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共 3 頁

節  次

科  目

時  間

國三1 陳婉華 (跑) 陳婉華 (跑) 孫淑芳 廖品婷 廖品婷 廖品婷 黃美娟 (跑) 黃美娟 (跑) 黃美娟 陳慧婷 (跑) 孫淑芳

國三2 吳佳蓉 (跑) 吳佳蓉 (跑) 吳佳蓉 林錦霞 林錦霞 林錦霞 范伊和 范伊和 呂郁昇 黃美娟 (跑) 黃美娟

國三3 朱中岳 朱中岳 李旻憓 林佩君 林佩君 林佩君 陳慧婷 (跑) 陳慧婷 (跑) 陳慧婷 陳柔羽 (跑) 陳柔羽

國三4 藍家嘉 藍家嘉 袁彩娥 陳彥君 陳彥君 陳彥君 宿慧娟 宿慧娟 莫影慰 葉瑞蘭 何昱君

國三5 王雅玲 王雅玲 吳翠鴻 蘇毅芳 蘇毅芳 蘇毅芳 蔡爾健 蔡爾健 薛儒修 邱芷薇 鄭憲隆

國三6 留峻偉 留峻偉 楊佳真 林宜君 林宜君 林宜君 黃繼瑩 (跑) 黃繼瑩 (跑) 蔡佳蓉 莫影慰 吳嘉專

國三7 張珮棋 張珮棋 董伊凌 陳妙慈 陳妙慈 陳妙慈 紀冠亨 (跑) 紀冠亨 (跑) 紀冠亨 施峰熙 許書慈

國三8 蔡明恆 蔡明恆 吳宣萱 黃杏芝 (跑) 黃杏芝 (跑) 黃杏芝 賴尚宏 賴尚宏 賴尚宏 朱中岳 丁鋐鎰

國三9 黃杏芝 黃杏芝 李柏毅 陳柔羽 陳柔羽 陳姝娟 丁鋐鎰 丁鋐鎰 丁鋐鎰 莊淑惠 (跑) 劉昌龍

國三10 許智淵 許智淵 林佩君 黃以莉 黃以莉 藍家嘉 陳國鼎 陳國鼎 陳國鼎 李家毓 李家毓

國三11 紀冠亨 紀冠亨 林雅珮 王雅玲 王雅玲 李家毓 楊佳真 楊佳真 王聖豪 林漢民 (跑) 林漢民

國三12 鄭憲隆 鄭憲隆 詹曉存 林建宏 林建宏 郭錦絨 蔡明恆 蔡明恆 莊鄰智 莊鄰智 黃繼瑩

國三13 王志仁 王志仁 王志仁 李柏毅 (跑) 李柏毅 (跑) 程祖怡 陳俊甫 陳俊甫 陳俊甫 張啟田 林錦霞

國三14 丁鋐鎰 丁鋐鎰 丁鋐鎰 許智淵 許智淵 張智勇 董伊凌 董伊凌 許書慈 陳婉華 林宜君

國三15 林佳靜 林佳靜 林佳靜 謝惠玲 謝惠玲 吳翠鴻 劉振輝 (跑) 劉振輝 (跑) 葉瑞蘭 賴慧穗 陳彥君

國三16 鄭旭源 鄭旭源 鄭旭源 宿慧娟 宿慧娟 宿慧娟 許智淵 (跑) 許智淵 (跑) 許智淵 留峻偉 陳妙慈

國三17 陳文典 陳文典 陳文典 黃繼瑩 黃繼瑩 黃繼瑩 賴姿秀 (跑) 賴姿秀 (跑) 賴姿秀 謝玉騰 廖品婷

國三18 江長屹 江長屹 江長屹 蔡佳蓉 蔡佳蓉 范伊和 蔡佳伶 蔡佳伶 程祖怡 李建璋 (跑) 顏卉薰

國三19 李宗語 李宗語 李宗語 李旻憓 李旻憓 劉孟穎 黃杏芝 (跑) 黃杏芝 (跑) 郭錦絨 林建宏 蘇毅芳

國三20 林宗翰 林宗翰 林宗翰 吳嘉專 吳嘉專 吳嘉專 楊素芬 (跑) 楊素芬 (跑) 吳宣萱 張珮棋 姜怡玫

節  次

科  目

時  間

國三1 黃昭熙 黃昭熙 孫淑芳 邱芷薇 (跑)

國三2 林佳靜 林佳靜 蔡爾健 薛儒修

國三3 林宗翰 林宗翰 鄭憲隆 陳慧婷

國三4 林嘉宏 林嘉宏 程祖怡 劉昌龍 (跑)

