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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顯壕 上學期 803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 漫步在人際 人際面面觀 2019/10/1 第3節 呂欣儒

向麗珍 上學期 七年級英資班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簡易英文小說 The Happy Prince 簡易英文小說 The Happy Prince 2019/10/2 第2節 高欣蓓

高欣蓓 上學期 英文資優七年級閱讀課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讀完小說後的複習和討論 祕密花園 2019/10/2 第2節 向麗珍 張育瑄 

許文隆 上學期 813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體育 第一章 田徑 2019/10/2 第6節 張嘉元

林惟萱 上學期 710 藝術學習領域-音樂 第二課 音樂花路米 2019/10/2 第7節 賴羿均

王慧琪 上學期 710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體育 第一章　田徑 蹲踞式起跑  (二) 2019/10/3 第3節 張美娟. 莊慧珠.

彭鶴年 上學期 709 科技學習領域-資訊科技 1-4 資訊科技與問題解決 2019/10/4 第2節 黃嶸生

張育瑄 上學期 英資班(805群組)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第二課 phobia 2019/10/7 第7節 高欣蓓

洪絹閔 上學期 914資優群組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自編 納皮爾的骨頭 2019/10/8 第4節 吳昆聯

陳育儀 上學期 806 藝術學習領域-視覺藝術 第一課 徜徉水墨畫卷間 2019/10/8 第6節 李宜錚、張素霞

吳昆聯 上學期 915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2-2 圓心角、圓周角及弦切角 2019/10/8 第6節 洪絹閔

周欣宜 上學期 9年級英資A組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第三課 Dolphins Don't Belong Here, Do They? 2019/10/8 第7節 高欣蓓

張嘉元 上學期 七年級籃球社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體育 第二章 神射手 2019/10/9 第1節 許文隆老師，莊慧珠老師

郭奕均 上學期 數理資優班 自然科學學習領域-生物 2-3植物如何獲得養分 葉片氣孔的觀察拓印與計算 2019/10/9 第1節 鄭豔齡

劉芷佩 上學期 702 社會學習領域-地理 第三章 地形 2019/10/17 第4節 楊詠晴

曾晏詳 上學期 914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健康教育 第一章 自編-身體活動阻礙排除 2019/10/17 第4節 曾來芋、廖凌旻

林昌燕 上學期 901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 單元二 活動二彩繪生涯路 2019/10/21 第2節 李盈慧、楊素月

劉庭宇 上學期 906 社會學習領域-公民 第三章 市場與貨幣 2019/10/22 第2節 蘇筠婷

曾來芋 上學期 710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健康教育 第二章 成長故事 2019/10/22 第4節 廖凌旻  曾晏詳

黃毓芬 上學期 G7資優班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B1L3 Where Is Harry's Bedroom? 2019/10/22 第7節 徐怡芳

吳培銣 上學期 G7籃球社團2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體育 第一章 籃球 2019/10/23 第1節 王慧琪 莊慧珠

張美娟 上學期 七年級社團課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體育 第二章 排球 2019/10/23 第2節 莊慧珠、王慧琪

林建瑋 上學期 909 社會學習領域-地理 第三章 西歐與北歐 2019/11/1 第2節 陳宗宏

莊慧珠 上學期 711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體育 七上第六章 跳繩 2019/11/7 第5節 張美娟，王慧琪

彭惠蘭 上學期 715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第二單元 What are these 2019/11/8 第3節 張宜琪、朱玉琦

張素霞 上學期 809 藝術學習領域-視覺藝術 華夏風情 第1課 徜徉水墨畫卷間 2019/11/12 第7節 李宜錚 陳育儀

張煒昇 上學期 810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體育 依本校體育課程計畫進行 拔河 2019/11/14 第7節 許文隆

蘇筠婷 上學期 709 社會學習領域-公民 第四章 平權家庭 2019/11/18 第4節 劉庭宇

巫大紘 上學期 710 社會學習領域-歷史 第四章 清帝國統治政策的變遷 2019/11/18 第4節 朱昱

蔡伊純 上學期 713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第二章 2-4指數律 2019/11/19 第1節 古蕙華 王乙如 葉姝妏

王乙如 上學期 714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第二章第四節 指數律 2019/11/20 第7節 葉姝妏 古蕙華 蔡伊純

古蕙華 上學期 710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第二章 指數律 2019/11/21 第2節 蔡伊純、王乙如、葉姝妏

桃園市立文昌國中108學年度第1學期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活動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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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竹殷 上學期 906 自然科學學習領域-地科 第二章，第三節 岩層與地球歷史 2019/11/21 第4節 周亭吟、詹舜瑜、張文馨、呂嘉瑋

陳至德 上學期 904 社會學習領域-歷史 4-4 宗教改革 2019/11/21 第4節 陳至德、詹幼儀、張靜芳

方運昌 上學期 706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第二章 指數律 2019/11/21 第7節 古蕙華，蔡伊純，王乙如，葉姝妏

詹幼儀 上學期 909 社會學習領域-歷史 4-4 宗教改革 2019/11/22 第3節 陳至德、詹幼儀、張靜芳

張靜芳 上學期 905 社會學習領域-歷史 4-4 宗教改革 2019/11/22 第4節 陳至德、詹幼儀、張靜芳

葉姝妏 上學期 711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第二章 指數律 2019/11/22 第6節 古蕙華，蔡伊純，王乙如

陳宗宏 上學期 711 彈性學習課程 臺灣地理攻略-海洋篇 寂之國的悲鳴 2019/11/26 第2節 林建瑋組長

朱玉琦 上學期 710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第四課 閱讀Reading: My School 2019/11/26 第3節 黃喬蔚

黃晴崴 上學期 702 藝術學習領域-表演藝術 第一課 甦醒吧！小宇宙 2019/12/5 第2節 王曼蓉

楊素月 上學期 912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 單元二 升學面面觀-生涯價值觀 2019/12/23 第4節 林昌燕

張文馨 上學期 903 自然科學學習領域-理化 第四章第一節 靜電現象 2019/12/26 第4節 呂嘉瑋、詹舜瑜、周亭吟、柯竹殷

周亭吟 上學期 902 自然科學學習領域-理化 4-1 靜電現象 2019/12/27 第4節 張文馨，詹舜瑜，呂嘉瑋，柯竹殷

詹舜瑜 上學期 911 自然科學學習領域-理化 4-1 靜電現象 2019/12/30 第5節 張文馨，呂嘉瑋，周亭吟，柯竹殷

賴羿均 上學期 913 藝術學習領域-音樂 第六課 音樂魔法師 2019/12/31 第1節 林惟萱

呂嘉瑋 上學期 907 自然科學學習領域-理化 4-1 靜電現象 2019/12/31 第6節 周亭吟、張文馨、詹舜瑜、柯竹殷

田應薇 上學期 707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第三章第二節 一元一次方程式 2020/1/7 第3節 古蕙華、蘇柏人、徐誌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