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週次 星期 編號 日期 系　級 導師姓名 週次 日期 星期 編號 系　級 導師姓名 週次 日期 星期 編號 系　級 導師姓名

10月2日 一 1 四技視傳一甲 方君文 夜四技機動機電三甲 邱銘杰 四技餐廚四甲 陳德勝

10月3日 二 2 四技多遊二甲 王中全 四技行管四甲 凃惠娟 夜四技餐廚三甲 陳德勝

10月5日 四 3 四技餐旅二甲 王昭明 夜四技行管三甲 凃惠娟 夜四技機動設計二甲 陳燕鴻

10月6日 五 4 夜四技電機一甲 王萱鍢 四技機動一甲 施浚龍 夜四技機動設計三甲 陳燕鴻

10月11日 三 5 四技機動設計二甲 朱正民 四技時尚二甲 徐淑敏 12月6日 三 45 四技觀光四甲 曾亮怡

10月12日 四 6 四技機動機電二甲 朱正民 夜四技時尚二甲 徐淑敏 四技餐廚三丙 童富源

碩機動一甲 朱正民 夜四技時尚三甲 徐淑敏 四技餐廚三甲 童富源

碩機動二甲 朱正民 四技幼保二甲 張元棋 四技行管一甲 黃玟儀

四技幼保四甲 朱如茵 進二技幼家一丁 張元棋 四技運促一甲 黃長發

四技時尚四甲 朱寶青 進二技幼家一丙 張元棋 四技視傳四甲 黃斿棣

夜四技餐旅一甲 江美燕 四技保食四甲 張文華 夜四技觀光二甲 黃盈嘉

夜四技餐旅二甲 余重信 夜四技時尚四甲 張甘青 四技多遊一甲 黃家偉

夜四技餐旅三甲 余重信 四技保食三乙 張佑安 進專觀光一甲 黃麗安

四技機動設計四甲 吳明勳 夜四技保食一甲 張佑安 四技餐廚二乙 楊宗民

夜四技行管二甲 吳姿音 碩保食一甲 張佑安 四技餐廚四乙 楊宗民

四技餐廚三乙 吳秋曄 四技餐旅四甲 張俊忠 四技多遊三甲 楊政穎

夜四技餐廚一甲 吳秋曄 四技觀光一甲 張俊忠 四技機動機電四甲 楊政穎

四技行管三甲 吳錦惠 四技運促四甲 張嘉六 四技觀光三乙 楊菁倩

夜四技行管一甲 吳錦惠 夜四技觀光一甲 張穎文 四技觀光三甲 楊菁倩

四技幼家一甲 李介至 夜四技資管四甲 張燿德 四技資管一甲 葉春秀

進二技幼保二甲 李介至 四技觀光四乙 張耀升 四技資管四甲 葉春秀

四技餐旅一甲 李怡穎 夜四技資管二甲 許順發 12月19日 二 54 夜四技電機三甲 詹東融

進二技幼家一乙 李英中 夜四技機動一甲 郭宗祥 12月20日 三 55 夜四技電機四甲 詹東融

四技運促三甲 李貞 四技電機二甲 陳世寬 12月21日 四 56 四技視傳二甲 詹益錦

進二技幼家一甲 李敏智 夜四技電機二甲 陳世寬 12月22日 五 57 四技餐廚四丙 鄒梅君

四技保食三甲 李淑玲 四技保食二甲 陳志瑋 12月25日 一 58 夜四技機動設計四甲 廖基堯

四技時尚三甲 邢益玲 夜四技保食三甲 陳志瑋 12月26日 二 59 夜四技機動機電四甲 廖基堯

四技行管二甲 阮鵬宇 四技機動設計三甲 陳志誠 12月27日 三 60 四技電機三甲 劉昭忠

四技景觀三甲 卓俊銘 四技機動機電三甲 陳志誠 12月28日 四 61 四技電機四甲 劉昭忠

夜四技時尚一甲 周函葦 夜四技資管一甲 陳怡靜 12月29日 五 62 四技餐廚二丙 劉振琪

四技資管二甲 林仁宏 夜四技保食二甲 陳冠仲 1月2日 二 63 四技餐廚二甲 劉振琪

四技景觀二甲 林忠義 四技時尚一甲 陳冠穎 1月3日 三 64 夜四技餐廚四甲 劉振琪

碩保食二甲 林信成 四技餐廚一乙 陳思伃 1月4日 四 65 四技保食一甲 歐欣泙

四技視傳三甲 林建志 四技餐廚一甲 陳思伃 1月5日 五 66 夜四技保食四甲 鄭明清

夜四技行管四甲 林修正 夜四技餐廚二甲 陳思伃 1月8日 一 67 四技運促二甲 黎淑媛

四技資管三甲 林錦鴻 夜四技餐旅四甲 陳相訓 1月9日 二 68 四技幼保三甲 蕭佳華

夜四技資管三甲 林錦鴻 夜四技觀光四甲 陳相訓 1月10日 三 69 進二技幼家一戊 蕭佳華

夜四技機動機電二甲 邱銘杰 四技景觀一甲 陳秋銓 1月11日 四 70 四技電機一甲 賴永進

四技景觀四甲 陳晉照 1月12日 五 71 進二技觀光一甲 謝清隆

四技多遊四甲 陳清木 1月15日 一 72 進二技觀光二甲 鍾起岱

1月16日 二 73 四技觀光二甲 藍美英

1月17日 三 74 進專觀光二甲 顏妏倩

1月18日 四 75 夜四技觀光三甲 龐志龍

1月19日 五 76 四技餐旅三甲 鐘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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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10月13日 五 7

五

10月16日 一 8

10月17日 二 9

10月18日 三 10

10月19日 四 11

10月20日 五 12

六

10月23日 一 13

10月24日 二 14

10月25日 三 15

10月26日 四 16

10月27日 五 17

七

10月30日 一 18

10月31日 二 19

11月1日 三 20

11月2日 四 21

11月3日 五 22

八

11月6日 一 23

11月7日 二 24

11月8日 三 25

11月9日 四 26

11月10日 五 27

九

11月13日 一 28

11月14日 二 29

11月15日 三 30

11月16日 四 31

11月17日 五 32

十

11月20日 一 33

11月21日 二 34

11月22日 三 35

11月23日 四 36

11月24日 五 37

十一

11月27日 一 38

11月28日 二 39

11月29日 三 40

11月30日 四 41

12月1日 五 42

52

十二

12月4日 一 43

12月5日 二 44

12月7日 四 46

12月8日 五 47

十四

12月18日 一 53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依據本校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辦法」及第1062104640號簽文辦理。

※以姓氏筆劃為排序順序（105-2為筆畫多至少，106-1為筆畫少至多）。

十三

12月11日 一 48

12月12日 二 49

12月13日 三 50

12月14日 四 51

12月15日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