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四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1 02 03 04 05 
9:05  于珮琪 數學團 數學--統計圖表  

永仁高中 306班(10) 
 

9:30  陳姝澄 英語團 英文--形容詞 
adjective  
賢北國小 304(15) 

 
13:00 許靜雪 社會團 社會--三下全球議題   

永康國中 315教室(10) 

 
14:30 陳秀玲 藝文團  議題融入--哪吒   

永華國小 502班(5) 

 
14:30 王郁菁 藝文團  藝術--第一單元  臺 
      和順國小和風樓 508(5) 

 
15:50 李月華 英語團  英文--副詞及比較級

等用法   

後港國中 201(2) 

8:15   王德麟 科技團 自然--電與磁 
       大橋國中 B棟 4樓/315(5) 
 

8:40   郭玟君 英語團 英文--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崇明國小英語教室四(5) 

 
10:30   楊美玲 社會團 社會--五下第二單            
        元 

       東區復興國小/512教室(1) 
 
14:20  許若綉 人權團 議題融入--公平不公    

       平 
       三慈國小/六年忠班(5) 
 

15:20  陳藝珍 自然團 自然--第二單元 
       海東國小/302(5)  
16:00  謝元入 環教團 議題融入--生態學校 

與能源教育 
南化國中視聽教室/甲班(6) 

8:00  吳秀美 本土團 本土語--第二單元 屋 
下人 
官田區嘉南國小三甲教室(6) 

 
13:10 顏妙容 藝文團 藝術--多管弦事 

永康國中音樂教室/104(2) 

    

08 09 10 11 12 
8:30  何銘鴻 國語文團 國文--自編 

南安國小五年丙班教室(10) 
 

8:30  韋秀麗 數學團 數學--同分母分數加
減 
樹林國小四甲(10) 

9:20  蔡佳宏 英語團 英文--康軒版第六冊
第五課 
安南國中 309班教室(10) 

 
10:55 王旻虹 性平團 議題融入--克癮致勝

歸仁國中/104(10) 

 
11:20 李貞慧 數學團 數學--分數 

樹林國小四年甲班(5) 

 
15:20 林書漢 環教團 本土語--第三課做環

保 

長安國小/403(5) 
 
15:20 楊育林 綜合團 健體--青春防衛站 

新市國小 606教室(3) 

8:40  陳春蓮 國語文團 國文--蚵田風光 
佳里國小教學行政大樓/三年 1班(3) 

 

9:25  孫培明 自然團 自然--2-3電流磁效應
的應用 

安順國中勤學樓三樓三年三班(15) 

 
10:30 何友仁 藝文團 藝術-螞蟻的家（二年
級生活-視覺） 

和順國小 2年 1班(8) 
 
13:30 張雅玲 綜合團 綜合--自主學習樂 

關廟區深坑國小六甲教室(10) 
 
13:40 鄭秀眞 數學團 數學--三年級第五單

元除法 
安慶國小/305班(5) 
 

13:40 徐宥炘 英語團 英文--時間與動作 
東區博愛國小/401(5) 
 

15:20 蔡智恆 自然團 自然--3-1化石 
大成國中生物實驗室/705(10) 

 

15:20 林宗祺 自然團 自然--常見的酸與鹼 
佳里國中/204(10) 

 

15:20 邵美雀 綜合團 健體--2-3安全用藥 
新市國小圖書室(5) 

 

 

8:15  鄭登元 科技團 科技--仿生螢火蟲    
      大橋國中二樓電腦教室/211(6) 
 

8:20  鍾幸玲 人權團 議題融入--童工血汗    
      後甲國中 207班教室(8) 
 

8:40  徐子蔚 環教團 議題融入--在地家鄉 
      環境介紹影片實作  

玉山國小電腦教室/六年甲班(3) 

 
8:40  尤士哲 自然團 自然--燃燒和生鏽   
      崇學國小自然教室(二)(5) 

 
9:30  楊芠函 本土團 本土語--第二單元  
      仁德區德南國小一年丙班(10) 

 
10:15 賴如茵  藝文團 藝術--即興揮灑的舞 
      蹈  

  和順國中表藝教室(一)/308(10) 
 

11:15 郭小翠 社會團 社會--全球環境議題-  

      水資源  
文賢國中 E化教室 A(15) 
 

11:20 李麗菁 自然團 自然--第二單元防鏽 
      與防腐   

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六甲教室(5) 

 
11:20 黃翊筠 教專團 生活--方便的交通工 
      具  賢北國小 102(15) 

 
14:10 黃綉萍 社會團 社會--社會第二冊歷 
      史第三課 3-2殖民政策下的移風易俗 

      (康軒版)   
新市國中一年八班(10) 

