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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9/11第5節 407 蔡宜君 藝美 第1單元 蔡宜君組長 林淑貞、黃麗燕 蔡宜君組長 林淑貞、黃麗燕 校內

2 09/17第5節 401 林淑貞 藝美 第1單元 林淑貞組長 蔡宜君、黃麗燕 林淑貞組長 蔡宜君、黃麗燕 校內

3 09/18第1節 404 陳怡婷 國語 閱讀策略 蘇郁翔組長 蘇郁翔、楊雅玉 蘇郁翔組長 蘇郁翔、楊雅玉 校內

4 09/18第2節 603 林瑞裕 數學 第2單元 林瑞裕老師 六年級學年教師 林瑞裕老師 六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5 09/18第5節 601 葉淑君 綜合 第1單元 葉淑君老師 六年級學年教師 葉淑君老師 六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6 09/18第5節 610 蔡東霖 數學 第2單元 蔡東霖老師 六年級學年教師 蔡東霖老師 六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7 09/18第5節 612 林雪琴 社會 第1單元 林雪琴老師 六年級學年教師 林雪琴老師 六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8 09/18第5節 205 呂奇穗 生活 第1-2單元 蔡亞萍組長 二年級學年教師 蔡亞萍組長 二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9 09/18第7節 608 郭文棋 綜合 第1單元 郭文棋老師 六年級學年教師 郭文棋老師 六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10 09/18第7節 607 謝明璋 綜合 第2單元 謝明璋老師 六年級學年教師 謝明璋老師 六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11 09/19第1節 609 陳慧娟 數學 第2單元 陳慧娟老師 六年級學年教師 陳慧娟老師 六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12 09/19第2節 205 蔡亞萍 音樂 第1-2單元 蔡亞萍組長 呂奇穗 蔡亞萍組長 呂奇穗 校內

13 09/19第3節 606 陳怡君 國語 第3單元 陳怡君老師 六年級學年教師 陳怡君老師 六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14 09/20第5節 406 黃麗燕 藝美 第1單元 黃麗燕組長 林淑貞、蔡宜君 林淑貞組長 林淑貞、蔡宜君 校內

15 09/21第3節 602 李春桃 國語 第4單元 李春桃老師 六年級學年教師 李春桃老師 六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16 09/28第3節 502 蘇郁翔 社會 第2單元 蘇郁翔組長 吳秀真、林雪琴、楊雅玉 蘇郁翔組長 吳秀真、林雪琴、楊雅玉 校內

17 10/12第4節 510 盧淑萍 社會 第2-2單元 盧淑萍主任 黃千慈 盧淑萍主任 黃千慈 校內

18 10/15第1節 503 蘇銘德 體育 第1單元 蘇銘德組長 簡迪齡 蘇銘德組長 簡迪齡 校內

19 10/15第2節 210 金慧秀 數學 第4-2單元 金慧秀老師 二年級學年教師 金慧秀老師 二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20 10/17第1節 207 文玉琳 數學 第4-2單元 文玉琳老師 二年級學年教師 文玉琳老師 二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21 10/17第2節 503 邵培榕 數學 第4-2單元 邵培榕老師 二年級學年教師 邵培榕老師 二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22 11/12第1節 508 陳偉群 數學 第6單元 李佳容老師 李佳容 李佳容老師 五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23 11/14第1節 310 郭玥妦 資訊 邱昭士組長 楊雅玉、梁家銘、鄭柏豪 邱昭士組長 楊雅玉、梁家銘、鄭柏豪 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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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1/14第2節 510 邱昭士 資訊 邱昭士組長
郭玥妦、楊雅玉、梁家銘

鄭柏豪
邱昭士組長 楊雅玉、梁家銘、鄭柏豪 校內

25 11/14第3節 511 楊雅玉 資訊 邱昭士組長 郭玥妦、梁家銘、鄭柏豪 邱昭士組長 邱昭士、郭玥妦 校內

26 11/14第4節 608 梁家銘 資訊 邱昭士組長 郭玥妦、楊雅玉、鄭柏豪 邱昭士組長 邱昭士、楊雅玉 校內

27 11/14第4節 504 鄭柏豪 資訊 邱昭士組長 郭玥妦、楊雅玉、梁家銘 邱昭士組長 郭玥妦、楊雅玉 校內

28 11/16第5節 407 賴森華 藝文 蔡宜君組長 蔡宜君 蔡宜君組長 校內教師 校內

29 11/16第5節 502 徐榕蓮 英語 第3單元 徐榕蓮老師 英文領域教師 徐榕蓮老師 英文領域教師 校內

30 11/19第5節 506 范競壬 國語 第9課 吳昭峰老師 蘇郁翔、許嘉文、黃千慈 吳昭峰老師 蘇郁翔、許嘉文、黃千慈 校內

31 11/20第3節 303 許庭瑤 英語 第3單元 許庭瑤老師 英文領域教師 許庭瑤老師 英文領域教師 校內

32 11/21第3節 602 葉俊顯 自然 第3單元 葉俊顯老師 自然領域教師 葉俊顯老師 自然領域教師 校內

33 11/22第1節 106 潘婉清 英語 第4單元 潘婉清老師 英文領域教師 潘婉清老師 英文領域教師 校內

34 11/23第1節 204 林崇慧 數學 第6-3單元 張慶元老師 二年級學年教師 張慶元老師 二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35 11/23第2節 206 林千淑 數學 第6-3單元 林崇慧老師 二年級學年教師 林崇慧老師 二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36 11/23第3節 204 張慶元 數學 第6-3單元 林千淑老師 二年級學年教師 林千淑老師 二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37 12/03第2節 501 李佳容 數學 第8單元 吳昭峰老師 新北市數學輔導團 吳昭峰老師 校內教師 校內

