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導護老師輪值表 110.8修訂版 

日期 週次 總導護 一號導護 二號導護 三號導護 四號導護 服務隊 

0901-0903 一 陳妍君 社會_鄭淑媛 自然_廖珮妗 語教_簡淑真 音樂_陳珈儀 601 

0906-0910 二 成威寰 六年_李怡蓁 鄭絜方 曾文悅 資訊_吳稚賢 602 

0913-0917 三 謝宛蓁 肋任繆 潛能_曾美淑  二年_陳式瑩 四年_劉文心 603 

0920-0924 四 蔣東廷 陳思穎 林秋韻 王可馨 洪慧玲 604 

0927-1001 五 陳采妍 許鋕誠 徐小茹 蘇惠伶 吳旻燕 605 

1004-1008 六 張婉容 王膺銘 蘇芷儀 張文亞 林志賢 606 

1011-1015 七 黃心吟 高文妏 蔡孟汝 吳芝環 許皓亭 607 

1018-1022 八 陳國裕 本土_林素鄉 胡菀庭 鐘毓芬 專輔_林詩婷 601 

1025-1029 九 胡東寶 一年_劉一君 三年_吳芷芳 五年_許瑤璋 潛能_曾美淑  602 

1101-1105 十 陳怡琳 張亞男 梁宇傑 葉博仁 林秋韻 603 

1108-1112 十一 李怡蓉 陳秋霞 丁俊佑 張丹寧 徐小茹 604 

1115-1119 十二 何秉慧 許智涵 黃玉惠 臧長玲 蘇芷儀 605 

1122-1126 十三 戴煖妮 張燕禎 賴雅馨 孫宛慈 蔡孟汝 606 

1129-1203 十四 廖翊智 許詔容 李宜蓁 吳渝萍 胡菀庭 607 

1206-1210 十五 李嘉凌 四年_劉文心 音樂_陳珈儀 陳筱薇 資訊_吳稚賢 601 

1213-1217 十六 王淑芳 洪慧玲 本土_林素鄉 六年_李怡蓁 自然_廖珮妗 602 

1220-1224 十七 蘇曼甄 吳旻燕 資優_游健弘 肋任繆 英語_王藝霖 603 

1227-1231 十八 池惠琳 林志賢 謝亞庭 陳思穎 楊敏治 604 

0103-0107 十九 郭麗如 許皓亭 吳佑晨 許鋕誠 鄭伃婷 605 

0110-0114 二十 莊易達 自然_廖珮妗 許沛婷 王膺銘 林惠苗 606 

0117-0120 休業式 吳章鳳 鄭絜方 蔡忻怡 高文妏 陳吟佩 607 

0211 一 吳章鳳 鄭絜方 蔡忻怡 高文妏 陳吟佩 607 

0214-0218 二 陳國裕 專輔_林詩婷 本土_林素鄉 自然_吳玟萱 語教_曾文悅 601 

0221-0225 三 陳妍君 三年_吳芷芳 六年_李怡蓁 社會_鄭淑媛 二年_陳式瑩 602 

0301-0304 四 成威寰 梁宇傑 肋任繆 一年_劉一君 王可馨 603 

0307-0311 五 何秉慧 丁俊佑 陳思穎 張亞男 蘇惠伶 604 

0314-0318 六 池惠琳 黃玉惠 許鋕誠 陳秋霞 張文亞 605 

0321-0325 七 李怡蓉 賴雅馨 王膺銘 許智涵 吳芝環 606 

0328-0401 八 陳采妍 李宜蓁 高文妏 張燕禎 鐘毓芬 607 

0404-0408 九 蔣東廷 五年_許瑤璋 英語_王藝霖 許詔容 四年_劉文心 601(501) 

0411-0415 十 黃心吟 葉博仁 楊敏治 潛能_曾美淑  洪慧玲 602(502) 

0418-0422 十一 張婉容 張丹寧 林惠苗 林秋韻 吳旻燕 603(503) 

0425-0429 十二 陳怡琳 臧長玲 陳吟佩 蔡孟汝 林志賢 604(504) 

0502-0506 十三 蘇曼甄 孫宛慈 鄭伃婷 徐小茹 許皓亭 605(505) 

0509-0513 十四 王淑芳 吳渝萍 一年_劉一君 蘇芷儀 專輔_林詩婷 606(506) 

0516-0520 十五 李嘉凌 陳筱薇 張亞男 胡菀庭 五年_許瑤璋 607(507) 

0523-0527 十六 廖翊智 二年_陳式瑩 陳秋霞 語教_簡淑真 葉博仁 502 

0530-0603 十七 胡東寶 王可馨 許智涵 資優_游健弘 張丹寧 503 

0606-0610 十八 戴煖妮 蘇惠伶 張燕禎 謝亞庭 臧長玲 504 

0613-0617 十九 吳玟萱 張文亞 許詔容 吳佑晨 孫宛慈 505 

0620-0624 二十 謝宛蓁 吳芝環 吳稚賢 許沛婷 吳渝萍 506 

0627-0630 休業式 莊易達 鐘毓芬 語教_簡淑真 蔡忻怡 陳筱薇 507 

公假及懷孕後備導護 1. 吳玟萱(總 5) 2.吳章鳳(總 4) 3. 楊敏治(5) 4.林惠苗(5) 5. 王藝霖(5) 6. 鄭伃婷(5) 

  7. 陳吟佩(5) 8.游健弘(5) 9. 蔡忻怡(5) 10.許沛婷(5) 11. 謝亞庭(5) 12.吳佑晨(5) 

 13.曾文悅(5) 14.簡淑真(3) 15.鄭淑媛(2) 16.廖珮妗(2)   

一、在導護輪值時因公假而需「後備導護」協助時，生教組會依「後備導護」編號排序請「後備導護」協助。 

二、後備導護人員輪值完畢，若仍有後備導護需求者，採抽籤方式輪值。 

三、每週五早上第二大節下課進行導護交接會議。                  五、擔任上學期最後一週導護須擔任下學期第一週導護(剛好為完整一週時間)。 

四、如須調動，私下調整後，請務必告知生教組，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