8:00  林勇成 環教團 議題融入--Eco  
      School 生態學校路徑檢核與實踐     
      仁德區虎山實驗小學五年級教室(20) 

 
8:10  葉惠玫 健體團 健體--活力有氧 

家齊高中韻律教室(15) 

 
8:40  李宜學 教專團 科技--Scratch程式設

計 

南大附小電腦教室甲/四己(3) 
 
9:00  謝宗霖 數學團 數學--一次聯立方程

式的矩陣表示法 
善化高中 205班教室(10) 

 

9:20  陳怡儒 性平團 健體--自我保護   
      吉貝吉貝耍國小一甲(5) 
 

10:00 魏鈺珊 綜合團 綜合--童軍/生火  
新東國中童軍廣場/107(20) 

 

10:15 黃麗凰 綜合團 綜合--第五單元居家 
      應變妙錦囊   

安平國中 103教室／103(5) 

 
10:20 陳文凱 科技團 特色課程—microbit 
      智慧控燈  

長興國小電腦教室/六乙(10) 
 
11:20 林玉玫 教專團 本土語--第三單元 

信義國小 231教室(3) 
 
14:20 蔡汶鴻 自然團 自然--交互作用   

      南科實中/醉物堂 C208(10) 
 

8:25  鐘崑榕 社會團 社會--社會文化   
      忠孝國中/112(5) 
 

9:30  沈昭君 藝文團 英文--Unit2   
      文化國小英語教室(10) 
 

10:15 林清海 教專團 生活--校園遊戲王   
東光國小二年一班(10) 

 

10:30 張良誠 自然團 自然--黴菌  
      賢北國小 4F自然教室 3/605(8) 
 

10:30 陳艷如 教專團 國文--第 7 課收集喜
悅 
開元國小六年一班(5) 

 
13:10 褚天安(新北秀峰高中教師) 藝文團 

藝術--博物學起手式 

新化高中美術教室(10) 
 
14:10 夏穎蘄 環教團 議題融入--3-3穿梭演

化的時空隧道  
忠孝國中 108(5) 

 

15:20 林季瑩 綜合團 綜合--壓力的出口   
進學國小 604(8) 

 

15:20 邱鑑今 社會團 社會--民法與生活   
後甲國中社會科專科教室/203(8) 

15 16 17 18 19 
8:00  李世昌 環教團 議題融入--走讀大內~

二溪月世界 
大內國中會議室(10) 

 
10:00 涂益郎 科技團 科技--從 0 開始學

AI：非監督式學習 

南二中科學館四樓 AI 人工智慧體驗教
室/高二二類組選修課((10) 

 

10:30 程詩雅 生活團 生活--我來告訴你 
仁德國小 105教室(5) 

 

10:30 陳雅芳 環教團 議題融入--封面設計
大賽 
崇學國小電腦教室/401(6) 

 
11:05 黃章銘 性平團 議題融入--美麗的性

別差異 

歸仁國中 112教室(3) 
 
11:10 黃慰華 自然團 自然--電流的磁效應 

土城高中三年一班(10) 
 
13:10 張學望 科技團 科技--運算思維體驗

code.org 
麻豆國小電腦教室/六乙(8) 
 

13:10 洪倖珠 社會團 社會--鯤喜灣知多少 
南寧高中 401教室(6) 

 

8:40  胡毓琪 藝文團 藝術--流動的美感 
永康國小藝文教室 2(3) 

 

9:20  楊安然 環教團 議題融入--認識能源
與空污 
虎山實驗小學電腦教室(5) 

 
9:25  林佳靜 社會團 社會--第一冊第 4課

工業區位 

麻豆國中 701(10) 
 
9:30  黃莉雯 數學團 數學--七巧板大拼排 

善化國小三年甲班(15) 
 
9:30  閻慶苹 環教團 議題融入--氣候變遷

與水資源 
賢北國小三樓藝文教室 2/603(10) 

 

9:30  周家卉 環教團 議題融入--生活一下
第二單元 
億載國小 111(3) 

 
9:30  黃于禎 環教團 生活--大樹小花朋友

多 

億載國小 109(3) 
 
10:00 陳立偉 自然團 自然--化學 

臺南一中 205班教室(7) 
 

10:15 游奇雅 性平團 議題融入--性別大進    

      擊 
復興國中共備教室(5) 

 

10:35 林宜樺 英語團 綜合--綜合 
西門實驗小學/三年 1班(6) 
 

13:20 陳威介 健體團 健體—健體 

8:40  蘇淑娟 本土團 本土語—自編 
      岸內國小視聽教室(5) 
 

8:45  黃郁雯 英語團 英文--CLIL Life 
Education   
東區勝利國小/108 英語聽說教室(5) 

