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姓名 課程性質 班級 課程名稱

Google

Classroo

m課程代

曹嘉芬 原班級課程 101 數學 rc2leeu

秦蓓 原班級課程 101 11002 101 國文 ud7gzpu

董信宏 原班級課程 101 全民國防教育 dbaoqip

邱楚芸 原班級課程 101 101體育 ggcaxet

潘星伯 原班級課程 101 物理 cg2o45j

張巧慧 原班級課程 101 家政 ymi4lec

蔡佩容 原班級課程 101 音樂 Kb4zpdl

李琯儀 原班級課程 101 11002_101地科 nzjy3lj

李琯儀 原班級課程 101 地科 nzjy3lj

陳安裕 原班級課程 101 歷史（二） b3hohsz

黃意茹 原班級課程 101 11002101公民 ljf2jad

林柏興 原班級課程 101 數學 odybu7z

趙文君 原班級課程 102 1102 102數學 qbsupq2

周軒任 原班級課程 102 102Eng jdslnzh

林洸民 原班級課程 102 1102102探索教育 whva22j

潘星伯 原班級課程 102 物理 5stoxvt

張巧慧 原班級課程 102 家政 jn6yvqg

蔡佩容 原班級課程 102 音樂 7yfndya

李琯儀 原班級課程 102 地科 hkky5wd

黃意茹 原班級課程 102 11002102 公民 f6bbfck

蔡聿庭 原班級課程 103 榕園沙龍 fecifnq

蔡聿庭 原班級課程 103 團體活動&自主學習 3eewm2n

林洸民 原班級課程 103 1102103探索教育 ornnnjw

潘星伯 原班級課程 103 物理 eru4l55

張巧慧 原班級課程 103 家政 v6gd2nm

張憲智 原班級課程 103 103班數學 4cc4kvk

蔡佩容 原班級課程 103 音樂 6mxb7bu

李琯儀 原班級課程 103 地科 u7pivrh

陳安裕 原班級課程 103 歷史（二） bqinzeh



黃意茹 原班級課程 103 11002103 公民 3pznaz6

董信宏 原班級課程 104 ddxgjfv

許玉珍 原班級課程 104 國文 hpck7ab

張巧慧 原班級課程 104 家政 4mhm7cb

洪翠薇 原班級課程 104 104數學 5gklrra

蔡佩容 原班級課程 104 音樂 nkgr65q

李琯儀 原班級課程 104 地科 6eyqmfn

林洸民 原班級課程 105 1102105探索教育 ikzrl4v

邱楚芸 原班級課程 105 105體育 eeqffkg

張巧慧 原班級課程 105 家政 pnjtc7s

徐慧倩、陳逸群原班級課程 105 榕園沙龍 tyddtbn

蔡佩容 原班級課程 105 音樂 kfdx7i3

徐慧倩 原班級課程 105 地科105 szq2quw

林洸民 原班級課程 106 1102106探索教育 klvc36n

張巧慧 原班級課程 106 家政 ygu3uqq

張憲智 原班級課程 106 106班數學 xmmf52j

張力中 原班級課程 106 榕園沙龍 xik4hex

蔡佩容 原班級課程 106 音樂 dxf3n73

黃意茹 原班級課程 106 11002106 公民 hl7u7hb

陳崇豪 原班級課程 106 體育 ltwbkwd

黃心妤 原班級課程 106 生物 l4ziliz

傅春玫 原班級課程 107 數學 umlpakq

黃敏英 原班級課程 107 化學 nrnkltc

張巧慧 原班級課程 107 家政 v3rgb6d

蔡佩容 原班級課程 107 音樂 jsu74d5

陳安裕 原班級課程 107 歷史（二） 3d7dff3

黃心妤 原班級課程 107 生物 jwbpmes

趙文君 原班級課程 108 1102 108數學 dfdgy4c

董信宏 原班級課程 108 fors4sl

曾郁晴 原班級課程 108 歷史2 7s2xq7m

張巧慧 原班級課程 108 家政 zdhwdhw



蔡佩容 原班級課程 108 音樂 r2pbwi7

黃意茹 原班級課程 108 11002108 公民 fwiz3hj

黃心妤 原班級課程 108 生物 5uw5wa6

吳政彥 原班級課程 108 國文 fl4vmdg

董信宏 原班級課程 109 mqyuk5t

黃敏英 原班級課程 109 化學 qeaaqka

葉宗愿 原班級課程 109 數學 sya23rl

張巧慧 原班級課程 109 家政 y56rmqn

蔡佩容 原班級課程 109 音樂 5ep3gw7

李琯儀 原班級課程 109 榕園沙龍 6s5jj2z

黃意茹 原班級課程 109 11002109 公民 5ydpcac

黃心妤 原班級課程 109 生物 ak4bvhq

游淑媚 原班級課程 109 國文 v374437

吳嘉晉 原班級課程 110 國防教育 fy3butv

