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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09/24 數學 吳孟娟 102 五-3 102教室 第三單元 排順序比多少 陳采微 吳孟娟.張婷鈞.陳曉薇 校內

2 110/09/28 數學 張婷鈞 103 二-2 103教室 第三單元 排順序比多少 陳采微 吳孟娟.張婷鈞.陳曉薇 校內

3 110/09/30 健康教育 夏俊齡 202 四-4 202教室 第一單元:欣賞自己 珍愛家人 錢縉諳 錢縉諳

4 110/10/01 數學 陳曉薇 104 五-2 104教室 第三單元 排順序比多少 陳采微 吳孟娟.張婷鈞.陳曉薇 校內

5 110/10/06 英語 陳欣之 504 三-3 504教室 U1:Where are you going? 陳欣之 陳映仁 謝幸靜 葉佳雯 校內

6 110/10/08 自然與生活科技 楊尚安 303 五-2 303教室 第二單元：活動2 磁力有什麼特性 張麗慧 張麗慧,林妙齡 校內

7 110/10/08 自然與生活科技 劉盛凱 603 五-3 603教室 第一單元：活動三認識颱風 劉盛凱 蔡貴珊 校內

8 110/10/08 自然與生活科技 蔡貴珊 312 五-1 312教室 第二單元：生活中的力 劉盛凱 劉盛凱 校內

9 110/10/12 生活 鄭文蕙 201 二-5 201教室 第三單元：泡泡真有趣 鄭文蕙 蕭聖婷 校內

10 110/10/12 生活 蕭聖婷 202 二-6 202教室 第三單元：泡泡真有趣 鄭文蕙 鄭文蕙.陳慧雯.許嘉芬 校內

11 110/10/13 數學 陳怡如
二年級

低組數學
三-1 資源1班教室 第三單元：認識公分 陳怡如 李孟穎 校內

12 110/10/19 英語 劉怡麟 305 二-3 305教室 U2:How old are you? 劉怡麟 宋宜蓁 郭怡君 校內

13 110/10/19 生活 陳慧雯 204 二-5 204 第三單元泡泡真有趣 陳慧雯 蕭聖婷 校內

14 110/10/19 國語 吳佳洵 318 二-2 318 自編課文第二課:營養午餐 吳佳洵 呂素如、張升駿 校內

15 110/10/21 生活 許嘉芬 203 四-4 203教室 第三單元吹泡泡 鄭文蕙 鄭文蕙.蕭聖婷.陳慧雯 校內

16 110/10/21 綜合活動 呂淑恂 305 四-7 305教室 第二單元：情緒大不同 呂淑恂 李怡慧 校內

17 110/11/10 數學 史惠方
資源三班

(一年級)
三-早自修 資源3班教室 第六單元：30以內的數 史惠方 賴明慧、翁千涵 校內

18 110/11/10 資訊 王怡真 316 三-早自修 316 英文輕鬆打/鍵盤和單字練習 曾睿浬 曾睿浬、陳意文、王怡真、蔡宛凌 校內

19 110/11/10 資轉 陳意文 301 四-5 301 第四單元/英文輸入 曾睿浬 領域教師 校內

20 110/11/11 資訊 蔡宛儒 413 四-7 413 第四單元我的功課表超炫 曾睿浬 王怡真、陳意文、蔡宛儒 校內

21 110/11/12 國語 潘惠珍 205 五-4 205教室 第九課：角和腳 李蕙伶 林吟蓮 校內

22 110/11/12 國語 李蕙伶 206 五-2 206教室 第三單元：第九課 角和腳 李蕙伶 潘惠珍、李蕙伶、林吟蓮 校內

23 110/11/12 社會 李怡慧 613 五-6 613教室 第四單元：經濟生活面面觀 李怡慧 呂淑恂 校內

24 110/11/12 數學 林書安 資源二班 五-2 資源2班教室 第六單元：整數四則計算─四則計 林書安 陳詩儀 校內

25 110/11/15 國語 林吟蓮 208 一-4 208教室 第三單元：第九課 李蕙伶 李蕙伶、林吟蓮 校內

26 110/11/15 國語 林芯羽 資源四班 一-5 資源4班教室 第九課：溪谷間的野鳥 林芯羽 翁千涵.史惠方.賴明慧 校內

27 110/11/16 國語 翁千涵 資源四班 二-6 資源4班教室 第九課：溪谷間的野鳥 翁千涵 特教類群(林芯羽、史惠方、賴明 校內

28 110/11/16 電腦 蔡宛凌 311 二/5 311 第四單元，英文打字 蔡宛凌 曾睿浬、陳意文、王怡真、蔡宛凌 校內

29 110/11/17 自然與生活科技 張麗慧 609 三-2 609教室 第三單元：變動的大地 張麗慧 林妙齡 楊尚安 校內

30 110/11/17 自然與生活科技 林妙齡 614 三-2 614教室 第三單元：變動的大地 張麗慧 張麗慧、楊尚安 校內

31 110/11/18 資訊 曾睿浬 305 四-1 305 英文輕鬆打/鍵盤和單字練習 曾睿浬 曾睿浬.陳意文.王怡真.蔡宛凌 校內

32 110/11/22 自然與生活科技 丁穗中 504 一-5 504教室 第三單元:熱對物質的影響 丁穗中 鄭國銘 校內

33 110/11/23 數學 賴明慧
資源三班

6號門
二-3 資源3班教室 第六單元：比和比值 賴明慧 翁千涵、史惠方 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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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10/11/24 健康與體育 葉佳雯 511 三-3 511教室 拒菸小尖兵健康我最行 郭黛妮 郭黛妮、陳修柔 校內

