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高中  
2017課後及週末複習課程 

 

 
社會學  

 
美國歷史與政府  
日期         時間    教室  
星期四,五月四,十一,十八,二十五日,六月一,八日                            3:05 pm – 4:25 pm   401 
                             
 
全球歷史與地理  
星期四,五月四,十一,十八,二十五日,六月一,八日                           3:05 pm – 4:25 pm  404 
     

科學  
 

 
生活環境複習  
星期三., 五月十日       細胞      3:00 pm – 4:30 pm 613 
星期三., 五月十七日 人體學                  3:00 pm – 4:30 pm 613 
星期三., 五月二十四日 遺傳學                              3:00 pm – 4:30 pm 613 
星期三., 五月三十一日 生態學/進化學                 3:00 pm – 4:30 pm  613 
星期三., 六月七日  州實驗課複習                  3:00 pm – 4:30 pm 613 
 
 
化學複習  
星期三.  四月二十六日 核子結構                 3:00 pm – 4:00 pm 507 
星期三., 五月三日        公式與程式                 3:00 pm – 4:30 pm 507 
星期三., 五月十日  問題與解決方式                 3:00 pm – 4:30 pm 507 
星期三., 五月十七日   週期表/銜接                 3:00 pm – 4:30 pm 507 
星期三., 五月二十四日 動力學/平衡                 3:00 pm – 4:30 pm 507 
星期三., 五月三十一日    酸,基礎,鹽,氧化還原作用   3:00 pm – 4:30 pm          507 
星期三., 六月七日  有機/原子能                 3:00 pm – 4:30 pm 507 
 
 

英文  
 

日期     科目      時間    教室 
星期一, 五月十五,二十二日, 英文 Regents 複習  3:05 pm – 4:35 pm  446   

              六月五日 
 

數學  
日期     科目         時間                 教室  
星期一, 五月十五,二十二日, 六月五日       代數1Common Core           3:05 pm –  4:05 pm  未定 
 

星期一, 五月十五,二十二日, 六月五日  幾何學Common Core    3:05 pm –  4:05pm  未定 
星期一, 五月十五,二十二日, 六月五日       代數2                 3:05 pm –  4:05 pm  未定 
         

 
 

 
 
 
 

繼續 
 
 



世界語言  
 

日期     科目    時間    教室  
星期四,五月四日    西班牙文              3:05pm – 4:35pm           425 
星期四, 五月十八日    西班牙文                          3:05 pm – 4:35 pm 419 
星期四, 五月十八日                 中文               3:05 pm – 4:35 pm 425 
星期四, 五月十八日   法文                3:05 pm – 4:35 pm 424 
 

星期四, 五月十八日    拉丁文   3:05 pm – 4:35 pm 403 
 
 
  
 

學習中心  
 
學習中心, 210教室, 開放時間是星期一到星期五7:45 am 到 3:30 pm.直到六月九日星期五為止,老師的時刻表公

佈在讀書技巧的網站上.從六月十二日到六月十六日止,學習中心的開放時間是8:00到2:30止.（化學在學習中心的

輔導時間是從六月十六日星期五和六月十九日星期一的8:00到11:30止.） 
 

為ESL和學習技巧學生提供的特別Regents 準備課程如下: 
 

日期         科目                 時間                
星期一, 四月二十四,五月一,八,十五,二十二日,六月五日     英文               2:40 pm – 3:40 pm 

星期二, 五月二,九,十六,二十三,三十日,六月六日 生物                2:40 pm – 3:40 pm   

星期二, 五月二,九,十六,二十三,三十日,六月六日化學              2:40 pm – 3:40 pm  

星期三,五月三,十, 十七,二十四,三十一日, 六月七日   全球歷史                       2:40 pm – 3:40 pm  

星期四,五月四,十一, 十八,二十五日, 六月一,八日   代數 1  2:40 pm – 3:40 pm  

星期五,四月二十八日,五月五,十二,十九日, 六月二,九日    美國歷史  3:05 pm – 4:05 pm     

  

資源教室與個人發展課程  
 

在南高中針對這些計畫的學生的複習課程將在四月二十三日開始,詳情如下:     
          
日期  科目  時間  教室  
星期一, 四月二十四,五月一,八,十五,二十二日,六月五日  美國歷史                           3:00pm – 4:00 pm 504 

星期二, 五月二,九,十六,二十三,三十日,六月六日   英文  3:00pm – 4:00 pm 452 

星期三,五月三,十, 十七,二十四,三十一日, 六月七日      代數 Common Core   3:00pm – 4:00 pm 407 

星期三,五月三,十, 十七,二十四,三十一日, 六月七日     幾何3:00pm – 4:00 pm 433 

星期三, 五月三,十, 十七,二十四,三十一日, 六月七日    化學  3:00pm – 4:00 pm  503   

星期三, 五月三,十, 十七,二十四,三十一日, 六月七日   生物                                3:00pm – 4:00 pm 609 

星期四,五月四,十一, 十八,二十五日, 六月一,八日   全球學  3:00pm – 4:00 pm 433 

www.castlelearning.com 有豐富的Regents 複習問題. 學生可以從學校或是家中進入這個網站. 學生應該

請老師協助建立該網站帳戶. 
所有其他複習課程會在課堂上宣佈.  

學生可以在晚上或是週末參加任一個高中的複習課程.   
 

Regents Review Schedule (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