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科目 班級 教學單元 日期 節次 觀課老師

賴筱婷 輔導活動 J109 多元智慧 2021/10/4 2 郭秀櫻   李雅惠

陳芷文 英文 S101 B1L1-2Review 2021/10/4 6 王榛逸   李姿靜

李姿靜 英文 S108 L1-2活動 2021/10/5 4 陳芷文   王榛逸

盧奕宇 探究與實作 S106 米蟲的奧妙 2021/10/6 3 江芝韻  馮冠文

李雅婷 數學 J105 2-1質因數分解 2021/10/12 1 陳清照  陳力嘉

陳力嘉 數學 J103 質因數分解 2021/10/12 2 周子凱   李雅婷

李佳玲 國文  s104 再別康橋 2021/10/12 7 鄭立新   黃思舜

王榛逸 英語文 S306 B5L3 2021/10/13 1 黃孟洳   許溱芠

盧韻如 國文 J307 與宋元思書 2021/10/13 3 陳盈妃   李偉嘉

馮冠文 探究與實作 S105 奶茶加不加 2021/10/13 3 盧奕宇  江芝韻

邱英傑 數學 J101 質因數分解 2021/10/13 5 李雅婷    陳清照

鄭富全 探究與實作 S107 紅茶加奶時機探究 2021/10/14 4 李俊義  陳博淵

蔡沅泠 歷史 J307 普世宗教的起源與發展 2021/10/14 5 葉柔含   林美秀

陳瓊瓔 英文 S104 動詞時態 2021/10/14 7 李杏員    許溱芠

吳珮菱 表演藝術 J106 尋找表演的可能性 2021/10/15 3 唐彩堯   陳慧茹

陳清照 數學 J102 2-1質因數分解 2021/10/15 5 邱英傑  李雅婷

莊舜貽 生物 J106 細胞 2021/10/15 5 江芝韻    劉恬吟

張哲榮  英語口語表達 S206 學期專題製作：產品介紹 2021/10/18 1 楊凡瑩、陳柏軒

陳秋雯 英文 J308 B5L3 2021/10/18 1 陳若蕎  凃乃權

盧韻如 國文 J307 待定 2021/10/18 2 陳盈妃   李偉嘉

蘇丞偉 數學 S107 高中數學第一冊 單元5 直線方程式 2021/10/18 3 尤惠君   陳信良

陳瑋玲 體育 J106 排球（低手擊球） 2021/10/18 3 陳怡君 劉昭吟

洪蕙玲 體育館 J109 排球—-低手傳球 2021/10/18 4 買益賢   劉昭吟

邵恩雨 英文 S308 B5 L3 2021/10/19 2 吳琬淳   許溱芠

謝宜蓁 國文 J105 第四課論語 2021/10/19 4 陳盈妃  盧韻如

董素禎 國文 S301 詩經 2021/10/19 6 王雪玲   李偉嘉

劉恬吟 生物 j102 ch3-4 2021/10/20 1 江芝韻  莊舜貽

陳柏軒  英語口語表達 S204 學期專題製作：產品介紹 2021/10/20 1 楊凡瑩 張哲榮

楊凡瑩  英語口語表達 S204 學期專題製作：產品介紹 2021/10/20 1 陳柏軒

尤惠君 數學 S101 圓與直線 2021/10/20 3 陳信良  郭子瑋

林美秀 歷史 J104 3-1 2021/10/20 4 蔡沅泠  羅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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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淑華 綜合活動輔導 J208 彩繪生涯 2021/10/21 5 郭秀櫻   楊家祺

陳怡君 體育 J303 田徑 2021/10/25 1 陳瑋玲   買益賢

吳琬淳 英文 J306 B5L3 2021/10/25 2 蔡易霈   陳素蓉

李偉嘉 國文 J305 永不滿足，長保傻勁—賈伯斯的人生三堂課 2021/10/25 6 盧韻如   黃心瑜

林青蓉 家政 J307 夢的設計大賞-祈福卡 2021/10/26 1 劉兆麟   陳奇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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