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3仁 導師：　李明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國文 公民與社會 英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0900 李明慈 林立維 林蕾伊 林蕾伊 林立維 

2 0910 國文 公民與社會 數學 國文 英文
1000 李明慈 林立維 洪瑞英 李明慈 林蕾伊 

3 1010 數學 地理 國文 歷史 歷史
1100 洪瑞英 陳怡儒 李明慈 劉佳玲 劉佳玲 

4 1110 地理 數學 歷史 地理 數學
1200 陳怡儒 洪瑞英 劉佳玲 陳怡儒 洪瑞英 

5 1310 英文
地*
陳怡儒

1400 林蕾伊 公*
林立維

6 1410 歷史 數學
1500 劉佳玲 洪瑞英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李明慈 英文 4 林蕾伊 數學 5 洪瑞英 歷史 4 劉佳玲 地理 3 陳怡儒

公社 3 林立維 地* 1 陳怡儒 公* 1 林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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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義 導師：　林立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國文 國文 數學 公民與社會 英文
0900 徐倩如 徐倩如 洪瑞英 林立維 黃淑媛 

2 0910 數學 地理 英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1000 洪瑞英 陳怡儒 黃淑媛 劉佳玲 林立維 

3 1010 歷史 歷史 地理 國文 數學
1100 劉佳玲 劉佳玲 陳怡儒 徐倩如 洪瑞英 

4 1110 英文 英文 地理 國文 歷史
1200 黃淑媛 黃淑媛 陳怡儒 徐倩如 劉佳玲 

5 1310 公民與社會 數學
1400 林立維 洪瑞英 

6 1410 數學
地*
陳怡儒

1500 洪瑞英 公*
林立維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徐倩如 英文 4 黃淑媛 數學 5 洪瑞英 歷史 4 劉佳玲 地理 3 陳怡儒

公社 3 林立維 地* 1 陳怡儒 公* 1 林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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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禮 導師：　黃秋燕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歷史 地理 歷史 國文 英文
0900 劉佳玲 林姿吟 劉佳玲 施小琴 黃秋燕 

2 0910 數學 公民與社會 數學 地理 英文
1000 吳汀菱 郭逸瑄 吳汀菱 林姿吟 黃秋燕 

3 1010 公民與社會
地*
林姿吟 國文 公民與社會 數學

1100 郭逸瑄 公*
郭逸瑄

施小琴 郭逸瑄 吳汀菱 

4 1110 地理 歷史 國文 歷史 國文
1200 林姿吟 劉佳玲 施小琴 劉佳玲 施小琴 

5 1310 數學 英文
1400 吳汀菱 黃秋燕 

6 1410 英文 數學
1500 黃秋燕 吳汀菱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施小琴 英文 4 黃秋燕 數學 5 吳汀菱 歷史 4 劉佳玲 地理 3 林姿吟

公社 3 郭逸瑄 地* 1 林姿吟 公* 1 郭逸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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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智 導師：　曾宜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公民與社會 數學 公民與社會 歷史 英文
0900 郭逸瑄 吳汀菱 郭逸瑄 劉佳玲 張勝勇 

2 0910 地理 國文 英文 公民與社會 歷史
1000 林姿吟 曾宜敏 張勝勇 郭逸瑄 劉佳玲 

3 1010 數學 國文 歷史 國文 地理
1100 吳汀菱 曾宜敏 劉佳玲 曾宜敏 林姿吟 

4 1110 歷史 地理 數學 國文 數學
1200 劉佳玲 林姿吟 吳汀菱 曾宜敏 吳汀菱 

5 1310 英文 數學
1400 張勝勇 吳汀菱 

6 1410
地*
林姿吟 英文

1500 公*
郭逸瑄

張勝勇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曾宜敏 英文 4 張勝勇 數學 5 吳汀菱 歷史 4 劉佳玲 地理 3 林姿吟

公社 3 郭逸瑄 地* 1 林姿吟 公* 1 郭逸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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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忠 導師：　廖胤任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地理 英文 數學 國文 歷史
0900 林姿吟 黃莉琪 楊慈真 廖胤任 彭裕峰 

