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決戰武林--武俠小說 增廣 王** 電子三忠 13

2 古典小說的奇幻世界 增廣 林** 電子三孝 21

英文 4 職場英文 增廣 林** 電機三孝 13

輔導 5 書審面試一把罩 增廣 陳** 電商三忠 11

美術 6 影像美感的養成力 增廣 曾** 美術教室 23

體育 7 健身-飛輪車 增廣 蘇** 禮堂2樓 15

國防 8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增廣 陳** 電機三忠 32

不分科 9 基礎韓文 增廣 蔡** 加工三忠 28

不分科 10 衛生教育 補強 洪** 電商二忠 21 中華醫事科大副教授

不分科 11 自主學習 3

機械科 12 輪系的生活應用 補強 黃** 專題教室 17 機械群、土木群

加工科 13 健康飲食設計DIY 增廣 蘇** 加工三孝 28 全校

土木科 14 玩轉小紅磚 增廣 方** 土木二館木工教室 22 全校

電子科 16 智慧電子產品設計 增廣 劉** 維新館三樓微一電腦教室 21 電子科、電機科

畜產保健科 17 寵物造型DIY 增廣 陳** 畜保三忠 25 全校

造園科 18 造園景觀模型製作 增廣 謝** 造園科二樓插花教室 25 全校

電子商務科 20 雲端應用 增廣 洪** 電腦教室(四) 28 全校

物理實驗數據分析 增廣 楊** 物理實驗室 2/22~3/29

生活化學DIY 增廣 王** 化學實驗室 4/12~5/31

回收PVC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增廣

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 增廣

EMT及鍍鋅薄鐵管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增廣

821自然

國文

國立北門農工  111學年度 第2學期  (職三)  彈性課程

科別 序號 課程名稱 屬性 上課地點 選課人數 備註授課教師

國立北門農工  111學年度 第2學期  (職二)  彈性課程

科別 序號 課程名稱 屬性 上課地點 選課人數 備註授課教師

微課程(無學分)電機科 22 電機科館1樓基本電學工場 19沈**



國文 1 我來為古人歌唱 增廣 莊** 機械三忠教室 20

2 英語好好寫 增廣 湯** 電圖二忠 23

3 為愛朗讀--走入英文繪本的旅程 增廣 陳** 電子二忠 18

數學 4 圓形 補強 黃** 電機二孝 16

體育 5 棒壘球-傳接球 補強 郭** 籃球場 22

國防 6 戰爭與危機的啟示 增廣 林** 土木二忠 32

社會 7 認識全球自然景觀帶 增廣 黃** 機械二孝 35

不分科 8 自主學習(無學分) 19

9 數值控制和程式 補強 林** 機械科數值控制工場 20 機械群、電圖科

10 熱處理和工程材料 補強 黃** 電學工場 14 機械群、電圖科

11 食品化學與生活健康 增廣 蘇** 加工二忠 26 全校

12 你濃我濃汁溶液調配、酸鹼顏色調色盤 增廣 郭** 加工二孝 24 全校

13 混擬土抗壓試驗 增廣 江** 土木一館材料實驗室 19 土木科、造園科、機械科、電圖科

14 基本電腦繪圖、模型製作 增廣 黃** 土木二館三樓設計教室 18 全校

電子科 15 晶片設計在生活中的應用 增廣 盧** 維新館三樓微二電腦教室 20 電子科、電機科

電機科 16 PVC 管材造型創意藝術與製作 增廣 鄭** 電機科館3樓室配工場 22 遠東科大副教授

畜保科 17 豬事知多少 增廣 黃** 畜保二忠 25 全校

造園科 18 巴掌園藝 增廣 葉** 造園科一樓半圓形教室 19 全校

電圖科 19 機械組立動手做 增廣 許** 電圖科館地下室 15 全校

電商科 21 現金流之財富管理 增廣 莊**
力行大樓2樓

電商科多元學習教室
7 全校

414

土木科

科別 序號 課程名稱 屬性 上課地點 選課人數 備註授課教師

英文

機械科

加工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