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次 時間 班級 公開課堂授課教師科目(領域) 單元 共同備課教師類群(名單) 觀課議課教師類群(名單) 開放型態

1 108/10/16第2節 影三甲 張雯貞 藝術與科技 第3單元 吳鈞鴻 吳鈞鴻 校內

2 108/10/16第5節 汽三甲 張正泓 焊接實習 自編教材 朱晟葦 朱晟葦 校內

3 108/10/16第3節 觀三甲 宋震芬 創意設計與製作 藍色狂想趣 李璉瑋 李璉瑋 校內

4 108/10/21第6節 演三甲 戚佳文 英文 第三課 潘俞陵 潘俞陵 校內

5 108/10/21第6節 資一甲 蔡明耀 基本電學(上) 陳志昇 陳志昇 校內

6 108/10/21第2節 觀三乙 藍浩倫 領團實務 CH2領團的解說技巧 張家瑀 張家瑀 校內

7 108/10/22第3節 觀二乙 張書芬 初級日語 第四課片仮名 劉潔民 劉潔民 校內

8 108/10/23第1節 觀三乙 李璉瑋 餐飲管理 第4章第一節 宋震芬 宋震芬 校內

9 108/10/23第3節 觀二乙 張家瑀 餐旅服務3 第15章第二節 曾美鳳 曾美鳳 校內

10 108/10/24 觀二乙 陳紀螢 數學 單元2 陳奕璇 陳奕璇 校內

11 108/10/24第1節 影一甲 楊炫慈 國文 桃花源記 李靜玟 李靜玟 校內

12 108/10/24第2節 演二乙 李靜玟 國文 琵琶行并序 楊炫慈 楊炫慈 校內

13 108/10/24第3節 演二丙 陳韋成 舞蹈訓練 第4單元 林志元 林志元 校內

14 108/10/24第7節 汽三甲 張焜徨 汽車專業英文 第三單元 吳嘉峰 吳嘉峰 校內

15 108/10/24第6節 觀二乙 陳紀螢 數學 單元2 陳奕璇 陳奕璇 校內

16 108/10/25第4節 動三甲 潘俞陵 英文 第三課 張書芬 張書芬 校內

17 108/10/25第3節 戲三甲 趙芳玉 國文 勸學 李靜玟 李靜玟 校內

18 108/10/29第6節 資一甲 張焜翔 通訊與網路實習 蔡明耀 蔡明耀 校內

19 108/10/31第4節 汽三丙 張文璟 汽車板金實習 第三單元 陳俊吉 陳俊吉 校內

20 108/10/31第4節 資一甲 蘇文楷 電腦軟體應用實習 張焜翔 張焜翔 校內

21 108/10/4  第5節 汽一甲 張朝智 機器腳踏車基礎實習 第三單元 高濬哲 高濬哲 校內

22 108/11/01第6節 影二甲 陳又暐 電腦繪圖 第9單元 劉紀亨 劉紀亨 校內

23 108/11/05第7節 戲二甲 呂慕義 藝術欣賞 第4單元 李永彥 李永彥 校內

24 108/11/11第2節 演三乙 王子瑜 即興創作 第11單元 湯京哲 湯京哲 校內

25 108/11/14第3節 影一甲 劉紀亨 初階影視製作 第9單元 陳又暐 陳又暐 校內

26 108/11/22第2節 影二甲 廖春雁 影音剪輯實作 第10單元 高弘家 高弘家 校內

27 108/11/8  第4節 汽三乙 吳嘉峰 汽車噴射引擎 第四單元 朱晟葦 朱晟葦 校內

28 108/12/11第4節 戲三甲 蔡依雲 中西劇場史 第15單元 游芷儀 游芷儀 校內

29 108/12/13第2節 演一丙 游芷儀 表演基礎實務 第15單元 劉大宇 劉大宇 校內

30 108/12/13第3節 演三甲 戴宇恆 劇劇訓練 第15單元 王子瑜 王子瑜 校內

31 108/12/17第4節 演二丁 林志元 舞蹈訓練 第19單元 陳韋成 陳韋成 校內

32 108/12/19第7節 汽二乙 洪棨翔 機器腳踏車基礎實習 第九章傳動系統拆裝 吳嘉峰 吳嘉峰 校內

33 108/12/20第1節 觀三甲 曾美鳳 城鄉文化發展 第四章第一節 藍浩倫 藍浩倫 校內

34 108/12/23第6節 汽一乙 高濬哲 機器腳踏車基礎實習 第九章傳動系統拆裝 洪棨翔 洪棨翔 校內

35 108/12/4 第4節 彈性選修 朱晟葦 動力機械 機車美容實習 張朝智 張朝智 校內

36 108/12/4第5節 汽二丙 陳俊吉 電工概論實習 第一單元 張焜徨 張焜徨 校內

37 108/12/5第6節 戲三甲 周彥伶 英文 第六課 劉潔民 劉潔民 校內

38 108/12/9第4節 資二甲 劉潔民 英文 第五課 張書芬 張書芬 校內

39 108/12/6第6節 演二乙 鄭又維 英文 第五課 張書芬 張書芬 校內

40 109/03/13第2節 演二乙 黃俊羽 藝術與科技 簡報製作技巧 陳韋成 陳韋成 校內

41 109/03/20第2節 演三甲 戴宇恆 劇劇訓練 默劇動作 呂慕義 呂慕義 校內

42 109/03/30第3節 演三甲 李永彥 創作性表演 獨白三階段 湯京哲 湯京哲 校內

43 109/03/30第6節 演一丙 游芷儀 表演基礎實務 角色扮演 蔡依雲 蔡依雲 校內

44 109/04/01第3節 演二甲 劉大宇 發音與念詞 圖像思考 陳爾准 陳爾准 校內

45 109/04/06第6節 演二丁 林志元 舞蹈訓練 舞蹈小品呈現 陳筱婷 陳筱婷 校內

46 109/04/06第6節 演二丙 陳爾准 肢體與聲音創作實作 動作與節奏應用 湯京哲 湯京哲 校內

47 109/04/09第2節 演二丁 王子瑜 舞蹈編排實作 舞蹈分組驗收 劉大宇 劉大宇 校內

48 109/04/08第4節 演一丙 陳筱婷 國劇武功實習 踢腿組合 林志元 林志元 校內

49 109/04/09第6節 演一乙 田曉嵐 舞蹈基礎實務 嘻哈街舞Breaking 李永彥 李永彥 校內

50 109/04/13第5節 演二乙 林芳宜 音樂 單元樂器介紹 陳殿夠 陳殿夠 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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