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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 廖瀅璇 8導師 14 班會週會801 國文804 國文801 圖書時間708 圖書時間706 國文801 國文804 國文804 國文801 國文804 國文801 國文801 國文804 空白課程801

國文 許仁安 8導師 14 班會週會806 國文806 國文803 國文803 國文806 國文806 國文803 國文806 國文803 國文803 國文806 空白課程806 多元學習999 多元學習999

國文 尹世祥 9導師 14 班會週會907 國文907 國文903 國文907 趣看文學903 國文903 國文907 國文903 自我學習907 國文903 國文907 趣看文學907 國文903 國文907

國文 王振男 9導師 14 班會週會902 國文902 國文905 趣看文學905 國文902 趣看文學902 國文905 國文905 國文902 國文902 國文905 國文902 自我學習902 國文905

國文 陳怡秀 7導師(懸代) 14 班會週會707 國文702 圖書時間702 國文707 圖書時間707 國文707 國文702 國文702 國文707 國文702 國文707 國文702 國文707 空白課程707

國文 李巧妍 7導師 16 班會週會704 國文703 國文704 國文703 國文704 圖書時間704 國文704 國文703 國文704 國文703 圖書時間703 國文704 國文703 空白課程704 多元學習999 多元學習999

國文 林秋懿 專任 18 國文805 國文908 趣看文學908 國文807 國文807 國文908 國文805 國文807 圖書時間701 圖書時間705 國文908 國文805 國文807 國文908 國文805 國文805 國文807 國文908

國文 陳桂嵐 專任 18 國文906 國文901 國文904 國文901 趣看文學901 國文904 國文906 國文906 國文901 國文904 國文904 趣看文學904 國文901 國文906 國文901 國文904 國文906 趣看文學906

國文 高焜源 專任 20 國文708 國文708 國文705 國文701 國文706 國文706 國文701 國文705 國文705 國文705 國文706 國文701 國文708 國文706 國文701 國文708 國文705 國文708 國文706 國文701

國文 陳雅雯 組長 6 國文802 國文802 國文802 國文802 國文802 學習成就990

國文 江長山 組長 6 國文808 國文808 國文808 國文808 國文808 學習成就990

英語 張詩羚 7導師 16 班會週會702 英語708 英語702 英語903 英語708 英語906 英語702 英語906 英語903 英語903 英語906 英語702 英語708 英語903 英語906 空白課程702

英語 楊珮琤 7導師 16 班會週會706 英語703 活力英語808 英語808 英語803 英語706 英語706 英語808 英語703 英語803 英語706 活力英語803 英語808 英語703 英語803 空白課程706

英語 張祖璨 8導師 14 班會週會804 活力英語804 英語806 活力英語801 英語806 英語804 英語801 英語801 英語804 活力英語806 英語801 英語806 英語804 空白課程804

英語 李亞倩 9導師 14 班會週會905 英語905 英語904 英語904 英語901 英語905 英語901 英語901 英語905 自我學習905 英語904 英語901 英語905 英語904

英語 陳怡炘 專任 20 英語908 英語907 英語902 英語704 英語707 英語908 英語707 英語902 英語704 英語907 英語902 英語707 英語908 英語907 英語902 英語704 英語907 英語908 多元學習999 多元學習999

英語 張靖儀 專任 19 英語807 英語807 英語705 活力英語802 英語805 英語701 英語701 英語805 英語807 英語802 英語705 活力英語805 英語802 活力英語807 英語705 英語701 英語802 英語805 學習成就990

數學 林育安 7導師 17 班會週會708 數學903 數學708 數學707 數學708 數學707 數學903 數學707 數閱III903 數閱I708 數閱I707 數學708 數學903 數學708 數學903 數學707 空白課程708

數學 廖俊筌 8導師 17 班會週會802 數閱I704 數學802 數學804 數學802 數學704 數閱II804 數閱II802 數學804 數學704 數學802 數學704 數學804 數學704 數學804 數學802 空白課程802

數學 吳美滿 9導師 17 班會週會904 數學904 數學803 數學908 數學803 自我學習904 數學904 數學803 數學904 數學908 數學908 數學803 數學904 數學908 數閱III908 數閱II803 數閱III904

數學 劉彥伸 9導師 17 班會週會901 數學901 數學905 數學805 數學905 數學805 數學901 數閱II805 數學901 數閱III905 數學905 數學805 數學901 自我學習901 數學905 數學805 數閱III901

數學 羅于茜 資專 19 數學910B 數學810B 數學810A 數學910B 數學810A 數學810B 數學810B 數學910B 數學810A 數學810A 數學810B 數學910B 數學910B 數學810B 數學810A 專題研討990 獨立研究999 獨立研究999

數學 何崑德 專任 20 數學703 數學702 數閱I706 數學705 數學706 數學703 數閱I705 數學702 數學705 數學703 數學706 數閱I702 數學705 數學702 數學703 數學706 數學706 數學705 數閱I703 數學702

