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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姿嵐 713 藝術學習領域-視覺藝術 第二課 繪出心感動 2020/3/11 第3節 李宜錚

徐慧璇 702 藝術學習領域-視覺藝術 第二課 繪出心感動 2020/3/11 第6節 王姿嵐

張秀玲 803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體育 排球 托球 2020/3/12 第6節 吳培銣

宋佳霓 資源班8A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第一章 等差數列 2020/3/17 第1節 施逸旻

賴俞靜 資源班9C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第六冊3-3 機率 2020/3/18 第4節 李安妮

呂琇綾 901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3-3 機率 2020/3/20 第1節 廖士鋒

廖士鋒 905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第三章 機率 2020/3/20 第2節 呂琇綾

李安妮 資源班9A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第六冊第八課 與荒野相遇 2020/3/24 第4節 賴俞靜

陳玉如 712 科技學習領域-生活科技 關卡四 挑戰一-結構與生活 2020/3/24 第6節 黃嶸生、彭鶴年

李宜錚 802 藝術學習領域-視覺藝術 第2課 環境 建築 生活圈 2020/3/26 第3節 陳育儀 潘玟萱

楊詠晴 701 社會學習領域-地理 2-2 多元文化 2020/3/26 第5節 黃詩雅、劉芷珮、李盈慧

李清平 7年級3D列印 彈性學習課程 3D列印 CURA切片軟體 2020/4/1 第1節 陳彥任

張秋萍 資源班7A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第2課 5言絕句-登鸛雀樓 2020/4/1 第6節 彭惠蘭

徐怡芬 811 自然科學學習領域-理化 3-2 溶液與離子 2020/4/10 第3節 簡聖原

陳伃頴 705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第四課 背影 2020/4/13 第1節 黃秀琴、郭菀琪、陳俐純、陳怡靜

簡聖原 802 自然科學學習領域-理化 3-2 溶液與離子 2020/4/13 第2節 徐怡芬

陳怡靜 712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第五課 背影 2020/4/13 第4節 柯莞琪陳俐純黃秀琴陳伃穎

黃美禎 810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Unit 4 U4 p.40-p.41 vocabulary 2020/4/13 第4節 王淳信Archer

黃喬蔚 706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Lesson 3 What’s the date today? 2020/4/13 第7節 朱玉琦

朱昱 705 社會學習領域-歷史 第三章 日治時期的社會與文化 2020/4/14 第2節 巫大紘老師

王淳信 809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Unit 4 40,41 2020/4/14 第5節 黃美禎Irene

周怡嫻 706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第四課 背影 2020/4/14 第6節 蘇怡如 張雅萍

黃秀琴 711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第四課 背影 2020/4/14 第6節 伃穎老師，怡靜老師，俐純老師，莞琪老師

陳俐純 707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第四課 背影 2020/4/16 第5節 柯莞琪、陳怡靜

黃嶸生 713 科技學習領域-資訊科技 5-1-5 打擊魔鬼遊戲 2020/4/16 第5節 彭鶴年、陳玉如

呂佳儒 912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Lesson 6 We'll Be Best Friends Forever 2020/4/16 第7節 邱竫瑜

張雅萍 714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第四課 背影 2020/4/16 第8節 周怡嫻、蘇怡如

柯莞琪 708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第四課 背影 2020/4/17 第3節 陳俐純、陳怡靜、陳伃穎、黃秀琴

邱竫瑜 910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第六課 We’ll be best friends forever. 2020/4/17 第5節 呂佳儒

蘇怡如 710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第四課 背影 2020/4/21 第1節 周怡嫻、張雅萍

熊哲緯 811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童軍 第一章 星象觀察 2020/4/21 第3節 鄭貝俞

廖凌旻 807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健康教育 第二篇第二章 擺脫慢性病 2020/4/21 第7節 曾晏詳

鄭豔齡 712 自然科學學習領域-生物 第三章 實驗 做一個簡易分類檢索表 2020/4/27 第2節 郭奕均.劉原光

施逸旻 814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體育 第五章 籃球 2020/4/29 第6節 宋佳霓

