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教育部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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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7~6/6） 

一、教育部數位學伴入口網：http://etutor.moe.gov.tw 
網路教室：潮寮國中 01~10（http://163.28.10.102） 

二、上課時間：週二：16:10~17:40， 
週三：17:10~18:40（請依照表訂時間上下課） 

三、網路教室： 

（1）大學伴以主人身分登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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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學伴對照學生姓名點選教室進入： 

高雄市大寮區潮寮國中 
時間／大學伴／科目 

備註 每週二下午 16:10~17:40 每週三下午 17:10~18:40 

年級 教室 學生 大學伴 科目 大學伴 科目

國一

學生

(7名) 

潮寮國中 01 王茂盛 黃慧民（科環所碩三） 數學 卓明逸（軟工系碩二） 英語  

潮寮國中 02 黃心柔 許又云（英語系碩二） 英語 王伊秀（國文系三） 數學  

潮寮國中 03 陳令婕 張瓊文（國文系博班） 數學 陳怡穎（英語系三） 英語  

潮寮國中 04 劉安信 郭佩婷（國文系二） 英語 余依穎（國文系三） 數學  

潮寮國中 05 陳家詮 鄭舒涵（國文系二） 英語 李冠霖（特教系四） 數學  

潮寮國中 06 陳又禎 李依庭（工教系四） 數學 許又云（英語系碩二） 英語  

潮寮國中 07 陳又綺 連文伶（英語系博班） 英語 蔡晴宇（特教系四） 數學  

國二
學生
(1名) 

潮寮國中 08 劉柏吟 吳曼瑄（英語系四） 英語 田琍菁（特教系四） 數學  

國三

學生

(2名) 

潮寮國中 09 蔡佳惠 李心穎（英語系四） 英語 曹萱萱（特教系四） 數學

自 3/28 起更
換學生（原學
生-林奕佳因
故無法參加）

潮寮國中 11 盧冠誠 陳怡庭（英語系四） 英語 游佩姗（特教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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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版／國一數學：翰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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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教育部 106 年數位學伴計畫」 

高師大--高雄市內門區內門國中 網路教室分配表（106/3/16~6/8） 

一、教育部數位學伴入口網：http://etutor.moe.gov.tw 
網路教室：內門國中 01~26（http://163.28.10.103） 

二、上課時間：週三：18:00~19:30， 
週四：18:00~19:30（請依照表訂時間上下課） 

三、網路教室： 
（1）大學伴以主人身分登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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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學伴對照學生姓名點選教室進入： 

高雄市內門區內門國中 
時間／大學伴／科目 

備註 
每週三晚上 18:00~19:30 每週四晚上 18:00~19:30 

年級 教室 學生 大學伴 科目 大學伴 科目  

國一 
學生 

內門國中 01 林秋萍 連文伶（英語系博班） 英語 鄭文雲（國文系三） 數學  
內門國中 02 劉家妏 陳慧真（教育系四） 數學 施季汝（教育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03 力明鴻 施季汝（教育系四） 英語 李冠霖（特教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04 林嘉恩 李依庭（工教系四） 數學 尤彥翔（國文系三） 英語  
內門國中 05 卓佳伶 張家綾（英語系三） 英語 江宜霖（地理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06 陳妍璇 張蘊華（國文系三） 英語 蔡晴宇（特教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07 黃靖芸 張天馨（國文系四） 英語 周怡萱（視設系二） 數學  
內門國中 08 何正文 林佩穎（國文系三） 英語 陳慧真（教育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09 龔育騏 江宜霖（地理系四） 數學 張天馨（國文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26 鄒岱君  -- 張家綾（英語系三） 英語  

國二 
學生 

〃 曾玉竹 林冠曄（數學系二） 數學  --  
內門國中 10 郭仁杰 陳泓羽（英語系二） 英語 陳彥汝（教育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11 潘俊樺 張浚圻（教育系四） 英語 王蔓綾（教育系三） 數學  
內門國中 12 鄭乃文 張皓程（地理系二） 數學 郭文翰（工教系三） 英語  
內門國中 13 陳佳琪 陳彥汝（教育系四） 數學 吳昀晏（英語系二） 英語  
內門國中 14 陳怡瑜 劉淳萱（教育系三） 數學 簡菀如（英語系二） 英語  
內門國中 15 鄭芷羚 張嘉哲（地理系四） 數學 吳曼瑄（英語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16 游雅婷 黃 蓉（英語系二） 英語 田琍菁（特教系四） 數學  

國三 
學生 

內門國中 17 何正宇 鄭敏佑（地理系碩二） 數學 蔡昀蓁（特教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18 張庚民 陳奕竹（教育系四） 英語 鄭敏佑（地理系碩二） 數學  
內門國中 19 陳乙文 林詩珊（教育系三） 英語 蔡宜庭（特教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20 游登鋒 吳勗慈（教育系二） 數學 楊承諭（英語系二） 英語  
內門國中 21 胡淑雯 林宜臻（教育系四） 英語 游佩姗（特教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22 許曉慈 蔡宜庭（特教系四） 數學 林詩珊（教育系三） 英語  
內門國中 23 郭佳軒 王宣喬（教育系三） 數學 陳奕竹（教育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24 李采芸  -- 王宣喬（教育系三） 數學  

〃 張開星 楊承諭（英語系二） 英語  --  
內門國中 25 卓孟君  -- 林亦庭（英語系三） 英語  

〃 林藝蓁 邱廉馭（教育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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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國三英語、國一/國二/國三數學：翰林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