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101 導師：　劉靜軒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地球科學 數學 英語文 彈性補救 國語文
0900 林忠彥 賴泓成 彭信哲 彭信哲 詹絜絮 

2 0910 英語文 地球科學 英語文 數學 主題式閱讀
1000 彭信哲 林忠彥 彭信哲 賴泓成 詹絜絮 

3 1010 水彩 英語文 數學 國語文 數學
1100 蘇資喻 彭信哲 賴泓成 詹絜絮 賴泓成 

4 1110 水彩 國語文 國語文 體育 音樂
1200 蘇資喻 詹絜絮 詹絜絮 許芷菱 李欣怡 

5 1300 創意表現 體育 生命教育 水墨 班級活動
1350 呂迦諾 許芷菱 王文婷 涂聖群 劉靜軒 

6 1400 立體造型 版畫 素描 水墨 團體活動
1450 呂迦諾 連文蘭 蘇資喻 涂聖群 

7 1505 自主學習 版畫 素描 書法 彈性學習
1555 呂迦諾 連文蘭 蘇資喻 涂聖群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劉靜軒 國文 4 詹絜絮 英文 4 彭信哲 數學 4 賴泓成 地科 2 林忠彥

音樂 1 李欣怡 生教 1 王文婷 體育 2 許芷菱 水彩 2 蘇資喻 水墨 2 涂聖群

版畫 2 連文蘭 書法 1 涂聖群 素描 2 蘇資喻 創意 1 呂迦諾 閱讀 1 詹絜絮

造型 1 呂迦諾 彈性 1 彭信哲 自主 1 呂迦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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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102 導師：　何志鵬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彈性補救 國語文 國語文 自主學習 數學
0900 蔡佩芬 何志鵬 何志鵬 蔣韻如 高佩瑄 

2 0910
合奏合唱跨
領域實作 數學 生命教育

管樂與弦樂
重奏實作 國語文

1000 楊鈞智 高佩瑄 許窈瑜 鄭子愛 何志鵬 

3 1010 合奏合唱 英語文 體育 專長樂器 數學
1100 楊鈞智 蔡佩芬 楊燕萍 個別1 高佩瑄 

4 1110 合奏合唱 英語文 數學 專長樂器 英語文
1200 楊鈞智 蔡佩芬 高佩瑄 個別1 蔡佩芬 

5 1300 國語文
音樂史_和
聲 專長樂器1 英語文 班級活動

1350 何志鵬 盧志銘 蔣韻如 蔡佩芬 何志鵬 

6 1400 主題式閱讀
音樂史_樂
理 音樂製作 體育 團體活動

1450 何志鵬 呂謙 李欣怡 楊燕萍 

7 1505 公民與社會 音樂史論 專長樂器 公民與社會 彈性學習
1555 戴裕家 呂謙 個別1 戴裕家 

8 1600 音樂基礎訓
1650 呂謙/王瑩潔

備

註

註1：

班級 1 何志鵬 國文 4 何志鵬 英文 4 蔡佩芬 數學 4 高佩瑄 公民 2 戴裕家

生教 1 許窈瑜 體育 2 楊燕萍 專長 3 個別1 專長 1 蔣韻如 音製 1 李欣怡

音史 1 呂謙 樂理 1 呂謙 和聲 1 盧志銘 基訓 2 呂謙 基訓 2 王瑩潔

合唱 2 楊鈞智 合奏 1 楊鈞智 重奏 1 鄭子愛 閱讀 1 何志鵬 彈性 1 蔡佩芬

自主 1 蔣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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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103 導師：　辛宜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主題式閱讀 彈性  自主 英語文 生物 物理
0900 閱讀1 單 / 雙

彈性1/自主1
林宥箴 蘇友寬 楊志忠 

2 0910 主題式閱讀 彈性  自主 數學 公民與社會 地理
1000 閱讀1 單 / 雙

彈性1/自主1
柯麗梅 戴裕家 李淑嬪 

3 1010 歷史 國語文 物理 數學 資訊科技
1100 陳美瑾 詹絜絮 楊志忠 柯麗梅 辛宜衡 

4 1110 國語文 地理 體育 國語文 資訊科技
1200 詹絜絮 李淑嬪 鄭新福 詹絜絮 辛宜衡 

5 1300 生命教育 英語文 公民與社會 音樂 班級活動
1350 許窈瑜 林宥箴 戴裕家 李欣怡 辛宜衡 

6 1400 數學 英語文 國語文 歷史 團體活動
1450 柯麗梅 林宥箴 詹絜絮 陳美瑾 

7 1505 體育 數學 生物 英語文 彈性學習
1555 鄭新福 柯麗梅 蘇友寬 林宥箴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辛宜衡 國文 4 詹絜絮 英文 4 林宥箴 數學 4 柯麗梅 歷史 2 陳美瑾

地理 2 李淑嬪 公民 2 戴裕家 物理 2 楊志忠 生物 2 蘇友寬 音樂 1 李欣怡

資訊 2 辛宜衡 體育 2 鄭新福 生教 1 許窈瑜 閱讀 2 閱讀1 彈性 2 彈性1

自主 2 自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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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104 導師：　王駿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主題式閱讀 彈性  自主 生物 歷史 英語文
0900 閱讀2 單 / 雙

彈性2/自主2
蘇友寬 吳美慧 魏聖潔 

2 0910 主題式閱讀 彈性  自主 數學 國語文 英語文
1000 閱讀2 單 / 雙

彈性2/自主2
陳林瑋 何志鵬 魏聖潔 

3 1010 物理 生物 資訊科技 數學 公民與社會
1100 楊志忠 蘇友寬 辛宜衡 陳林瑋 戴裕家 

4 1110 英語文 國語文 資訊科技 地理 國語文
1200 魏聖潔 何志鵬 辛宜衡 王駿智 何志鵬 

5 1300 體育 地理 國語文 公民與社會 班級活動
1350 許芷菱 王駿智 何志鵬 戴裕家 王駿智 

6 1400 數學 體育 物理 英語文 團體活動
1450 陳林瑋 許芷菱 楊志忠 魏聖潔 

7 1505 歷史 數學 生命教育 音樂 彈性學習
1555 吳美慧 陳林瑋 許窈瑜 李欣怡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王駿智 國文 4 何志鵬 英文 4 魏聖潔 數學 4 陳林瑋 歷史 2 吳美慧

地理 2 王駿智 公民 2 戴裕家 物理 2 楊志忠 生物 2 蘇友寬 音樂 1 李欣怡

資訊 2 辛宜衡 體育 2 許芷菱 生教 1 許窈瑜 閱讀 2 閱讀2 彈性 2 彈性2

自主 2 自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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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105 導師：　洪連志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主題式閱讀 彈性  自主 化學 歷史 英語文
0900 閱讀3 單 / 雙

