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班級 國際師 地點 班級 探索師 地點 班級 閱讀師 地點 班級 情緒師 地點 班級 思辨師 地點 班級 美感師 地點

六甲 高瑞敏 英語乙 六乙 陳錦亭 資訊乙 六丙 吳貴美 六丙教室 六丁 余玟錚 本語乙 六戊 王品蓁 六戊教室 六己 陳澤仁 美勞丙

1/05 五甲 張嘉恩 英語甲 五乙 謝凱賀 自然甲 五丙 張瀞云 五丙教室 五丁 張華甄 五丁教室 五戊 呂珮瑜 五戊教室 五己 陳錦瑩 音甲/資甲

、 四甲 侯旻君 專科丙 四乙 蔡岱芬 創意教室 四丙 侯欣妤 四丁教室 四丁 鄭民侃 自然乙 四戊 陸義淵 四戊教室 四己 王翠凰 韻律乙

1/12 三甲 黃珮青 英語丙 三乙 林貞吟 自然丁 三丙 邱義仁 三丙教室 三丁 鄭祥瑞 三丁教室 三戊 蔡錕承 三戊教室 三己 孫淑女 音樂乙

、 二甲 林涵妮 本語甲 二乙 陳怡均 二乙教室 二丙 林易慧 二丙教室 二丁 蔡宜芬 二丁教室 二戊 曾儀凰 二戊教室 二己 鄭守真 生活乙

1/19 一甲 楊佳蓉 一甲教室 一乙 馮淑真 自然丙 一丙 陳碧慈 一丙教室 一丁 劉秀靜 一丁教室 一戊 鄭玉貴 一戊教室 一己 古佳潔 一己教室

日期 班級 美感師 地點 班級 國際師 地點 班級 探索師 地點 班級 閱讀師 地點 班級 情緒師 地點 班級 思辨師 地點

六甲 陳澤仁 美勞丙 六乙 楊裕芳 六乙教室 六丙 陳錦亭 資訊乙 六丁 黃淑芳 六丁教室 六戊 余玟錚 本語乙 六己 許琬菡 六己教室

2/23 五甲 陳錦瑩 音甲/資甲 五乙 杜雅玲 五乙教室 五丙 謝凱賀 自然甲 五丁 林姻秀 五丁教室 五戊 張華甄 五戊教室 五己 李宜學 五己教室

、 四甲 王翠凰 韻律乙 四乙 王文君 四乙教室 四丙 蔡岱芬 創意教室 四丁 侯欣妤 四丁教室 四戊 鄭民侃 自然乙 四己 廖偉盛 四己教室

3/02 三甲 孫淑女 音樂乙 三乙 楊汶靜 本語甲 三丙 林貞吟 自然丁 三丁 林易蓁 三丁教室 三戊 陳  寧 三戊教室 三己 謝忠憲 三己教室

、 二甲 鄭守真 生活乙 二乙 劉欣琪 二乙教室 二丙 陳怡均 二丙教室 二丁 楊怡婷 二丁教室 二戊 蔡宜芬 二戊教室 二己 曾儀凰 二己教室

3/09 一甲 陳兆敏 一甲教室 一乙 王裕輝 一乙教室 一丙 馮淑真 自然丙 一丁 麻麗美 一丁教室 一戊 劉秀靜 一戊教室 一己 陳玫君 一己教室

日期 班級 思辨師 地點 班級 美感師 地點 班級 國際師 地點 班級 探索師 地點 班級 閱讀師 地點 班級 情緒師 地點

六甲 王品蓁 六甲教室 六乙 陳澤仁 美勞丙 六丙 高瑞敏 英語乙 六丁 陳錦亭 資訊乙 六戊 吳貴美 六戊教室 六己 余玟錚 本語乙

3/16 五甲 呂珮瑜 五甲教室 五乙 陳錦瑩 音甲/資甲 五丙 張嘉恩 英語甲 五丁 謝凱賀 自然甲 五戊 張瀞云 五戊教室 五己 張華甄 五己教室

、 四甲 陸義淵 四甲教室 四乙 王翠凰 韻律乙 四丙 侯旻君 專科丙 四丁 蔡岱芬 創意教室 四戊 李文娣 觀摩教室 四己 鄭民侃 自然乙

3/23 三甲 蔡錕承 三甲教室 三乙 孫淑女 音樂乙 三丙 黃珮青 英語丙 三丁 林貞吟 自然丁 三戊 邱義仁 三戊教室 三己 鄭祥瑞 三己教室

、 二甲 楊琪惠 二甲教室 二乙 鄭守真 生活乙 二丙 林涵妮 本語甲 二丁 陳怡均 二丁教室 二戊 林易慧 二戊教室 二己 蔡宜芬 二己教室

3/30 一甲 鄭玉貴 一甲教室 一乙 古佳潔 一乙教室 一丙 楊佳蓉 一丙教室 一丁 馮淑真 自然丙 一戊 陳碧慈 一戊教室 一己 劉秀靜 一己教室

