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武漢國中任課教師配課表-七年級 

 
  

科名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國 李志鴻 吳麗菁 楊筱瑩 吳麗菁 胡家莉 胡家莉 

英 李政庭 羅培文 李政庭 李政庭 李政庭 李政庭 

數 李芳瑩 張君怡 李芳瑩 李芳瑩 張君怡 張君怡 

生 林冠宥 林冠宥 林冠宥 林冠宥 張元薰 吳嘉盛 

生科 陳善怡 陳善怡 陳善怡 陳善怡 陳善怡 陳善怡 

史 范毅誠 范毅誠 范毅誠 范毅誠 范毅誠 范毅誠 

地 何家儀 何家儀 何家儀 何家儀 何家儀 何家儀 

公 陳誼臻 陳誼臻 陳誼臻 陳誼臻 陳誼臻 陳誼臻 

健 段正英 段正英 段正英 段正英 段正英 段正英 

體 黃瑪瑙 黃瑪瑙 黃瑪瑙 黃瑪瑙 溫卿副 溫卿副 

視藝 鄧曉如 鄧曉如 鄧曉如 鄧曉如 江泓德 江泓德 

音 彭嘉婷 彭嘉婷 彭嘉婷 彭嘉婷 彭嘉婷 彭嘉婷 

表演 廖宇筑 廖宇筑 廖宇筑 廖宇筑 彭佩儀 廖宇筑 

輔 胡家莉 胡家莉 彭佩儀 彭佩儀 彭佩儀 彭佩儀 

家 洪嘉敏 洪嘉敏 段正英 洪嘉敏 洪嘉敏 洪嘉敏 

童 林冠宥 林冠宥 林冠宥 林冠宥 彭佩儀 林冠宥 

資科 李宗信 李宗信 李宗信 李宗信 李宗信 李宗信 

圖資 張碧純 張碧純 張碧純 張碧純 張碧純 張碧純 

Cool Learning 李政庭 羅培文 李政庭 李政庭 李政庭 李政庭 

潭藝 張君怡 楊筱瑩 段正英 李幸怡 彭嘉婷 張元薰 

班週 李芳瑩 羅培文 段正英 吳麗菁 彭佩儀 吳嘉盛 

社團 邱美容 陸珈楷 黃金源 盧中和 蔡和霖 吳聲昱 

武樂 李芳瑩 羅培文 段正英 吳麗菁 彭佩儀 吳嘉盛 

國輔 李志鴻 吳麗菁 楊筱瑩 吳麗菁 胡家莉 胡家莉 

英輔 李政庭 羅培文 李政庭 李政庭 李政庭 李政庭 

數輔 李芳瑩 張君怡 李芳瑩 李芳瑩 張君怡 張君怡 

生輔 林冠宥 林冠宥 林冠宥 林冠宥 張元薰 吳嘉盛 

社輔(隔) 
范毅誠 

何家儀 

范毅誠 

何家儀 

范毅誠 

何家儀 

范毅誠 

何家儀 

范毅誠 

何家儀 

范毅誠 

何家儀 



 