國三5 王聖豪 王聖豪 邱芷薇 黃以莉 (跑)

國三6 陳文典 陳文典 董伊凌 吳嘉專

國三7 江長屹 江長屹 吳兆斌 楊佳真

國三8 陳姝娟 (跑) 陳姝娟 (跑) 葉珊伶 吳翠鴻 (跑)

國三9 李柏毅 (跑) 李柏毅 (跑) 李柏毅 施峰熙 (跑)

國三10 藍家嘉 藍家嘉 林佩君 黃昭熙

國三11 施峰熙 施峰熙 巫淑環 李家毓

國三12 林建宏 林建宏 詹曉存 郭錦絨

國三13 林錦霞 林錦霞 賴姿秀 張啟田

國三14 林宜君 林宜君 葉瑞蘭 陳婉華

國三15 鄭少菁 鄭少菁 郭錦絨 賴慧穗

國三16 陳妙慈 陳妙慈 楊創任 留峻偉

國三17 廖品婷 廖品婷 陳柔羽 謝玉騰

國三18 顏卉薰 顏卉薰 劉振輝 黃俊銘

國三19 蘇毅芳 蘇毅芳 張純琳 林建宏

國三20 姜怡玫 姜怡玫 黃美娟 黃培碩

教務處1090731

8月4日(星期二)

11:20~11:30
下午
第5~8節

8月5日(星期三)

10:30~11:209:20~10:159:05~9:20

自習

13:25~13:55

三

10:50~11:2010:25~10:40

英語聽力(25分)

8:25~8:55

自習

8:25~8:55

9:05~9:20

一 二

16:20~17:1015:25~16:1514:20~15:1514:05~14:2011:20~12:10

11:30~11:40 11:45~12:10

自然(70分) 英語閱讀(60分) 設備檢測

賴姿秀

呂郁昇

許書慈

莫影慰

黃以莉

5.自習或正常上課時段，任課老師需按正常作息鐘聲上下課(請老師注意班級秩序，要求學生不得隨意走動或在教室外逗留)。

★11:20～12:10監考老師：11:20直接到班上接力監考

  a.於11:30鐘聲完畢收答案卡並確認收齊後請直接留在班上(學生不可離開教室)

  b.11:30～11:40做英聽設備檢測，監考老師可以利用此時先發英語聽力試卷及答案卡

  c.11:45鐘聲完畢立即開始播放英語聽力 ※請告誡學生考試鐘響前，切勿自行翻閱題本封面。

  d.播畢3分鐘後，統一收答案卡，確認數量無誤後，於12:10將英語閱讀+英語聽力答案卡交回教務處。

正常上課

注

意

事

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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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標示(分)為分組上課由課務組安排監考，標示(跑)為避免跑班，同節考試調整在同一班監考。

請老師準時接力監考，以免擔誤下一節上課。監考表發出後，課表仍有可能調動，若有調代課者，請以即時課表為準。

3.第一天「寫作測驗」：考試時間為50分鐘，老師務必準時16:20到班監考(如第七節有課來不及領卷，可提早第六節領卷)。

4.第二天【英文考科】及【英語閱讀】：各自獨立分考閱讀60分鐘，聽力25分鐘

★10:30～11:20 監考老師：須拿英語閱讀和英語聽力2份考卷(10:30～11:30考英語閱讀)

明道中學109學年度【國三學力鑑定】隨堂監考表

一

社會(70分) 自習 數學(80分)

