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試日期 考試日期

科目 自習 社會 自習 英文 自習/CS LA/WR 自習 國文 科目 自習 自然 自習 LS/Literature 自習 數學 導師時間

班級名稱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班級名稱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國一忠 陳玉櫻 陳玉櫻 莊景雅 莊景雅 陳玉櫻 莊景雅 莊景雅 曾宥榕 國一忠 莊景雅 莊景雅 Phil 陳玉櫻 孫敏靜 莊景雅 莊景雅

國一孝 周雅馨 周美玲 周雅馨 陳曙光 周雅馨 周雅馨 陳秀菁 陳秀菁 國一孝 周雅馨 陳玉櫻 周雅馨 周雅馨 陳玉櫻 陳玉櫻 周雅馨

國一仁 王鎂欣 謝宇修 謝宇修 陳玉櫻 謝宇修 謝宇修 陳玉櫻 陳玉櫻 國一仁 陳玉櫻 謝宇修 陳曙光 謝宇修 謝宇修 蔡其穎 謝宇修

國一愛 紀如珊 林至民 紀如珊 紀如珊 羅士淳 羅士淳 王鎂欣 羅士淳 國一愛 紀如珊 孫敏靜 羅士淳 紀如珊 羅士淳 紀如珊 紀如珊

國一信 羅士淳 羅士淳 王鎂欣 羅士淳 黃懷恩 黃懷恩 曾宥榕 黃懷恩 國一信 羅士淳 陳曙光 黃懷恩 羅士淳 黃懷恩 羅士淳 黃懷恩

國一義 江羽婷 Garth 江羽婷 江羽婷 陳冠翰 陳冠翰 Garth Garth 國一義 江羽婷 Garth Garth 江羽婷 Garth 王鎂欣 江羽婷

國一和 黃慶仁 Peter 黃慶仁 Peter 黃慶仁 黃慶仁 Peter 黃慶仁 國一和 黃慶仁 黃慶仁 Peter 黃慶仁 Peter 黃慶仁 黃慶仁

國一平 陳曙光 張愷羚 張愷羚 Daniela 張愷羚 張愷羚 Daniela Daniela 國一平 張愷羚 Daniela Daniela 張愷羚 Daniela Peter 張愷羚

科目 自習 社會 自習 英文 自習 LA/WR 自習 國文 科目 自習 自然 自習 LS/Literature 自習 數學 導師時間

班級名稱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班級名稱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國二忠 蔡其穎 張逸柔 張逸柔 曾宥榕 孫敏靜 張逸柔 張逸柔 孫敏靜 國二忠 張逸柔 張逸柔 孫敏靜 張逸柔 陳曙光 施可為 張逸柔

國二孝 游永信 曾宥榕 游永信 游永信 游永信 余佳修 游永信 莊建源 國二孝 游永信 莊建源 施可為 游永信 楊成傑 游永信 游永信

國二仁 黃庭萱 莊建源 杜佩容 杜佩容 杜佩容 孫敏靜 黃庭萱 黃庭萱 國二仁 余佳修 杜佩容 莊建源 杜佩容 駱敬恩 駱敬恩 杜佩容

國二愛 孫敏靜 黃瓊儀 施可為 施可為 黃瓊儀 黃瓊儀 施可為 施可為 國二愛 黃瓊儀 黃庭萱 黃瓊儀 施可為 余佳修 黃庭萱 黃瓊儀

國二信 梁鳳文 孫敏靜 梁鳳文 梁鳳文 曾宥榕 梁鳳文 余佳修 梁鳳文 國二信 施可為 梁鳳文 梁鳳文 楊成傑 梁鳳文 陳曙光 梁鳳文

國二義 黃美琪 陳秀菁 黃美琪 黃美琪 陳秀菁 黃美琪 黃美琪 廖智怡 國二義 黃美琪 黃美琪 王鎂欣 黃美琪 廖智怡 廖智怡 黃美琪

國二和 莊建源 Geoffrey 湛後生 湛後生 莊建源 莊建源 Geoffrey Geoffrey 國二和 湛後生 湛後生 Geoffrey 莊建源 Geoffrey Geoffrey 莊建源