彈性3/自主3
吳仁暉 陳美瑾 彭信哲 

2 0910 主題式閱讀 彈性  自主 國語文 國語文 數學
1000 閱讀3 單 / 雙

彈性3/自主3
孫靖婷 孫靖婷 洪連志 

3 1010 化學 國語文 數學 體育 美術
1100 吳仁暉 孫靖婷 洪連志 鄭新福 連文蘭 

4 1110 國語文 地球科學 英語文 音樂 美術
1200 孫靖婷 林忠彥 彭信哲 李欣怡 連文蘭 

5 1300 地理 公民與社會 地理 英語文 班級活動
1350 李淑嬪 戴裕家 李淑嬪 彭信哲 洪連志 

6 1400 數學 體育 歷史 英語文 團體活動
1450 洪連志 鄭新福 陳美瑾 彭信哲 

7 1505 地球科學 生命教育 公民與社會 數學 彈性學習
1555 林忠彥 許窈瑜 戴裕家 洪連志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洪連志 國文 4 孫靖婷 英文 4 彭信哲 數學 4 洪連志 歷史 2 陳美瑾

地理 2 李淑嬪 公民 2 戴裕家 化學 2 吳仁暉 地科 2 林忠彥 音樂 1 李欣怡

美術 2 連文蘭 體育 2 鄭新福 生教 1 許窈瑜 閱讀 2 閱讀3 彈性 2 彈性3

自主 2 自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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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106 導師：　盧慧芳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歷史 彈性  自主 地球科學 國語文 地球科學
0900 盧慧芳 單 / 雙

彈性4/自主4
林忠彥 詹絜絮 林忠彥 

2 0910 化學 彈性  自主 國語文 體育 數學
1000 吳仁暉 單 / 雙

彈性4/自主4
詹絜絮 鄭新福 鍾逸偉 

3 1010 主題式閱讀 歷史 數學 美術 英語文
1100 閱讀4 盧慧芳 鍾逸偉 連文蘭 林宥箴 

4 1110 主題式閱讀 英語文 英語文 美術 英語文
1200 閱讀4 林宥箴 林宥箴 連文蘭 林宥箴 

5 1300 公民與社會 體育 生命教育 地理 班級活動
1350 周雅岑 鄭新福 李胤 王駿智 盧慧芳 

6 1400 數學 地理 公民與社會 化學 團體活動
1450 鍾逸偉 王駿智 周雅岑 吳仁暉 

7 1505 國語文 國語文 音樂 數學 彈性學習
1555 詹絜絮 詹絜絮 李欣怡 鍾逸偉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盧慧芳 國文 4 詹絜絮 英文 4 林宥箴 數學 4 鍾逸偉 歷史 2 盧慧芳

地理 2 王駿智 公民 2 周雅岑 化學 2 吳仁暉 地科 2 林忠彥 音樂 1 李欣怡

美術 2 連文蘭 體育 2 鄭新福 生教 1 李胤 閱讀 2 閱讀4 彈性 2 彈性4

自主 2 自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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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107 導師：　吳美慧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英語文 彈性  自主 數學 公民與社會 國語文
0900 彭信哲 單 / 雙

彈性5/自主5
洪連志 周雅岑 何志鵬 

2 0910 數學 彈性  自主 物理 地理 體育
1000 洪連志 單 / 雙

彈性5/自主5
謝玉彰 廖婉彤 許芷菱 

3 1010 主題式閱讀 國語文 國語文 英語文 地理
1100 閱讀5 何志鵬 何志鵬 彭信哲 廖婉彤 

4 1110 主題式閱讀 歷史 體育 國語文 數學
1200 閱讀5 吳美慧 許芷菱 何志鵬 洪連志 

5 1300 生命教育 資訊科技 歷史 物理 班級活動
1350 李胤 辛宜衡 吳美慧 謝玉彰 吳美慧 

6 1400 音樂 資訊科技 英語文 數學 團體活動
1450 李欣怡 辛宜衡 彭信哲 洪連志 

7 1505 生物 公民與社會 英語文 生物 彈性學習
1555 蘇友寬 周雅岑 彭信哲 蘇友寬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吳美慧 國文 4 何志鵬 英文 4 彭信哲 數學 4 洪連志 歷史 2 吳美慧

地理 2 廖婉彤 公民 2 周雅岑 物理 2 謝玉彰 生物 2 蘇友寬 音樂 1 李欣怡

資訊 2 辛宜衡 體育 2 許芷菱 生教 1 李胤 閱讀 2 閱讀5 彈性 2 彈性5

自主 2 自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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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108 導師：　蔡佩芬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地理 彈性  自主 數學 國語文 歷史
0900 李淑嬪 單 / 雙

彈性6/自主6
蟻敏慧 呂瑞萍 陳美瑾 

2 0910 數學 彈性  自主 音樂 物理 國語文
1000 蟻敏慧 單 / 雙

彈性6/自主6
李欣怡 謝玉彰 呂瑞萍 

3 1010 主題式閱讀 物理 英語文 公民與社會 體育
1100 閱讀6 謝玉彰 蔡佩芬 周雅岑 許芷菱 

4 1110 主題式閱讀 生物 英語文 生物 數學
1200 閱讀6 蘇友寬 蔡佩芬 蘇友寬 蟻敏慧 

5 1300 資訊科技 英語文 公民與社會 地理 班級活動
1350 辛宜衡 蔡佩芬 周雅岑 李淑嬪 蔡佩芬 

6 1400 資訊科技 國語文 體育 數學 團體活動
1450 辛宜衡 呂瑞萍 許芷菱 蟻敏慧 

7 1505 生命教育 歷史 國語文 英語文 彈性學習
1555 許窈瑜 陳美瑾 呂瑞萍 蔡佩芬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蔡佩芬 國文 4 呂瑞萍 英文 4 蔡佩芬 數學 4 蟻敏慧 歷史 2 陳美瑾

地理 2 李淑嬪 公民 2 周雅岑 物理 2 謝玉彰 生物 2 蘇友寬 音樂 1 李欣怡

資訊 2 辛宜衡 體育 2 許芷菱 生教 1 許窈瑜 閱讀 2 閱讀6 彈性 2 彈性6

自主 2 自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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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109 導師：　柯麗梅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國語文 彈性  自主 數學 英語文 美術
0900 孫靖婷 單 / 雙

彈性7/自主7
柯麗梅 魏聖潔 連文蘭 

2 0910 數學 彈性  自主 英語文 英語文 美術
1000 柯麗梅 單 / 雙

彈性7/自主7
魏聖潔 魏聖潔 連文蘭 

3 1010 英語文 地球科學 國語文 國語文 歷史
1100 魏聖潔 蔡仲元 孫靖婷 孫靖婷 盧慧芳 

4 1110 體育 歷史 生命教育 化學 數學
1200 楊燕萍 盧慧芳 李胤 施瑞達 柯麗梅 

5 1300 公民與社會 國語文 海洋面面觀 地球科學 班級活動
1350 戴裕家 孫靖婷 蔡仲元 蔡仲元 柯麗梅 

6 1400 地理 公民與社會 海洋面面觀 數學 團體活動
1450 李淑嬪 戴裕家 蔡仲元 柯麗梅 

7 1505 化學 音樂 地理 體育 彈性學習
1555 施瑞達 李欣怡 李淑嬪 楊燕萍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柯麗梅 國文 4 孫靖婷 英文 4 魏聖潔 數學 4 柯麗梅 歷史 2 盧慧芳