2 0910 公民與社會 國文 歷史 英文 數學
1000 郭逸瑄 廖胤任 彭裕峰 黃莉琪 楊慈真 

3 1010 數學 國文 國文 地理 英文
1100 楊慈真 廖胤任 廖胤任 林姿吟 黃莉琪 

4 1110 歷史 公民與社會 英文 公民與社會 地理
1200 彭裕峰 郭逸瑄 黃莉琪 郭逸瑄 林姿吟 

5 1310 歷史 數學
1400 彭裕峰 楊慈真 

6 1410 數學
地*
林姿吟

1500 楊慈真 公*
郭逸瑄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廖胤任 英文 4 黃莉琪 數學 5 楊慈真 歷史 4 彭裕峰 地理 3 林姿吟

公社 3 郭逸瑄 地* 1 林姿吟 公* 1 郭逸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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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孝 導師：　徐熒蓮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數學
吳汀菱 公民與社會 國文 地理

數學
吳汀菱

0900 數學分組
楊慈真

郭逸瑄 徐熒蓮 林姿吟 數學分組
楊慈真

2 0910 英文
數學
吳汀菱 公民與社會 國文 地理

1000 王淑貞 數學分組
楊慈真

郭逸瑄 徐熒蓮 林姿吟 

3 1010 英文 國文
數學
吳汀菱 國文 歷史

1100 王淑貞 徐熒蓮 數學分組
楊慈真

徐熒蓮 彭裕峰 

4 1110 公民與社會 英文 歷史
數學
吳汀菱 歷史

1200 郭逸瑄 王淑貞 彭裕峰 數學分組
楊慈真

彭裕峰 

5 1310 地理
地*
林姿吟

1400 林姿吟 公*
郭逸瑄

6 1410 歷史 英文
1500 彭裕峰 王淑貞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徐熒蓮 英文 4 王淑貞 數學 5 吳汀菱 數分 5 楊慈真 歷史 4 彭裕峰

地理 3 林姿吟 公社 3 郭逸瑄 地* 1 林姿吟 公* 1 郭逸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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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博 導師：　陳怡儒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數學 地理 歷史 英文 數學
0900 洪瑞英 陳怡儒 彭裕峰 黃秋燕 洪瑞英 

2 0910 歷史 數學 地理 英文 地理
1000 彭裕峰 洪瑞英 陳怡儒 黃秋燕 陳怡儒 

3 1010 歷史 歷史 數學 公民與社會 英文
1100 彭裕峰 彭裕峰 洪瑞英 林立維 黃秋燕 

4 1110 國文 國文 公民與社會 數學
地*
陳怡儒

1200 曾鈺婷 曾鈺婷 林立維 洪瑞英 公*
林立維

5 1310 英文 國文
1400 黃秋燕 曾鈺婷 

6 1410 公民與社會 國文
1500 林立維 曾鈺婷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曾鈺婷 英文 4 黃秋燕 數學 5 洪瑞英 歷史 4 彭裕峰 地理 3 陳怡儒

公社 3 林立維 地* 1 陳怡儒 公* 1 林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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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愛 導師：　楊慈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歷史 數學 地理 地理 英文
0900 彭裕峰 楊慈真 陳怡儒 陳怡儒 鄭筠千 

2 0910 國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公民與社會 歷史
1000 賴昀仙 彭裕峰 林立維 林立維 彭裕峰 

3 1010 地理 公民與社會 歷史 國文
地*
陳怡儒

1100 陳怡儒 林立維 彭裕峰 賴昀仙 公*
林立維

4 1110 數學 國文 數學 國文 數學
1200 楊慈真 賴昀仙 楊慈真 賴昀仙 楊慈真 

5 1310 英文 英文
1400 鄭筠千 鄭筠千 

6 1410 英文 數學
1500 鄭筠千 楊慈真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賴昀仙 英文 4 鄭筠千 數學 5 楊慈真 歷史 4 彭裕峰 地理 3 陳怡儒