 
9:30  吳宗勳 環教團 國文--第八課  

安南區青草國小/六年一班教室(15) 

 
10:30 王鈺潤 科技團 議題融入--2-4齒輪、

鏈條與動力傳送  

臺南市北勢國小/六年甲班(10) 
 
10:30 謝文山 自然團 自然--六下第三單元  

關廟區五甲國小/六甲(5) 
 
11:20 方陽昇 性平團 議題融入--情感教育-

愛如何表達  
將軍區鯤鯓國小/六甲(12) 
 

14:10 李宜欣、鄭富中 自然團 自然--探究實
作-科學圖表製作 
臺南二中科學館 1樓多功能教室(6) 

 

8:30   陳秀梅 科技團 數學--數學第三單元 
西港區成功國小/四年甲班(5) 

 

9:25   陸啟華 性平團 議題融入--自編 
臺南市開元國小/401(5) 

 

9:30   關向君 生活團 生活--我和我的家人 
       臺南市坔頭港國小/一年甲班(10) 
 

10:15  林怡君（Nela Lin）英語團 英文
--International 
Issues:Referendum 

聖功女中/高一儉(10) 
 
10:30  李慧稜 本土團 本土語--康軒版第 6

冊第 3單元  
佳里區信義國小 A棟 133/三年一班 
(5) 

 
10:30  許崑泉 自然團 自然--珍愛家園 

那拔國小自然科教室/六甲(5) 

 
14:00 陳威廷 社會團 社會--米街歷史踏

查：製作海街地圖 

永康國中開基天后宮(15) 
 

8:10  邱奕嫺 綜合團 綜合--甜點藝術 
      臺南女中/烹飪教室(10) 
 

8:10  陳立偉 自然團 自然--泡泡探究 
南一中科教大樓 2樓化學實驗室(10) 

 

9:30  王怡方 科技團 科技--暗蟬防衛隊 
      海東國小/電腦教室(10) 
 

9:50  黃士恒 環教團 社會--第三單元 
      裕文國小 502教室/502(8) 
 

10:10 沙寶鳳 教專團 社會--民法與生活 
      臺南市永康國中/213教室(10) 
 

10:30 劉協成 綜合團 本土語--六下第三單      
      元 
      億載國小/601(5) 

 
11:15 廖淑苹 自然團 自然--酸鹼指示劑 
      麻豆國中化學實驗室二/802(10) 

 
13:30 郭昇欣 數學團 數學--六下第 6單元    
      圓形圖 

      五甲國小六年丙班(5) 
 
14:30 黃懷慧 海洋團 特色課程--夢想海洋 

    光復國小六年級(5) 



 

  

備註： 

1.紅色字體為輔導團召集校長。 

2.報名前請先確定公開課時間。 

3.前往觀課之教師請各會給予公假但課務自理。 

4.報名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ywes.tn.edu.tw/12tncourse 

      北門國中 
 
13:30 黃英洲 社會團 社會--七股物產 

七股國小三甲(3) 
 
14:20 張瓊文 綜合團 綜合--我的青春歲月 

新市國小 602教室(5) 
 
14:30 蘇睿琪 生活團 生活--校園遊戲王 

大成國小二甲(8) 
 
14:20 陳賢宗 自然團 自然--昆蟲的一生 

      南科實中國小部/自然教室/401(5) 

22 23 24 25 26 
9:30  王文玲 生活團 生活--不能沒有你 

大成國小/二甲(10) 
 
10:30 吳信忠 教專團 本土語--第三單元 

善化國小/四年甲班(5) 
 
11:05 翁瑞鴻 本土團 議題融入--來扮貓 

後甲國中表演教室/101(5) 
 
13:30 李淑敏 人權團 議題融入--自編 

麻豆區港尾國小圖書室/四年甲班(10) 
 
13:30 楊易霖 科技團 議題融入--校園的密

室逃脫 
七股區樹林國小電腦教室/五年級(10) 

8:40  張琬翔 環教團 科技--Micro:bit 

      崇學國小電腦教室二(5) 
 
8:40  許敏惠 國語文團 國文--五上國語第     

      九課 
      永康勝利國小五年五班(6) 
 

9:30  吳淑媛 教專團 本土語--第四單元 
文元國小/205(10) 
 

10:30 王秋晴 本土團 本土語--「卵」 
      南大附小美勞教室乙/二丙(5)5 
 

11:10 林信廷 科技團 科技--Arduino電子控    
      制 
      和順國中電腦教室(20) 

 
11:20 謝東憲 環教團 科技--科技融入環境    
      教育 

      崇明國小電腦教室/309(5) 
 