35 110/11/24 健體領域 郭黛妮 509 三-1 509 拒菸青世代拒絕新癮害 葉佳雯 陳修柔 校內

36 110/11/30 健康與體育 莊忠儒 604 二-7 604教室 自編教材：樂樂棒球我最棒 謝靈運 謝靈運 校內

37 110/12/06 國語 郭秀青 603 一-4 603教室 第三單元：第12課  跳躍的音符 宋詩蘋 張雅君 校內

38 110/12/10 數學 梁惠茹 215 五/2 215 第八單元:時間 梁惠茹 陳盈潔、陳嬿婷 校內

39 110/12/14 國語 謝惠如 210 二-1 210教室 語文天地三 楊淑雅 劉怡 校內

40 110/12/14 國語 戴孜芳 415 二-3 415教室 第四單元：第13課  快樂的油漆工 戴孜芳
以詩文品芬芳讀寫趣基地班成員老

師們、有報名該場學共觀議課的老
區級

41 110/12/15 數學 陳盈潔 214 三-1 214教室 第八單元：時間 梁惠茹 陳嬿婷 校內

42 110/12/15 數學 李孟穎
資源1班

2號門
三-3 資源1班教室 第八單元:分數 李孟穎 陳怡如 校內

43 110/12/16 國語 劉怡 211 四-4 211教室 閱讀列車二：琪拉的願望 楊淑雅 謝惠如 校內

44 110/12/16 國語 楊淑雅 212 四-1 212教室 閱讀列車二:琪拉的願望 楊淑雅 馮芳菲 區級

45 110/12/16 國語 馮芳菲 213 四-3 213教室
第三單元：語文天地三

(閱讀列車：琪拉的願望)
楊淑雅 楊淑雅 校內

46 110/12/16 數學 陳嬿婷 216 四-2 216教室 第八單元：時間 梁惠茹 陳瑩容 校內

47 110/12/17 國語 陳采微 101 五-1 101教室 第六課 秋千 何明璇 陳曉薇.吳孟娟.張婷鈞 校內

48 110/12/17 英語 謝幸靜 206 五-4 206教室 Unit 4 J K L M 陳欣之 陳欣之、陳映仁、葉家雯 校內

49 110/12/20 數學 陳瑩容 209 一-3 209教室 第八單元：時間 梁惠茹 梁惠茹 校內

50 110/12/20 數學 鮑宜岑 607 一-5 607教室 比、比值與成正比 鮑宜岑 谷淑梅、林沛柔、于茹、陳雅惠 校內

51 110/12/21 國語 唐雪芳 609 二-早自習 609教室 第11課：雪的銘印 宋詩蘋
張淯琹、黃雅君、郭秀青

宋詩蘋、唐雪芳
校內

52 110/12/21 國語 黃雅君 601 二-5 601教室 第三單元：第12課  跳躍的音符 宋詩蘋 郭秀青、黃雅君 校內

53 110/12/22 國語 黃雅君 602 三-3 602教室 第三單元：第12課  跳躍的音符 宋詩蘋 郭秀青 校內

54 110/12/22 數學 谷淑梅 605 四-1 605教室 第九單元:比、比值與成正比 鮑宜岑 陳沛柔 校內

55 110/12/23 數學 陳沛柔 606 四-3 606教室 第九單元:比、比值與成正比 鮑宜岑 谷淑梅、鮑宜岑、于茹和陳雅惠 校內

56 110/12/23 數學 陳雅惠 608 四-2 608教室 第九單元：比、比值與成正比 鮑宜岑 淑梅、沛柔、宜岑、于茹、雅惠 校內

57 110/12/23 數學 于  茹 610 四-4 610教室 第九單元:比、比值與成正比 鮑宜岑 谷淑梅、陳沛柔、鮑宜岑、陳雅 校內

58 110/12/23 英文 張升駿 特教班 四-7 特教班 第四單元：歡喜慶節慶 張升駿 特教類群教師 校內

59 110/12/23 自然 呂素如 特教班 四-4 特教班 營養午餐 呂素如 張升駿.吳佳洵 校內

60 110/12/28 體育 洪劭品 403 二-4 403教室 3C籃球-小組擋拆 莊忠儒 謝靈運 校內

61 110/12/28 體育 謝靈運 202 二-1 202教室 運球高手 莊忠儒 洪劭品 校內

62 110/12/28 美勞 江雯琪 604 二-1 604 第四單元：塑造精彩人生 江雯琪 宋詩蘋 校內

63 110/12/31 音樂 劉素杏 407 五-1 407教室 第四單元:音樂與旋律 劉素杏 余鶴立、林吟容、張雅晴 校內

64 111/01/17 體育 劉建彬 306 一-1 306教室 動作教育 劉建彬 林采蓁 校內

65 111/03 國語 陳德容 507 五 507教室 第一單元 張怡欣 卓彥婷 張怡欣 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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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111/03/31 數學 林意萍 616 四-3 616 ?? 林意萍 毛彥筑、蔡鎔甄 校內

67 111/04/07 英語 陳映仁 510 四-3 510教室 第一單元 陳映仁 葉佳雯 校內

68 111/04/28 英語 郭怡君 103 四-2 103教室 第三單元：TUV 郭怡君 英語 校內

69 111/05/05 生活 黃曉貞 115 未定 115教室 生活課程 黃曉貞 共同學習社群成員 區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