二 三

國文(70分) 自習

四

寫作(50分)自習

9:20~10:15

林建宏

黃培碩

吳嘉專

林漢民

吳翠鴻

施峰熙

黃昭熙

王雅玲

蔡明恆

張啟田

陳婉華

賴慧穗

留峻偉

謝玉騰

黃俊銘



節次

科目

時間

高三1 林仁豪 陳世金 陳昇樺 陳昇樺 陳昇樺 林曉慧 林曉慧 蕭雅文 黃杏芝

高三2 紀丞哲 紀丞哲 賴姿秀 賴姿秀 賴姿秀 李建璋 (跑) 李建璋 林景裕 吳德漢

高三3 黃美娟 (跑) 黃美娟 張維文 張維文 李建璋 陳世金 黎俊基 陳昇樺 陳昇樺

高三4 陳柔羽 楊素芬 林景裕 林景裕 林景裕 施峰熙 (跑) 林雯琪 陳世金 (跑) 陳世金

高三5 蕭雅文 蕭雅文 許義宏 (跑) 許義宏 (跑) 蔡明恆 黃梅惠 黃梅惠 林雯琪 蔡妮妮

高三6 蔡佳伶 陳國鼎 謝玉騰 (跑) 謝玉騰 (跑) 施峰熙 許義宏 許義宏 張維文 張維文

高三7 施峰熙 陳永富 劉昌龍 劉昌龍 蘇育慧 湯士生 湯士生 袁彩娥 (跑) 袁彩娥

高三8 孫永福 孫永福 袁彩娥 袁彩娥 鄭憲隆 孫玲玲 江慶國 張道勳 張道勳

高三9 林曉慧 (跑) 劉昌龍 林廼伶 林廼伶 林廼伶 吳德漢 吳德漢 蘇育慧 蘇育慧

高三10 李勻秋 曾麟傑 姜怡玫 姜怡玫 姜怡玫 王雅俐 王雅俐 王聖豪 (跑) 楊智皓

綜三1 施涵晴 (跑) 施涵晴 施涵晴 施涵晴 林蘭燕 陳柔羽 陳明群 陳明群 徐文濤

綜三2 許哲豪 許哲豪 吳佳蓉 吳佳蓉 吳佳蓉 王妤珊 徐文濤 蔡佳伶 蔡佳伶

綜三3 郭錦絨 郭錦絨 孫永福 孫永福 林漢民 林蘭燕 (跑) 林蘭燕 林芳如 (跑) 林士弘

綜三4 林玠賢 林玠賢 蔡妮妮 蔡妮妮 黎俊基 薛艷秋 江鈺菁 王志仁 吳佳蓉

節次

科目

時間

高三1 蕭雅文 蕭雅文 鍾季錚 (跑) 鍾季錚 (跑) 陳世金 黃杏芝 林仁豪 陳昇樺

高三2 蔡明恆 (跑) 蔡明恆 楊素芬 楊素芬 楊素芬 林景裕 紀丞哲 鄭憲隆

高三3 黃俊銘 (跑) 黎俊基 黎俊基 黎俊基 陳昇樺 蘇育慧 (跑) 蘇育慧 蘇育慧

高三4 鄭雅如 (跑) 許智淵 王妤珊 (跑) 王妤珊 (跑) 林景裕 楊素芬 楊素芬 林芳如

高三5 林廼伶 林廼伶 蔡妮妮 蔡妮妮 黃杏芝 蕭雅文 黃梅惠 蔡妮妮

高三6 張維文 (跑) 張維文 陳國鼎 陳國鼎 蔡佳伶 姜怡玫 姜怡玫 許義宏

高三7 劉昌龍 劉昌龍 陳永富 陳永富 陳永富 林曉慧 (跑) 邱小琪 邱小琪

高三8 孫玲玲 孫玲玲 張道勳 (跑) 張道勳 (跑) 張道勳 林玠賢 (分組) 賴姿秀 (分組) 孫永福

高三9 許義宏 許義宏 吳德漢 吳德漢 劉振輝 黃美娟 劉昌龍 林廼伶

高三10 曾麟傑 王雅俐 姜怡玫 姜怡玫 楊智皓 郭錦絨 (分組) 郭錦絨 (分組) 郭泓伶

綜三1 黃杏芝 黃杏芝 陳柔羽 陳柔羽 陳柔羽 陳明群 施涵晴 林蘭燕

綜三2 蔡佳伶 古鎧榮 許智淵 (跑) 許智淵 (跑) 許智淵 謝玉騰 許哲豪 許哲豪

綜三3 陳世金 (跑) 陳世金 周伯勳 周伯勳 周伯勳 林士弘 江慶國 江慶國

綜三4 吳德漢 (跑) 蔡妮妮 王志仁 王志仁 王志仁 林漢民 薛艷秋 江鈺菁

教務處1090731

社會(110分) 自習

明道中學109學年度【高/綜三】第一次模擬考隨堂監考表
非考試時段，請老師依正常作息時間進班監督自習(例：8:35分考試，8:25老師須進班)

8月4日(星期二)
一 二 三

13:25~14:15

英文(100分) 自習 國文(80分) 自習

14:25~15:20 15:20~16:15 16:25~17:10

8月5日(星期三)
一 二 三

8:35~9:20 9:20~10:15 10:25~10:50 10:50~11:20 11:20~12:10

數學(100分) 自習 國寫(90分) 自習 自然(110分)

14:25~15:2 15:20~16:1 16:25~17:1

正

常

上

課

注

意

事

項

1.模擬考原班監考，請依正常上課時間作息，非監考時間亦請在班督導自習，不可放任班級無任

課老師在班。監考表發出後，課表仍有可能調動，若有調代課者，請以即時課表為準。

2.(跑)為避免跑班，同一節調整在同一班監考；(分)為分組上課由課務組安排監考，請老師特別注

意。請老師準時接力監考，以免擔誤下一節上課。

3.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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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各節考試均不得提早交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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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9:20 9:20~10:15 10:25~10:40 10:40~11:20 11:20~12:1 13:25~14:1



