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立文華高中 110 學年度親師座談會－班級線上會議進行方式說明 

因疫情影響，本年度親師座談會將以【Google meet 線上會議】方式辦理。 

班級會議連結形式共有 3 種，請家長可依貴子弟就讀班級查找四、班級線上會議連結表格，確認形

式為何者後，參閱三、進入會議方式之步驟進入班級線上會議。 

一、Google meet 會議連結形式： 

 

二、注意事項： 

(一)無論何種形式，強烈建議當天使用筆電或桌電，較可確保順利進入 meet 會議。 

(二)請事前測試，並確認相關設備(麥克風、喇叭等)可正常使用，或可進入會議後於訊息欄中輸 

    入文字發言。 

(三)操作過程若有任何問題，請先詢問您的孩子或導師，以有效率盡快排除相關問題。 

三、進入會議方式：以下以電腦介面操作進行說明，請依該班形式了解操作即可。 

(一)會議連結：登入您的 google 帳號後，點選「四、班級線上會議連結」表格中該班連結，按

「立即加入」即可進入班級會議。 

(二)會議代碼： 

1、登入學生 google 帳號後，點選右上角九宮格進入 Google meet 頁面 

 

 

 

 

 

 

 

 

 

 

 

 

 

 

連結形式 連結顯示 備註 

1.會議連結 如「https://meet.google.com/kpx-atim-ggg」  

2.會議代碼 如「class102」 需借用學生 google 帳號登入 

3.classroom 連結網址(請參見「班級線上會議連結」表格) 需借用學生 google 帳號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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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照下圖 

(三)classroom： 

1、登入學生 google 帳號後，點選右上角九宮格進入 Google classroom 該班上課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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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照下圖 

 

 

 

 

 

 

 

四、班級線上會議連結： 

請家長依貴子弟就讀班級，點選該班「進入會議方式」連結，再依「三、進入會議方式」進入，。 

請注意：若該班連結形式為會議代碼或 classroom，兩者皆需借用學生 google 帳號登入， 

會議連結則未有上述限制。 

下列表格班級標示藍底為有更動形式或連結之班級，請家長當天以最新之連結進入班級會議。 

班級 導師 形式 進入會議方式 

101 羅孟影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net-xeut-ums 

102 林美麗 會議代碼 class102 

103 林勇誠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gzq-jiaz-grh 

104 歐陽惠玉 classroom https://meet.google.com/lookup/ahev6ygdr2  

105 張筱英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rhz-oarg-kqa 

106 吳靜怡 會議代碼 class106 

107 李宜軒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mhj-xhnu-oaw 

108 李益安 classroom https://meet.google.com/lookup/fcoh2l3svm?authuser=1&hs=179  

109 張文菘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rux-pvdc-xcv 

110 黃鈴茵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ddu-brpj-dqs 

111 陳奕憲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knw-sufn-teo 

112 楊舒雯 會議代碼 class112 

113 黃兆禾 classroom https://meet.google.com/lookup/hblwfx7vpx 

114 何宗祐 會議代碼 class114 

115 黃秋月 classroom http://meet.google.com/lookup/hm3qvwgcnb 

116 李怡慧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bby-noap-qhq 

117 盧宥任 會議代碼 class117 

118 蘇文卿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vec-ziqs-qei 

119 林涵源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yzm-ybsf-tem 

201 蘇嫈雱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ghp-pasn-mcp 

202 陳秀環 會議代碼 class202 

203 王靖茹 會議代碼 class203 

例如：一年 2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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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陳筱逸 會議代碼 class204 

205 黃筱筑 classroom https://meet.google.com/lookup/a4z6f2fcmd 

206 巫沂璇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kpx-atim-dwg  

207 王敦儀 classroom 導師已公告家長 

208 蔣沛綺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umf-nsxi-shc 

209 張瑞宗 會議代碼 class209 

210 張睿中 會議代碼 class210 

211 邱建宏 會議代碼 class211 

212 吳婉君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xtz-tvxm-iwx 

213 楊蕙甄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hjy-jckq-rjw 

214 林雅慧 classroom https://classroom.google.com/c/Mzc0MDg2MzQ1MDQx 

215 蔡明倫 會議代碼 class215 

216 邱元星 會議代碼 class216 

217 林叡涵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upz-bfut-axo 

218 張晏慈 classroom https://meet.google.com/lookup/h66vnw2lwb?authuser=0&hs=179  

219 林煜家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iyy-xsig-uhe 

301 廖家君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iif-swkx-dds 

302 黃以諾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zrw-stwt-xdu  

303 柳品如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djx-kqrj-akz 

304 林孟瑜 會議代碼 class304 

305 許世易 會議代碼 class305 

306 王湘琳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skc-gpck-hhi 

307 李宜蓁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nfo-bkof-mcy 

308 李佳浤 會議代碼 class308 

309 陳俞安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ces-vqkp-ezj 

310 李錡峰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pjb-ksmc-nrw 

311 陳冠宏 classroom https://meet.google.com/lookup/fo5o6koeat 

312 鄭明宜 會議代碼 class312 

313 陳惠君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xsy-xakh-goo 

314 張麗玟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hma-esin-yoy 

315 羅惠玉 會議代碼 class315 

316 梁玉龍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icm-fksd-zky 

317 王綉雯 會議代碼 class317 

318 陳信華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xhy-bwtz-mta 

319 簡秀娟 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gfv-ifvz-w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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