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姓名 授課日期 授課節次 教學科目 公開授課形式 授課地點 開放觀課人數 開放觀課對象身分

曾百薇 2023/03/08(三) 第5節 國文 協同教學 學珠樓B2劇場教室 5人 不限

鄭元傑 2023/03/29(三) 第8節 國文 傳統公開授課 中正三樓二恭教室 3人 不限

吳宜靜 2023/03/31(五) 第3節 國文 傳統公開授課 光復二樓一平教室 1人 校內同科教師

蔡永強 2023/04/10(一) 第3節 國文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四樓國文專科教室 1人 不限

林愷軒 2023/04/12(三) 第2節 國文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一樓一樂教室 2人 校內同科教師 / 自行邀請

陳嬿卉 2023/04/12(三) 第7節 國文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一樓二孝教室 1人 校內同科教師 / 自行邀請

葉中如 2023/04/07(五) 第1節 英文 錄製教學影片 至善二樓一良教室 3人 不限

盧沛恩 2023/04/07(五) 第3節 英文 傳統公開授課 光復三樓一仁教室 2人 校內同科教師 / 校內他科教師

楊宗穎 2023/03/06(一) 第7節 數學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四樓三良教室 2人 校內同科教師 / 校內他科教師

陳岳佐 2023/03/27(一) 第5節 數學 傳統公開授課 中正三樓二儉教室 1人 校內同科教師 / 自行邀請

徐維妤 2023/03/27(一) 第7節 數學 傳統公開授課 中正三樓二讓教室 1人 校內同科教師

蔡銘家 2023/03/27(一) 第7節 數學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二樓一樂教室 1人 校內同科教師 / 自行邀請

沈貽婷 2023/03/27(一) 第8節 數學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一樓一恭教室 1人 自行邀請

廖紹棠 2023/03/28(二) 第3節 數學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二樓三孝教室 1人 自行邀請

任維勇 2023/04/07(五) 第5節 數學 傳統公開授課 中正四樓二禮教室 1人 校內同科教師

高子婷 2023/04/11(二) 第3節 數學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三樓數學專科教室 3人 不限

蘇麗敏 2023/04/28(五) 第4節 數學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三樓數學專科教室 3人 不限

陳純芝 2023/03/13(一) 第3節 歷史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二樓歷史專科教室 不限 校內他科教師

陳純芝 2023/03/13(一) 第4節 歷史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二樓歷史專科教室 1人 校內他科教師

楊慧娟 2023/03/30(四) 第2節 歷史 傳統公開授課 中正四樓二御教室 1人 自行邀請

蔡麗玉 2023/03/10(五) 第3節 地理 傳統公開授課 光復二樓一義教室 1人 校內他科教師

方國良 2023/04/11(二) 第4節 地理 傳統公開授課 中正三樓二毅教室 1人 自行邀請

盧超英 2023/04/11(二) 第7節 地理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二樓三信教室 3人 自行邀請

許耿嘉 2023/04/13(四) 第3節 公民與社會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一樓二孝教室 1人 自行邀請

黃俊瑋 2023/03/25(六) 第3節 物理 協同教學 至善309物理實驗室 2人 校內同科教師 / 自行邀請

曾家盈 2023/03/28(二) 第1節 物理 傳統公開授課 中正四樓二射教室 1人 校內同科教師

許名智 2023/03/27(一) 第4節 化學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三樓三良教室 3人 不限

劉宛欣 2023/03/29(三) 第7節 化學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二樓一良教室 1人 校內同科教師

周芳妃 2023/03/30(四) 第3節 化學 協同教學 至善314化學實驗室 5人 不限

許一懿 2023/03/07(二) 第1節 生物 協同教學 至善三樓生物實驗室 1人 自行邀請

李宏孝 2023/03/15(三) 第4節 生物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二樓生物實驗室 1人 校內同科教師

吳雅嵐 2023/03/27(一) 第3節 生物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五樓三數教室 3人 不限

蔡任圃 2023/03/27(一) 不限 生物 錄製教學影片 不限 不限 不限

許一懿 2023/03/29(三) 第3節 生物 協同教學 至善215生物實驗室 1人 自行邀請

賴廷倫 2023/04/12(三) 第4節 生物 傳統公開授課/錄製教學影片 至善四樓三毅教室 3人 不限

俞可昕 2023/04/21(五) 第3節 地科 協同教學 至善三樓物理實驗室 1人 校內同科教師 / 校內他科教師

梁志成 2023/03/06(一) 第3節 生活科技 傳統公開授課 明德一樓生活科技教室 1人 校內同科教師

梁志成 2023/04/10(一) 第3節 生活科技 傳統公開授課 明德一樓木工教室 1人 校內同科教師

林詩淵 2023/03/08(三) 第6節 全民國防教育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三樓三良教室 3人 校內同科教師 / 校內他科教師

張素卿 2023/04/12(三) 第7節 美術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五樓511美術教室 5人 校內同科教師 / 校內他科教師

溫賢咏 2023/03/27(一) 第7節 音樂 傳統公開授課 明德三樓302音樂教室 2人 自行邀請

張哲榕 2023/04/12(三) 第7節 音樂 傳統公開授課 明德三樓301音樂教室
配合學科中心研
究教師公開觀課

辦理
自行邀請

楊岱容 2023/03/28(二) 第6節 家政 傳統公開授課 至善五樓514烹飪教室 1人 校內同科教師 / 校內他科教師

陳怡芬 2023/04/10(一) 第4節 資訊科技 傳統公開授課 學珠五樓501電腦教室 2人 不限

何雪溱 2023/05/03(三) 第2節 資訊科技 傳統公開授課 學珠五樓502電腦教室 5人 自行邀請

吳敏華 2023/03/28(二) 第7節 體育 傳統公開授課 操場或活動中心地下室 1人 校內同科教師

曾瑞怡 2023/03/29(三) 第1節 體育 傳統公開授課 操場 3人 校內同科教師 / 校內他科教師

余能信 2023/04/12(三) 第2節 體育 傳統公開授課 活動中心(或操場) 5人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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