日期 班級 情緒師 地點 班級 思辨師 地點 班級 美感師 地點 班級 國際師 地點 班級 探索師 地點 班級 閱讀師 地點

六甲 余玟錚 本語乙 六乙 許琬菡 六乙教室 六丙 吳柏毅 音樂乙 六丁 楊裕芳 六丁教室 六戊 王新昌 資訊乙 六己 黃淑芳 六己教室

4/06 五甲 張華甄 五甲教室 五乙 李宜學 五乙教室 五丙 游榮宗 音甲/資甲 五丁 杜雅玲 五丁教室 五戊 林士揚 自然甲 五己 林姻秀 五己教室

、 四甲 鄭民侃 自然乙 四乙 廖偉盛 四乙教室 四丙 王秋晴 美勞乙 四丁 王文君 四丁教室 四戊 吳沂木 創意教室 四己 李文娣 觀摩教室

4/13 三甲 陳  寧 三甲教室 三乙 謝忠憲 三乙教室 三丙 蘇筱涵 三丙教室 三丁 楊汶靜 本語甲 三戊 林貞吟 自然丁 三己 林易蓁 三己教室

、 二甲 蔡宜芬 二甲教室 二乙 楊琪惠 二乙教室 二丙 張慧娟 韻律乙 二丁 劉欣琪 二丁教室 二戊 張景傑 二戊教室 二己 楊怡婷 二己教室

4/20 一甲 劉秀靜 一甲教室 一乙 陳玫君 一乙教室 一丙 陳兆敏 一丙教室 一丁 王裕輝 一丁教室 一戊 馮淑真 自然丙 一己 麻麗美 一己教室

日期 班級 閱讀師 地點 班級 情緒師 地點 班級 思辨師 地點 班級 美感師 地點 班級 國際師 地點 班級 探索師 地點

六甲 吳貴美 六甲教室 六乙 余玟錚 本語乙 六丙 王品蓁 六丙教室 六丁 吳柏毅 音樂乙 六戊 高瑞敏 英語乙 六己 王新昌 資訊乙

4/27 五甲 張瀞云 五甲教室 五乙 張華甄 五乙教室 五丙 呂珮瑜 五丙教室 五丁 游榮宗 音甲/資甲 五戊 張嘉恩 英語甲 五己 林士揚 自然甲

、 四甲 李文娣 觀摩教室 四乙 高淑晴 四乙教室 四丙 陸義淵 四丙教室 四丁 王秋晴 美勞乙 四戊 侯旻君 專科丙 四己 吳沂木 創意教室

5/04 三甲 邱義仁 三甲教室 三乙 鄭祥瑞 三乙教室 三丙 蔡錕承 三丙教室 三丁 蘇筱涵 三丁教室 三戊 黃珮青 英語丙 三己 林貞吟 自然丁

、 二甲 林易慧 二甲教室 二乙 葉麗玲 二乙教室 二丙 曾儀凰 二丙教室 二丁 張慧娟 韻律乙 二戊 林涵妮 本語甲 二己 張景傑 二己教室

5/11 一甲 陳碧慈 一甲教室 一乙 劉秀靜 一乙教室 一丙 鄭玉貴 一丙教室 一丁 古佳潔 一丁教室 一戊 楊佳蓉 一戊教室 一己 馮淑真 自然丙

日期 班級 探索師 地點 班級 閱讀師 地點 班級 情緒師 地點 班級 思辨師 地點 班級 美感師 地點 班級 國際師 地點

六甲 王新昌 資訊乙 六乙 黃淑芳 六乙教室 六丙 余玟錚 本語乙 六丁 許琬菡 六丁教室 六戊 吳柏毅 音樂乙 六己 楊裕芳 六己教室

5/18 五甲 林士揚 自然甲 五乙 林姻秀 五乙教室 五丙 張華甄 五丙教室 五丁 李宜學 五丁教室 五戊 游榮宗 音甲/資甲 五己 杜雅玲 五己教室

、 四甲 吳沂木 創意教室 四乙 侯欣妤 四乙教室 四丙 高淑晴 四丙教室 四丁 廖偉盛 四丁教室 四戊 王秋晴 美勞乙 四己 王文君 四己教室

5/25 三甲 林貞吟 自然丁 三乙 林易蓁 三乙教室 三丙 陳  寧 三丙教室 三丁 謝忠憲 三丁教室 三戊 蘇筱涵 三戊教室 三己 楊汶靜 本語甲

、 二甲 張景傑 二甲教室 二乙 楊怡婷 二乙教室 二丙 葉麗玲 二丙教室 二丁 楊琪惠 二丁教室 二戊 張慧娟 韻律乙 二己 劉欣琪 二己教室

6/01 一甲 馮淑真 自然丙 一乙 麻麗美 一乙教室 一丙 劉秀靜 一丙教室 一丁 陳玫君 一丁教室 一戊 陳兆敏 一戊教室 一己 王裕輝 一己教室

南大附小109學年度下學期校訂六大主軸課程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