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授課教師 授課時間 授課節次 授課班級 授課科目 授課單元 備課主持人 共同備課教師類群名單 議課主持人 開放型態

周紓瑜 110/03/03 第3節 804 國文 第二課古詩選 黃方妤 洪孟妤、周紓瑜 洪孟妤 校內

洪孟妤 110/03/03 第6節 710 國文 第二課古詩選 黃方妤 黃方妤、周紓瑜、洪孟妤 周紓瑜 校內

陳淑華 109/12/29 第3節 711 英文 第五課 廖富美 廖富美、陳淑華、張純蓉、巫家珍、賴慈惠 廖富美 校內

蔡心怡 110/03/25 第4節 909 健教 與壓力同行 蔡心怡 黃凱煜、謝志鍵 蔡心怡 校內

謝志鍵 110/03/22 第1節 716 健教 紅脣危機 蔡心怡 蔡心怡、黃凱煜、謝志鍵 黃凱煜 校內

顏孝伃 110/03/08 第2節 909 美術 公仔彩繪 顏孝伃 黃秋芬、陳綺徽 顏孝伃 校內

杜隆盛 110/04/09 第6節 810 輔導活動 EQ好管家 杜隆盛 陳靜芬 、王佳玲 杜隆盛 校內

王牡丹 110/05/19 第7節 909 英文 瞎拼ABC 王牡丹 陳靜宜、華予瑄、張素美、范翌楦 王牡丹 校內

蔡佳珍 110/05/06 第2節 910 公民 六冊總複習 蔡佳珍 卓旻寧 蔡佳珍、卓旻寧 校內

黃秋芬 110/03/09 第2節 807 美術 牛轉新機，新年祝賀詞書寫 黃秋芬 黃秋芬、陳綺徽、顏孝伃 黃秋芬 校內

華予瑄 110/05/19 第6節 903 英文 瞎拼ABC 王牡丹 王牡丹、范翌楦、陳碧珠、巫家珍、張素美、華予瑄 王牡丹 校內

蔡金碧 110/05/19 第1節 903 歷史 單元4多元的世界新秩序 蔡金碧 曾令玫 蔡金碧 校內

陳碧珠 110/05/19 第1節 908 英文 瞎拼ABC 王牡丹 王牡丹、范翌楦、張素美、華予瑄、巫家珍、陳碧珠 王牡丹 校內

楊碧珠 110/04/26 第4節 810 英文 母親節閱讀活動 張純容 楊碧珠、李秀珠、呂佳珊、呂薏蓁、陳惠婷 呂佳珊 校內

吳慧玲 110/05/05 第6節 715 歷史 第四課 劉台光校長 劉慧蘭 許淑貞 全市

巫家珍 109/12/25 第4節 702 英文 Lesson 5 My Friend Is Showing ME Around 廖富美 廖富美、陳淑華、賴慈惠、張純蓉、廖彥甄、巫家珍 廖富美 校內

