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按班級進入

上/下午 節次

1  五護一甲  全民國防教育Ⅰ  (一)5  王惠玉

2  五護一甲  靈醫人文  (二)3-4  李禮君 班級 線上教室連結

3  五護一甲  物理  (一)7-8  林旺德 護一甲 https://meet.google.com/mxp-ujoh-zex

4  五護一甲  生物  (四)1-2  林陞昱 護一乙 https://meet.google.com/ygc-bvsm-ubq

5  五護一甲  藝術生活Ⅰ  (二)7  孫立之 護一丙 https://meet.google.com/bec-rxae-rhm

6  五護一甲  體育Ⅰ  (五)1-2  高志強 護一丁 https://meet.google.com/suv-ukgg-vks

7  五護一甲  英語文Ⅰ  (一)1-2(三)1  陳素華

8  五護一甲  音樂Ⅰ  (三)3  童仲頤 護二甲 https://meet.google.com/uzy-fswi-hxq

9  五護一甲  數學Ⅰ  (一)3-4  蔡坤達 護二乙 https://meet.google.com/xuh-vcjg-vju

10  五護一甲  國語文Ⅰ  (二)8(四)5-6  蔡琳堂 護二丙 https://meet.google.com/xrg-kgnp-zac

11  五護一乙  全民國防教育Ⅰ  (一)6  王惠玉 護二丁 https://meet.google.com/mpn-rpgw-zws

12  五護一乙  音樂Ⅰ  (一)5  巫弈仙 護二戊 https://meet.google.com/pzw-itys-tsi

13  五護一乙  靈醫人文  (五)1-2  李禮君

14  五護一乙  數學Ⅰ  (二)5-6  林永森 護三甲 https://meet.google.com/wbw-mmrc-cdu

15  五護一乙  物理  (四)3-4  林旺德 護三乙 https://meet.google.com/kmc-agzi-ojo

16  五護一乙  英語文Ⅰ  (一)1-2(三)1  林美好 護三丙 https://meet.google.com/nis-zmwf-mmu

17  五護一乙  生物  (四)5-6  林陞昱 護三丁 https://meet.google.com/tec-mfmy-nnb

18  五護一乙  藝術生活Ⅰ  (二)2  孫立之 護三戊 https://meet.google.com/rmw-rgwz-wcb

19  五護一乙  體育Ⅰ  (五)3-4  高志強

20  五護一乙  國語文Ⅰ  (三)3-4(五)7  鮑廣東 護四甲 https://meet.google.com/xqr-wtku-cbj

21  五護一丙  生物  (一)7-8  朱郁婷 護四乙 https://meet.google.com/cbx-rnjj-yzf

22  五護一丙  全民國防教育Ⅰ  (四)6  李昶毅 護四丙 https://meet.google.com/pfq-fffg-hsc

23  五護一丙  靈醫人文  (五)3-4  李禮君 護四丁 https://meet.google.com/odj-mazy-bkb

24  五護一丙  體育Ⅰ  (五)7-8  林佳聖 護四戊 https://meet.google.com/kmq-afth-xvs

25  五護一丙  物理  (一)3-4  林旺德

26  五護一丙  國語文Ⅰ  (一)6(四)1-2  林麗玲

27  五護一丙  英語文Ⅰ  (三)2(五)1-2  陳素華

28  五護一丙  音樂Ⅰ  (三)1  童仲頤

29  五護一丙  數學Ⅰ  (二)1-2  蔡坤達

30  五護一丙  藝術生活Ⅰ  (四)5  盧怡慧

31  五護一丁  全民國防教育Ⅰ  (四)3  尤進洲

32  五護一丁  生物  (五)7-8  朱郁婷

33  五護一丁  體育Ⅰ  (二)3-4  林佳聖

34  五護一丁  物理  (四)1-2  林旺德

35  五護一丁  英語文Ⅰ  (一)1-2(三)1  張瑜玶

36  五護一丁  國語文Ⅰ  (一)7-8(三)4  陳靜宜

37  五護一丁  靈醫人文  (四)5-6  黃正璋

38  五護一丁  數學Ⅰ  (二)7-8  蔡坤達

39  五護一丁  音樂Ⅰ  (四)4  盧怡慧

40  五護一丁  藝術生活Ⅰ  (一)6  盧怡慧

41  五護二甲  國語文Ⅲ  (三)1-2  李美華

42  五護二甲  體育Ⅱ  (四)5-6  林佳聖

43  五護二甲  法律與生活  (二)3-4  洪嘉佑

44  五護二甲  地理  (二)5-6  高筱婷

45  五護二甲  英語文Ⅲ  (二)1-2(五)3  張瑜玶

46  五護二甲  數學Ⅲ  (二)7-8  許鳳如

47  五護二乙  法律與生活  (二)5-6  吳芳德

48  五護二乙  國語文Ⅲ  (一)3-4  吳麗雯

49  五護二乙  體育Ⅱ  (三)1-2  高志強

50  五護二乙  地理  (四)3-4  高筱婷

