30~11:10 鹽水區月津 (A班) 白河區玉豐 (A班)

13:30~14:10 鹽水區竹埔 (A班) 白河區大竹 (A班)

14:20~15:00 鹽水區竹埔 (A班) 白河區大竹 (A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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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9週 1 2 3 4 5

09:30~10:10

10:30~11:10

13:30~14:10

14:20~15:00

第20週 6 7 8 9 10 11 12

上午

下午

第21週 13 14 15 16 17 18 19

09:30~10:10

10:30~11:10

13:30~14:10

14:20~15:00

第22週 20 21 22 23 24 除夕 25  初一 26  初二

上午

下午
27  初三 28  初四 29  初五 30 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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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開始休業式 春 節 調 整 放 假

元 旦 放 假

春 節 Chinese New Year

春 節 Chinese New Year

期末考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