國二平 郭亮吾 Sazi 郭亮吾 郭亮吾 郭亮吾 郭亮吾 Sazi Sazi 國二平 郭亮吾 Sazi 楊成傑 郭亮吾 Sazi Sazi 郭亮吾

科目 自習 社會 自習 英文 自習 WR 自習 國文 科目 自習 自然 自習 LS/Literature 自習 數學 導師時間

班級名稱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班級名稱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國三忠 陳憲光 陳憲光 盧俊璋 盧俊璋 盧俊璋 陳憲光 陳憲光 盧俊璋 國三忠 盧俊璋 陳憲光 陳憲光 盧俊璋 陳憲光 盧俊璋 盧俊璋

國三孝 鄒敦琳 鄒敦琳 林至民 鄒敦琳 鄒敦琳 鄒敦琳 林至民 陳憲光 國三孝 陳憲光 鄒敦琳 余佳修 鄒敦琳 鄒敦琳 陳憲光 鄒敦琳

國三仁 李雅苓 李雅苓 蔡其穎 李雅苓 蔡其穎 蔡其穎 李雅苓 李雅苓 國三仁 李雅苓 蔡其穎 李雅苓 蔡其穎 蔡其穎 李雅苓 李雅苓

國三愛 許博凱 許博凱 陳秀菁 許博凱 許博凱 林至民 許博凱 許博凱 國三愛 許博凱 許博凱 賴彥儒 許博凱 官秀宜 許博凱 許博凱

國三信 賴彥儒 陳炯堯 陳炯堯 賴彥儒 余佳修 陳炯堯 賴彥儒 賴彥儒 國三信 賴彥儒 陳炯堯 陳炯堯 賴彥儒 賴彥儒 陳炯堯 陳炯堯

國三義 官秀宜 官秀宜 徐志華 官秀宜 徐志華 徐志華 官秀宜 徐志華 國三義 官秀宜 徐志華 徐志華 官秀宜 徐志華 官秀宜 徐志華

國三和 余佳修 Jessica 李倩如 李倩如 李倩如 李倩如 Jessica Jessica 國三和 陳世光 Jessica Jessica 李倩如 Jessica 陳秀菁 李倩如

國三平 蕭心茹 Rob 蕭心茹 Rob 蕭心茹 蕭心茹 蕭心茹 Rob 國三平 蕭心茹 Rob Rob 蕭心茹 Rob 蕭心茹 蕭心茹

科目 自習 數學 全民國防 社會科學概論/地理 自習 物理/化學 科目 自習 英文 健康 地科/生物/樂理/公民 自習 歷史 導師時間

班級名稱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班級名稱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高一忠 陳嘉盈 陳嘉盈 吳彩蓮 吳彩蓮 吳彩蓮 王朝義 吳彩蓮 吳彩蓮 高一忠 陳曙光 李淑君 陳嘉盈 周志翰 吳彩蓮 李淑君 陳嘉盈

高一孝 徐雯琪 徐雯琪 陳曙光 李淑君 徐雯琪 徐雯琪 李淑君 李淑君 高一孝 李淑君 徐雯琪 徐雯琪 李淑君 盧永恆 盧永恆 徐雯琪

高一仁 陳欣怡 李淑君 陳欣怡 倪郁雯 王朝義 陳欣怡 盧永恆 盧永恆 高一仁 陳欣怡 周志翰 陳欣怡 陳欣怡 陳文銘 陳欣怡 陳欣怡

高一愛 吳彩蓮 盧永恆 李明輝 李明輝 李明輝 戴璧璟 李明輝 李明輝 高一愛 周志翰 李明輝 李明輝 陳曙光 李明輝 陳文銘 李明輝

高一智 李淑君 許熒純 許熒純 盧永恆 盧永恆 許熒純 周選妹 周選妹 高一智 許熒純 許熒純 周志翰 許熒純 鄧志忍 許熒純 許熒純

高一義 歐順欣 歐順欣 周選妹 周選妹 周選妹 鄧志忍 歐順欣 歐順欣 高一義 周選妹 周選妹 歐順欣 周選妹 周選妹 歐順欣 歐順欣

雙語一 周選妹 Anthony 黃淑芬 黃淑芬 周志翰 周志翰 Anthony Anthony 雙語一 黃淑芬 Anthony Anthony 黃淑芬 Anthony 黃淑芬 黃淑芬

