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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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3~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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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16:10~17: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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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0~17:40 

年級 教室 學生 大學伴 科目 大學伴 科目

國一
學生
(2名) 

潮寮國中 01 林延逸 張蘊華（國文系四） 英語 翁婉芸（教育系四） 數學  

潮寮國中 02 董冠廷 蔡筠妤（教育系三） 英語 郭盈君（特教系四） 數學  

國二

學生

(7名) 

潮寮國中 03 黃心柔 鐘藝勻（英語系四） 英語 戴佑庭（國文系三） 數學  

潮寮國中 04 吳峻豪 趙晨宇（英語系三） 英語 張敏捷（國文系四） 數學  

潮寮國中 05 黃聖瑜 李芊蓉（教育系四） 數學 陳怡穎（英語系四） 英語  

潮寮國中 06 陳又禎 許又云（英語系碩三） 英語 王蔓綾（教育系四） 數學  

潮寮國中 07 陳又綺 陳怡穎（英語系四） 英語 陳妍廷（國文系三） 數學  

潮寮國中 08 陳家詮 柯宥瑜（英語系四） 英語 李芊蓉（教育系四） 數學  

潮寮國中 09 劉安信 余依穎（國文系四） 數學 柯宥瑜（英語系四） 英語  

國三
學生
(1名) 

潮寮國中 10 曾子瑝 蔡慧臻（教育系三） 數學 楊承諭（英語系三） 英語  

備註：（1）上課教室：週二：高師大和平校區電算中心 7301 教室， 
週三：高師大和平校區電算中心 7403 教室。 

（2）課本版本：國一英語：翰林版／國一數學：康軒版， 
國二英語：康軒版／國二數學：翰林版， 
國三英語：翰林版／國三數學：南一版。 

   



106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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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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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8.1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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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伶 翁婉芸（教育系四） 數學 洪慧敏（國文系三） 英語  
內門國中 02 陳曉英 李芳綺（特教系四） 數學 邱盈琇（國文系三） 英語  
內門國中 03 林凱翔 劉憶齡（國文系三） 數學 龔子翔（特教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04 郭惠怡 洪慧敏（國文系三） 英語 洪呈禎（國文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24 李宜宸 陳維浩（教育系二） 數學  --  

國三 〃 鄭依君  -- 林建宇（教育系二） 英語  

國二
學生 

內門國中 05 郭峻楷 李欣穎（國文系四） 英語 賴奕宏（教育系二） 數學  
內門國中 06 林秋萍 柯宥瑜（英語系四） 英語 陳芃榛（國文系三） 數學  
內門國中 07 劉家妏 陳佑宣（國文系四） 英語 羅郁清（國文系三） 數學  
內門國中 08 力明鴻 黃筱雯（美術系四） 英語 陳采妮（特教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09 陳信華 李柏勳（工教系四） 英語 蔡佳伶（教育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10 卓佳伶 鐘藝勻（英語系四） 英語 陳妍廷（國文系三） 數學  
內門國中 11 陳妍璇 陳芃榛（國文系三） 數學 陳佑宣（國文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12 黃靖芸 王蔓綾（教育系四） 數學 李欣穎（國文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13 劉依婷 蔡佳伶（教育系四） 數學 李俋萱（國文系三） 英語  
內門國中 14 何正文 曹詠喬（工教系三） 數學 林佩穎（國文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15 龔育騏 趙晨宇（英語系三） 英語 蕭喬云（國文系三） 數學  
內門國中 16 劉貴伶 蕭喬云（國文系三） 數學 郭于瑄（國文系三） 英語  
內門國中 25 洪惠萍 李俋萱（國文系三） 英語 張敏捷（國文系四） 數學  

國三 
學生 

內門國中 26 洪立奇 王世卉（特教系二） 英語 陳郁茵（教育系三） 數學  
內門國中 17 余哲安 林映均（事經系三） 數學 王世卉（特教系二） 英語  
內門國中 18 郭仁杰 江翎瑄（教育系三） 數學 鄭婷文（教育系四） 英語  
內門國中 19 鄭乃文 龔子翔（特教系四） 英語 林映均（事經系三） 數學  
內門國中 20 鄭芷羚 黃湘庭（英語系四） 英語 陳水錦（教育系四） 數學  
內門國中 21 游雅婷 楊承諭（英語系三） 英語 許雅舒（地理系碩一） 數學  
內門國中 22 曾玉竹 林冠曄（數學系三） 數學  --  

〃 潘俊樺  -- 劉憶齡（國文系三） 英語  
內門國中 23 陳怡瑜 鄭婷文（教育系四） 英語  --  

〃 陳佳琪  -- 江翎瑄（教育系三） 數學  
備註：（1）上課教室：高師大和平校區電算中心 7403 教室。 

（2）課本版本：國一英語、國一數學：康軒版。 
國二/國三英語、國二/國三數學：翰林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