地理 2 李淑嬪 公民 2 戴裕家 化學 2 施瑞達 地科 2 蔡仲元 音樂 1 李欣怡

美術 2 連文蘭 體育 2 楊燕萍 生教 1 李胤 多元 2 蔡仲元 彈性 2 彈性7

自主 2 自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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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110 導師：　施瑞達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數學 彈性  自主 英語文 地理 國語文
0900 周正弘 單 / 雙

彈性8/自主8
蔡佩芬 王駿智 呂瑞萍 

2 0910 英語文 彈性  自主 地球科學 化學 公民與社會
1000 蔡佩芬 單 / 雙

彈性8/自主8
蔡仲元 施瑞達 劉靜軒 

3 1010 美術 研究  研究 國語文 英語文 數學
1100 連文蘭 施瑞達/柯建華 呂瑞萍 蔡佩芬 周正弘 

4 1110 美術 研究  研究 數學 英語文 國語文
1200 連文蘭 施瑞達/柯建華 周正弘 蔡佩芬 呂瑞萍 

5 1300 歷史 數學 地理 體育 班級活動
1350 吳美慧 周正弘 王駿智 楊燕萍 施瑞達 

6 1400 國語文 音樂 生命教育 歷史 團體活動
1450 呂瑞萍 李欣怡 李胤 吳美慧 

7 1505 公民與社會 體育 化學 地球科學 彈性學習
1555 劉靜軒 楊燕萍 施瑞達 蔡仲元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施瑞達 國文 4 呂瑞萍 英文 4 蔡佩芬 數學 4 周正弘 歷史 2 吳美慧

地理 2 王駿智 公民 2 劉靜軒 化學 2 施瑞達 地科 2 蔡仲元 音樂 1 李欣怡

美術 2 連文蘭 體育 2 楊燕萍 生教 1 李胤 研究 2 施瑞達 研究 2 柯建華

彈性 2 彈性8 自主 2 自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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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111 導師：　呂瑞萍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生命教育 公民與社會 國語文 數學 數學
0900 李胤 戴裕家 呂瑞萍 施明志 施明志 

2 0910 運動學概論 數學 生物 彈性補救 公民與社會
1000 李建宏 施明志 蘇友寬 林宥箴 戴裕家 

3 1010 英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 國語文 專項運動技
1100 林宥箴 林宥箴 林宥箴 呂瑞萍 趙元韶/鄭永成

4 1110 英語文 數學 國語文 生活科技 專項運動技
1200 林宥箴 施明志 呂瑞萍 鄭竣玄 趙元韶/鄭永成

5 1300 主題式閱讀 國語文 自主學習 生物 班級活動
1350 呂瑞萍 呂瑞萍 趙元韶 蘇友寬 呂瑞萍 

6 1400 專項運動體 專項運動技 專項運動戰 專項運動體 團體活動
1450 趙元韶/鄭永成 趙元韶/鄭永成 趙元韶/鄭永成 趙元韶/鄭永成

7 1505 專項運動體 專項運動技 專項運動戰 專項運動體 彈性學習
1555 趙元韶/鄭永成 趙元韶/鄭永成 趙元韶/鄭永成 趙元韶/鄭永成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呂瑞萍 國文 4 呂瑞萍 英文 4 林宥箴 數學 4 施明志 公民 2 戴裕家

生物 2 蘇友寬 生科 1 鄭竣玄 生教 1 李胤 閱讀 1 呂瑞萍 運概 1 李建宏

運訓 4 趙元韶 運訓 4 鄭永成 運技 4 趙元韶 運技 4 鄭永成 運戰 2 趙元韶

運戰 2 鄭永成 彈性 1 林宥箴 自主 1 趙元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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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201 導師：　許玉青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地理 英語文 國語文 英語文 國語文
0900 王駿智 許玉青 李婉玲 許玉青 李婉玲 

2 0910 公民與社會 英語文 水墨 歷史 素描
1000 戴裕家 許玉青 涂聖群 陳美瑾 涂聖群 

3 1010
數位藝術創

作 地理 水墨 國語文 素描
1100 呂迦諾 王駿智 涂聖群 李婉玲 涂聖群 

4 1110 創意表現 國語文 書法 海洋專題研 自主學習
1200 呂迦諾 李婉玲 涂聖群 鄭千慕/廖婉彤 涂聖群 

5 1300 水彩 藝術鑑賞 體育 體育 班級活動
1350 蘇資喻 蘇資喻 許芷菱 許芷菱 許玉青 

6 1400 水彩 藝術鑑賞 英語文 資訊科技 團體活動
1450 蘇資喻 蘇資喻 許玉青 辛宜衡 

7 1505 歷史 基礎攝影 彈性補救 資訊科技 彈性學習
1555 陳美瑾 蘇資喻 許玉青 辛宜衡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許玉青 國文 4 李婉玲 英文 4 許玉青 歷史 2 陳美瑾 地理 2 王駿智

公民 1 戴裕家 資訊 2 辛宜衡 體育 2 許芷菱 水彩 2 蘇資喻 水墨 2 涂聖群

書法 1 涂聖群 素描 2 涂聖群 創意 1 呂迦諾 鑑賞 2 蘇資喻 攝影 1 蘇資喻

藝術 1 呂迦諾 海專 1 鄭千慕 海專 1 廖婉彤 彈性 1 許玉青 自主 1 涂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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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202 導師：　陳盈君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英語文 國語文 生活科技 鍵盤的對話 國語文
0900 許碧婷 陳盈君 鄭竣玄 李欣怡/林映辰 陳盈君 

2 0910
合奏合唱跨
領域實作 地理 生活科技 音樂製作 歷史

1000 陳家怡 湯彥嶸 鄭竣玄 李欣怡 盧慧芳 

3 1010 合唱  合唱 生物 彈性補救 專長樂器 英語文
1100 李欣怡/陳美晴 周以欣 許碧婷 個別2 許碧婷 

4 1110 合唱  合唱 生物 國語文 專長樂器 英語文
1200 李欣怡/陳美晴 周以欣 陳盈君 個別2 許碧婷 

5 1300 國語文
音樂史_和
聲 自主學習 英語文 班級活動

1350 陳盈君 陳家怡 李欣怡 許碧婷 陳盈君 

6 1400 體育
音樂史_樂
理 專長樂器 體育 團體活動

1450 許芷菱 陳家怡 個別2 許芷菱 

7 1505 歷史 音樂史論 專長樂器1 地理 彈性學習
1555 盧慧芳 陳家怡 蔣韻如 湯彥嶸 

8 1600
音樂基礎訓

練
1650 陳家怡 

備

註

註1：

班級 1 陳盈君 國文 4 陳盈君 英文 4 許碧婷 歷史 2 盧慧芳 地理 2 湯彥嶸

生物 2 周以欣 生科 2 鄭竣玄 體育 2 許芷菱 專長 3 個別2 專長 1 蔣韻如

音製 1 李欣怡 音史 1 陳家怡 樂理 1 陳家怡 和聲 1 陳家怡 基訓 2 陳家怡

合唱 2 李欣怡 合唱 2 陳美晴 合奏 1 陳家怡 鍵盤 1 李欣怡 鍵盤 1 林映辰

彈性 1 許碧婷 自主 1 李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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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203 導師：　劉育雯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英語文 英語文 國語文 數學B 國語文
0900 蘇文賢 蘇文賢 劉育雯 洪連志 劉育雯 