110學年度武漢國中任課教師配課表-八年級 

科名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國 鍾月玲 陳秋華 陳秋華 張月娟 鍾月玲 張月娟 

英 詹嘉玉 邱書偉 邱書偉 邱書偉 邱書偉 邱書偉 

數 江泓德 江泓德 林智遠 江泓德 邱秀娟 陳嘉駒 

理 劉玫玲 周宜平 周宜平 劉玫玲 周宜平 劉玫玲 

史 張月霞 張月霞 張月霞 張月霞 張月霞 張月霞 

地 何家儀 何家儀 何家儀 何家儀 何家儀 何家儀 

公 魏君玫 魏君玫 魏君玫 魏君玫 魏君玫 魏君玫 

健 段正英 段正英 段正英 段正英 段正英 段正英 

體 游國瑋 游國瑋 游國瑋 黃瑪瑙 游國瑋 黃瑪瑙 

視藝 江泓德 江泓德 江泓德 張月霞 江泓德 江泓德 

音 彭嘉婷 彭嘉婷 彭嘉婷 彭嘉婷 彭嘉婷 彭嘉婷 

表演 廖宇筑 廖宇筑 廖宇筑 廖宇筑 廖宇筑 廖宇筑 

輔 胡家莉 胡家莉 胡家莉 張月霞 胡家莉 胡家莉 

家 洪嘉敏 洪嘉敏 洪嘉敏 洪嘉敏 洪嘉敏 洪嘉敏 

童 吳瓊玲 吳瓊玲 吳瓊玲 吳瓊玲 吳瓊玲 吳瓊玲 

生科 陳善怡 陳善怡 陳善怡 陳善怡 陳善怡 陳善怡 

資科 李宗信 李宗信 李宗信 李宗信 李宗信 李宗信 

Live Life 詹嘉玉 邱書偉 邱書偉 邱書偉 邱書偉 邱書偉 

邏素 江泓德 江泓德 林智遠 江泓德 邱秀娟 陳嘉駒 

環境 劉玫玲 周宜平 周宜平 劉玫玲 周宜平 劉玫玲 

武樂 劉玫玲 彭嘉婷 周宜平 張月霞 鍾月玲 張月娟 

班週 劉玫玲 彭嘉婷 周宜平 張月霞 鍾月玲 張月娟 

社團 詹嘉玉 陸珈楷 周宜平 黃金源 盧中和 蔡和霖 

國輔 鍾月玲 陳秋華 陳秋華 張月娟 鍾月玲 張月娟 

英輔 詹嘉玉 邱書偉 邱書偉 邱書偉 邱書偉 邱書偉 

數輔 江泓德 江泓德 林智遠 江泓德 邱秀娟 陳嘉駒 

理輔 劉玫玲 周宜平 周宜平 劉玫玲 周宜平 劉玫玲 

導輔(隔) 

社輔(隔) 

劉玫玲 彭嘉婷 周宜平 張月霞 鍾月玲 張月娟 

張月霞 張月霞 張月霞 張月霞 張月霞 張月霞 

 

  



110學年度武漢國中任課教師配課表-九年級 

科名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國 廖翎雯 田惠芳 廖翎雯 楊筱瑩 田惠芳 李志鴻 楊筱瑩 

英 林雅茜 呂芝青 羅培文 羅培文 林雅茜 劉俊宇 劉俊宇 

E話 林雅茜 呂芝青 羅培文 羅培文 林雅茜 劉俊宇 劉俊宇 

數 章寧靜 章寧靜 章寧靜 胡佳華 林美怡 林美怡 胡佳華 

理 張沛騰 張沛騰 吳嘉盛 張沛騰 吳嘉盛 吳嘉盛 張沛騰 

史 范毅誠 范毅誠 范毅誠 范毅誠 范毅誠 張月霞 張月霞 

地 李幸怡 李幸怡 何家儀 李幸怡 李幸怡 何家儀 李幸怡 

公 魏君玫 魏君玫 魏君玫 魏君玫 魏君玫 魏君玫 魏君玫 

健 章寧靜 田惠芳 林美怡 張沛騰 林美怡 林美怡 胡佳華 

體 溫卿副 溫卿副 溫卿副 黃瑪瑙 黃瑪瑙 黃瑪瑙 黃瑪瑙 

視藝 邱美容 邱美容 邱美容 邱美容 邱美容 邱美容 邱美容 

音 廖宇筑 廖宇筑 廖宇筑 廖宇筑 廖宇筑 廖宇筑 廖宇筑 

表演 張元薰 胡佳華 廖翎雯 張元薰 張元薰 胡佳華 胡佳華 

輔 彭佩儀 彭佩儀 彭佩儀 彭佩儀 彭佩儀 彭佩儀 彭佩儀 

家 洪嘉敏 洪嘉敏 洪嘉敏 洪嘉敏 洪嘉敏 洪嘉敏 洪嘉敏 

童 吳瓊玲 吳瓊玲 吳瓊玲 吳瓊玲 吳瓊玲 吳瓊玲 吳瓊玲 

生科 陳善怡 陳善怡 陳善怡 陳善怡 陳善怡 陳善怡 陳善怡 

資科 邱炳齡 邱炳齡 邱炳齡 邱炳齡 邱炳齡 邱炳齡 邱炳齡 

班週 章寧靜 田惠芳 廖翎雯 張沛騰 林美怡 李志鴻 胡佳華 

學術 章寧靜 田惠芳 廖翎雯 張沛騰 林美怡 李志鴻 胡佳華 

歷地 范毅誠 范毅誠 范毅誠 范毅誠 范毅誠 張月霞 張月霞 

歷地 李幸怡 李幸怡 何家儀 李幸怡 李幸怡 何家儀 李幸怡 

悅素 章寧靜 田惠芳 廖翎雯 張沛騰 林美怡 李志鴻 胡佳華 

探索 張沛騰 張沛騰 吳嘉盛 張沛騰 吳嘉盛 吳嘉盛 張沛騰 

國輔 廖翎雯 田惠芳 廖翎雯 

廖翎雯 

李志鴻 

田惠芳 

田惠芳 李志鴻 楊筱瑩 

英輔 林雅茜 呂芝青 羅培文 呂芝青 林雅茜 劉俊宇 劉俊宇 

數輔 胡佳華 章寧靜 章寧靜 章寧靜 林美怡 林美怡 胡佳華 

理輔 張沛騰 張沛騰 吳嘉盛 張沛騰 吳嘉盛 吳嘉盛 張沛騰 

導輔 章寧靜 田惠芳 廖翎雯  
林美怡 

范毅誠 
李志鴻 胡佳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