數學 賴耐鋼 專任 20 數學906 數學910A 數學807 數學806 數學806 數學807 數學906 數學910A 數學910A 數學807 數學906 數學806 數閱II806 數學807 數學910A 數閱III906 數閱II807 數學906 數學806 數學910A

數學 李梅滿 專任 20 數學902 數學801 數學808 數學907 數學801 數閱II808 數學907 數學902 數學801 數學808 數學902 數閱III907 數學907 數閱II801 數學902 數學808 數學907 數學808 數閱III902 數學801

數學 王美婷 組長 5 數學701 數閱I701 數學701 數學701 數學701

數學 陳育㨗 主任 2 學習成就990 研究法

自然 宋秀珠 8導師 15 班會週會803 生物702 生物704 生物701 生物702 生物703 生物702 健康教育803 生物703 生物704 生物704 生物703 生物701 生物701 空白課程803

自然 陳明鈺 組長 9 生物706 生物705 生物706 生物705 生物706 生物705 專題研討990 獨立研究999 獨立研究999

自然 王曉琪 7導師 18 班會週會701 科學實作902 自然生科805 自然生科801 自然生科801 自然生科805 地球科學902 自然生科902 地球科學904 自然生科801 地球科學905 自然生科801 地球科學907 自然生科902 自然生科805 自然生科805 空白課程701 自然生科902

自然 何志生 8導師 14 班會週會808 自然生科806 自然生科808 自然生科803 自然生科803 自然生科806 自然生科808 自然生科806 自然生科803 自然生科803 自然生科806 自然生科808 自然生科808 空白課程808

自然 邱莉雯 9導師 16 班會週會903 自然生科907 自然生科903 生物708 生物707 自然生科903 自然生科907 自我學習903 生物707 生物708 生物708 科學實作903 自然生科907 生物707 科學實作907 自然生科903

自然 歐陽寧 專任 18 自然生科904 自然生科810B 自然生科802 自然生科802 自然生科810B 自然生科905 自然生科904 科學實作905 自然生科802 自然生科802 科學實作904 自然生科905 自然生科810B 自然生科810B 自然生科905 自然生科904 多元學習999 多元學習999

自然 王星富 7導師 18 班會週會705 科學實作908 自然生科901 地球科學906 科學實作906 地球科學903 自然生科908 科學實作901 自然生科908 自然生科906 自然生科906 自然生科901 自然生科908 地球科學901 地球科學908 自然生科906 空白課程705 自然生科901

自然 趙文智 組長 8 生活科技707 生活科技703 生活科技706 生活科技708 生活科技705 生活科技701 生活科技702 生活科技704

自然 沈彥宏 資專 16 自然生科910A 自然生科810A 自然生科810A 自然生科910B 自然生科810A 自然生科910A 自然生科910B 自然生科910B 自然生科810A 自然生科910A 自然生科910B 自然生科910A 專題研討990 獨立研究999 獨立研究999

社會 林秋蕙 專任 18 文化溯源802 歷史903 文化溯源801 歷史906 歷史907 歷史802 歷史804 歷史805 歷史801 文化溯源804 文化溯源805 歷史908 歷史803 歷史905 歷史904 文化溯源803 歷史901 歷史902

社會 林珍毓 8導師 16 班會週會807 歷史808 歷史704 歷史708 歷史701 歷史706 歷史703 歷史707 文化溯源807 歷史807 歷史705 文化溯源806 文化溯源808 歷史806 歷史702 空白課程807

社會 李蕙琴 7導師 16 班會週會703 地理907 地理903 地理904 地理903 地理905 地理905 地理704 地理906 地理703 地理906 地理908 地理904 空白課程703 地理908 地理907

社會 林姿婷 專任(懸代) 16 地理701 地理802 地理705 地理805 地理806 地理702 地理804 地理803 地理706 地理708 地理801 地理707 地理807 地理808 多元學習999 多元學習999

社會 何俊彥 市教支援 4 地理902 地理901 地理902 地理901

社會 呂慧娟 專任 20 公民道德803 公民道德804 公民道德701 公民道德703 公民道德805 公民素養704 公民素養708 公民素養701 公民道德806 公民道德807 公民道德702 公民道德802 公民道德808 公民素養702 公民道德704 公民道德708 公民素養703 公民素養705 公民道德705 公民道德801

社會 翁翠微 9導師 14 班會週會906 公民道德706 公民道德908 公民素養707 自我學習906 公民道德904 公民道德907 公民素養706 公民道德707 公民道德902 公民道德906 公民道德903 公民道德905 公民道德901