高一音 李冰穎 許淑秋 許淑秋 李冰穎 許淑秋 許淑秋 李冰穎 李冰穎 高一音 陳淑華 李冰穎 許淑秋 許淑秋 李冰穎 許淑秋 許淑秋

高一美 陳韋岐 陳韋岐 陳韋岐 吳靜潔 廖智怡 廖智怡 廖智怡 陳韋岐 高一美 吳靜潔 吳靜潔 盧永恆 曾宥榕 賴亭吟 吳靜潔 吳靜潔

科目 自習 數學 全民國防 公民/專(三) 生物/自習 國文/專(二) 科目 自習 英文 地理/物理/專(一) 樂理/自習 自習 歷史/化學/專(四) 導師時間

班級名稱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班級名稱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高二忠 姚放宸 張亦佑 張亦佑 陳文銘 張亦佑 張亦佑 陳文銘 陳文銘 高二忠 張亦佑 張亦佑 陳文銘 姚放宸 王朝義 王朝義 張亦佑

高二智 陳文銘 江丕得 王朝義 江丕得 江丕得 江丕得 陳冠翰 陳冠翰 高二智 江丕得 江丕得 王奕超 王奕超 江丕得 鄧志忍 江丕得

高二愛 蕭意茹 蕭意茹 陳生豐 蕭意茹 陳生豐 陳生豐 蕭意茹 蕭意茹 高二愛 陳文銘 陳生豐 蕭意茹 蕭意茹 蕭意茹 陳生豐 蕭意茹

高二信 張長煌 姚放宸 張長煌 姚放宸 張長煌 杜元文 張長煌 張長煌 高二信 姚放宸 姚放宸 張長煌 張長煌 姚放宸 張長煌 張長煌

高二義 鄭欐卿 鄭欐卿 余佳修 鄭欐卿 林如蘭 鄭欐卿 高幸聰 高幸聰 高二義 陳生豐 鄭欐卿 鄭欐卿 陳生豐 陳生豐 高幸聰 鄭欐卿

高二音 林桑瑜 李冰穎 林桑瑜 林桑瑜 李冰穎 陳怡文 林桑瑜 林桑瑜 高二音 林桑瑜 陳世光 李冰穎 林桑瑜 林桑瑜 李冰穎 林桑瑜

高二美 林嘉文 林嘉文 廖智怡 廖智怡 林嘉文 鍾孟吟 林嘉文 林嘉文 高二美 林嘉文 林嘉文 高幸聰 高幸聰 高幸聰 林嘉文 林嘉文

商管二
謝若望

謝若望

柯秀真 柯秀真

柯秀真

戴璧璟 柯秀真

賴建名

陳藍文明

柯秀真

陳藍文明

柯秀真

陳冠州
商管二

柯秀真

周美玲

黃碧菁

柯秀真

賴建名 柯秀真 杜元文

柯秀真

陳藍文明 柯秀真

美語二 陳德忻 朱映蓉 陳德忻 陳德忻 陳德忻 陳德忻 姚放宸 姚放宸 美語二 陳德忻 陳德忻 朱映蓉 康凱能 康凱能 陳德忻 陳德忻

日語二 康凱能 崔文琴 康凱能 康凱能 崔文琴 崔文琴 康凱能 康凱能 日語二 康凱能 康凱能 崔文琴 崔文琴 崔文琴 康凱能 崔文琴

雙語二 鄧志忍 Will 徐莉雯 徐莉雯 徐莉雯 徐莉雯 Will 余佳修 雙語二 徐莉雯 Will Will 徐莉雯 Will Will 徐莉雯

科目 自習 數學 自習 公民/生物/專(三) 自習 國文/專(二) 科目 自習 英文 地理/物理/專一 樂理/自習 自習 歷史/化學/專(四) 導師時間

班級名稱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班級名稱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高三忠 黃芸芸 黃芸芸 高幸聰 黃芸芸 王奕超 黃芸芸 莊麗足 莊麗足 高三忠 黃芸芸 彭永琳 黃芸芸 黃芸芸 黃芸芸 黃芸芸 黃芸芸

