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學號 服務學校 項目 時段 科目 授課教師

01 410081020 三峽國中 一對一課輔 周一 13:00-15:00 國文 謝曉慧

02 410081003 三峽國中 一對一課輔 周五 13:00-15:00 國文 謝曉慧

03 410081056 三峽國中 一對一課輔 周四 10:00-12:00 國文 謝曉慧

04 410172070 三峽國中 一對一課輔 周一 14:00-16:00 社會 謝曉慧

05 710264114 三峽國中 一對一課輔
周三 08:00-10:00

周四 08:00-10:00
國文、英文 謝曉慧

06 410279099 三峽國中 一對一課輔

周一 08:00-10:00

周三 14:30-16:00

周四 15:00-16:00

社會 謝曉慧

07 710343104 三峽國中 一對一課輔 周五 08:00-10:00 國文 謝曉慧

08 410281022 三峽國中 一對一課輔 周五 13:30-15:30 國文 謝曉慧

09 410281044 三峽國中 一對一課輔 周五 13:30-15:30 國文 謝曉慧

10 410081057 三峽國中 一對一課輔 周四 12:00-1600 國文 謝曉慧

11 410381030 三峽國中 一對一課輔 周二 13:00-16:00
國文、英文、

社會
李俊儀

12 410182010 三峽國中 一對一課輔
周二 09:00-12:00

周三 09:00-12:00

國文、數學、

英文、社會
謝曉慧

13 410271625 三峽國中 一對一課輔
周四 15:10-17:00

周五 15:10-17:00

國文、英文、

數學、社會
謝曉慧

14 410281037 三峽國中 一對一課輔 周五 13:30-15:30 國文 謝曉慧

15 410272108 三峽國中 一對一課輔 周五 09:00-11:00
英文、國文、

社會
謝曉慧

16 410272124 三峽國中 一對一課輔 周三 08:00-10:00
國文、英文、

社會
謝曉慧

17 410378048 三峽國中 一對一課輔
周二 08:00-09:00

周五 08:00-10:00
數學、英文 謝曉慧

18 410285050 三峽國中 一對一課輔

周一 08:00-09:00

周二 08:00-09:00

周三 08:00-09:00

周四 08:00-09:00

數學 謝曉慧

19 410174230 三峽國中 一對多課輔
周四 16:30-17:50

周五 16:30-17:50

國文、英文、

社會
謝曉慧

01 410073002 三峽國中 一對多課輔 周四 18:00-21:00
國文、數學、

社會
李俊儀

01 410172073 中園國小 晨光英語
周一 07:50-08:30

周二 07:50-08:30
英語 謝曉慧

02 410273067 中園國小 晨光英語 周四  07:50-08:30 英語 李俊儀

03 410371265 中園國小 晨光英語 周二 07:50-08:30 英語 李俊儀

01 410381020 柑園國小 課後輔導 周一 16:30-17:50 李俊儀

02 410181046 柑園國小 課後輔導 周五 16:30-17:50 國文 李俊儀

三峽課輔一對一

三峽課輔一對多(籃球隊)

中園晨光英語

柑小課輔



01 410177099 柑園國中 課後輔導 周三 16:10-16:55 數學 李俊儀

02 410282034 柑園國中 課後輔導 周二 16:10-16:55 國文、英文 李俊儀

01 410176079 龍埔國小 攜手計劃 周四 16:00-17:30 低年級 李俊儀

02 410274421 龍埔國小 攜手計畫 周二 16:00-17:30
英文、國文、

社會、數學
謝曉慧

03 410274441 龍埔國小 攜手計畫 周二 16:00-17:30
英文、國文、

數學
謝曉慧

04 410281017 龍埔國小 攜手計畫 周二 16:00-17:00 皆可 李俊儀

05 410279122 龍埔國小 攜手計畫 周四 16:00-17:30
社會、英文、

國文
李俊儀

06 410186007 三峽國中 一對多課輔 周四 18:00-21:00
國文、數學、

英文
謝曉慧

01 410176003 北大高中 一對一課輔 周四 13:30-14:30 李俊儀

02 410285033 北大高中 一對一課輔 周一 15:00-16:00 數學、地理 謝曉慧

03 49779087 北大高中 一對一課輔

周一 08:00-09:00

周二 08:00-09:00

周五 08:00-09:00

周三 15:00-16:00

英文、國文作

文、文組數學
謝曉慧

04 410286008 北大高中 一對一課輔
周三 15:00-16:00

周五 15:00-16:00

數學、物理、

化學
謝曉慧

05 410374205 北大高中 一對一課輔

周二 08:00-09:30

周四 08:00-09:30

周五 08:00-09:30

英文、數學 李俊儀

06 410374227 北大高中 一對一課輔

周二 08:00-09:30

周四 08:00-09:30

周五 08:00-09:30

英文、數學 李俊儀

07 410275037 北大高中 一對一課輔

周二 08:00-09:00

周二 15:00-16:00

周三 08:00-09:00

周四 08:00-09:00

英文 李俊儀

龍小攜手計畫

北大高中課輔一對一

柑中課輔


	PO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