藝文 虞慧欣 主任 2 多元學習999 多元學習999

藝文 林俊明 專任 20 表演藝術902 視覺藝術803 表演藝術904 視覺藝術703 視覺藝術704 視覺藝術801 視覺藝術804 視覺藝術805 視覺藝術806 表演藝術905 表演藝術908 視覺藝術701 視覺藝術807 視覺藝術808 視覺藝術702 視覺藝術802 表演藝術906 表演藝術901 表演藝術907 表演藝術903

藝文 梁津津 組長 8 表演藝術807 表演藝術805 表演藝術804 表演藝術802 表演藝術808 表演藝術806 表演藝術803 表演藝術801

藝文 徐雅琪 9導師 14 班會週會908 視覺藝術905 視覺藝術708 視覺藝術908 自我學習908 視覺藝術707 視覺藝術901 視覺藝術706 視覺藝術902 視覺藝術904 視覺藝術705 視覺藝術906 視覺藝術903 視覺藝術907

藝文 詹惠晴 8導師 14 班會週會805 音樂806 音樂705 音樂702 音樂807 音樂808 音樂805 音樂703 音樂701 音樂707 音樂704 音樂708 音樂706 空白課程805

綜合 華玉璇 主任 2 輔導活動702 輔導活動701

綜合 陳菁徽 組長 6 輔導活動707 輔導活動704 輔導活動703 輔導活動705 輔導活動706 輔導活動708

綜合 林書伶 組長 6 童軍804 童軍805 童軍801 童軍803 童軍802 童軍806

綜合 方志宏 專任(懸代) 20 童軍705 童軍706 童軍901 童軍907 童軍701 童軍702 童軍807 童軍808 童軍704 童軍708 童軍902 童軍906 童軍903 童軍904 童軍707 童軍703 童軍905 童軍908 多元學習999 多元學習999

綜合 沈妏倩 專任(懸代) 20 家政706 家政705 家政907 家政901 家政702 家政701 家政808 家政807 家政708 家政704 家政906 家政902 家政904 家政903 家政703 家政707 家政908 家政905 多元學習999 多元學習999

綜合 蘇世萱 兼輔(育代) 12 輔導活動801 輔導活動808 輔導活動901 輔導活動806 輔導活動803 輔導活動802 輔導活動807 輔導活動804 輔導活動805 輔導活動904 輔導活動903 輔導活動902

綜合 李昭慧 專輔 2 輔導活動906 輔導活動908

綜合 張慧勤 專輔(育代) 2 輔導活動905 輔導活動907

健體 高毓璇 主任 1 健康教育708

健體 廖雅惠 組長 4 體育803 體育(游)803 多元學習999 多元學習999

健體 蔡金利 專任(懸代) 20 健康教育806 健康教育904 健康教育902 健康教育908 健康教育906 健康教育707 健康教育907 健康教育905 健康教育805 健康教育802 健康教育801 健康教育808 健康教育903 健康教育901 健康教育804 健康教育807 健康教育706 健康教育702 健康教育704

健體 許金樹 專任(懸代) 17 體育(游)805 體育(游)807 體育703 健康教育705 體育(游)705 體育801 健康教育703 健康教育701 體育807 體育(游)701 體育(游)703 體育805 體育(游)801 體育701 體育705 多元學習999 多元學習999

健體 湯選平 專任 18 體育(游)704 體育(游)707 體育(游)902 體育(游)904 體育(游)906 體育(游)908 體育(游)702 體育708 體育706 體育904 體育908 體育707 體育704 體育702 體育902 體育(游)706 體育(游)708 體育906

健體 林鼎鈞 組長(懸代) 4 體育901 體育(游)901 多元學習999 多元學習999

特教 張瓊文 組長 6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特教 黃于芮 專任(育代) 16 數9 數8 數7 職(午) 數8 國8 數7 數9 數8 數9 數7 數8 數7 數9 數9 數8

特教 許秀貞 專任(育代) 16 國8 英9 英8 社(午) 英9 國8 英8 英9 英8 國8 社(午) 英8 國8 英9 數7

兼任 吳秀貞 兼任 8 自然生科807 自然生科804 自然生科804 自然生科807 自然生科804 自然生科807 自然生科804 自然生科807

兼任 林恆惠 兼任 8 表演藝術705 表演藝術701 表演藝術703 表演藝術707 表演藝術706 表演藝術702 表演藝術704 表演藝術708

兼任 王玟迪 兼任 12 音樂801 音樂908 音樂906 音樂802 音樂804 音樂903 音樂905 音樂904 音樂901 音樂907 音樂902 音樂803

兼任 涂泰琦 兼任 6 家政805 家政804 家政803 家政801 多元學習999 多元學習999

兼任 曹瑟宜 兼任 2 家政806 家政802

兼任 蔡國賢 兼任 6 體育903 體育(游)905 體育(游)907 體育(游)903 體育907 體育905

兼任 兼任 8 體育806 體育808 體育802 體育804 體育806 體育808 體育802 體育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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