2 0910 英語文 數學B 數學B 體育 地理
1000 蘇文賢 洪連志 洪連志 王醒中 王駿智 

3 1010 家政 彈性  自主 音樂
生活玩家-
找茶趣 日語

1100 鄭千慕 單 / 雙
傅靜嬅/自主1

高俐俐 傅靜嬅 林知立 

4 1110 家政 彈性  自主 音樂
生活玩家-
找茶趣 日語

1200 鄭千慕 單 / 雙
傅靜嬅/自主1

高俐俐 傅靜嬅 林知立 

5 1300 國語文 國語文 歷史學探究 探究與實作 班級活動
1350 劉育雯 劉育雯 賴韻如 黃淑珠/周以欣 劉育雯 

6 1400 公民與社會 公民與社會 歷史學探究 探究與實作 團體活動
1450 柯淑雅 柯淑雅 賴韻如 黃淑珠/周以欣

7 1505 數學B 地理 體育 英語文 彈性學習
1555 洪連志 王駿智 王醒中 蘇文賢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劉育雯 國文 4 劉育雯 英文 4 蘇文賢 數B 4 洪連志 歷探 2 賴韻如

地理 2 王駿智 公民 2 柯淑雅 探究 2 黃淑珠 探究 2 周以欣 音樂 2 高俐俐

家政 2 鄭千慕 體育 2 王醒中 多元 2 傅靜嬅 日語 2 林知立 彈性 2 傅靜嬅

自主 2 自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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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204 導師：　蘇文賢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數學B 公民與社會 英語文 國語文 數學B
0900 陳林瑋 柯淑雅 蘇文賢 劉育雯 陳林瑋 

2 0910 地理 英語文 英語文 數學B 國語文
1000 湯彥嶸 蘇文賢 蘇文賢 陳林瑋 劉育雯 

3 1010 體育 彈性  自主 國語文 影英世界 韓語
1100 許芷菱 單 / 雙

許玉青/自主2
劉育雯 多元1 金姬善 

4 1110 英語文 彈性  自主 國語文 影英世界 韓語
1200 蘇文賢 單 / 雙

許玉青/自主2
劉育雯 多元1 金姬善 

5 1300 探究與實作 數學B 家政 音樂 班級活動
1350 黃淑珠/周以欣 陳林瑋 鄭千慕 高俐俐 蘇文賢 

6 1400 探究與實作 歷史學探究 家政 音樂 團體活動
1450 黃淑珠/周以欣 盧慧芳 鄭千慕 高俐俐 

7 1505 公民與社會 歷史學探究 地理 體育 彈性學習
1555 柯淑雅 盧慧芳 湯彥嶸 許芷菱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蘇文賢 國文 4 劉育雯 英文 4 蘇文賢 數B 4 陳林瑋 歷探 2 盧慧芳

地理 2 湯彥嶸 公民 2 柯淑雅 探究 2 黃淑珠 探究 2 周以欣 音樂 2 高俐俐

家政 2 鄭千慕 體育 2 許芷菱 多元 2 多元1 韓語 2 金姬善 彈性 2 許玉青

自主 2 自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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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205 導師：　楊子漪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英語文 英語文 日語 數A  數B 英語文
0900 林宥箴 林宥箴 施瑞達 楊子漪/鍾逸偉 林宥箴 

2 0910 地理 數A  數B 日語 國語文 英語文
1000 王駿智 楊子漪/鍾逸偉 施瑞達 李婉玲 林宥箴 

3 1010 數A  數B 彈性  自主 國語文
樂器DIY
實作 公民與社會

1100 楊子漪/鍾逸偉 單 / 雙
高佩瑄/自主3

李婉玲 林忠彥 周雅岑 

4 1110 體育 彈性  自主 數A  數B
樂器DIY
實作 國語文

1200 王醒中 單 / 雙
高佩瑄/自主3

楊子漪/鍾逸偉 林忠彥 李婉玲 

5 1300 家政 音樂 探究與實作 體育 班級活動
1350 鄭千慕 高俐俐 黃淑珠/周以欣 王醒中 楊子漪 

6 1400 家政 音樂 探究與實作 歷史學探究 團體活動
1450 鄭千慕 高俐俐 黃淑珠/周以欣 盧慧芳 

7 1505 公民與社會 國語文 地理 歷史學探究 彈性學習
1555 周雅岑 李婉玲 王駿智 盧慧芳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楊子漪 國文 4 李婉玲 英文 4 林宥箴 數A 4 楊子漪 數B 4 鍾逸偉

歷探 2 盧慧芳 地理 2 王駿智 公民 2 周雅岑 探究 2 黃淑珠 探究 2 周以欣

音樂 2 高俐俐 家政 2 鄭千慕 體育 2 王醒中 多元 2 林忠彥 日語 2 施瑞達

彈性 2 高佩瑄 自主 2 自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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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206 導師：　楊志忠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英語文 物質與能量 力學一 地理 數學A
0900 魏聖潔 江木發 楊志忠 湯彥嶸 蟻敏慧 

2 0910 物質與能量 數學A 國語文 國語文 公民與社會
1000 江木發 蟻敏慧 劉育雯 劉育雯 柯淑雅 

3 1010 數學A 彈性  自主 美術
靠寫程式上
大學 英語文

1100 蟻敏慧 單 / 雙
鍾逸偉/自主4

連文蘭 柯建華 魏聖潔 

4 1110 體育 彈性  自主 美術
靠寫程式上
大學 國語文

1200 許芷菱 單 / 雙
鍾逸偉/自主4

連文蘭 柯建華 劉育雯 

5 1300 生活科技 英語文 探究與實作 數學A 班級活動
1350 鄭竣玄 魏聖潔 謝玉彰/林忠彥 蟻敏慧 楊志忠 

6 1400 生活科技 英語文 探究與實作 公民與社會 團體活動
1450 鄭竣玄 魏聖潔 謝玉彰/林忠彥 柯淑雅 

7 1505 國語文 地理 體育 力學一 彈性學習
1555 劉育雯 湯彥嶸 許芷菱 楊志忠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楊志忠 國文 4 劉育雯 英文 4 魏聖潔 數A 4 蟻敏慧 地理 2 湯彥嶸

公民 2 柯淑雅 探究 2 謝玉彰 探究 2 林忠彥 選物 2 楊志忠 選化 2 江木發

美術 2 連文蘭 生科 2 鄭竣玄 體育 2 許芷菱 多元 2 柯建華 彈性 2 鍾逸偉

自主 2 自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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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207 導師：　林忠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數學A 英語文 國語文 公民與社會 數學A
0900 鍾逸偉 魏聖潔 詹絜絮 戴裕家 鍾逸偉 

