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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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怡棻 特教班 數學 時鐘 9/8 1 9/13 3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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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特教班課程計畫彈性調整)

楊淑玲 103 國文 無心的錯誤 9/8 2 9/13 3 9/16 4 陳怡伶 陳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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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怡伶 104 國文 無心的錯誤 9/8 2 9/15 6 9/16 4 楊淑玲 陳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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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珮如 特教班 自然 海洋生態系 9/8 6 9/14 6 9/15 6 周佳靜、張怡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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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特教班課程計畫彈性調整)

周佳靜 特教班 國文 童年 9/8 6 9/14 1 9/15 6 尤珮如、張怡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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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特教班課程計畫彈性調整)

侯雅齡 特教班 社會
改變台灣的歷史

人物
9/12 1 9/13 6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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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特教班課程計畫彈性調整)

林菁櫻 102 英文 L1 9/12 三 9/13 三 9/13 四 康佩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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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榆評 特教班 科技 搭公車 9/14 5 9/15 1 9/15 5 侯雅齡、周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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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學輔班課程計畫彈性調整)

陳淑惠 105 國文 母親的教誨 9/15 2 9/16 5 9/16 6 楊淑玲  陳怡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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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ﾚ□經教師社群對話之學生學習困難學習診斷

□其他

臺南市立仁德國民中學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一覽表    更新日期：111年09月27日

教學者 班級 領域名稱 教學單元

共同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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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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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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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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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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回饋 授課單元選擇原因與分析

(需檢附所選證明)

陳姿穎 205 國文 我所知道的康橋 9/15 3 9/23 4 9/29 3 鍾凱智 許棠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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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選 9/15 5 9/16 3 9/16 6 陳宛芝、張怡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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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學輔班課程計畫彈性調整)

鄭惠珠 201 綜合領域 可口玩野炊 9/21 3 9/29 7 10/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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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立勳 學輔班 英語

Lesson2 I Read

a Special Book

Last Week

9/21 6 9/22 6 9/23 6 陳宛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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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特教班課程計畫彈性調整)

康佩如 302 英文
英閱寰宇永保安

康
9/21 二 9/28 六 9/29 七 林菁櫻、黃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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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靖雰 105
彈性-仁德

美學
地名大哉問 9/23 六 9/26 七 9/27 二 周秀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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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文本閱讀

尤千萍 107 本土語言 教師節傳情 9/26 3 9/27 3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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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麗芬 307 自然 5-3岩石與礦物 09/27 2 09/27 7 09/29 6 郭輝彬、黃秀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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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自然
3-2聲波的產生

與傳播
09/27 2 10/13 4 10/13 5 郭輝彬、黃秀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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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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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回饋 授課單元選擇原因與分析

(需檢附所選證明)

郭輝彬 204 自然 3-2聲波的產生 09/27 2 10/19 4 11/8 2
葉雅玲、郭輝彬、林

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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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自然
3-4人體如何獲

得養分
09/27 2 10/20 6 10/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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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秀裕 202 自然 5-4熱傳播 09/27 2 12/23 5 12/23 6
林麗芬、郭輝彬、黃

秀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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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美惠 102 自然
6-1呼吸與氣體

的恆定
09/27 2 12/30 2 12/30 3 陳羽庭、黃秀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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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 一起說故事 10/05 6 10/07 2 10/11 5 侯雅齡、張怡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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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特教班課程計畫彈性調整)

王詩棻 208 國文 五柳先生傳 10/6 4 10/12 3 10/13 3 陳玲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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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美娟 305 健體領域 體型由我塑 10/7 1 10/13 4 10/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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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式的運算 10/11 7 10/12 5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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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學輔班課程計畫彈性調整)

許淑清 304 數學

B5 2-2

圓心角與弧的關

係

10/12
領域

時間
10/25 3 10/31 3 郭桂杏、周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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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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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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桂杏 307 數學

B5 2-2

圓心角與弧的關

係

10/12
領域

時間
10/25 5 10/31 3 許淑清、周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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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秀芳 302 數學

B5 2-2

圓心角與弧的關

係

10/12
領域

時間
10/27 7 10/31 3 許淑清、郭桂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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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國文 五柳先生傳 10/14 2 10/17 1 10/18 6 楊淑玲  陳怡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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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資訊
模組化

程式設計
10/21 二 10/28 二 10/28 四

錢文國

溫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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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生科
2-2

識圖製圖
10/21 二 10/28 三 10/28 四

蕭惠禎

溫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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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廷宇 204 資訊
Scratch

點餐機
10/21 二 11/2 二 11/2 四

蕭惠禎

伍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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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英文 L4 10/25 五 11/4 一 11/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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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佘素紅 206 藝術領域 水彩靜物寫生 10/27 6 11/4 5 11/10 6 黃馨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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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芝萱 101 藝術領域 舞動吧！身體 10/28 2 11/4 1 11/7 5 陳姿穎、許棠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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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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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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書鳳 203
彈性-仁德

美學
垃圾去哪呢？ 11/11 五 11/23 五 11/25 五 陳昭吟、紀幃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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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教學

莊依綾 202 彈性課程 用影像說故事 11/25 5 11/28 2 12/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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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欣欣 101 藝術領域 交響樂團 12/1 5 12/19 5 12/22 5 楊欣祝、林菁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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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健體領域 樂樂棒傳球 12/9 1 12/13 3 12/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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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昭吟 306 社會領域
第五章貨幣的使

用
12/9 三  12/15 三 12/16 五 社會領域教師

□學力檢測分析            □學習扶助測驗結果

□校內學習評量試後分析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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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國文
音樂家與職籃巨

星
12/15 2 12/20 4 12/22 2

陳昭吟 莊依綾   周

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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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國文 愛蓮說 12/19 2 12/21 2 12/21 5 王詩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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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俊邦 107 健體領域 羽中作樂 12/30 1 1/10 1 1/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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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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