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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科研習課程表 

地點：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30 號)。 

 

場次(一)：109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 9 時至 12 時 35 分。課程代碼：2903395 

時間 主題 課程內容 

09：00-09：30 報到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01 教室 

09：30-11：00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一) 

應用文(一) 

劉佳宜(臺北市永春高中) 

11：05-12：35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二) 

應用文(二) 

黃學文(高雄市中正高工) 

 

場次(二)：109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 13 時至 16 時 35 分。課程代碼：2903397 

時間 主題 課程內容 

13：00-13：30 報到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01 教室 

13：30-15：00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一) 

記敘文(一) 

張素靜(臺北市木柵高工) 

柯貞伊(國立花蓮高工) 

賴士鈞(國立花蓮高商) 

15：05-16：35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二) 

說明文(二) 

葉淑芬(臺北市永春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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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三)：109 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 9 時至 12 時 35 分。課程代碼：2903400 

時間 主題 課程內容 

09：00-09：30 報到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01 教室 

09：30-11：00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一) 

應用文(二) 

黃學文(高雄市中正高工) 

11：05-12：35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二) 

記敘文(一) 

張素靜(臺北市木柵高工) 

柯貞伊(國立花蓮高工) 

賴士鈞(國立花蓮高商) 

 

 

場次(四)：109 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 13 時至 16 時 35 分。課程代碼：2903401 

時間 主題 課程內容 

13：00-13：30 報到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01 教室 

13：30-15：00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一) 

議論文(一) 

張秀玫(基隆市聖心高中) 

魯和鳳(基隆市聖心高中) 

15：05-16：35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二) 

抒情文(一) 

林淑芬(臺北市大安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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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五)：109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五) 9 時至 12 時 35 分。課程代碼：2903403 

時間 主題 課程內容 

09：00-09：30 報到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04 教室 

09：30-11：00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一) 

應用文(一) 

劉佳宜(臺北市永春高中) 

11：05-12：35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二) 

議論文(一) 

張秀玫(基隆市聖心高中) 

魯和鳳(基隆市聖心高中) 

 

 

場次(六)：109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五) 13 時至 16 時 35 分。課程代碼：2903405 

時間 主題 課程內容 

13：00-13：30 報到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04 教室 

13：30-15：00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一) 

記敘文(二) 

余素梅(國立基隆女中) 

許碧惠(臺北市大理高中) 

說明文(二) 

葉淑芬(臺北市永春高中) 

15：05-16：35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二) 

抒情文(一) 

林淑芬(臺北市大安高工) 

抒情文(二) 

顏嘉儀(高雄市楠梓高中) 

邱湘茵(國立南科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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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研習課程表 

地點：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30 號)。 

 

場次(一)：109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三) 9 時至 12 時 10 分。課程代碼：2903430 

場次(三)：109 年 8 月 20 日(星期四) 9 時至 12 時 10 分。課程代碼：2903432 

時間 主題 課程內容 

09：00-09：30 報到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04 教室 

09：30-10：20 

(5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一) 

數列與級數(技高商科) 

方瑗蔆(臺中市新民高中) 

10：25-11：15 

(5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二) 

操作式數列與級數教學(普高) 

史美奐(臺北市成淵高中) 

11：20-12：10 

(5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三) 

數據分析(普高) 

柯麗妃(高雄市文山高中) 

 

場次(二)：109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三) 13 時至 16 時 10 分。課程代碼：2903431 

場次(四)：109 年 8 月 20 日(星期四) 13 時至 16 時 10 分。課程代碼：2903433 

時間 主題 課程內容 

13：00-13：30 報到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04 教室 

13：30-14：20 

(5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一) 

數據分析(普高) 

柯麗妃(高雄市文山高中) 

14：25-15：15 

(5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二) 

三角測量(技高商科) 

方瑗蔆(臺中市新民高中) 

15：20-16：10 

(5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三) 

三角函數(技高工科) 

馬雅筠(臺北市大安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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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研習課程表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教育學院大樓(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號)。 

 

場次(一)：109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一) 9 時至 12 時 35 分。課程代碼：2903418 

時間 主題 課程內容 

09：00-09：30 報到 310 教室 

09：30-11：00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一) 

故事閱讀 

蔡宛臻(臺北市文德女中) 

11：05-12：35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二) 

閱讀理解技巧單元模組 

吳憶妃(臺北市華江高中) 

 

場次(二)：109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一) 13 時至 16 時 35 分。課程代碼：2903422 

時間 主題 課程內容 

13：00-13：30 報到 310 教室 

13：30-15：00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一) 

字彙學習策略 

陳秋如(國立基隆海事) 

15：05-16：35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二) 

國中英文基礎句型 

李壹明(臺北市中正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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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三)：109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 9 時至 12 時 35 分。課程代碼：2903424 

時間 主題 課程內容 

09：00-09：30 報到 310 教室 

09：30-11：00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一) 

故事閱讀 

蔡宛臻(臺北市文德女中) 

11：05-12：35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二) 

閱讀理解技巧單元模組 

吳憶妃(臺北市華江高中) 

 

 

場次(四)：109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 13 時至 16 時 35 分。課程代碼：2903427 

時間 主題 課程內容 

13：00-13：30 報到 310 教室 

13：30-15：00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一) 

國中英文基礎句型 

李壹明(臺北市中正高中) 

15：05-16：35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二) 

線上自主閱讀、培養閱讀素養 

周紅英(新北市金陵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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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五)：109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三) 13 時至 16 時 35 分。課程代碼：2903429 

時間 主題 課程內容 

13：00-13：30 報到 310 教室 

13：30-15：00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一) 

字彙學習策略 

陳秋如(國立基隆海事) 

15：05-16：35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教學應用 

(二) 

不同文本結構的聽力教學 

林雅琪(高雄市林園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