黃詩雅 703 社會學習領域-地理 第三章 台灣農業 2020/5/7 第1節 楊詠晴

劉原光 702 自然科學學習領域-生物 第三章 實驗3-2做一個簡易分類檢索 2020/5/7 第3節 鄭豔齡

張宜琪 707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第四課 How much cake do you want? 2020/5/7 第4節 洪慶伶.林婕茹

鄭曉徽 806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第五課 You May Have a Good Chance of Winning the Biggest Prize 2020/5/7 第6節 夏德樺

夏德樺 803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Unit 5 You May Have a Good Chance of Winning the Biggest Prize 2020/5/7 第7節 鄭曉徽

王曼蓉 806 藝術學習領域-表演藝術 第一課 光影交會100年 2020/5/11 第5節 黃晴崴

周振華 數資8年級資優班 自然科學學習領域-理化 第四章 反應速率 2020/5/11 第6節 鄧家碩、王穎潔

洪慶伶 702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L4 How much cake do you want? 2020/5/13 第4節 張宜琪、林婕茹

林婕茹 709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Unit4 How much cake do you want? 2020/5/15 第1節 洪慶伶、張宜琪

林智謙 912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2-1 空間中的垂直與形體 2020/5/21 第3節 徐誌延

徐誌延 913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2-1 空間中的垂直與形體 2020/5/21 第4節 林智謙

蔡雅琪 813 藝術學習領域-音樂 第2課 民族的謳歌 2020/5/22 第2節 彭曼婷教師

羅浥慈 916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第十課 羅密歐與茱麗葉樓臺會 2020/5/22 第4節 馮雅莉、范鈞茹

王琦 902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第八課 與荒野相遇 2020/5/26 第1節 九導

柯至軒 907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作文 作文 2020/5/26 第5節 九年級國文老師

徐日國 916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L7 That's not the life I want 2020/5/26 第5節 陳庭瑜、黃淑芬

范鈞茹 914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第8課 與荒野相遇 2020/5/27 第2節 羅浥慈

陳庭瑜 906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B5L9 This isn’t the life that I want 2020/5/27 第3節 黃淑芬、徐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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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芬 903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 BOOK V LESSON 9 This isn't the life which I want 2020/5/28 第2節 徐日國 陳庭瑜

馮雅莉 909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第十課 羅密歐與茱麗葉樓台會 2020/5/28 第3節 羅浥慈、柯至軒、范鈞茹、王琦、陳葦庭

陳葦庭 903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第十課 羅蜜歐與茱麗葉 2020/5/29 第6節 王琦

林嘉淙 813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4-3 特殊四邊形的性質 2020/6/2 第6節 李耀堂,陳奕峻,翁鈺婷

陳彥任 906 自然科學學習領域-理化 第二章 電與磁 馬達的生活應用 2020/6/2 第6節 李清平

陳奕峻 805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4-3 特殊四邊形的性質 2020/6/3 第1節 李耀堂 林嘉淙 翁鈺婷

李耀堂 811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第四章 特殊四邊形性質 2020/6/3 第2節 林嘉琮

翁鈺婷 801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 第四章 特殊四邊形的性質 2020/6/4 第2節 林嘉淙、李耀堂、陳奕峻

彭淇筠 811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第四冊第九課 空城計 2020/6/4 第5節 楊翊苓

呂欣儒 916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童軍 主題二 休閒大未來 2020/6/5 第5節 林顯壕

王穎潔 812 自然科學學習領域-理化 第六章 壓力 2020/6/8 第2節 鄧家碩

楊翊苓 802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第九課 空城計 2020/6/9 第5節 林晉毅、彭淇筠

鄭貝俞 810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家政 B3第四單元 搭配高手 2020/6/9 第6節 熊哲緯

林晉毅 808 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 第九課 空城計 2020/6/9 第7節 楊翊苓、彭淇筠

鄧家碩 809 自然科學學習領域-理化 6-4 大氣壓力 2020/6/24 第7節 王穎潔、周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