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學年度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教師「公開授課」時程 

教師姓名 公開授課日期 授課時間 授課班級 授課領域(科目)名稱 地點 

蔡苓莉 2021/3/24 上午 8:20:00 小甲班 特殊需求 小甲班 

陳佩君 2021/3/24 上午 8:20:00 小甲班 特殊需求 小甲班 

蔡育臻 2021/3/8 上午 9:15:00 中三乙 語文 中三乙 

王毓凱 2021/3/9 上午 9:15:00 中三乙 藝術 中三乙 

黃嘉莉 0109/12/31 下午 2:15:00 中二甲 社會 中二甲 

鍾惠如 0109/11/3 上午 8:20:00 中二甲 語文 中二甲 

黃祺 2020/12/31 上午 8:20:00 高一乙 語文 高一乙 

陸澤聿 2020/12/3 上午 8:20:00 中三乙 科技 電腦教室一 

丁祖怡 2020/12/7 下午 2:00:00 高一乙 自然 高一乙教室 

陳威銓 2020/11/2 上午 9:00:00 高二乙 產品包裝實習 北回化工 

蘇羽真 2021/4/9 上午 11:00:00 高二丙 語文 高二丙 

江長壽 2020/9/28 上午 9:15:00 高二丁 產品包裝實習 高三乙教室 

文榮興 2021/3/31 上午 8:20:00 高一甲 數學 高一甲教室 

黃家亮 2021/3/4 上午 8:20:00 小戊 生活 小戊班教室 

曾雅琴 2020/9/29 上午 9:10:00 高二甲 家務處理實務 洗車場 

林佳燁 2030/12/22 下午 2:20:00 小丙班 藝術與人文 小丙班 

黃建智 2020/12/22 下午 1:25:00 中三甲 藝術 中三甲 

黃美雲 2020/10/29 上午 9:15:00 小丁班 特殊需求(功能性動作訓練) 小丁班 

陳韻如 2021/5/10 下午 2:00:00 高二丁 體育 復健館 3 樓 

李宗哲 2020/10/7 上午 8:20:00 小丁班 生活 小丁班教室 

林佳霓 0109/11/26 上午 10:00:00 高三乙 基本工具應用 代工教室 A 

殷愛婷 2020/11/25 下午 2:05:00 高二丁 事務機器與電腦應用概論 高職部電腦教室 

蕭奕祺 2020/12/29 下午 2:05:00 高二乙 社會 高二乙 

李淑君 2021/5/10 下午 2:00:00 高二乙 體育 復健館 3 樓 

林美慧 2020/10/29 上午 10:10:00 高一甲 語文 高一甲教室 

許嘉倩 2020/10/7 上午 9:15:00 中一甲 數學 中一甲 

季思安 2020/10/14 上午 10:10:00 中一甲 語文 中一甲 

陳雅惠 2021/2/9 上午 10:10:00 小戊 語文 小戊教室 

張慧玉 2021/3/17 下午 1:30:00 中三乙 健康與體育 操場或復健館 

江一鑫 2021/2/22 上午 8:20:00 高三乙 農藝分組實習 高三乙/農藝場 

林珠玉 2020/12/16 上午 8:20:00 中一乙 數學 中一乙教室 

賴逸欣 2020/10/8 上午 9:15:00 小乙班 健體 小乙教室與操場 



陳秋華 2020/11/24 上午 9:15:00 中三甲 健體 暫定教室 

黃照娥 2020/12/1 下午 3:00:00 中一乙 語文 中一乙 

何科進 2020/12/28 下午 1:20:00 中三甲 語文 中三甲 

陳淑芬 2020/10/8 下午 3:10:00 小乙 語文 小乙 

林語瑄 2020/10/23 下午 2:05:00 高二丙 事務機器與電腦應用 高二丙教室 

吳天助 2020/11/23 上午 10:10:00 高一丙 體育 操場 

李三祥 2020/12/23 下午 1:10:00 高一丙 服務導論 高一丙 

楊在珍 2020/10/30 下午 2:10:00 小己班 自然 小己 

林澤洋 2021/1/6 下午 1:10:00 高三丁 汽車美容實務 I 洗車場 

林芳宜 2020/11/10 上午 9:15:00 中二甲 藝術人文 中二甲教室 

蕭伶滿 2020/10/19 上午 8:20:00 高一乙 家政概論 高一乙教室 

陳柏佑 2010/11/23 下午 2:05:00 高二丙 體育 高二丙教室 

吳麗英 2020/12/31 下午 2:05:00 高二甲 數學 高二甲教室 

劉嘉明 2021/4/13 上午 10:10:00 小丙 健體 小丙 

劉玉梅 2020/12/22 上午 9:15:00 小己 綜合活動 操場或國小穿堂 

蕭宏祥 2020/12/18 下午 2:10:00 中三乙 社會 中三乙教室 

黃智信 2020/11/17 下午 2:05:00 高二甲 健康與體育 職教大樓 4樓 

吳麗英 2020/12/31 下午 2:05:00 高二甲 數學 高二甲教室 

陳柏佑 2010/11/23 下午 2:05:00 高二丙 體育 高二丙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