節次

科目

時間

子三1 林阿松 林阿松 孫永福 孫永福

美三1 林以忠 劉美廷 劉振輝 (跑) 劉振輝

美三2 朱筱鳳 朱筱鳳 呂錦梅 呂錦梅

英三1 林廼伶 (分組) 王若齡 (分組) 項世勳 項世勳

訊三1 尤振輝 尤振輝 邱小琪 (跑) 張英輝

訊三2 廖品婷 辜俊彥 許聯國 許聯國

訊三3 林順進 (分組) 林順進 (分組) 李春螢 (分組) 李春螢 (分組)

商三1 魏美惠 魏美惠 黃梅惠 陳惠菁

商三2 張道勳 蔡佩倫 魏美惠 (跑) 林金河

商三3 呂富娜 呂富娜 吳翠鴻 (跑) 吳翠鴻

資三1 廖世恩 章冠萍 章冠萍 黃傑欽

廣三1 吳翠鴻 吳嘉專 韓志玟 韓志玟

廣三2 何宸如 何宸如 何宸如 辜俊彥

餐三1 陳美吟 陳美吟 黃俊銘 (跑) 黃俊銘

餐三2 楊智皓 (跑) 蘇梅春 蘇梅春 蘇梅春

餐三3 蕭達仁 蕭達仁 蕭達仁 蕭達仁

觀三1 鄭雅如 鄭雅如 石家玲 石家玲

節次
科目
時間
子三1 孫永福 林阿松 李春螢 李春螢 黃凱威 黃凱威

美三1 劉美廷 張范良 莊淑惠 莊淑惠 韓志玟 韓志玟

美三2 施正堂 施正堂 何宸如 朱筱鳳 江鈺菁 黃俊銘

英三1 江鈺菁 項世勳 謝翠如 謝翠如 關金圳 關金圳

訊三1 陳士虹 (分組) 陳士虹 (分組) 張英輝 (分組) 張英輝 (分組) 林金河 張英輝

訊三2 袁彩娥 (跑) 袁彩娥 廖品婷 辜俊彥 林澄雄 (分組) 許聯國 (分組)

訊三3 魯青雯 魯青雯 鄭憲隆 (跑) 施炎輝 李春螢 李春螢

商三1 陳惠菁 黃梅惠 黃梅惠 張曉雯 項世勳 項世勳

商三2 林金河 林金河 蔡佩倫 蔡佩倫 廖世恩 廖世恩

商三3 莊淑惠 魏美惠 魏美惠 簡秀雯 魏美惠 魏美惠

資三1 陳惠珍 徐玉如 黃傑欽 黃傑欽 謝國忠 謝國忠

廣三1 呂富娜 呂富娜 施正堂 施正堂 何瑞隆 (分組) 何瑞隆 (分組)

廣三2 林昭君 辜俊彥 朱中岳 (跑) 何瑞隆 莊玉鈴 (分組) 何宸如 (分組)

餐三1 陳俊甫 吳沅修 吳沅修 劉美廷 蘇梅春 蘇梅春

餐三2 關金圳 廖曉菁 李建璋 (跑) 李建璋 林姿宛 林姿宛

餐三3 蕭達仁 蕭達仁 辛靜芬 辛靜芬 張道勳 鍾季錚

觀三1 林蘭燕 (跑) 林蘭燕 黃淑卿 黃淑卿 石家玲 施佩汝

教務處1090731

明道中學109學年度【職三】第一次模擬考隨堂監考表
8月4日(星期二)

上午1~4節

一 二

國文(100分) 專業科目二(100分)

13:35~14:20 14:20~15:15 15:30~16:20

14:20~15:15

16:20~17:10

正常上課

8月5日(星期三)
一 二 三

第7~8節數學(80分) 英文(100分) 專業科目一 (100分)
8:55~9:20 9:20~10:15 10:30~11:20 11:20~12:10 13:35~14:20

正常上課

注

意

事

項

1.模擬考原班監考，依正常上課時間作息，非監考時間請在班督導自習。
2.監考表發出後，課表仍有可能調動，若有調代課者，請以即時課表為準。
3.(跑)為避免跑班，同節調整在同班監考；(分)為分組上課由課務組安排監考，請老師特別注

意。請老師準時接力監考，以免擔誤下一節上課。
4.考試不得提早交卷，寫完的同學需安靜在座位檢查試卷，於下課鐘響時統一收卷。

5.正常上課的節次，請各任課老師按正常作息鐘聲上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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