2 0910 力學一 國語文 物質與能量 數學A 地理
1000 楊志忠 詹絜絮 江木發 鍾逸偉 湯彥嶸 

3 1010 生活科技 彈性  自主 英語文
逛市場聊生

物 物質與能量
1100 鄭竣玄 單 / 雙

楊志忠/自主5
魏聖潔 周以欣 江木發 

4 1110 生活科技 彈性  自主 英語文
逛市場聊生

物 國語文
1200 鄭竣玄 單 / 雙

楊志忠/自主5
魏聖潔 周以欣 詹絜絮 

5 1300 國語文 數學A 探究與實作 美術 班級活動
1350 詹絜絮 鍾逸偉 自然1/自然2 連文蘭 林忠彥 

6 1400 公民與社會 地理 探究與實作 美術 團體活動
1450 戴裕家 湯彥嶸 自然1/自然2 連文蘭 

7 1505 體育 體育 力學一 英語文 彈性學習
1555 王醒中 王醒中 楊志忠 魏聖潔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林忠彥 國文 4 詹絜絮 英文 4 魏聖潔 數A 4 鍾逸偉 地理 2 湯彥嶸

公民 2 戴裕家 探究 2 自然1 探究 2 自然2 選物 2 楊志忠 選化 2 江木發

美術 2 連文蘭 生科 2 鄭竣玄 體育 2 王醒中 多元 2 周以欣 彈性 2 楊志忠

自主 2 自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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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208 導師：　周雅岑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數A  數B 數A  數B 韓語 英語文 公民與社會
0900 洪連志/蟻敏慧 洪連志/蟻敏慧 金姬善 蘇文賢 周雅岑 

2 0910 探究與實作 地理 韓語 英語文 英語文
1000 謝玉彰/林忠彥 廖婉彤 金姬善 蘇文賢 蘇文賢 

3 1010 探究與實作 彈性  自主 國語文 數A  數B 歷史學探究
1100 謝玉彰/林忠彥 單 / 雙

蘇文賢/自主6
陳盈君 洪連志/蟻敏慧 賴韻如 

4 1110 公民與社會 彈性  自主 數A  數B 國語文 歷史學探究
1200 周雅岑 單 / 雙

蘇文賢/自主6
洪連志/蟻敏慧 陳盈君 賴韻如 

5 1300 音樂 體育 國語文 家政 班級活動
1350 高俐俐 王醒中 陳盈君 鄭千慕 周雅岑 

6 1400 音樂 海洋專題研 地理 家政 團體活動
1450 高俐俐 高佩瑄/陳盈君 廖婉彤 鄭千慕 

7 1505 國語文 海洋專題研 英語文 體育 彈性學習
1555 陳盈君 高佩瑄/陳盈君 蘇文賢 王醒中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周雅岑 國文 4 陳盈君 英文 4 蘇文賢 數A 4 洪連志 數B 4 蟻敏慧

歷探 2 賴韻如 地理 2 廖婉彤 公民 2 周雅岑 探究 2 謝玉彰 探究 2 林忠彥

音樂 2 高俐俐 家政 2 鄭千慕 體育 2 王醒中 海專 2 高佩瑄 海專 2 陳盈君

韓語 2 金姬善 彈性 2 蘇文賢 自主 2 自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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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209 導師：　陳林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英語文 歷史 數學A 國語文 自主學習
0900 許玉青 盧慧芳 陳林瑋 李婉玲 自主7 

2 0910 數學A 地理 國語文 物質與能量 彈數  彈英
1000 陳林瑋 王駿智 李婉玲 江木發 單 / 雙

陳林瑋/許玉青

3 1010 歷史 數學A 探究與實作 英語文 海洋專題研
1100 盧慧芳 陳林瑋 自然3/自然4 許玉青 陳林瑋/蔡仲元

4 1110 力學一 力學一 探究與實作 英語文 海洋專題研
1200 謝玉彰 謝玉彰 自然3/自然4 許玉青 陳林瑋/蔡仲元

5 1300 美術 國語文 物質與能量 生活科技 班級活動
1350 連文蘭 李婉玲 江木發 鄭竣玄 陳林瑋 

6 1400 美術 體育 地理 生活科技 團體活動
1450 連文蘭 林永隆 王駿智 鄭竣玄 

7 1505 國語文 英語文 體育 數學A 彈性學習
1555 李婉玲 許玉青 林永隆 陳林瑋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陳林瑋 國文 4 李婉玲 英文 4 許玉青 數A 4 陳林瑋 歷史 2 盧慧芳

地理 2 王駿智 探究 2 自然3 探究 2 自然4 選物 2 謝玉彰 選化 2 江木發

美術 2 連文蘭 生科 2 鄭竣玄 體育 2 林永隆 海專 2 陳林瑋 海專 2 蔡仲元

彈英 1 許玉青 彈數 1 陳林瑋 自主 1 自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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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210 導師：　吳旭明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力學一 物質與能量 數學A 國語文 彈數  彈英
0900 吳旭明 施瑞達 楊子漪 陳盈君 單 / 雙

楊子漪/許玉青

2 0910 數學A 國語文 英語文 國語文 自主學習
1000 楊子漪 陳盈君 許玉青 陳盈君 自主8 

3 1010 英語文 數學A 探究與實作 物質與能量 海洋專題應
1100 許玉青 楊子漪 吳旭明/林忠彥 施瑞達 吳旭明/鄭竣玄

4 1110 英語文 國語文 探究與實作 力學一 海洋專題應
1200 許玉青 陳盈君 吳旭明/林忠彥 吳旭明 吳旭明/鄭竣玄

5 1300
數理專題研

究 英語文 生活科技
進階程式設

計 班級活動
1350 專題 許玉青 鄭竣玄 柯建華 吳旭明 

6 1400
數理專題研

究 歷史 生活科技
進階程式設

計 團體活動
1450 專題 賴韻如 鄭竣玄 柯建華 

7 1505 體育 體育 歷史 數學A 彈性學習
1555 許芷菱 許芷菱 賴韻如 楊子漪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吳旭明 國文 4 陳盈君 英文 4 許玉青 數A 4 楊子漪 歷史 2 賴韻如

探究 2 吳旭明 探究 2 林忠彥 選物 2 吳旭明 選化 2 施瑞達 生科 2 鄭竣玄

程設 2 柯建華 體育 2 許芷菱 海應 2 吳旭明 海應 2 鄭竣玄 專研 2 專題

彈英 1 許玉青 彈數 1 楊子漪 自主 1 自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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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211 導師：　張瓊文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英語文 國語文 國語文 數學B 歷史
0900 張瓊文 王炯權 王炯權 陳林瑋 賴韻如 

