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課人員

日期 節次 日期 節次 日期 節次
(每場至少2人，不包

括教學者)

韋夙芬 101 綜合

國中生會友-認

識彼此(Get to

knw each

other)

9月9日 7 9月10日 2 9月11日 1 莊依綾、楊欣祝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林菁櫻 304 英文 Lesson 2 9月15日 7 9月16日 3 9月17日 3 何欣欣  楊淑玲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葉雅玲 206 自然 3-2 9月24日 5 10月14日 5 10月15日 5 黃秀裕、郭輝彬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郭輝彬 203 自然 3-2 9月24日 5 10月14日 3 10月15日 5 黃秀裕、葉雅玲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尤千萍 304 綜合活動 世界美食家 9月30日 7 10月4日 2 10月4日 3 黃于千、王玟惠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康佩如 202 語文/英語 U2 10月5日 1 10月13日 2 10月19日 1 林菁櫻  黃馨慧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張怡棻 特教班 數學 錢幣購物 10月6日 6 10月7日 4 10月12日 1 周佳靜、葉欣霈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陳美娟 107 健體-健教 健康加油站 10月7日 5 10月14日 7 10月14日 7 蔡佳昌.張淑娟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陳宛芝 學輔班 數學 平方根 10月12日 2 10月13日 2 10月13日 7 黃立勳、江姿蓉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 專業回饋 授課單元選擇原因與分析

(需檢附所選證明)

臺南市立仁德國民中學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一覽表    更新日期：110年09月30日

教學者 班級 領域名稱 教學單元

共同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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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人員

日期 節次 日期 節次 日期 節次
(每場至少2人，不包

括教學者)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 專業回饋 授課單元選擇原因與分析

(需檢附所選證明)

臺南市立仁德國民中學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一覽表    更新日期：110年09月30日

教學者 班級 領域名稱 教學單元

共同備課

佘素紅 103 藝術--美術
多元文化之語花

一頁書
10月14日 2 10月20日 1 10月21日 2 楊欣祝、何欣欣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蔡可為 105 英文 Lesson 3 10月15日 7 10月18日 4 10月19日 3 黃馨慧、陳玉貞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李靖雰 106 彈性 地名大哉問 10月18日 5 10月19日 1 10月20日 2 王玟惠、黃于千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葉欣霈 特教班 社會
台灣的過去與現

在
10月18日 1 10月19日 6 10月20日 4 王榆評、尤珮如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尤珮如 特教班 自然科學
認識八大行星的

環境
10月19日 4 10月20日 6 10月21日 5 侯雅齡、葉欣霈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陳威任 305 數學 圓心角與圓周角 10月20日 3 11月16日 3 12月1日 3 李志峰、唐武賢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李志峰 304 數學 圓心角與圓周角 10月20日 3 11月16日 6 12月1日 3 唐武賢、陳威任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唐武賢 301 數學 圓心角與圓周角 10月20日 3 11月16日 1 12月1日 3 李志峰、陳威任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陳羽庭 103 自然 3-4 10月22日 5 10月26日 1 10月29日 5 郭美惠、郭輝彬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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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人員

日期 節次 日期 節次 日期 節次
(每場至少2人，不包

括教學者)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 專業回饋 授課單元選擇原因與分析

(需檢附所選證明)

臺南市立仁德國民中學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一覽表    更新日期：110年09月30日

教學者 班級 領域名稱 教學單元

共同備課

黃馨慧 104 綜合領域
單元3 國中生活

達人
10月22日 3 10月28日 2 10月28日 3 韋夙芬、黃于千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黃立勳 學輔班 英語

movies are

made to help

people dream

10月22日 7 10月25日 7 10月26日 7 江姿蓉、陳宛芝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鄭惠珠 305 綜合活動 手作創客趣 10月26日 5 10月29日 5 11月2日 5 黃于千 王玟惠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鍾凱智 301 國文
第六課 生於憂

患死於安樂
10月27日 6 11月10日 1 11月17日 6 莊依綾、楊家華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蕭惠禎 204 科技領域 scratch-分身篇 10月28日 6 11月3日 3 11月4日 6
溫庭宇老師、錢文國

老師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錢文國 101 科技領域 識途與製圖 11月4日 6 11月9日 2 11月11日 6
柯炎宗老師、溫庭宇

老師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張書鳳 206 彈性 水資源 11月5日 1 11月18日 6 11月19日 1 陳昭吟、楊欣祝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林麗芬 303 自然 6-3 11月11日 5 11月19日 4 11月19日 5 黃秀裕、郭輝彬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楊欣祝 204 藝術--音樂 琴聲悠揚 11月11日 2 11月15日 4 11月18日 2 何欣欣、黃俊穎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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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人員

日期 節次 日期 節次 日期 節次
(每場至少2人，不包

括教學者)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 專業回饋 授課單元選擇原因與分析

(需檢附所選證明)

臺南市立仁德國民中學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一覽表    更新日期：110年09月30日

教學者 班級 領域名稱 教學單元

共同備課

陳怡伶 302 國文
第六課 生於憂

患死於安樂
11月16日 2 11月17日 1 11月18日 2 楊淑玲、楊家華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楊淑玲 303 國文
第六課 生於憂

患死於安樂
11月16日 2 11月18日 1 11月18日 2 陳怡伶、楊家華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楊家華 305 國文
第六課 生於憂

患死於安樂
11月16日 2 11月18日 7 11月19日 4 陳怡伶、楊淑玲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莊依綾 201 彈性課程 垃圾去哪呢 11月12日 2 11月16日 1 11月19日 1 陳昭吟、楊欣祝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盧俊邦 107 健體-體育 一球入魂~排球 11月18日 5 11月24日 5 11月25日 6
蔡佳昌.張淑娟.陳美

娟.林俊龍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江姿蓉 學輔班 國文 愛蓮說 12月3日 1 12月6日 3 12月6日 5 黃立勳、陳宛芝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黃秀裕 301 自然 4-1 12月10日 5 12月28日 2 12月28日 3 葉雅玲、郭輝彬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王玟惠 202 綜合活動 職業萬花筒 12月13日 4 12月16日 2 12月16日 7 尤千萍 黃于千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黃于千 204 綜合活動 職業萬花筒 12月13日 6 12月14日 2 12月16日 5 黃馨慧 陳以青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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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人員

日期 節次 日期 節次 日期 節次
(每場至少2人，不包

括教學者)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 專業回饋 授課單元選擇原因與分析

(需檢附所選證明)

臺南市立仁德國民中學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一覽表    更新日期：110年09月30日

教學者 班級 領域名稱 教學單元

共同備課

侯雅齡 特教班 社會 有趣的民俗節慶 12月20日 1 12月21日 6 12月22日 4 王榆評、尤珮如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林俊龍 304 健體-體育 排除萬難籃球 12月23日 5 12月28日 3 12月30日 5
蔡佳昌.張淑娟.盧俊

邦.陳美娟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陳玲芳 204 國文 第十課 拆牆 1月6日 2 1月7日 3 1月7日 6 陳威任、王詩棻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會考分析

□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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