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體育課程排課表                                     108.02.15版 R6 

星期 
節數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 1節 
08:10-09:00 體育(二) (國一乙)  蘇泰源 

體育(二) (電子一)  鄭清榮 

體育(二) (機電一)  劉官明 

體育(二) (特一乙)  黃仁易 

大二體育(羽球二)     王宗進 

大二體育(網球二)      蔡志鵬 

大二體育(桌球二)      吳杏仁 

大二體育(韻律二)      鍾孟玲 

大二體育(排球二)      邱金治 

大二體育(籃球二)      曾意涵 

大二體育(健康體能二)  鄭清榮 

體育(二) (財金一)   楊亮梅 

體育(二) (資管一)  許志祥 

體育(二) (物一甲)  邱&鍾老師 

體育(二) (物一乙)  黃仁易 

大二體育(羽球二)     張妙瑛 

大二體育(網球二)      黃仁易 

大二體育(桌球二)      張惠峰 

大二體育(排球二)      林則旻 

大二體育(籃球二)      顧毓羣 

大二體育(爵士二)      陳美華 

大二體育(健康體能二)  楊紋貞 

 

第 2節 
09:05-09:55 

第 3節 
10:15-11:05 

體育(二) (美一)  黃仁易 

體育(二) (地一)   鄭清榮 

體育(二) (英一)   楊亮梅 

體育(二) (資工一) 陳威成 

大二體育(羽球二)     王宗進 

大二體育(網球二)      蔡志鵬 

大二體育(桌球二)      吳杏仁 

大二體育(韻律二)      鍾孟玲 

大二體育(排球二)      邱金治 

大二體育(籃球二)      曾意涵 

大二體育(健康體能二)  鄭清榮 

體育(二) (企管一)  黃仁易 

體育(二) (工一甲)  許志祥 

體育(二) (會一甲)  陳美華 

體育(二) (工一乙)  楊亮梅 

大二體育(羽球二)     張妙瑛 

大二體育(網球二)      黃仁易 

大二體育(桌球二)      張惠峰 

大二體育(排球二)      林則旻 

大二體育(籃球二)      顧毓羣 

大二體育(健康體能二)  楊紋貞 

大二體育(戰鬥有氧二)  蔡姵緹 

體育(二) (國一甲)  楊亮梅 

體育(二) (會一乙)  顧毓羣 
第 4節 

11:10-12:00 

第十四節      

第 5節 
13:10-14:00 

 

體育(二) (特一甲)  蔡志鵬  

戰鬥有氧    蔡姵緹 

 (運動系除外之大三、大四學生) 

 
防身術           蘇泰源 

(運動系除外之大三、大四學生) 

體育(二) (電機一)  陳世恩 

體育(二) (公育一)  顧毓羣 

體育(二) (輔一甲)  楊亮梅 第 6節 
14:05-14:55 

第 7節 
15:15-16:05 防身術      楊宜昌 

重量訓練   游晴惠 

(運動系除外之大三、大四學生) 

 

體育(二) (生一)   楊紋貞 

國際標準舞         陳美華 

 (運動系除外之大三、大四學生)  

 

體育(二) (化一)  蘇泰源 

重量訓練         陳帝佑 

(運動系除外之大三、大四學生) 

 

體育(二) (數一乙) 陳世恩 

體育(二) (輔一乙) 劉官明 

體育(二) (數一甲) 許志祥 

身體雕塑    蘇泰源 

(運動系除外之大三、大四學生) 

第 8節 
16:10-17:00 

第 9節 
17:10-18:00 排球        邱金治、陳帝佑 

羽球        王宗進 

桌球        劉羿德 

(運動系除外之大三、大四學生) 

 

網球        江勁彥 

(運動系除外之大三、大四學生) 
 

重量訓練    陳帝佑 

游泳        楊璁人 

(運動系除外之大三、大四學生) 

 

 

第 10 節 
18:20-19:10 

第 11-12 節 
19:15-20:05 
20:10-21:00 

特殊體育  游晴惠 

(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才可選課) 
  

大二體育(游泳一) 楊璁人 

(限欲修習大二體育之學生選課) 
 

必修(大ㄧ 27、大二 29及特殊體育 1):57班   選修(大三、大四):13班  全部體育課程總計：70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體育課程【班級排課表】                           108.01.23版 R5 

星期 
節數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節 
08:10-09:00 

體育(二) (國一乙) 

體育(二) (電子一)  

體育(二) (機電一)   

體育(二) (特一乙)   

大二 A時段 

特二甲、乙      國二甲、乙  

生物二          美術二 
英 二  

(羽、桌、排、網、韻、籃、健) 

體育(二) (財金一) 

體育(二) (資管一)  

體育(二) (物一甲)  

體育(二) (物一乙)  

大二 C時段 
數二甲、乙       物理二甲、乙 
輔二甲、乙    化學二 

(羽、桌、排、網、籃、 

健、爵士) 

 

 

第二節 
09:05-09:55 

第三節 
10:15-11:05 體育(二) (美一)   

體育(二) (地一)  

體育(二) (英一)   

體育(二) (資工一) 

大二 B時段 

地理二       資工二 

機電二       資管二 

電機二     公育二 

電子二 

 (羽、桌、排、網、韻、籃、健) 

 

體育(二) (企管一)  

體育(二) (工一甲)  

體育(二) (會一甲)  

體育(二) (工一乙)  

大二 D時段 

會計二甲、乙     企管二 

工二甲、乙       財金二 

(羽、桌、排、網、籃、 

健、戰鬥有氧) 

     

體育(二) (國一甲) 

體育(二) (會一乙)   

 第四節 
11:10-12:00 

第十四節      

第五節 
13:10-14:00 

 

體育(二) (特一甲) 

戰鬥有氧 

(運動系除外之大三、大四學生) 

 
防身術       

(運動系除外之大三、大四學生) 

體育(二) (電機一)  

體育(二) (公育一) 

體育(二) (輔一甲)  第六節 
14:05-14:55 

第七節 
15:15-16:05 

防身術       

重量訓練 

 (運動系除外之大三、大四學生) 

體育(二) (生一) 

國際標準舞 

(運動系除外之大三、大四學生) 

 

 

體育(二) (化一)  

重量訓練 

(運動系除外之大三、大四學生) 

體育(二) (數一乙)  

體育(二) (數一甲)  

體育(二) (輔一乙)  

身體雕塑    蘇泰源 

(運動系除外之大三、大四學生) 

第八節 
16:10-17:00 

第九節 
17:10-18:00 

排球 

羽球 

桌球 

(運動系除外之大三、大四學生) 

  

 

網球        江勁彥 

(運動系除外之大三、大四學生) 
 

重量訓練 

游泳 

 (運動系除外之大三、大四學生)  

 

第十節 
18:20-19:10 

第 11-12 節 
19:15-20:05 
20:10-21:00 

特殊體育 

(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才可選課) 
  

大二 E時段 (游泳二) 
國二甲、乙、 生物二、英 二 
特二甲、乙 、美術二、資管二 

電子二 、機電二、電機二 

地理二、資工二、公育二 

 

必修(大ㄧ 27、大二 29及特殊體育 1):57班   選修(大三、大四):13班  全部體育課程總計：70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