2 0910 英語文 數學B 體育 英語文 彈性補救
1000 張瓊文 陳林瑋 楊燕萍 張瓊文 張瓊文 

3 1010 數學B 歷史 英語文 地理 專項運動戰
1100 陳林瑋 賴韻如 張瓊文 王駿智 徐煒杰/廖婉茹

4 1110 地理 國語文 數學B 國語文 專項運動戰
1200 王駿智 王炯權 陳林瑋 王炯權 徐煒杰/廖婉茹

5 1300 物理
執法先鋒-
運動規則 自主學習 物理 班級活動

1350 楊志忠 楊燕萍 徐煒杰 楊志忠 張瓊文 

6 1400
專項運動體
能訓練 專項運動技

專項運動體
能訓練 專項運動技 團體活動

1450 徐煒杰 徐煒杰/廖婉茹 徐煒杰 徐煒杰/廖婉茹

7 1505
專項運動體
能訓練 專項運動技

專項運動體
能訓練 專項運動技 彈性學習

1555 徐煒杰 徐煒杰/廖婉茹 徐煒杰 徐煒杰/廖婉茹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張瓊文 國文 4 王炯權 英文 4 張瓊文 數B 4 陳林瑋 歷史 2 賴韻如

地理 2 王駿智 物理 2 楊志忠 體育 1 楊燕萍 運訓 4 徐煒杰 運技 4 徐煒杰

運技 4 廖婉茹 運戰 2 徐煒杰 運戰 2 廖婉茹 運動 1 楊燕萍 彈性 1 張瓊文

自主 1 徐煒杰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110學年度第一學期班級課表 26/8/2021

第25页 共42页



班級：　301 導師：　傅靜嬅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英語聽講
社會環境議

題 數學補強 數學補強 創意表現
0900 陳美蘭 李淑嬪 賴泓成 賴泓成 蘇資喻 

2 0910
全民國防教

育 國語文 家政 國語文 彈性充廣
1000 薛常炳 傅靜嬅 鄭千慕 傅靜嬅 蘇資喻 

3 1010 美術史 英語文 英語文 體育 國語文
1100 涂聖群 陳美蘭 陳美蘭 王醒中 傅靜嬅 

4 1110 美術史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國語文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公共議題與
社會探究

1200 涂聖群 黃相文 傅靜嬅 黃相文 柯淑雅 

5 1300
公共議題與
社會探究 素描

彈性歷史充
廣 水墨 英語聽講

1350 柯淑雅 涂聖群 黃相文 蘇資喻 陳美蘭 

6 1400 體育 素描 水彩 水墨 班級活動
1450 王醒中 涂聖群 涂聖群 蘇資喻 傅靜嬅 

7 1505
社會環境議

題 彈性充廣 水彩 書法 團體活動
1555 李淑嬪 涂聖群 涂聖群 蘇資喻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傅靜嬅 國文 4 傅靜嬅 英文 2 陳美蘭 英聽 2 陳美蘭 數補 2 賴泓成

選歷 2 黃相文 選地 2 李淑嬪 公探 2 柯淑雅 家政 1 鄭千慕 體育 2 王醒中

國防 1 薛常炳 水彩 2 涂聖群 水墨 2 蘇資喻 美史 2 涂聖群 書法 1 蘇資喻

素描 2 涂聖群 創意 1 蘇資喻 彈性 2 涂聖群 彈歷 1 黃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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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02 導師：　葉怡芬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全民國防教

育 國語文 英文作文 爵士流行重 英語聽講
0900 薛常炳 葉怡芬 張瓊文 鄭子愛/朱苡柔 張瓊文 

2 0910
合奏合唱跨
領域實作 英語文 國語文 音樂製作

彈性國文補
救

1000 林映辰 張瓊文 葉怡芬 蔣韻如 葉怡芬 

3 1010 合奏合唱 英文作文 體育 專長樂器 家政
1100 蔣韻如 張瓊文 鄭新福 個別3 鄭千慕 

4 1110 合奏合唱 國語文 英語文 專長樂器 健康與護理
1200 蔣韻如 葉怡芬 張瓊文 個別3 鄭千慕 

5 1300
科技環境與
藝術的歷史 音樂史論 彈性充廣

科技環境與
藝術的歷史 體育

1350 賴韻如 呂謙 葉怡芬 賴韻如 鄭新福 

6 1400 國語文
音樂史_和
聲 專長樂器1 英語聽講 班級活動

1450 葉怡芬 盧志銘 蔣韻如 張瓊文 葉怡芬 

7 1505
彈性國文補

救
音樂史_樂
理 專長樂器 美術 團體活動

1555 葉怡芬 盧志銘 個別3 連文蘭 

8 1600
音樂基礎訓

練
1650 盧志銘 

備

註

註1：

班級 1 葉怡芬 國文 4 葉怡芬 英文 2 張瓊文 英聽 2 張瓊文 英作 2 張瓊文

選歷 2 賴韻如 美術 1 連文蘭 家政 1 鄭千慕 護理 1 鄭千慕 體育 2 鄭新福

國防 1 薛常炳 合奏 1 林映辰 專長 3 個別3 專長 1 蔣韻如 音製 1 蔣韻如

音史 1 呂謙 樂理 1 盧志銘 和聲 1 盧志銘 基訓 2 盧志銘 合唱 2 蔣韻如

爵士 1 鄭子愛 爵士 1 朱苡柔 彈性 1 葉怡芬 彈國 2 葉怡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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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03 導師：　何宜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國語文 國語文

彈性數B充
廣 日語

0900 陳美瑾 傅靜嬅 傅靜嬅 柯麗梅 施瑞達 

2 0910
英文閱讀與
寫作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健康與護理

現代社會與
經濟 日語

1000 何宜紋 陳美瑾 吳仁暉 劉靜軒 施瑞達 

3 1010 體育
彈性英文充

廣
未來想像與
生涯進路

社會環境議
題

社會環境議
題

1100 王醒中 何宜紋 許窈瑜 李淑嬪 李淑嬪 

4 1110 英語文 數學補強
未來想像與
生涯進路 體育 國語文

1200 何宜紋 柯麗梅 許窈瑜 王醒中 傅靜嬅 

5 1300
現代社會與
經濟

社會環境議
題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法語 藝術生活

1350 劉靜軒 李淑嬪 陳美瑾 林知立 高俐俐 

6 1400 國語文
現代社會與
經濟

彈性國文充
廣 法語 班級活動

1450 傅靜嬅 劉靜軒 傅靜嬅 林知立 何宜紋 

7 1505 數學補強
英文閱讀與
寫作

全民國防教
育 英語文 團體活動

1555 柯麗梅 何宜紋 薛常炳 何宜紋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何宜紋 國文 4 傅靜嬅 英文 2 何宜紋 英寫 2 何宜紋 數補 2 柯麗梅

選歷 3 陳美瑾 選地 3 李淑嬪 選公 3 劉靜軒 藝生 1 高俐俐 護理 1 吳仁暉

體育 2 王醒中 國防 1 薛常炳 日語 2 施瑞達 生涯 2 許窈瑜 多元 2 林知立

彈英 1 何宜紋 彈數 1 柯麗梅 彈國 1 傅靜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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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04 導師：　陳美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社會環境議

