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公開授課規劃表 
領域 授課教師 日期 節次 班級 觀課教師 授課內容 備註 

校長(科技) 陳玫良 109/09/18(五) 晚間 全校 全體教師＆家長 校務說明及班級宣導 學校日 

自然 蔡○雯 109/09/11(五) 一 805 李○宜 第三冊認識物質  

健體 唐○蘭 109/09/16(三) 六 801 龔○慈 性騷擾 健康教室 

英文 賈○琦 109/09/17(四) 二 801 陳○華 第三冊 Unit8  

自然 陳○宏 109/09/23(三) 六 901 翁○婷 第五冊 1-4斜面、自由落體  

自然 翁○婷 109/09/24(四) 六 904 趙○伶 第五冊 1-4斜面、自由落體  

自然 趙○伶 109/09/24(四) 三 905 陳○宏 第五冊 1-4斜面、自由落體  

社會 張○榮 109/09/24(四) 二 705 社會領域團隊   

國文 趙○君 109/09/29(二) 朝會 七八年級 全體國文教師 詩歌背誦比賽  

國文 金○靜 109/09/29(二) 朝會 七八年級 全體國文教師 詩歌背誦比賽  

國文 洪○文 109/09/29(二) 朝會 七八年級 全體國文教師 詩歌背誦比賽  

自然 張○助 109/10/06(二) 四 702 賴○惠 第一冊 2-2生物體的組成層次 生物教室 

自然 賴○惠 109/10/07(三) 二 705 張○助 第一冊 2-2生物體的組成層次 生物教室 

英文 曾○喬 109/10/20(二) 三 704 林○華 第一冊 Unit3  

科技 遇○興 109/10/20(二) 五 803 陳○宏 防制毒品濫用 電腦二 

健體 張○鈴 109/10/21(三) 五 705 李○茹  操場 

國文 劉○玲 109/10/22(四) 六 902 全體國文教師 小說創作-我對未來世界的想像 補救二教室 

自然 李○宜 109/10/23(五) 三 801 蔡○雯 彈性課程噪音汙染 地科教室 

健體 張○力 109/10/27(二) 四 704 武○惠  操場 

綜合 葉○妤 109/10/27(二) 五 903 田○挺 防災-救命背包 童軍教室 

綜合 張○如 109/10/27(二) 五 901 謝○諺 口布 家政教室 

社會 何○凡 109/10/28(三) 一 704 社會領域團隊 地形  

健體 武○惠 109/11/05(四) 二 701 張○力  操場 

英文 張○香 109/11/10(二) 一 901 葉○岑 第五冊 Unit6  

特教 莊○綺 109/11/10(二) 二 八 韓佳瑾 英文第五冊 資源班 812教室 

數學 張○弘 109/11/11(三) 六 703 吳○喬 分數與指數律 分組合作學習 

數學 吳○喬 109/11/11(三) 七 901 張○弘 圓心角圓周角與弦切角 分組合作學習 

數學 陳○惠 109/11/12(四) 七 701 陳○宏 地圖辨識  

藝術 張○君 109/11/12(四) 五 701  藝術領域&師大師培生 依進度 音樂一教室 

特教 韓○瑾 109/11/12(四) 四 九 莊芳綺 圓心角圓周角和弦切角的認識與求解 資源班 712教室 

數學 邱○婷 109/11/13(五) 一 905 林○政 圓心角圓周角與弦切角  

社會 李○真 109/11/18(三) 三 802 社會領域團隊 心智圖統整  

英文 林○華 109/11/20(五) 二 702 曾○喬 第一冊 Unit4  

社會 曾○薇 109/11/27(二) 四 804 社會領域團隊 中央政府  

藝術 鍾○怡 109/12/07(一) 五 906 藝術領域團隊 依進度 舞蹈館 

藝術 張○君 109/12/08(二) 二 未定 全市藝術領域教師 依進度 音樂一教室 

特教 寇○雯 109/12/15(二) 三 八 韓○瑾 學習策略第三課 資源班 912教室 

國文 盧○衛 109/12/24(四) 四 703 全體國文教師 音樂家與職籃巨星  

國文 陳○真 109/12/24(四) 五 701 全體國文教師 藍色串珠項鍊  

數學 黃○秋 109/12/28(一) 七 801 范○凌 一元二次方程式應用問題 地科教室 

英文 葉○岑 109/12/29(二) 六 906 張○香 第五冊 Unit2 語言教室 

綜合 蕭○暉 109/12/29(二) 一 705 歐○宜 生涯檔案一把罩 團體輔導室 

綜合 林○秀 110/01/05(二) 六 702 雙語教師&綜合領域教師 生涯檔案 團體輔導室 

數學 陳○宏 110/01/06(三) 一 904 陳○惠 三角形的三心 校園 

綜合 歐○宜 110/01/06(三) 三 903 蕭○暉 模擬志願選填 生涯 E化教室 

健體 龔○慈 110/03/04(四) 四 901 唐○蘭  操場 

國文 余○其 110/04/08(四) 五 802 全體國文教師 陋室銘  

校長(科技) 陳玫良 110/04/8(四) 二、三 804 科技領域教師  工藝教室 

數學 范○凌 110/04/14(三) 五 804 黃○秋 三角形與多邊形的內角與外角 分組合作學習 

數學 林○政 110/04/14(三) 六 704 邱○婷 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 分組合作學習 

藝術 詹○穎 110/04/16(五) 五 703 藝術領域團隊 依進度 美術教室 

藝術 劉○容 110/04/19(一) 一 804 藝術領域團隊 依進度 表藝教室 

健體 李○茹 110/04/23(五) 四 801 張○鈴  操場 

社會 張○菲 110/05/20(四) 七 901 社會領域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