38 12/07第2節 109 陳瓊娟 綜合 第5單元 許明珠老師 王絲淇、侯雅惠 許明珠老師 王絲淇、侯雅惠 校內

39 12/13第2節 510 黃千慈 數學 第8單元 鄭佑津老師 范競壬、許嘉文 鄭佑津老師 范競壬、許嘉文 校內

40 12/26第2節 408 詹麗萍 自然 第3單元 詹麗萍老師 許菁尹 詹麗萍老師 許菁尹 校內

41 12/26第3節 502 鄭佑津 綜合 第3單元 陳瓊娟組長 綜合領域教師群 陳瓊娟組長 二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42 12/20第4節 612 許文華 英語 第4單元 許文華老師 英文領域教師 許文華老師 英文領域教師 校內

43 校內

44 校內

45 校內

46 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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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3/08第5節 509 許菁尹 自然 第1單元 許菁尹老師 自然領域教師 許菁尹老師 自然領域教師 校內

2 04/ 504 吳昭峰 國語 校內

3 04/ 505 鄭麗美 綜合 鄭佑津老師 鄭佑津、莊季樺老師 鄭佑津老師 校內

4 04/ 509 李宜靜 國語 第1課 鄭麗美老師 鄭麗美、李淑儀老師 鄭麗美老師 校內

5 04/ 511 莊季樺 國語 第1課 鄭佑津老師 鄭佑津、鄭麗美老師 鄭佑津老師 校內

6 04/ 407 吳秀真 社會 校內

7 04/ 410 黃諦納 國語 校內

8 04/29第7節 510 蔡坤陵 健體 蔡坤陵主任 蔡坤陵主任 校內

9 04/30第5節 108 彭麗琴 生活 第4單元 許明珠老師 許明珠、黃姿碧、王絲淇 許明珠老師 許明珠、黃姿碧、王絲淇 校內

10 05/01第2節 202 曾雅惠 數學 第6-2單元 邱麗娟老師 二年級學年教師 邱麗娟老師 二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11 05/02第2節 201 邱麗娟 數學 第6-2單元 曾雅惠老師 二年級學年教師 曾雅惠老師 二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12 05/02第2節 資源二 林江皇 四數學 時間 鍾佩蓉組長 特教團隊 鍾佩蓉組長 特教團隊 校內

13 05/03第2節 203 吳金芳 數學 第6-2單元 吳金芳老師 二年級學年教師 吳金芳老師 二年級學年教師 校內

14 05/23第3節 資源一 李佩均 六數學 畫百分圖 鍾佩蓉組長 特教團隊 鍾佩蓉組長 特教團隊 校內

15 05/28第3節 603 陳明秀 綜合 第4單元 林淑貞組長
林瑞裕、林淑貞、黃麗燕

陳瓊娟
林淑貞組長

林瑞裕、林淑貞、黃麗燕

陳瓊娟
校內

16 05/29第3節 資源一 林例嬌 五數學 柱、錐 鍾佩蓉組長 特教團隊 鍾佩蓉組長 特教團隊 校內

17 06/03第5節 503 張惠玲 體育 球類體育教學模組 張惠玲主任 新北市健體輔導團 賴森華校長 本市各校報名老師 市級

18 06/04第3節 資源二 劉秉樺 三國語 第11課 鍾佩蓉組長 特教團隊 鍾佩蓉組長 特教團隊 校內

19 06/07第2節 特教 洪錚玉 數學 找錢小高手 鍾佩蓉組長 特教團隊 鍾佩蓉組長 特教團隊 校內

20 06/11第2節 資源二 鍾佩蓉 三數學 統整 鍾佩蓉組長 特教團隊 鍾佩蓉組長 特教團隊 校內

21 06/12第2節 特教 黃盈禎 國語 便利商店 鍾佩蓉組長 特教團隊 鍾佩蓉組長 特教團隊 校內

22 06/19第2節 資源二 許恆旗 三國語 第12課 鍾佩蓉組長 特教團隊 鍾佩蓉組長 特教團隊 校內

23 簡迪齡 健體 洪佳琪老師 洪佳琪 洪佳琪老師 洪佳琪 校內

24 洪佳琪 健體 簡迪齡老師 簡迪齡 簡迪齡老師 簡迪齡 校內

25 李建孟 健體 林溪連老師 林溪連 林溪連老師 林溪連 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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