51  五護二乙  英語文Ⅲ  (二)7-8(三)3  陳素華

52  五護二乙  數學Ⅲ  (四)5-6  蔡坤達

53  五護二丙  法律與生活  (二)7-8  吳芳德

54  五護二丙  國語文Ⅲ  (四)7-8  林麗玲

55  五護二丙  體育Ⅱ  (四)3-4  高志強

56  五護二丙  地理  (二)3-4  高筱婷

57  五護二丙  數學Ⅲ  (二)5-6  許鳳如

58  五護二丙  英語文Ⅲ  (一)6(五)3-4  陳素華

59  五護二丁  法律與生活  (三)1-2  吳芳德

60  五護二丁  國語文Ⅲ  (二)7-8  吳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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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同步遠距教學  科目及上課資訊-通識科

序號 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上課時間

授課教師 授課方式 上課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mxp-ujoh-zex
https://meet.google.com/ygc-bvsm-ubq
https://meet.google.com/bec-rxae-rhm
https://meet.google.com/suv-ukgg-vks
https://meet.google.com/uzy-fswi-hxq
https://meet.google.com/xuh-vcjg-vju
https://meet.google.com/xrg-kgnp-zac
https://meet.google.com/mpn-rpgw-zws
https://meet.google.com/pzw-itys-tsi
https://meet.google.com/wbw-mmrc-cdu
https://meet.google.com/kmc-agzi-ojo
https://meet.google.com/nis-zmwf-mmu
https://meet.google.com/tec-mfmy-nnb
https://meet.google.com/rmw-rgwz-wcb
https://meet.google.com/xqr-wtku-cbj
https://meet.google.com/cbx-rnjj-yzf
https://meet.google.com/pfq-fffg-hsc
https://meet.google.com/odj-mazy-bkb
https://meet.google.com/kmq-afth-xvs


61  五護二丁  體育Ⅱ  (四)1-2  林佳聖

62  五護二丁  地理  (五)3-4  高筱婷

63  五護二丁  英語文Ⅲ  (二)6(五)7-8  張瑜玶

64  五護二丁  數學Ⅲ  (一)5-6  蔡坤達

65  五護二戊  法律與生活  (三)3-4  吳芳德

66  五護二戊  數學Ⅲ  (二)3-4  林永森

67  五護二戊  國語文Ⅲ  (二)1-2  林麗玲

68  五護二丁  地理  (四)7-8  高筱婷

69  五護二戊  體育Ⅱ  (一)5-6  高志強

70  五護二戊  英語文Ⅲ  (一)3(五)1-2  張瑜玶

71  五護三甲  國語文閱讀與表達Ⅰ  (三)3-4  吳麗雯

72  五護三甲  服務學習  (四)5-6  高筱婷

73  五護三甲  英語閱讀與表達  (二)1-2(五)1  蘇煒

74  五護三乙  國語文閱讀與表達Ⅰ  (二)5-6  李美華

75  五護三乙  服務學習  (一)1-2  李美華

76  五護三乙  英語閱讀與表達  (三)2(四)7-8  林美好

77  五護三丙  服務學習  (二)5-6  高素貞

78  五護三丙  國語文閱讀與表達Ⅰ  (一)3-4  趙詠寬

79  五護三丙  英語閱讀與表達  (四)2-4  劉瑞琴

80  五護三丁  國語文閱讀與表達Ⅰ  (二)3-4  林麗玲

81  五護三丁  服務學習  (五)7-8  高筱婷

82  五護三丁  英語閱讀與表達  (一)7-8(二)6  陳素華

83  五護三戊  服務學習  (三)1-2  高素貞

84  五護三戊  英語閱讀與表達  (一)6(三)3-4  張瑜玶

85  五護三戊  國語文閱讀與表達Ⅰ  (五)3-4  陳靜宜

86  五護四乙  臺灣原住民與新住民社會文化(社會領域)   (五)1-2  黃正璋

87  五護四丙  愛情與法律(社會領域)   (三)1-2  張培源

88  五護四戊  臺灣民俗與在地文化(社會領域)  (五)1-2  廖正雄

89  五護四甲  歷史與人物(社會領域)  (五)3-4  林錫堅

90 五護四丁  飲食、文化與社會(社會領域)  (五)1-2  陳彥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