顏明進 原班級課程 110 歷史 bi356ck

羅少芳 原班級課程 110 英文 za7yv5o

黃心妤 原班級課程 110 生物 jk7doqs

朱庭君 原班級課程 201 健康與護理 cfefct5

黃敏英 原班級課程 201 選修化學2 p5sfung

陳亞妤 原班級課程 201 生命起源與植物體 ydpb4k2

邱楚芸 原班級課程 201 201體育 krfofkh

張力中 原班級課程 201 美術 fuq22ma

李琯儀 原班級課程 201
自然探究A(物理探
究）

tu5fnzs

林柏興 原班級課程 201 201數學A zd43q5o

蔡幸芸 原班級課程 201 英文 q4za6wi

莊雅智 原班級課程 201 國文 Ilqbsfx

朱庭君 原班級課程 202 健康與護理 oixjvj5

賴怡靜 原班級課程 202 化學 gz34tx3

嚴淑菁 原班級課程 202 英文 6nchykn

陳亞妤 原班級課程 202 生命起源與植物體 oh62atj

邱楚芸 原班級課程 202 202體育 4lxsmqn



張力中 原班級課程 202 美術 vzuij2w

徐慧倩 原班級課程 202 物理探究與實作202 epealal

蔡孟庭 原班級課程 202 11002-202班-國文 bjur6p6

黃鈺勛 原班級課程 202 物理 jctwyep

朱庭君 原班級課程 203 健康與護理 yjevccq

賴怡靜 原班級課程 203 化學 katl5cv

陳亞妤 原班級課程 203 生命起源與植物體 6ztjwhr

謝育博 原班級課程 203 203數學 asi77dp

張力中 原班級課程 203 美術 pov3lbp

徐慧倩 原班級課程 203 物理探究與實作203 hsjlz4s

羅少芳 原班級課程 203 英文 z2sg3ib

黃鈺勛 原班級課程 203 物理 rn4beh

游淑媚 原班級課程 203 國文 o5qok2h

朱庭君 原班級課程 204 健康與護理 fqpq2t2

傅春玫 原班級課程 204 數學 r22opj7

陳佳文 原班級課程 204 英文 w2wbntg

黃祈銘 原班級課程 204
11002 204工程設計專
題

v3arokm

陳亞妤 原班級課程 204 化學探究B 46t3ydc

張巧慧 原班級課程 204 創新生活與家庭 7ogt67u

簡艾敏 原班級課程 204 公民與社會 efrz5ik

朱庭君 原班級課程 205 健康與護理 wsnlbgy

賴怡靜、蔡聿庭原班級課程 205 化學探究B qhtypf3

周軒任 原班級課程 205 205ENG 2lbegor

賴怡靜蔡聿庭原班級課程 205 探究與實作 qhtypf3

謝育博 原班級課程 205 205數學 r7d4obk

陳安裕 原班級課程 205 歷史（三） wnpl4jn

陳崇豪 原班級課程 205 安全教育與傷害防護 4tgqg23

莊雅智 原班級課程 205 國文 um3jysl

林明璋 原班級課程 205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f2t6umf

朱庭君 原班級課程 206 健康與護理 mcqtrxu

蔡聿庭 原班級課程 206 化學探究B zun5gi3



黃祈銘 原班級課程 206 11002 206專題設計 i4jppc6

葉宗愿 原班級課程 206 數學 kmixfnz

簡艾敏 原班級課程 206 公民與社會 ik6h4uh

陳崇豪 原班級課程 206 安全教育與傷害防護 jh7q6u2

陳崇豪 原班級課程 206 體育 hrqloxj

游淑媚 原班級課程 206 國文 cy5joef

趙文君 原班級課程 207 1102 207數學 j7cc67t

朱庭君 原班級課程 207 健康與護理 dblgorr

賴怡靜黃心妤原班級課程 207 探究與實作 zbtkysw

張巧慧 原班級課程 207 創新生活與家庭 aiphl23

蔡佩容 原班級課程 207 表演創作 dkzbtty

陳安裕 原班級課程 207 歷史（三） g4dl46b

黃意茹 原班級課程 207 11002207 公民 wdflzdg

蔡幸芸 原班級課程 207 英文 ig357ux

朱庭君 原班級課程 208 健康與護理 c23tuyz

黃敏英 原班級課程 208 探究 wilt7gz

嚴淑菁 原班級課程 208 英文 2n5asxs

張巧慧 原班級課程 208 創新生活與家庭 zphcbei

簡艾敏 原班級課程 208 公民與社會 egbi77q

林柏興 原班級課程 208 208數學B cfso77h

林明璋 原班級課程 208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5rwfcqo

朱庭君 原班級課程 209 健康與護理 jh6qcih

周軒任 原班級課程 209 209Eng kbjgld5

賴怡靜黃心妤原班級課程 209 探究與實作 x2ijgv6