高三孝 王奕超 林秀濃 林秀濃 林秀濃 林秀濃 林秀濃 倪郁雯 倪郁雯 高三孝 林秀濃 林秀濃 賴亭吟 林秀濃 王奕超 林秀濃 林秀濃

高三愛 陳雅芳 鄧志忍 陳雅芳 陳雅芳 鄧志忍 陳雅芳 王奕超 王奕超 高三愛 陳以勒 陳雅芳 陳以勒 陳以勒 陳雅芳 王奕超 陳雅芳

高三信 江郁穎 戴璧璟 江郁穎 江郁穎 江郁穎 江郁穎 林如蘭 林如蘭 高三信 江郁穎 江郁穎 江郁穎 江郁穎 江郁穎 江郁穎 江郁穎

高三義 盧韻雯 余佳修 盧韻雯 林如蘭 盧韻雯 盧韻雯 陳以勒 陳以勒 高三義 彭永琳 盧韻雯 盧韻雯 彭永琳 盧韻雯 彭永琳 盧韻雯

高三音 馮筱媛 李昭蓉 李昭蓉 馮筱媛 彭永琳 彭永琳 馮筱媛 馮筱媛 高三音 李昭蓉 馮筱媛 李昭蓉 馮筱媛 李昭蓉 李昭蓉 李昭蓉

高三美 鍾順達 黃筱凌 黃筱凌 陳韋岐 陳韋岐 陳韋岐 陳韋岐 黃筱凌 高三美 鍾順達 黃筱凌 鍾順達 鍾順達 黃筱凌 鍾順達 黃筱凌

商管三 林義彬 林義彬 謝若望 謝若望 林義彬 林義彬 周美玲 周美玲 商管三 吳彩蓮 吳彩蓮 林義彬 吳彩蓮 林義彬 吳彩蓮 林義彬

外語三 李淑女 王奕超 李淑女 李淑女 賴亭吟 王奕超 李淑女 李淑女 外語三 王朝義 李淑女 李淑女 王朝義 李淑女 陳以勒 李淑女

幼廣三 許英昭 許英昭 陳柏嘉 陳柏嘉 陳柏嘉 賴亭吟 陳柏嘉 陳柏嘉 幼廣三
謝淑美/

楊成傑

謝淑美/

楊成傑 陳柏嘉 陳柏嘉 陳柏嘉 陳柏嘉 陳柏嘉

雙語三 楊蕙如 Phil 楊蕙如 余佳修 楊蕙如 楊蕙如 Phil Phil 雙語三 楊蕙如 Phil 楊蕙如 余佳修 Phil 楊蕙如 楊蕙如

特殊考場

圖書館 李筑伃 李筑伃 黃庭萱 黃庭萱 李筑伃 李筑伃 李筑伃 王鎂欣 特殊考場 圖書館 李筑伃 李筑伃 黃庭萱 李筑伃 李筑伃 李筑伃 王鎂欣

補考試場

輔導室分班教室 補考試場 輔導室分班教室 賴亭吟 賴亭吟 鍾孟吟 鍾孟吟 莊麗足 莊麗足 倪郁雯

巡堂 賴建名 黃敏豊 黃敏豊 王美陽 王美陽 陳冠州 吳正薰 王美陽 巡堂 熊長旺 吳正薰 陳冠州 賴建名 熊長旺 熊長旺 顧志華

巡堂 黃碧菁 陳藍文明 陳藍文明 黃碧菁 陳藍文明 巡堂 陳冠州 黃碧菁 陳冠州 吳正薰

試務人員 莊麗足 陳怡文 莊麗足 謝君誠 試務人員 陳怡文 謝君誠 謝君誠 陳怡文

教師名稱 監考節數 教師名稱 監考節數 教師名稱 監考節數 教師名稱 監考節數 教師名稱 監考節數教師名稱 監考節數 教師名稱 監考節數

Anthony 6 吳正薰 3 林如蘭 4 張亦佑 7 陳怡文 4 黃芸芸 10 盧永恆 8

Daniela 6 吳彩蓮 11 林至民 4 張長煌 9 陳欣怡 8 黃美琪 9 盧俊璋 8