吳益佳 110/03/12 第4節 816 體育 籃球上籃 吳益佳 林純鈴、顏秀姿 吳益佳 校內

顏秀姿 110/03/25 第4節 911 體育 籃球上籃 顏秀姿 吳益佳、林純鈴 林純鈴 校內

林純鈴 110/03/15 第1節 912 體育 籃球上籃 林純鈴 吳益佳、顏秀姿 林純鈴 校內

范翌楦 110/05/19 第3節 916 英文 瞎拼ABC 王牡丹 范翌楦、陳碧珠、華予瑄、張素美 王牡丹 校內

柯旻慧 110/04/06 第1節 916 音樂 亞洲音樂漫遊 林欣諭 柯旻慧、林欣諭、張晴心 林欣諭 校內

蕭文芳 110/05/25 第6節 711 歷史 第四課後台灣的政治變遷 蕭文芳 蔡金碧、吳慧玲、林秀美、曾令玫 蕭文芳 校內

呂佳珊 110/04/29 第3節 808 英語 母親節 呂佳珊 楊碧珠、 陳惠婷 、呂薏蓁 、李秀珠、 呂佳珊 呂佳珊 校內

呂薏蓁 110/04/21 第2節 805 英語 Mother's Day 呂佳珊 呂佳珊、楊碧珠、李秀珠、陳惠婷 呂佳珊 校內

王怡萱 109/09/21 第7節 704 英文 第一課 王怡萱 廖富美 、賴慈慧 廖富美 、賴慈慧 校內

李宥霖 110/05/27 第6節 914 理化 電磁感應 李宥霖 黃怡菱、黃文田、葉正光、施伯松 李宥霖 校內

黃伊帆 110/03/09 第1節 705 體育 融合式體育-友愛無礙之體適能大富翁 曹修維 曹修維 曹修維 校內

葉正光 110/05/24 第6節 資優班 理化 電流熱效應-電熱蛋糕 李宥霖 施柏松、李宥霖、陳一郎、黃文田、黃怡菱 李宥霖 校內

黃怡菱 110/05/19 第5節 910 理化 電流熱效應-電熱蛋糕 李宥霖 黃文田 、黃怡菱、葉正光、施伯松、陳一郎、李宥霖 李宥霖 校內

陳一郎 110/05/20 第6節 903 理化 電流熱效應-電熱蛋糕 李宥霖 黃文田、施伯松、黃怡菱、葉正光、陳一郎 李宥霖 校內

黃文田 110/05/18 第6節 912 理化 電流熱效應--電熱蛋糕 李宥霖 李宥霖、陳一郎、施伯松、黃怡菱、黃文田、葉正光 李宥霖 校內

吳振嘉 110/04/16 第4節 學習中心8年級數學C組 數學 2-1函數與函數圖形 陳明媚 陳明媚、林芝宇、吳振嘉 林芝宇 校內

林芝宇 110/03/23 第2節 特教班 數學 資料整理與分析 陳明媚 林芝宇、陳明媚、吳振嘉 林芝宇 校內

汪怡甄 110/04/26 第6節 學習中心8年級國文B組 國文 第四課木蘭詩 楊甄禎 汪怡甄、楊甄禎、蔡惠如 蔡惠如 校內

林欣諭 110/03/25 第2節 709 音樂 第四課阿卡貝拉的世界 林欣諭 張晴心、柯旻慧、林欣諭 林欣諭 校內

卓旻寧 110/03/24 第2節 911 公民 單元二 卓旻寧 賴啟能、王郁涵、蔡佳珍 卓旻寧 校內

黃凱煜 110/0326 第5節 913 健康教育 第二單元關心我們的生活環境 黃凱煜 蔡心怡 蔡心怡 校內

施伯松 110/05/20 第5節 909 理化 電流熱效應 李宥霖 陳一郎、黃文田 李宥霖 校內

陳明媚 110/03/24 第5節 學習中心7年級A組 數學 1-1統計圖表與資料分析 陳明媚 陳明媚丶林芝宇丶吳振嘉 林芝宇 校內

陳依琳 110/03/23 第2節 802 音樂 第二課 跨越傳統 陳姵霖 陳姵霖、游繼堯 游繼堯 校內

王郁涵 110/04/21 第7節 709 公民 第三課 王郁涵 卓旻寧、賴啟能、蔡佳真、蔡佳珍 王郁涵 校內

張晴心 110/04/19 第1節 805 音樂 古典樂派 張晴心 林欣諭、柯旻慧 張晴心 校內

陳姵霖 110/03/17 第2節 704 表演藝術 第二單元 角色 陳姵霖 陳依琳 游繼堯 校內

許良瑜 110/06/14 第2節 714 家政 第三單元 食在好繽紛 許良瑜 朱秋蓉、劉柏妤 朱秋蓉 校內

王佳玲 110/04/20 第3節 913 輔導 認識憂鬱症 鄭宇廷 鄭宇廷、賴潔 鄭宇廷 校內

黃喜羚 110/04/20 第2節 學習中心7年級 國文 第五課聲音鐘 汪怡甄 陳采微、汪怡甄 汪怡甄 校內

范庭榛 110/03/31 第6節 特教班 美術 馬賽克拼貼教學 范庭榛 范庭榛、黃欣姸、馬子喬 范庭榛 校內



陳采微 110/04/20 第4節 學習中心7年級B組 國文 第五課聲音鐘 汪怡甄 汪怡甄、黃喜羚、陳采微 汪怡甄 校內

劉柏妤 110/04/07 第3節 817 家政 第一單元料理傳家 劉柏妤 朱秋蓉、許良瑜 劉柏妤 校內

張素美 110/05/19 第1節 911 英語 瞎拼ABC 王牡丹 王牡丹、陳靜宜、華予瑄、張素美 王牡丹 校內

馬子喬 110/04/14 第6節 特教班 美術 彩虹雨傘 馬子喬 黃欣妍、范庭榛 馬子喬 校內

楊甄禎 110/05/26 第1節 學習中心7年級A組 英語 第4課There are two hippos in the house. 楊甄禎 汪怡甄、吳振嘉 汪怡甄 校內

黃玲貴 110/05/14 第6節 714 國文—品味人生 世説新語100選 黃玲貴 鹿采玉、劉渝涓、崔元春 黃玲貴 校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