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節次 地點

1 校長 三年級 藝文 2022/3/18 第二節 三年級

2 余葦婷 一年1班 國語 2021/10/1 第三節 一年1班

3 林雅楓 一年2班 數學 2021/9/27 第三節 一年2班

4 高玉潔 一年3班 生活課程 2021/12/3 第三節 一年3班

5 林曉郁 一年4班 數學 2021/9/27 第二節 一年4班

6 王嗣雯 一年5班 數學 2021/10/14 第一節 一年5班

7 池青玫 一年6班 生活課程 2021/11/12 第一節 一年6班

8 汪書雲 一年7班 數學 2021/9/14 第三節 一年7班

9
張淑均

一年8班
校訂-中山小ㄗˇ

樂愛樂 2021/9/24 第三節
一年8班

10 郭靜 一年9班 數學 2021/12/17 第二節 一年9班

11 胡蕙蓉 一年10班 數學 2021/9/27 第三節 1年10班

12 謝惠夙 二年1班 生活課程 2021/12/23 第三節 二年1班

13 李媛祺 二年2班 數學 2021/10/14 第二節 二年2班

14 莊佩純 二年3班 數學 2021/12/15 第一節 二年3班

15 馬文如 二年4班
校訂-中山小ㄗˇ

閱世界 2021/11/4 第二節
二年4班

16 敖秀鳳 二年5班 國語 2021/11/3 第二節 二年5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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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林惠美 二年6班 生活課程 2021/9/23 第一節 二年6班

18 洪育玲 二年7班 數學 2021/9/23 第一節 二年7班

19 曾玲芳 二年8班 數學 2021/11/10 第二節 二年8班

20 黃芷潁 二年9班 數學 2021/11/11 第一節 二年9班

21 林慧如 二年10班 國語 2021/10/1 第一節 二年10班

22 黃玫玥 三年1班 數學 2021/11/15 第一節 三年1班

23 廖麗珍 三年2班 國語 2021/11/25 第一節 三年2班

24 常蕙茹 三年3班 國語 2021/11/8 第六節 三年3班

25 陳嫈螢 三年4班 數學 2021/9/28 第五節 三年4班

26 許祺妮 三年5班 數學 2021/9/29 第二節 三年5班

27 曾惠郁 三年6班 數學 2021/12/10 第一節 三年6班

28 曾淨宇 三年7班 國語 2021/12/28 第二節 三年7班

29 李志仁 三年8班 國語 2021/10/13 第一節 三年8班

30 楊淑靜 三年9班 數學 2021/11/26 第三節 三年9班

31 李苑瑩 三年10班 數學 2021/11/26 第二節 三年10班

32 吳珍斐 一年六班 本土語 2022/1/11 第三節 一年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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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林昀萱
一年四班

校訂-中山小ㄗˇ

異啟Go 2021/9/23 第三節 一年四班

34 林培勻 一年十班 健康與體育 2021/11/30 第五節 一年十班

35 李岳勳 一年八班 健康與體育 2021/9/28 第二節 操場

36 鍾淑芳 一年一班 健康與體育 2021/10/29 第一節 操場

37 莊馥華 一年六班 生活-美勞 2021/10/5 第六節 一年六班

38 劉芳婷 一年八班 生活-音樂 2021/10/22 第一節 一年八班

39 高嘉徽 二年二班 本土語 2021/11/23 第六節 二年二班

40 吳欣潔
二年二班

校訂-中山小ㄗˇ

異啟Go 2021/9/15 第一節 二年二班

41 臧學彬 二年六班 健康與體育 2021/9/17 第二節 低框籃球場

42 吳世竹 二年四班 健康與體育 2021/9/16 第三節 綜合球場

43 陳惠雯 五年七班 健康與體育 2021/11/9 第二節 五年七班

44 潘美蓉 二年八班 生活-音樂 2021/12/15 第四節 二年八班

45 郭玉𤧟 三年九班 本土語 2022/3/8 第五節 三年九班

46 陳智能
三年六班

校訂-中山小ㄗˇI

動腦 2021/12/20 第六節 8133

47 胡家戀 三年九班 自然科學 2021/9/17 第一節 8251

48 王伯軒 三年四班 自然科學 2021/9/17 第三節 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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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蘇姿夙 三年一班 自然科學 2021/9/24 第二節 8252教室

50 王錦娥 三年九班 藝術 2021/10/13 第一節 8256藝術教室

51 郭宜芬 三年四班 藝術 2021/10/13 第一節 8355藝術教室

52 黃建智 三年一班 健康與體育 2021/10/22 第二節 活動中心

53 陳怡君 三年四班 英語(三年級) 2021/9/13 第四節 三年四班

54 宋怡慧 三年七班 藝術 2021/12/2 第六節 音樂教室8125

55 江民瑜
三年八班

校訂-中山小ㄗˇ

樂愛樂 2021/10/18 第七節 三年八班

56 謝雨純 三年級資優班 社會 2022/6/16 第一節 六年級資優班

57
林慧青 三年級資優班 自然科學 2022/6/20 第六節

三年級資優班

8122

58 江婉寧 資源班 數學 2021/10/7 第一節 潛能班教室8224

59 劉志文 潛能班 社會 2022/5/19 第一節 8234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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