題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英文閱讀與
寫作

彈性英文充
廣 韓語

0900 湯彥嶸 吳美慧 陳美蘭 陳美蘭 金姬善 

2 0910 英語文
現代社會與
經濟 藝術生活 國語文 韓語

1000 陳美蘭 柯淑雅 高俐俐 陳秀娥 金姬善 

3 1010 數學補強
彈性數B充
廣

工程設計專
題製作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英文閱讀與
寫作

1100 施明志 施明志 鄭竣玄 吳美慧 陳美蘭 

4 1110 數學補強 英語文
工程設計專
題製作

現代社會與
經濟 國語文

1200 施明志 陳美蘭 鄭竣玄 柯淑雅 陳秀娥 

5 1300 體育
全民國防教

育
社會環境議

題
田徑體能基
礎訓練

社會環境議
題

1350 王醒中 薛常炳 湯彥嶸 鄭新福 湯彥嶸 

6 1400 國語文 體育
彈性公社充

廣
田徑體能基
礎訓練 班級活動

1450 陳秀娥 王醒中 柯淑雅 鄭新福 陳美蘭 

7 1505 健康與護理 國語文
現代社會與
經濟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團體活動

1555 吳仁暉 陳秀娥 柯淑雅 吳美慧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陳美蘭 國文 4 陳秀娥 英文 2 陳美蘭 英寫 2 陳美蘭 數補 2 施明志

選歷 3 吳美慧 選地 3 湯彥嶸 選公 3 柯淑雅 藝生 1 高俐俐 護理 1 吳仁暉

體育 2 王醒中 國防 1 薛常炳 韓語 2 金姬善 工程 2 鄭竣玄 多元 2 鄭新福

彈數 1 施明志 彈英 1 陳美蘭 彈公 1 柯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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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05 導師：　賴韻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數學乙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英文閱讀與
寫作 國語文

現代社會與
經濟

0900 施明志 賴韻如 何宜紋 傅靜嬅 劉靜軒 

2 0910
社會環境議

題 健康與護理 國語文 數學乙
英文閱讀與
寫作

1000 李淑嬪 吳仁暉 傅靜嬅 施明志 何宜紋 

3 1010 藝術生活
現代社會與
經濟

健康與休閒
生活 英語文 數學乙

1100 高俐俐 劉靜軒 莊妍君 何宜紋 施明志 

4 1110
全民國防教

育 英語文
健康與休閒
生活

社會環境議
題 體育

1200 薛常炳 何宜紋 莊妍君 李淑嬪 鄭新福 

5 1300 國語文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體育 創意手作 國語文

1350 傅靜嬅 賴韻如 鄭新福 林忠彥 傅靜嬅 

6 1400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數學乙

社會環境議
題 創意手作 班級活動

1450 賴韻如 施明志 李淑嬪 林忠彥 賴韻如 

7 1505
彈性數B充
廣

彈性地理充
廣

現代社會與
經濟

彈性公社充
廣 團體活動

1555 施明志 李淑嬪 劉靜軒 劉靜軒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賴韻如 國文 4 傅靜嬅 英文 2 何宜紋 英寫 2 何宜紋 數乙 4 施明志

選歷 3 賴韻如 選地 3 李淑嬪 選公 3 劉靜軒 藝生 1 高俐俐 護理 1 吳仁暉

體育 2 鄭新福 國防 1 薛常炳 健康 2 莊妍君 多元 2 林忠彥 彈地 1 李淑嬪

彈公 1 劉靜軒 彈數 1 施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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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06 導師：　林知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英語文
社會環境議

題 國語文 數學乙
現代社會與
經濟

0900 林知立 湯彥嶸 葉怡芬 周正弘 柯淑雅 

2 0910 數學乙 數學乙
全民國防教

育 國語文 數學乙
1000 周正弘 周正弘 薛常炳 葉怡芬 周正弘 

3 1010
社會環境議

題 國語文 日語
英文閱讀與
寫作

社會環境議
題

1100 湯彥嶸 葉怡芬 林知立 林知立 湯彥嶸 

4 1110 藝術生活
英文閱讀與
寫作 日語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1200 高俐俐 林知立 林知立 吳美慧 吳美慧 

5 1300 體育
現代社會與
經濟

現代社會與
經濟 遊學基隆 國語文

1350 鄭新福 柯淑雅 柯淑雅 湯彥嶸 葉怡芬 

6 1400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健康與護理 英語文 遊學基隆 班級活動

1450 吳美慧 鄭千慕 林知立 湯彥嶸 林知立 

7 1505
彈性地理充

廣
彈性國文充

廣 體育
彈性數B充
廣 團體活動

1555 湯彥嶸 葉怡芬 鄭新福 周正弘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林知立 國文 4 葉怡芬 英文 2 林知立 英寫 2 林知立 數乙 4 周正弘

選歷 3 吳美慧 選地 3 湯彥嶸 選公 3 柯淑雅 藝生 1 高俐俐 護理 1 鄭千慕

體育 2 鄭新福 國防 1 薛常炳 日語 2 林知立 多元 2 湯彥嶸 彈國 1 葉怡芬

彈數 1 周正弘 彈地 1 湯彥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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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07 導師：　江木發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波動、光及
聲音 英語文

化學反應與
平衡二

化學反應與
平衡一

波動、光及
聲音

0900 謝玉彰 林知立 江木發 江木發 謝玉彰 

2 0910
英文閱讀與
寫作 電磁現象一 數學甲

英文閱讀與
寫作 體育

1000 林知立 謝玉彰 楊子漪 林知立 王醒中 

3 1010 國語文
彈性化學充

廣
進階程式設

計 數學甲
全民國防教

育
1100 孫靖婷 江木發 柯建華 楊子漪 江憲宏 

4 1110 數學甲 數學甲
進階程式設

計 國語文 選生  球補
1200 楊子漪 楊子漪 柯建華 孫靖婷 周以欣/林忠彥

5 1300
化學反應與
平衡一 日語 體育 投資理財大 國語文

1350 江木發 林知立 王醒中 周雅岑/楊子漪 孫靖婷 

6 1400 健康與護理 日語 國語文 投資理財大 班級活動
1450 江木發 林知立 孫靖婷 周雅岑/楊子漪 江木發 

7 1505
彈性數A充
廣 藝術生活 英語文

彈性物理充
廣 團體活動

1555 楊子漪 高俐俐 林知立 謝玉彰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江木發 國文 4 孫靖婷 英文 2 林知立 英寫 2 林知立 數甲 4 楊子漪

選物 2 謝玉彰 選物 1 謝玉彰 選化 2 江木發 選化 1 江木發 選生 1 周以欣

球補 1 林忠彥 藝生 1 高俐俐 護理 1 江木發 體育 2 王醒中 國防 1 江憲宏

程設 2 柯建華 日語 2 林知立 多元 2 周雅岑 多元 2 楊子漪 彈數 1 楊子漪

彈物 1 謝玉彰 彈化 1 江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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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08 導師：　陳秀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數學乙 英語文 國語文
現代社會與
經濟 國語文