Garth 6 吳靜潔 5 林秀濃 10 張逸柔 8 陳冠州 5 黃庭萱 8 盧韻雯 8

Geoffrey 6 李冰穎 10 林桑瑜 9 張愷羚 7 陳冠翰 4 黃敏豊 2 蕭心茹 9

Jessica 6 李明輝 9 林義彬 7 梁鳳文 9 陳柏嘉 10 黃淑芬 6 蕭意茹 9

Peter 6 李昭蓉 7 林嘉文 9 莊建源 9 陳炯堯 7 黃筱凌 6 賴亭吟 6

Phil 6 李倩如 6 林麗娟 0 莊景雅 8 陳韋岐 8 黃碧菁 4 賴建名 4

Rob 6 李淑女 9 姚放宸 9 莊麗足 6 陳淑華 1 黃慶仁 10 賴彥儒 8

Sazi 6 李淑君 9 施可為 8 許英昭 2 陳雅芳 7 黃懷恩 6 駱敬恩 2

Will 6 李淑霞 0 柯秀真 11 許淑秋 8 陳嘉盈 4 黃瓊儀 6 戴璧璟 3

王奕超 10 李筑伃 10 紀如珊 7 許博凱 11 陳德忻 9 楊成傑 3 謝宇修 8

王美陽 3 李雅苓 9 倪郁雯 4 許熒純 8 陳憲光 10 楊蕙如 8 謝君誠 4

王朝義 7 杜元文 2 孫敏靜 8 郭亮吾 8 陳曙光 9 鄒敦琳 9 謝京子 0

王鎂欣 7 杜佩容 6 徐志華 8 陳文銘 8 陳藍文明 6 廖智怡 8 謝若望 3

朱映蓉 2 周志翰 6 徐莉雯 7 陳世光 2 彭永琳 6 熊長旺 3 謝淑美 0

江丕得 8 周美玲 4 徐雯琪 7 陳以勒 6 曾宥榕 6 歐順欣 7 鍾孟吟 3

江羽婷 6 周雅馨 8 高幸聰 7 陳玉櫻 11 游永信 9 蔡其穎 8 鍾順達 5

江郁穎 12 周選妹 10 崔文琴 7 陳生豐 8 湛後生 4 鄧志忍 6 羅士淳 11

余佳修 12 官秀宜 8 康凱能 10 陳秀菁 6 馮筱媛 6 鄭欐卿 7 顧志華 1

國寫/國文

新北市淡江高級中學108學年度上學期第二次段考教師監考總表
108.12.02(一) 108.12.03(二)

108.12.02(一) 108.12.03(二)

108.12.02(一) 108.12.03(二)

108.12.02(一) 108.12.03(二)

國文

108.12.02(一) 108.12.03(二)

備註

新北市淡江高級中學108學年度上學期第二次段考教師監考時數表

監考時數計算方式：兩天授課總時數+導師到班時間=監考時數

考量商館二人數眾多，故考科排兩位老師敬請監考老師協助。

108.12.02(一) 108.12.03(二)

國寫/國文

各考試科目僅供參考，請以學校公告之考試時程為依據 各考試科目僅供參考，請以學校公告之考試時程為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