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學年度東信國小科任教師編排表 
 

科任 節數 101 102 103 

本土語(閩南語) 1 張弘穎 吳玉蘭 張簡素卿 

體育 2 王信傑 王信傑 王信傑 

英語(彈性) 2 陳娟娟 陳娟娟 陳娟娟 

藝文領域（音樂） 1 袁少奇 袁少奇 袁少奇 

生活（美勞） 1 陳淑萍 陳淑萍 陳淑萍 

健康 1 導師 導師 導師 
 
 
 

科任 節數 201 202 203 

本土語(閩南語) 1 張弘穎 吳玉蘭 張簡素卿 

體育 2 張弘穎 王信傑 王信傑 

英語(彈性) 2 陳娟娟 陳娟娟 陳娟娟 

藝文領域（音樂） 1 袁少奇 袁少奇 袁少奇 

生活（美勞） 1 陳淑萍 陳淑萍 陳淑萍 

健康 1 導師 導師 陳淑萍 

輔導老師減課 4    
 
 
 

科任 節數 301 302 303 

本土語(閩南語) 1 張弘穎 吳玉蘭 張簡素卿 

健康與體育() 2 蕭姍美 蕭姍美 蕭姍美 

語文領域（英語） 2 陳娟娟 陳娟娟 陳娟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3 黃玉蕙 盧稚蓮 盧稚蓮 

藝文領域（音樂） 1 袁少奇 袁少奇 袁少奇 

社會 3 馬南欣 馬南欣 馬南欣 

資訊 1 張文龍 張文龍 張文龍 

 
 
 

科任 節數 401 402 403 

本土語(閩南語) 1 張弘穎 吳玉蘭 張簡素卿 

健康與體育 2 曾國華 曾國華 蕭姍美 

語文領域（英語） 1 陳娟娟 陳娟娟 陳娟娟 

語文領域（英語）外師 1 Ken Ken ken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3 陳淑萍 陳淑萍 陳淑萍 

藝文領域（音樂） 1 巫興昌 巫興昌 巫興昌 

社會 3 馬南欣 馬南欣 馬南欣 

資訊 1 林傳世 林傳世 林傳世 
 
 



 

科任 節數 501 502 503 504 

語文領域（本土語言） 1 

501拆班 
7人到 502 
5人到 503 
10人到 504 

張弘穎 吳玉蘭 張簡素卿 

語文領域（英語） 2 陳曾文 陳曾文 陳曾文 陳曾文 

語文領域（英語）外師 1 Ken Ken Ken Ken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4 林佳宏 張弘穎 張弘穎 張弘穎 

藝文領域（音樂） 1 巫興昌 巫興昌 巫興昌 巫興昌 

體育 2 蕭姍美 蕭姍美 蕭姍美 蕭姍美 

資訊 1 林傳世 林傳世 林傳世 林傳世 

社會 3 王信傑 王信傑 王信傑 黃玉蕙 

健康 1 賴智暉 賴智暉 賴智暉 賴智暉 

 
 
 
 

科任 節數 601 602 603 604 605 

語文領域（本土語言） 1 
601拆班 
6人到 602 
9人到 603 

張弘穎 吳玉蘭 張簡素卿 
605拆班 
3人到 603 
12人到 604 

語文領域（英語） 2 陳曾文 陳曾文 陳曾文 陳曾文 陳曾文 

語文領域（英語）外師 1 Ken  Ken Ken Ken Ken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4 賴智暉  賴智暉 賴智暉 賴智暉 

藝文領域（音樂） 1 巫興昌 巫興昌 巫興昌 巫興昌 

體育 2 曾國華 曾國華 曾國華 曾國華 

資訊 1 林傳世 林傳世 林傳世 林傳世 

社會 3 盧文媛 盧文媛 盧文媛 黃玉蕙 

健康 1 馬南欣 連思雯 馬南欣 盧文媛 
 
 

106學年度教師減課名單： 

※職務減課（20節）： 

 (一)輔導行政工作調整： 

  輔導行政教師【減 3節】-陳淑萍 

 (二)教務與學務行政工作調整： 

  (1)辦理新校刊(親師橋與無尾熊報報整併)之編輯工作。【減 1節】-張弘穎 

  (2)辦理教科書業務及圖書館工作。【減 1節】-王信傑 

  (3)兼辦政風相關業務(公文、會議、招標採購驗收監辦、廉政宣導、講習受訓、配合會計出納查核、

狀況登錄與處理回報等)。【減 1節】-林佳宏 

  (4)體育器材室與重訓室管理、基層訓練站計畫與執行、體育班體能訓練等。【減 1節】-蕭姍美 

  (5)志工業務(公文、志工督導研習、調查、系統填報、保險、認證、活動等)。【減 1節】-王信傑 



  (6)體育班業務(公文、中正盃及市長盃比賽、體育班發展委員會、評鑑檔案資料更新等)。【減 1

節】-曾國華 

  (7)國樂團訓練及民俗藝術表演(畢業公演及公文簽核之表演)。【減 1節】-巫興昌 

  (8)家庭教育業務(公文、研習、會議、課程、活動及評鑑等)。【減 1節】-陳淑萍 

 2.原減課項目：補救教學業務(原註冊組)【減 1節】-盧文媛、田徑隊訓練(原體育組)【減 1 節】-蕭姍

美、童軍團訓練(原課程設備組)【減 1節】-黃玉蕙。 

 3.學務處四組縮編成二組業務進行合併。【2組各減 3節】-曾國華、巫興昌 

※輔導員減課：蕭姍美（2節）、連思雯(1節)、陳曾文(4節) 

※輔導老師減課：黃少華（4節）。 

※英語村(7節):張文龍(2節)、連思雯(2節)、黃玉蕙(1節)、林傳世(1節)、盧文媛(1節) 

※協同英語村：黃玉蕙(2節)、陳娟娟(2節)、陳曾文(2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