公社 3 林立維 地* 1 陳怡儒 公* 1 林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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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和 導師：　黃淑媛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數學 數學 國文 化學 物理
0900 張維揚 張維揚 李明慈 王聖茹 蘇益加 

2 0910 英文 生物 國文 化學 化學
1000 黃淑媛 鄭榮輝 李明慈 王聖茹 王聖茹 

3 1010 英文 物理 數學 數學 化學
1100 黃淑媛 蘇益加 張維揚 張維揚 王聖茹 

4 1110 國文 物理 物理 國文 數學
1200 李明慈 蘇益加 蘇益加 李明慈 張維揚 

5 1310 英文 物理
1400 黃淑媛 蘇益加 

6 1410 英文
1500 黃淑媛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李明慈 英文 4 黃淑媛 數學 5 張維揚 物理 5 蘇益加 化學 4 王聖茹

生物 1 鄭榮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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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平 導師：　曾鈺婷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物理 英文 物理 化學 數學
0900 林富敏 張勝勇 林富敏 劉泓其 陳啟文 

2 0910 物理 國文 物理 化學 化學
1000 林富敏 曾鈺婷 林富敏 劉泓其 劉泓其 

3 1010 國文 國文 數學 國文 化學
1100 曾鈺婷 曾鈺婷 陳啟文 曾鈺婷 劉泓其 

4 1110 數學 物理 英文 數學 英文
1200 陳啟文 林富敏 張勝勇 陳啟文 張勝勇 

5 1310 生物 英文
1400 鄭榮輝 張勝勇 

6 1410 數學
1500 陳啟文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曾鈺婷 英文 4 張勝勇 數學 5 陳啟文 物理 5 林富敏 化學 4 劉泓其

生物 1 鄭榮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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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誠 導師：　廖芷櫻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英文 國文 數學 英文 英文
0900 廖芷櫻 廖胤任 林世哲 廖芷櫻 廖芷櫻 

2 0910 數學 英文 國文 國文 數學
1000 林世哲 廖芷櫻 廖胤任 廖胤任 林世哲 

3 1010 化學 數學 物理 國文 生物
1100 劉泓其 林世哲 林富敏 廖胤任 許哲瑜 

4 1110 物理 化學 物理 化學 化學
1200 林富敏 劉泓其 林富敏 劉泓其 劉泓其 

5 1310 物理 數學
1400 林富敏 林世哲 

6 1410 物理
1500 林富敏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廖胤任 英文 4 廖芷櫻 數學 5 林世哲 物理 5 林富敏 化學 4 劉泓其

生物 1 許哲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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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信 導師：　鄭筠千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物理 英文 數學 英文 數學
0900 林子立 鄭筠千 湯惠雁 鄭筠千 湯惠雁 

2 0910 國文 英文 國文 國文 英文
1000 施小琴 鄭筠千 施小琴 施小琴 鄭筠千 

3 1010 數學 數學 物理 化學 國文
1100 湯惠雁 湯惠雁 林子立 劉泓其 施小琴 

4 1110 化學 數學 物理 物理 物理
1200 劉泓其 湯惠雁 林子立 林子立 林子立 

5 1310 化學 生物
1400 劉泓其 許哲瑜 

6 1410 化學
1500 劉泓其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施小琴 英文 4 鄭筠千 數學 5 湯惠雁 物理 5 林子立 化學 4 劉泓其

生物 1 許哲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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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敬 導師：　林蕾伊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生物 化學 數學 物理 物理
0900 許哲瑜 蘇芳儀 劉勇杉 林子立 林子立 

2 0910 生物 生物 物理 化學 數學
1000 許哲瑜 許哲瑜 林子立 蘇芳儀 劉勇杉 

3 1010 數學 英文 化學 英文 英文
1100 劉勇杉 林蕾伊 蘇芳儀 林蕾伊 林蕾伊 

4 1110 物理 數學 化學 數學 英文
1200 林子立 劉勇杉 蘇芳儀 劉勇杉 林蕾伊 

5 1310 國文 國文
1400 曾宜敏 曾宜敏 

6 1410 國文 國文
1500 曾宜敏 曾宜敏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曾宜敏 英文 4 林蕾伊 數學 5 劉勇杉 物理 4 林子立 化學 4 蘇芳儀