葉宗愿 原班級課程 209 數學 v4nzsda

邱楚芸 原班級課程 209 209體育 al3lgzz

張巧慧 原班級課程 209 創新生活與家庭 egenscj

陳安裕 原班級課程 209 歷史（三） afu7z3e

黃意茹 原班級課程 209 11002 209 公民 djocyub

莊雅智 原班級課程 209 國文 Vfroedl

周軒任 原班級課程 209 自主學習 p4usejp



林明璋 原班級課程 209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loafsow

傅春玫 原班級課程 210 數學 26re6zt

李琯儀 原班級課程 210
自然探究Ａ（物理探
究）

u6o34kc

莊雅智 原班級課程 210 國文 nf2u6o6

蔡聿庭 原班級課程 301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4ahqr2p

林洸民 原班級課程 301
110-2_301全民國防教
育課程

ve2yruq

黃祈銘 原班級課程 301 11002 301藝術生活 xvjwuzw

魏珮伶 原班級課程 301 各類文學選讀 5wk7lcy

魏珮伶 原班級課程 301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5wk7lcy

洪翠薇 原班級課程 301 301數學 oyol6ld

蔡佩容 原班級課程 301 音樂 euh7mub

李琯儀 原班級課程 301 地質與環境 bhd4som

郭慧雯 原班級課程 301 生涯規劃 vxhqads

陳崇豪 原班級課程 301 體育 jei5g6b

陳崇豪 原班級課程 301 體育 3vxygef

蔡聿庭 原班級課程 302 動物體的構造功能 dojihvg

林洸民 原班級課程 302
110-2_302全民國防教
育課程

uqynkmi

賴怡靜 原班級課程 302 化學 tocsbly

黃祈銘 原班級課程 302 11002 302藝術生活 r2bopvf

蔡佩容 原班級課程 302 音樂 i52tnoh

徐慧倩 原班級課程 302 地質與環境302 ffrklfr

郭慧雯 原班級課程 302 生涯規劃 egy42bm

林洸民 原班級課程 303
110-2_303全民國防教
育課程

vgtgmdz

黃祈銘 原班級課程 303 11002 303藝術生活 ccagrbv

陳亞妤 原班級課程 303 動物體的構造功能 natwwia

蔡佩容 原班級課程 303 音樂 3q3f6cx

徐慧倩 原班級課程 303 地質與環境303 pfzj6pq

郭慧雯 原班級課程 303 生涯規劃 aizk3pt

陳佳文 原班級課程 304 英文作文、英文聽講 jiizq7c

董信宏 原班級課程 304 全民國防教育 wxvkzpv

賴怡靜 原班級課程 304 化學 4vnkynv



黃祈銘 原班級課程 304 11002 304藝術生活 zdjeb37

陳亞妤 原班級課程 304 動物體的構造功能 cbndp53

洪翠薇 原班級課程 304 304數學 kl7drw3

蔡佩容 原班級課程 304 音樂 e7a6re5

徐慧倩 原班級課程 304 地質與環境304 irmfsl6

郭慧雯 原班級課程 304 生涯規劃 tobwsdh

林洸民 原班級課程 305
110-2_305全民國防教
育課程

qzrre6j

黃祈銘 原班級課程 305 11002 305藝術生活 2knlren

張力中 原班級課程 305 美術 uxytohf

洪翠薇 原班級課程 305 305數學 gl3bayr

簡艾敏 原班級課程 305 民主政治與法律 oghgvyv

郭慧雯 原班級課程 305 生涯規劃 mvmtxc2

蔡幸芸 原班級課程 305 英文 tpeni5d

曹嘉芬 原班級課程 306 數學 t5kzohz

董信宏 原班級課程 306 全民國防教育 neqhgnu

嚴淑菁 原班級課程 306 英文 aymtjl7

黃祈銘 原班級課程 306 11002 306藝術生活 b7uswc3

魏珮伶 原班級課程 306 各類文學選讀 ia7vqbo

魏珮伶 原班級課程 306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ia7vqbo

張力中 原班級課程 306 美術 sbzuwvv

郭慧雯 原班級課程 306 生涯規劃 7q7sj6j

曾郁晴 原班級課程 307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mks6ox2

黃祈銘 原班級課程 307 11002 307藝術生活 nykovfv

張力中 原班級課程 307 美術 ecp3qfa

簡艾敏 原班級課程 307 民主政治與法律 bzmeemy

郭慧雯 原班級課程 307 生涯規劃 oynkiib