0900 柯麗梅 張瓊文 陳秀娥 劉靜軒 陳秀娥 

2 0910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社會環境議
題 體育 數學乙

社會環境議
題

1000 陳美瑾 張家綺 王醒中 柯麗梅 張家綺 

3 1010
英文閱讀與
寫作

彈性國文充
廣 韓語 英語文 數學乙

1100 張瓊文 陳秀娥 金姬善 張瓊文 柯麗梅 

4 1110
英文閱讀與
寫作 國語文 韓語 國語文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1200 張瓊文 陳秀娥 金姬善 陳秀娥 陳美瑾 

5 1300
彈性歷史充

廣
社會環境議

題
現代社會與
經濟 地理玩家 體育

1350 陳美瑾 張家綺 劉靜軒 張家綺 王醒中 

6 1400
現代社會與
經濟 數學乙

彈性英文充
廣 地理玩家 班級活動

1450 劉靜軒 柯麗梅 張瓊文 張家綺 陳秀娥 

7 1505 藝術生活
全民國防教

育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健康與護理 團體活動

1555 高俐俐 江憲宏 陳美瑾 鄭千慕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陳秀娥 國文 4 陳秀娥 英文 2 張瓊文 英寫 2 張瓊文 數乙 4 柯麗梅

選歷 3 陳美瑾 選地 3 張家綺 選公 3 劉靜軒 藝生 1 高俐俐 護理 1 鄭千慕

體育 2 王醒中 國防 1 江憲宏 韓語 2 金姬善 多元 2 張家綺 彈英 1 張瓊文

彈國 1 陳秀娥 彈歷 1 陳美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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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09 導師：　黃淑珠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化學反應與
平衡二

化學反應與
平衡一 數學甲

波動、光及
聲音 國語文

0900 黃淑珠 黃淑珠 施明志 吳旭明 葉怡芬 

2 0910 數學甲 國語文 英語文
英文閱讀與
寫作 數學甲

1000 施明志 葉怡芬 陳美蘭 陳美蘭 施明志 

3 1010
波動、光及
聲音

彈性物理充
廣 地質環境

化學反應與
平衡一 選生  球補

1100 吳旭明 吳旭明 蔡仲元 黃淑珠 周以欣/林忠彥

4 1110 英語文 健康與護理 地質環境 國語文
全民國防教

育
1200 陳美蘭 黃淑珠 蔡仲元 葉怡芬 江憲宏 

5 1300 國語文
工程設計專
題製作

英文閱讀與
寫作 數學美學 數學甲

1350 葉怡芬 鄭竣玄 陳美蘭 周正弘 施明志 

6 1400 體育
工程設計專
題製作 電磁現象一 數學美學 班級活動

1450 鄭新福 鄭竣玄 吳旭明 周正弘 黃淑珠 

7 1505
彈性化學充

廣 體育 藝術生活
彈性數A充
廣 團體活動

1555 黃淑珠 鄭新福 謝玉彰 施明志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黃淑珠 國文 4 葉怡芬 英文 2 陳美蘭 英寫 2 陳美蘭 數甲 4 施明志

選物 2 吳旭明 選物 1 吳旭明 選化 2 黃淑珠 選化 1 黃淑珠 選生 1 周以欣

球補 1 林忠彥 藝生 1 謝玉彰 護理 1 黃淑珠 體育 2 鄭新福 國防 1 江憲宏

地科 2 蔡仲元 工程 2 鄭竣玄 多元 2 周正弘 彈化 1 黃淑珠 彈數 1 施明志

彈物 1 吳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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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10 導師：　周正弘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化學反應與
平衡一

數理專題應
用 國語文 數學甲

0900 林祥裕 周正弘 陳秀娥 周正弘 

2 0910 電磁現象一 國語文 數學甲 彈性充廣
1000 吳旭明 陳秀娥 周正弘 蘇友寬 

3 1010 英語文 彈性充廣
化學反應與
平衡一 數學甲

英文閱讀與
寫作

1100 彭信哲 林忠彥 林祥裕 周正弘 彭信哲 

4 1110 體育 彈性充廣 國語文 英語文
化學反應與
平衡二

1200 鄭新福 彭信哲 陳秀娥 彭信哲 林祥裕 

5 1300 國語文
健康與休閒
生活 美術

你到底在吃
什麼 藝術生活

1350 陳秀娥 莊妍君 連文蘭 施瑞達 謝玉彰 

6 1400 數學甲
健康與休閒
生活 美術

你到底在吃
什麼 班級活動

1450 周正弘 莊妍君 連文蘭 施瑞達 周正弘 

7 1505 健康與護理
英文閱讀與
寫作

全民國防教
育 體育 團體活動

1555 鄭千慕 彭信哲 江憲宏 鄭新福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周正弘 國文 4 陳秀娥 英文 2 彭信哲 英寫 2 彭信哲 數甲 4 周正弘

選物 2 吳旭明 選物 1 吳旭明 選化 2 林祥裕 選化 1 林祥裕 美術 2 連文蘭

藝生 1 謝玉彰 護理 1 鄭千慕 體育 2 鄭新福 國防 1 江憲宏 專題 1 周正弘

健康 2 莊妍君 多元 2 施瑞達 彈性 3 彭信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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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11 導師：　吳仁暉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全民國防教

育 國語文 國語文 健康與護理 英語聽講
0900 江憲宏 孫靖婷 孫靖婷 吳仁暉 何宜紋 

2 0910 體育 彈性充廣 數學補強 數學補強 國語文
1000 楊燕萍 孫靖婷 蟻敏慧 蟻敏慧 孫靖婷 

3 1010
安全教育與
傷害防護

你到底在吃
什麼 英語聽講 音樂

專項運動戰
術與運用

1100 李建宏 吳仁暉 何宜紋 高俐俐 李儼育 

4 1110
安全教育與
傷害防護

你到底在吃
什麼 英語文 音樂

專項運動戰
術與運用

1200 李建宏 吳仁暉 何宜紋 高俐俐 李儼育 

5 1300 國語文 英語文 彈性充廣 彈性充廣 健康與護理
1350 孫靖婷 何宜紋 李儼育 何宜紋 吳仁暉 

6 1400
專項運動體
能訓練

專項運動技
術

專項運動體
能訓練

專項運動技
術 班級活動

1450 李儼育 李儼育 李儼育 李儼育 吳仁暉 

7 1505
專項運動體
能訓練

專項運動技
術

專項運動體
能訓練

專項運動技
術 團體活動

1555 李儼育 李儼育 李儼育 李儼育 

8 1600

1650

備

註

註1：

班級 1 吳仁暉 國文 4 孫靖婷 英文 2 何宜紋 英聽 2 何宜紋 數補 2 蟻敏慧

音樂 2 高俐俐 護理 2 吳仁暉 體育 1 楊燕萍 國防 1 江憲宏 多元 2 吳仁暉

防護 2 李建宏 運訓 4 李儼育 運技 4 李儼育 運戰 2 李儼育 彈性 3 何宜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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