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政府所屬學校 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登記表 

學校名稱：  建德國民小學  公開授課時間： 108 學年度  

單位:導師 

教學者 班級 公開授課日期 節次 地點 領域名稱 教學單元 觀課老師 

李佩真 101 108.09.27 三 101 數學 3-2 第幾個 張菁芸 

劉怡君 102 108.09.12 四 102 生活 學校的一天 楊惠芳 

藍巧文 103 108.09.12 四 103 國語 第三課拼讀 楊琬喻 

張菁芸 104 108.09.12 三 104 生活 上學了 李佩真 

林姿梅 105 108.09.10 五 105 生活 
彩色筆的使

用技巧 
劉玉綺 

簡秀玲 106 108.09.11 四 106 國語 第二課拼音 許玉芳 

楊惠芳 107 108.09.12 二 107 語文 第三課拼讀 劉怡君 

許玉芳 108 108.09.11 二 108 國語 第三課拼讀 簡秀玲 

張鳳玲 201 108.9.12 四 201 生活 和樂在一班 黃玲玲 

張慧美 202 108.9.10 四 202 國語 我長大了 張鳳玲 

林瑾芳 203 108.9.11 三 203 數學 
認識及使用

100 元 
廖士權 

黃玲玲 204 108.9.9 四 204 數學 
二百 

以內的數 
張鳳玲 

劉玉綺 205 108.9.19 二 205 數學 2-3 量長度 林姿梅 

余秀蓮 206 108.9.10 四 206 數學 
1-3 認識及
使用 100 元 

張婷婷 

揚欣融 207 109.3.2 三 207 國語  林瑾芳 

張婷婷 208 108.9.9 二 208 數學 
1-3 認識及
使用 100 元 

余秀蓮 

楊琬喻 301 108.10.08 一 301 國語  藍巧文 

備註: 

1. 依文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15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1080257532號函及 108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柒、實施要點，第五條第一款第三項教師專業發展規定「為持續提升教學

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

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行專業回饋。」，承上自 108學年度起每位老師應於每學年度進

行公開觀課一次，並完成紀錄繳交，以為備查。 



2. 請各位老師於 9/12(五)前完成 108學年度「公開觀課時間調查表」，並送回教務處。 

基 隆 市 政 府 所 屬 學 校 校 長 及 教 師 公 開 授 課 登 記 表 

學校名稱：  建德國民小學  公開授課時間： 108 學年度  

單位:導師 

教學者 班級 公開授課日期 節次 地點 領域名稱 教學單元 觀課老師 

雷雅如 302 108.11.28 二 302 綜合  輔導團員 

呂令美 303 108.10.07 二 303 國語  游芳亭 

游芳亭 304 109.04.09 一 304 數學  呂令美 

陳昭穎 305 108.12.10 三 305 國語  雷雅如 

巫佳蓉 306 108.10.04 三 306 國語  楊慈歡 

賴秀卿 307 108.10.01 一 307 數學  楊昕惠 

李麗蘭 401 108.9.10 ㄧ 401 數學 整數的乘法 鄧詩展 

張汶后 402 108.9.12 二 402 數學 整數的乘法 蔡祥麟 

蔡祥麟 403 108.9.9 三 403 數學 整數的乘法 王偉民 

謝沛諭 404 108.9.12 二 404 數學 整數的乘法 楊  欣 

林唐辛 405 109.4.14 二 405 國語 第十課 陳韋倩 

林志螢 406 108.9.9 五 406 數學 
ㄧ億 

以內的數 
林慶堯 

楊  欣 407 108.9.16 ㄧ 407 數學 整數的乘法 謝沛諭 

蘇英豪 408 108.10.2 二 408 彈性 空污的由來 黃翠柳 

林和南 501 108.10.04 四 501 數學 L4 多邊形與扇形 陶曉薇 

林秋君 502 108.10.08 六 502 國語 L7 海洋朝聖者 賴菀萱 

陳孟霞 503 108.10.07 四 503 國語 L6 護送螃蟹過馬路 周美妤 

備註: 

1. 依文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15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1080257532號函及 108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柒、實施要點，第五條第一款第三項教師專業發展規定「為持續提升教學

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

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行專業回饋。」，承上自 108學年度起每位老師應於每學年度進

行公開觀課一次，並完成紀錄繳交，以為備查。 



2. 請各位老師於 9/12(五)前完成 108學年度「公開觀課時間調查表」，並送回教務處。 

基 隆 市 政 府 所 屬 學 校 校 長 及 教 師 公 開 授 課 登 記 表 

學校名稱：  建德國民小學  公開授課時間： 108 學年度  

單位:導師 

教學者 班級 公開授課日期 節次 地點 領域名稱 教學單元 觀課老師 

陶曉薇 504 108.10.09 四 504 國語 L6 護送螃蟹過馬路 王麗雅 

張思涵 505 108.10.07 一 505 國語 L6 護送螃蟹過馬路 林和南 

楊倩茹 506 108.10.08 四 506 國語 L7 海洋朝聖者 林秋君 

賴菀萱 507 108.10.07 六 507 國語 L6 護送螃蟹過馬路 楊倩茹 

王麗雅 508 108.10.08 六 508 數學 L4 多邊形與扇形 潘淑琴 

潘淑琴 509 108.10.07 五 509 國語 L6 護送螃蟹過馬路 林和南 

游健平 601 108.09.16 五 601 國語 L3說話也要停看聽 高立信 

林岳波 602 108.09.26 七 602 社會 L2 生產活動面面觀 王偉民 

高立信 603 108.09.18 三 603 數學 L2 分數的除法 游健平 

林慶堯 604 108.09.17 六 604 數學 L2 分數的除法 林志螢 

徐若綺 605 108.09.17 三 605 數學 L2 分數的除法 楊慈歡 

王偉民 606 108.09.17 六 606 數學 最大公因數、公倍數 蔡祥麟 

楊慈歡 607 108.12.19 四 607 國語 L12 最好的味覺禮物 巫佳蓉 

李霈芸 608 108.10.04 七 608 語文 閱讀 楊慈歡 

廖士權 609 109.02.25 一 609 國語 L3 把愛傳下去 楊欣融 

        