董信宏 原班級課程 308 全民國防教育 6pp6z6n

曾郁晴 原班級課程 308 選修歷史2 xkdmpzk

曾郁晴 原班級課程 308 科技環境藝術歷史 xkdmpzk

黃祈銘 原班級課程 308 11002 308藝術生活 mty4ccs

魏珮伶 原班級課程 308 各類文學選讀 oobfxyd



魏珮伶 原班級課程 308 語文表達傳播應用 oobfxyd

張力中 原班級課程 308 美術 dbhqkeh

郭慧雯 原班級課程 308 生涯規劃 wl4ipar

董信宏 原班級課程 309 全民國防教育 gjrcls7

黃祈銘 原班級課程 309 11002 309藝術生活 3f45txy

張力中 原班級課程 309 美術 vcnxhtp

郭慧雯 原班級課程 309 生涯規劃 cgpv2o5

朱庭君 原班級課程 310 健康與護理 2hu4flq

陳佳文 原班級課程 310 英文作文 iilbduf

張力中 原班級課程 310 美術 qnwbsdj

蔡佩容 原班級課程 310 音樂 v7bdx7i

林柏興 原班級課程 106~109+310
悠遊數學（106-

109+310）
npcarco

趙文君 原班級課程 204+201 1102 204+201數學B g35qon6

謝育博 原班級課程 309數學乙 309數學乙 s33rjek

張力中 跨班(多元) 102 榕園沙龍 uihltvz

張力中 跨班(多元) 103 榕園沙龍 fecifnq

張力中 跨班(多元) 104 榕園沙龍 7ysuga4

張力中 跨班(多元) 105 榕園沙龍 tyddtbn

張憲智 跨班(多元) 303309
110下303班_309班_

數學甲
g6eyuib

林柏興 跨班(多元) 101～105 悠遊數學（101-105） hjmdo6o

蔡孟庭 跨班(多元) 106-109+310
11002-106班至109班
+310班多元-思辨與口

eihsncs

吳彰庭 跨班(多元) 201~203
多元選修生活中的數
學

sr6ve7y

陳佳文 跨班(多元) 201-203, 310 桌遊FUN英文 3vp6lrh

羅少芳 跨班(多元) 204-209 商業英文 yhtonw5

顏明進 跨班(多元) 204-209
多元選修（漫遊宗
教）

g5xfeo4

李琯儀 跨班(多元) 高二之1 多元選修_地球環境 mmpjg7g

張力中 跨班(彈性) 101 榕園沙龍 hzycqkw

林柏興 跨班(彈性) 11002101 101數學 odybu7z

葉宗愿 跨班(彈性) 101~105 補強充實增廣教學 iuew3ok

陳燕秋 跨班(彈性) 101~105 高一時事分析 z3q53bf

蔡幸芸 跨班(彈性) 101-105 漫學英文 foq3wcz



蔡聿庭 跨班(彈性) 106~110
增強充實增廣教學(生
物)

ctrzh2c

葉宗愿 跨班(彈性) 106~110 補強充實增廣教學 4terxa5

徐慧倩 跨班(彈性) 110-105 補強充實 vsvkf4f

陳盈蒨 跨班(彈性) 201~203
補強充實增廣教學（
搶救國文大作戰四）

7ca73p6

葉宗愿 跨班(彈性) 201~203 補強充實增廣教學 vx545f3

黃敏英 跨班(彈性) 201-203 化學問事館 jrcmkgb

羅少芳 跨班(彈性) 201-203 高二英文增廣 md2akbg

葉宗愿 跨班(彈性) 204~209 補強充實增廣教學 vs6jxrs

陳盈蒨 跨班(彈性) 204~210
補強充實增廣教學（
搶救國文大作戰四A）

7lr27lo

葉宗愿 跨班(彈性) 204~210 補強充實增廣教學 vs6jxrs

陳佳文 跨班(彈性) 204-210 英文全致勝 i7p2jns

蔡聿庭 跨班(彈性) 301~304
增強充實增廣教學(生
物)

ggisem4

吳彰庭 跨班(彈性) 301~304 數學增廣5B 3ptdfce

嚴淑菁 跨班(彈性) 301-304 補強充實增廣教學 q7gtty3

張憲智 跨班(彈性) 301-304 數學增廣5A uivkjnd

簡艾敏 跨班(彈性) 305～309 公民讀解 nllrfyk

曾郁晴 跨班(彈性) 305-309 歷史讀解 tlmtxur

許玉珍 跨班(彈性) 305-309 搶救國文大作戰6 l5pibsw

游淑媚 跨班(彈性) 高一101-105 搶救國文大作戰 wzb5dy5

游淑媚 跨班(彈性) 高一106-110 搶救國文大作戰 d4tjren

潘星伯 跨班(彈性) 高一之1 物理生活 u33w64l

潘星伯 跨班(彈性) 高二之1 物理中的數學（下） 3yzq4md

黃心妤 跨班(彈性) 補強充實增廣教學 2j5ygmt

陳佳文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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