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學年度國三豐富分組期末考試監考表 

日   期 5555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8:25 09:25 10:25 11:25 13:25 14:25 15:25 16:25 
│ │ │ │ │ │ │ │ 

考試時間 

09:15 10:15 11:15 12:10 14:15 15:15 16:15 17:10 
分鐘數 50 50 50 45 50 50 50 45 

科目 國文 數學 物理 公民 自習 自習 自習 自習 

豐富分組 1 陳文典 許智許智許智許智淩淩淩淩    邱立璿 謝惠玲 施秀卿 黃俊嘉 謝惠玲 謝惠玲 

豐富分組 2 董伊凌 呂郁昇 林筠棋 賴慧穗 曾麟傑 蔡佳蓉 林錦霞 林錦霞 

豐富分組 3 王姍佩王姍佩王姍佩王姍佩    林佳靜林佳靜林佳靜林佳靜    ▲Paul ▲Matt 沈加佳 姜怡玫 顏卉薰 顏卉薰 

豐富分組 4 蔡欣育 鍾秀園 顏翊嵐 顏翊嵐 施峰熙 李貞慧 邱芷薇 邱芷薇 

豐富分組 5 李宗語 邱立璿邱立璿邱立璿邱立璿    李宛真 蔡欣育 王若齡 蕭雅文 蘇博群蘇博群蘇博群蘇博群    邱立璿 

豐富分組 6 丁鋐鎰 吳汶鄉 呂郁昇 曾麟傑 王姍佩 黃煌興 吳晏甄 吳晏甄 

豐富分組 7 紀丞哲紀丞哲紀丞哲紀丞哲    李云薰李云薰李云薰李云薰    曾麟傑曾麟傑曾麟傑曾麟傑    紀丞哲 ▲Marek ▲Delou 顏翊嵐 顏翊嵐 

豐富分組 8 王蕙玟 王妤珊王妤珊王妤珊王妤珊    莫影慰 朱中岳 謝惠玲 黃昭熙 王蕙玟 王蕙玟 

豐富分組 9 黎俊基 賴佳嬅 賴佳嬅 鄭憲隆 黃煌興 古鎧榮 梁伶羽 梁伶羽 

豐富分組 10 何函霓 李家毓 王雅玲王雅玲王雅玲王雅玲    王雅玲 許智淩 施峰熙 廖青軒廖青軒廖青軒廖青軒    王雅玲 

         

日   期 5555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8:25 09:25 10:25 11:25 13:25 14:25 15:25 16:25 
│ │ │ │ │ │ │ │ 

考試時間 

09:15 10:15 11:15 12:10 14:15 15:15 16:15 17:10 
分鐘數 50 50 50 45 50 50 50 45 

科目 歷史 英文 地理 生物 地球科學 化學 

豐富分組 1 黎俊基 賴姿秀 謝惠玲 黃美娟 邱立璿 許智淩 

豐富分組 2 呂郁昇 黃美娟 林錦霞 王心玲 賴慧穗 賴慧穗 

豐富分組 3 沈加佳 羅立凡 黃昭熙 洪郁婷 黃俊嘉 陳可傑 

豐富分組 4 許義宏 黃俊嘉 李貞慧 黃瑞彬 顏翊嵐 蕭雅文 

豐富分組 5 李宛真 吳汶鄉 蘇博群 鄭憲隆 董伊凌 邱立璿 

豐富分組 6 ▲Eion ▲Wyn 周伯勳 蕭雅文 呂郁昇 吳晏甄 

豐富分組 7 洪郁婷 吳宣萱吳宣萱吳宣萱吳宣萱    曾麟傑 林美蓉 張智勇 顏翊嵐 

豐富分組 8 黃昭熙 朱中岳 朱中岳 古鎧榮 謝惠玲 謝惠玲 

豐富分組 9 陳可傑 陳可傑 黎俊基 黃俊嘉 梁伶羽 梁伶羽 

豐富分組 10 李家毓 王雅玲 何函霓 林筠棋 王心玲 周凌漢 

班班班班       
       
       
       

會會會會    

正正正正    

常常常常    

上上上上    

課課課課    

注意事項： 

一、監考表發出後，課表仍有可能調動，請以即時課表為準請以即時課表為準請以即時課表為準請以即時課表為準。 

二、請提醒同學，劃卡應以分組號碼劃卡分組號碼劃卡分組號碼劃卡分組號碼劃卡。。。。 

    不得提早交卷不得提早交卷不得提早交卷不得提早交卷，請要求試卷寫完的同學，安靜在座位檢查試卷，於下課鐘響時再統一收卷。 

三、安排在自習課時段的老師注意班級秩序，要求學生不得隨意走動或在教室外逗留。 

四、有網底者為自習或正常上課，請各位任課老師按正常作息鐘聲上下課。 

五、試卷的領取及繳交領取及繳交領取及繳交領取及繳交都在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                                        

教務處啟 1080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