        

備註: 

1. 依文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15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1080257532號函及 108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柒、實施要點，第五條第一款第三項教師專業發展規定「為持續提升教學

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

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行專業回饋。」，承上自 108學年度起每位老師應於每學年度進

行公開觀課一次，並完成紀錄繳交，以為備查。 



2. 請各位老師於 9/12(五)前完成 108學年度「公開觀課時間調查表」，並送回教務處。 

基隆市政府所屬學校 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登記表 

學校名稱：  建德國民小學  公開授課時間： 108 學年度  

單位:科任 

教學者 班級 公開授課日期 節次 地點 領域名稱 教學單元 觀課老師 

袁薏晴 403 108.11.26 三 科二 社會 第三單元 張為閔 

黃修聲 307 108.09.30 五 族語教室 社會 2-1 蔡雅如 

曾國禎 306 108.09.20 六 創客教室 綜合活動 我的夥伴們 林宜立 

龔祐祿 601   601 社會   

張為閔 407 108.10.15 五 科二 社會 第二單元 陳昇暉 

陳昇暉 601 108.10.7 三 自六 自然 第二單元 張為閔 

張琪 601 108.09.27 二 資訊三 資訊 3D 列印 王家祥 

周美妤 503 108.10.25 五 音ㄧ 藝文 第二單元 陳孟霞 

黃翠柳 304 108.10.23 四 科任教室 社會 3-1 學校自治活動 蘇英豪 

蔡雅如 504 108.09.24 四 科任一 社會 1-2 黃修聲 

蔡文珮 603 108.11.28 三 科任教室 英語 感恩節 葉慧敏 

林茂森 601 108.10.22 六 502 健體  林文斌 

艾昌禮 302 108.09.24 二 活動中心 健體 羽球 林文斌 

葉慧敏 205 108.09.20 六 科任(四) 生活  蔡文珮 

黃瑞錦 602 108.9.16 五 藝文 音樂課 第一單元 鍾守惠 

鍾守惠 402 108.9.16 二 語ㄧ 閩台語 第一單元 黃瑞錦 

楊素菁 304 109.5.5 六 304 閩南語 母親節 游芳亭 

備註: 

1. 依文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15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1080257532號函及 108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柒、實施要點，第五條第一款第三項教師專業發展規定「為持續提升教學

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

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行專業回饋。」，承上自 108學年度起每位老師應於每學年度進

行公開觀課一次，並完成紀錄繳交，以為備查。 



2. 請各位老師於 9/12(五)前完成 108學年度「公開觀課時間調查表」，並送回教務處。 

基隆市政府所屬學校 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登記表 

學校名稱：  建德國民小學  公開授課時間： 108 學年度  

單位: 

教學者 班級 公開授課日期 節次 地點 領域名稱 教學單元 觀課老師 

鄭雪玉 
資源
班 108.9.26 

早 
自習 

資源班
 

動作訓練 跑步高手 王曉雯 

黃詩凱 
資源
班 108.9.18 二 

資源班
 

國語 第四課 徐霈 

徐霈 
資源
班 108.9.18 三 

資源班
 

數學 第三單元 黃詩凱 

林璧瑜 406 2019/11/13 二 406 自然 第三單元 陳佩君 

林宜立 305 2019/10/8 二 305 自然 2-1 曾國楨 

鄧詩展 608 2019/9/19  608 
自然與生

活科技 

第一單元 

10-11 頁 
李麗蘭 

林文斌 502 108.10.22 六 502 健體  艾昌禮 

蕭美君 103 2019/12/27 一 健體一 健體 傳球遊戲 劉一君 

曾彥運 402 2019/10/24 三 導師四 藝文 動聽的故事 曾映端 

金中順 606 2019/9/23 四 科任三 社會 第一單元 曾映端 

劉一君 502 2019/9/19 五 美勞一 藝文 第二單元 蕭美君 

王曉雯 101 2019/9/19 七 語言三 英語 我長大了 余宛婷 

余宛亭 402 2019/9/16 五 語言四 英語 第一課 鄭雪玉 

楊昕蕙 205 2019/10/24 三 科任五 英語 
The Little 

Mermaid 
賴秀卿 

陳俊彥 605 2019/10/15 四 科任六 英語 第二單元 羅匡廷 

曾映端 504 2019/9/23 一 導師二 英語 
Unit story 

time 
金中順 

王家祥 307 108.10.28 三 電腦二 資訊 打字練習 袁薏晴 

備註: 

1. 依文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15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1080257532號函及 108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柒、實施要點，第五條第一款第三項教師專業發展規定「為持續提升教學

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

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行專業回饋。」，承上自 108學年度起每位老師應於每學年度進



行公開觀課一次，並完成紀錄繳交，以為備查。 

請各位老師於 9/12(五)前完成 108學年度「公開觀課時間調查表」，並送回教務處。 

基 隆 市 政 府 所 屬 學 校 校 長 及 教 師 公 開 授 課 登 記 表 

學校名稱：  建德國民小學  公開授課時間： 108 學年度  

單位: 

教學者 班級 公開授課日期 節次 地點 領域名稱 教學單元 觀課老師 

陳佩君 503 2019/11/7 五 自然四 自然 第三單元 林璧瑜 

羅匡廷 408 108.09.20 三 活動中心 健體 躲避球 陳俊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