生物 3 許哲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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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業 導師：　王淑貞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英文 物理 生物 英文 數學
0900 王淑貞 林子立 顏映帆 王淑貞 張維揚 

2 0910 數學 物理 生物 數學 化學
1000 張維揚 林子立 顏映帆 張維揚 劉紀顯 

3 1010 化學 數學 國文 物理 物理
1100 劉紀顯 張維揚 徐熒蓮 林子立 林子立 

4 1110 化學 國文 數學 化學 生物
1200 劉紀顯 徐熒蓮 張維揚 劉紀顯 顏映帆 

5 1310 英文 國文
1400 王淑貞 徐熒蓮 

6 1410 英文 國文
1500 王淑貞 徐熒蓮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徐熒蓮 英文 4 王淑貞 數學 5 張維揚 物理 4 林子立 化學 4 劉紀顯

生物 3 顏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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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樂 導師：　林子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生物 生物 英文 國文 數學
0900 顏映帆 顏映帆 張勝勇 陳春妙 林世哲 

2 0910 物理 生物 化學 國文 物理
1000 林子立 顏映帆 劉紀顯 陳春妙 林子立 

3 1010 物理 英文 國文 化學 英文
1100 林子立 張勝勇 陳春妙 劉紀顯 張勝勇 

4 1110 數學 數學 數學 英文 國文
1200 林世哲 林世哲 林世哲 張勝勇 陳春妙 

5 1310 化學 物理
1400 劉紀顯 林子立 

6 1410 化學 數學
1500 劉紀顯 林世哲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陳春妙 英文 4 張勝勇 數學 5 林世哲 物理 4 林子立 化學 4 劉紀顯

生物 3 顏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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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群 導師：　游千慧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化學 國文 物理 物理 化學
0900 陸仲文 游千慧 蘇益加 蘇益加 陸仲文 

2 0910 國文 化學 數學 生物 化學
1000 游千慧 陸仲文 陳啟文 顏映帆 陸仲文 

3 1010 數學 數學 英文 數學 數學
1100 陳啟文 陳啟文 林蕾伊 陳啟文 陳啟文 

4 1110 物理 英文 英文 英文 物理
1200 蘇益加 林蕾伊 林蕾伊 林蕾伊 蘇益加 

5 1310 生物 國文
1400 顏映帆 游千慧 

6 1410 生物 國文
1500 顏映帆 游千慧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游千慧 英文 4 林蕾伊 數學 5 陳啟文 物理 4 蘇益加 化學 4 陸仲文

生物 3 顏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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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簡 導師：　黃莉琪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化學 物理 數學 數學 化學
0900 劉紀顯 蘇益加 張維揚 張維揚 劉紀顯 

2 0910 生物 數學 物理 物理 國文
1000 顏映帆 張維揚 蘇益加 蘇益加 陳春妙 

3 1010 物理 國文 化學 生物 數學
1100 蘇益加 陳春妙 劉紀顯 顏映帆 張維揚 

4 1110 數學 國文 化學 生物 英文
1200 張維揚 陳春妙 劉紀顯 顏映帆 黃莉琪 

5 1310 英文 英文
1400 黃莉琪 黃莉琪 

6 1410 英文 國文
1500 黃莉琪 陳春妙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陳春妙 英文 4 黃莉琪 數學 5 張維揚 物理 4 蘇益加 化學 4 劉紀顯

生物 3 顏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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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捷 導師：　徐倩如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英文 數學 英文 數學 生物
0900 黃淑媛 劉勇杉 黃淑媛 劉勇杉 鄭榮輝 