13:30 高莉淑 環教團 科技--影片製作 

    崇明國小電腦教室三/601(10) 
 

14:05 陳威廷 社會團 社會--二二八事件 

永康國中 105 教室(15) 
 

10:30 黃薇芬 性平團 議題融入--性別平等/

職場探索 
七股區竹橋國小視聽教室/五年忠班
(20) 

 
11:20 曾永毅 教專團 科技--AR擴增實境於

學校環境之應用 

佳里區通興國小電腦教室/六甲(5) 
 
8:10  劉健宏 自然團 自然--植物水分運輸

與蒸散作用 
柳營國中/701(10) 

 

8:40  林奕攸 綜合團 藝術--節慶 
新市國小陶藝教室(3) 

 

9:25  陳建安 藝文團 藝術--立體卡片設計 
漚汪國小海資中心/四年孝班(10) 

 

9:30  曾永毅 環教團 議題融入--Google協
同表單教學 
佳里區通興國小電腦教室(10)  

 
13:10 黃淑蓉 綜合團 綜合--農業百工圖 

新營高中生命教育專科教室(10) 

 

8:40  張維文 國語文團 國文--第九課 

永康區勝利國小/505(10) 
 
9:05  陳俊雄 自然團 自然--生物科技 

鹽水國中三年 4班(10) 
 
9:30  黃向秀 英語團 英文--Alphabet(G1) 

和順國小 109教室(10) 
 

10:30 馮錦寶 本土團 本土語--就是要醬吃 

北區賢北國小二年 5班教室(5) 
 
10:30 廖宏儒 環教團 議題融入--社會第四

單元：關心我們的地球 
長安國小六丙教室(4) 

 

10:30 吳宜蓁 數學團 數學--分數 
永康區勝利國小/503(5) 

 

10:30 李文獻 環教團 議題融入--環境污染
與健康生活 
永康復興國小/409(5) 

 
10:30 何鳳珠 數學團 數學--探秘三形四色 

鹽水國小/五乙(10) 

 
10:30 黃信穎 科技團 科技--microbit 溫度

亮度感測 

新化區那拔國小電腦教室(10) 
 
10:30 張鴻祺 人權團 社會--五下唐山來的

拓荒課-康軒 
北寮國小五甲教室(30) 

 

13:30 甘宜靜 綜合團 綜合--與壓力共處 
五王國小五年五班教室(10) 

 

13:40 呂翠鈴 英語團 英文--Math CLIL (數
學 CLIL) 
西門實小智慧教室(20) 

 
14:00 薛英斌 英語團 英文--Which do you 

like, Rice or Noodles? 

新市國中/104(12) 

 

 
8:40  蔡惠娟 教專團 本土語--第五單元 

億載國小二年一班(10) 

 
9:30  曾曉馨 數學團 數學--南一版六下第

六單元 6-3雞兔問題 

台南市大成國小/六戊(10) 
 
9:30  郭倩伃 生活團 生活--有你真好 

大成國小二甲(5) 
 
9:30  黃燕萍 國語文團 國文--翰林版第十

四課永遠不會太晚 
大成國小五年戊班(10) 

 

9:30  邵春瑛 綜合團 健體--認識結膜炎 
新市國小/110教室(3)  

 

11:05 顏玉坤 藝文團 藝術--My Music Book 
佳里國中音樂教室/108(6) 
 

15:20 郭蕙寧 人權團 議題融入--社會第四
冊公民第四章刑法及行政法規 
和順國中/202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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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林麗芬 環教團 議題融入--自然 

仁德國中(5) 
 
9:30  林雅文 綜合團 生活--2 下/康軒第五

單元雨天生活變化多 
新市國小 206教室(5) 

 

10:30 方建良 數學團 數學--因數與倍數 
七股區龍山國民小學/五年甲班教室 
(15) 

 
11:10 邱湘華 國語文團 國文--翰林版第六

冊第十課笨鵝阿皮 

永康區五王國小/3年 5班(10) 
 

13:10 柳珮妤 本土團 藝文--橡皮擦雕刻  

東原國中一仁教室 (5) 

9:30  黃媺恬 數學團 數學--表面積 

安平國小五年二班(5) 
 
10:15 周明慧 人權團 議題融入--4-3社會變

遷 
菁寮國中 201教室(3) 

 

10:30 吳永清 國語文團 國文--簡易寫作教
學 
月津國小/六年美班(10) 

 
11:10 沈珍貝 國語文團 國文--第三單元 

新進國小科任教室(10) 

 
14:15 曾安琪 國語文團 國文--思辨寫作 

家齊高中 110教室(10) 

 
14:20 賴怡如 綜合團 綜合--二下-當我們同

在一起 

中西區進學國小二年三班教室(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