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教育部 104 年數位學伴計畫」 

高師大--高雄市大寮區潮寮國中 網路教室分配表（104/10/6~12/30） 

一、教育部數位學伴入口網：http://etutor.moe.gov.tw（帳號、密碼預設為學號） 
網路教室：潮寮國中 01~06（http://163.28.10.101） 

二、上課時間：週二：16:10~17:40， 
週三：17:45~19:15（請依照表訂時間上下課） 

三、網路教室： 

（1）課輔教師以主人身分登入，密碼為 nknu 
學生以訪客身分登入（學生填入姓名以供對照彼此是否有走錯教室） 

（2）教室分配如下，請課輔教師對照學生姓名點選教室進入： 

高雄市大寮區潮寮國中 
課輔時間／課輔教師／科目 

備註 每週二下午 16:10~17:40 每週三下午 17:45~19:15 

年級 教室 學生 課輔教師 科目 課輔教師 科目

國一
學生
(4名) 

潮寮國中 01 曾子瑝 蔣念均（英語系四） 英語 吳薛晶（教育系四） 數學  

潮寮國中 02 林延駿 張宜芳（英語系四） 英語 蘇亭宇（地理系三） 數學  

潮寮國中 03 許桂綾 黃祺芹（地理系三） 數學 陳怡君（聽語所碩一） 英語  

潮寮國中 04 劉柏吟 黃小瑜（國文系三） 數學 林家綺（事經系二） 英語  

國三
學生
(2名) 

潮寮國中 05 蔡季玲 莊明珠（英語系四） 英語 湯語平（事經系碩二） 數學  

潮寮國中 06 黃心譽 吳安安（工設系碩一） 數學 羅雅馨（英語系四） 英語  

備註：（1）上課教室：高師大和平校區電算中心 7403 教室。 

（2）教科書版本：國一英語：翰林版／國一數學：南一版。 

國三英語：翰林版／國三數學：翰林版。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教育部 104 年數位學伴計畫」 

高師大--高雄市內門區內門國中週二 網路教室分配表（104/10/6~12/29） 

一、教育部數位學伴入口網：http://etutor.moe.gov.tw（帳號、密碼預設為學號） 
網路教室：內門國中 01~17（http://163.28.10.101） 

二、上課時間：學生 A：18:05~19:25； 
學生 B：19:35~20:55（請依照表訂時間上下課） 

三、請課輔教師進行兩次線上簽到、簽退。（區分學生 A 和學生 B 之課輔日誌） 

四、網路教室： 

（1）課輔教師以主人身分登入，密碼為 nknu 
學生以訪客身分登入（學生填入姓名以供對照彼此是否有走錯教室） 

（2）教室分配如下，請課輔教師對照學生姓名點選教室進入： 

高雄市內門區內門國中 
課輔時間／課輔教師／科目 

備註 
週二晚上18:00~19:30 (1.5小時) 週二晚上 19:30~21:00 (1.5 小時)

年級 教室 學生 課輔教師《學生 A》 科目 課輔教師《學生 B》 科目  

國一 
學生 
(11 組) 

內門國中 02 姬柏安 胡嘉純（教育系四） 數學 張妤瑄（英語系三） 英語  

內門國中 03 郭仁杰 張宜芳（英語系四） 英語 楊璨嘉（光通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05 潘俊樺 吳薛晶（教育系四） 數學 連文伶（英語系博五） 英語  

內門國中 06 鄭乃文 張博涵（國文系四） 數學 吳昀庭（英語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07 陳佳琪 彭渝淨（數學系碩二） 數學 張宜芳（英語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08 童欣儀 張妤瑄（英語系三） 英語 張博涵（國文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09 劉怡姍 蔣念均（英語系四） 英語 吳薛晶（教育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10 鄭芷羚 連文伶（英語系博五） 英語 彭渝淨（數學系碩二） 數學  

內門國中 14 歐明漢 張嘉哲（地理系三） 數學 李佩樺（英語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15 曾玉竹 吳昀庭（英語系四） 英語 胡嘉純（教育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16 游雅婷 李佩樺（英語系四） 英語 朱佁鈞（國文系四） 數學  

國三 
學生 
(6 組) 

內門國中 01 戴智威 江佩容（教育系四） 數學 石幸宜（英語系三） 英語  

內門國中 04 洪曉汝 楊璨嘉（光通系四） 數學 蔡佳伶（教育系三） 英語  

內門國中 11 林旻姿 石幸宜（英語系三） 英語 李允軒（光通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12 陳建嘉 朱佁鈞（國文系四） 數學 楊 羚（教育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13 謝宜蓉 李允軒（光通系四） 數學 蔣念均（英語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17 李靜怡 楊 羚（教育系四） 英語 江佩容（教育系四） 數學  

備註：（1）上課教室：高師大和平校區電算中心 7403 教室。 
（2）教科書版本：國一英語：翰林版／國一數學：翰林版， 

國二英語：翰林版／國二數學：翰林版。 
國三英語：翰林版／國三數學：南一版。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教育部 104 年數位學伴計畫」 

高師大--高雄市內門區內門國中週三 網路教室分配表（104/10/7~12/30） 

一、教育部數位學伴入口網：http://etutor.moe.gov.tw（帳號、密碼預設為學號） 
網路教室：內門國中 01~13（http://163.28.10.101） 

二、上課時間：學生 A：18:05~19:25； 
學生 B：19:35~20:55（請依照表訂時間上下課） 

三、請課輔教師進行兩次線上簽到、簽退。（區分學生 A 和學生 B 之課輔日誌） 

四、網路教室： 

（1）課輔教師以主人身分登入，密碼為 nknu 
學生以訪客身分登入（學生填入姓名以供對照彼此是否有走錯教室） 

（2）教室分配如下，請課輔教師對照學生姓名點選教室進入： 

高雄市內門區內門國中 
課輔時間／課輔教師／科目 

備註 
週三晚上18:00~19:30 (1.5小時) 週三晚上 19:30~21:00 (1.5 小時)

年級 教室 學生 課輔教師《學生 A》 科目 課輔教師《學生 B》 科目  

國二 

學生 

(13 組) 

內門國中 01 王力乙 陸 婷（英語系四） 英語 吳政憲（國文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02 洪志杰 曾柏喬（事經系碩三） 數學 王晴薇（國文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03 王乙詅 柯怡君（國文系四） 數學 陸 婷（英語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04 卓孟君 劉宇歡（化學系四） 數學 徐子皓（英語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05 林艾蓁 徐子皓（英語系四） 英語 柯怡君（國文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06 林藝蓁 梁真瑜（事經系二） 英語 羅家穎（化學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07 机家樂 羅家穎（化學系四） 數學 閻美吟（人知所碩二） 英語  

內門國中 08 許曉慈 閻美吟（人知所碩二） 英語 洪瑜珮（國文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09 陳乙文 張芝瑩（人知所碩二） 數學 黃玟寧（人知所碩二） 英語  

內門國中 10 游登鋒 施虹慈（英語系四） 英語 劉宇歡（化學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11 胡淑雯 洪瑜珮（國文系四） 數學 施虹慈（英語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12 陳玉幸 王晴薇（國文系四） 英語 張芝瑩（人知所碩二） 數學  

內門國中 13 劉翊璿 黃玟寧（人知所碩二） 英語 曾柏喬（事經系碩三） 數學  

備註：（1）上課教室：高師大和平校區電算中心 7403 教室。 

（2）教科書版本：國一英語：翰林版／國一數學：翰林版， 

國二英語：翰林版／國二數學：翰林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