2 0910 國文 國文 數學 物理 物理
1000 徐倩如 徐倩如 劉勇杉 陳沛皜 陳沛皜 

3 1010 物理 英文 生物 化學 數學
1100 陳沛皜 黃淑媛 鄭榮輝 蘇芳儀 劉勇杉 

4 1110 數學 物理 生物 化學 英文
1200 劉勇杉 陳沛皜 鄭榮輝 蘇芳儀 黃淑媛 

5 1310 化學 國文
1400 蘇芳儀 徐倩如 

6 1410 化學 國文
1500 蘇芳儀 徐倩如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徐倩如 英文 4 黃淑媛 數學 5 劉勇杉 物理 4 陳沛皜 化學 4 蘇芳儀

生物 3 鄭榮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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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敏 導師：　賴昀仙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數學 物理 化學 國文 生物
0900 林世哲 陳沛皜 蘇芳儀 賴昀仙 顏映帆 

2 0910 英文 國文 數學 數學 生物
1000 廖芷櫻 賴昀仙 林世哲 林世哲 顏映帆 

3 1010 國文 化學 生物 英文 物理
1100 賴昀仙 蘇芳儀 顏映帆 廖芷櫻 陳沛皜 

4 1110 國文 化學 物理 英文 數學
1200 賴昀仙 蘇芳儀 陳沛皜 廖芷櫻 林世哲 

5 1310 英文 化學
1400 廖芷櫻 蘇芳儀 

6 1410 數學 物理
1500 林世哲 陳沛皜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賴昀仙 英文 4 廖芷櫻 數學 5 林世哲 物理 4 陳沛皜 化學 4 蘇芳儀

生物 3 顏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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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慧 導師：　陳啟文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數學 化學 數學 物理 物理
0900 陳啟文 陸仲文 陳啟文 陳沛皜 陳沛皜 

2 0910 物理 英文 英文 數學 數學
1000 陳沛皜 黃莉琪 黃莉琪 陳啟文 陳啟文 

3 1010 化學 物理 英文 英文 化學
1100 陸仲文 陳沛皜 黃莉琪 黃莉琪 陸仲文 

4 1110 生物 數學 國文 國文 化學
1200 顏映帆 陳啟文 陳春妙 陳春妙 陸仲文 

5 1310 國文 生物
1400 陳春妙 顏映帆 

6 1410 國文 生物
1500 陳春妙 顏映帆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陳春妙 英文 4 黃莉琪 數學 5 陳啟文 物理 4 陳沛皜 化學 4 陸仲文

生物 3 顏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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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公 導師：　劉勇杉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數學 化學 國文 化學 國文
0900 劉勇杉 劉紀顯 施小琴 劉紀顯 施小琴 

2 0910 化學 物理 生物 化學 英文
1000 劉紀顯 陳沛皜 鄭榮輝 劉紀顯 廖芷櫻 

3 1010 國文 生物 物理 物理 英文
1100 施小琴 鄭榮輝 陳沛皜 陳沛皜 廖芷櫻 

4 1110 國文 生物 數學 物理 數學
1200 施小琴 鄭榮輝 劉勇杉 陳沛皜 劉勇杉 

5 1310 數學 數學
1400 劉勇杉 劉勇杉 

6 1410 英文 英文
1500 廖芷櫻 廖芷櫻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施小琴 英文 4 廖芷櫻 數學 5 劉勇杉 物理 4 陳沛皜 化學 4 劉紀顯

生物 3 鄭榮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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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3廉 導師：　湯惠雁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0810 國文 數學 化學 生物 化學
0900 游千慧 湯惠雁 劉泓其 許哲瑜 劉泓其 

2 0910 數學 數學 化學 英文 英文
1000 湯惠雁 湯惠雁 劉泓其 張勝勇 張勝勇 

3 1010 生物 國文 英文 國文 物理
1100 許哲瑜 游千慧 張勝勇 游千慧 蘇益加 

4 1110 生物 英文 數學 國文 數學
1200 許哲瑜 張勝勇 湯惠雁 游千慧 湯惠雁 

5 1310 物理 化學
1400 蘇益加 劉泓其 

6 1410 物理 物理
1500 蘇益加 蘇益加 

7 1520

1610

8 1620

1710

註1：

國文 4 游千慧 英文 4 張勝勇 數學 5 湯惠雁 物理 4 蘇益加 化學 4 劉泓其

生物 3 許哲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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