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考試臺北二考區 監試人員名單 

一、本名單係依姓氏筆劃排序，如有錯漏字請告知，俾便聘函製作。 

二、經聘定擔任監試者，請依規定配合作業，並遵循聘函所載報到時間，憑身分證件及聘

函至各分區試務辦公室辦理報到及參加試務講習，監試試場分配於報到當日公告。 

三、如因故無法監試，務請聯絡總務幹事(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林韋伶小姐，分機 1894)，

並繳回聘函及手冊辦理退聘手續，切勿自請代理人或私自更換監試試場。 

四、本次考試性質特殊，接獲本次考試監試聘書時，敬請依聘函說明進入【監試體驗網】

先行熟悉監試工作內容。 

五、參與本次監試工作者如未具公保身分，另應辦理加勞保事宜，考試第一日請繳交勞保

自付額 17 元。 

編號 分區學校 單位 姓名 

1 (一)師大附中 總務處事務組 于曉樺 

2 (一)師大附中 華語文教學系 王雪妮 

3 (一)師大附中 僑生先修部教務組 王翠賢 

4 (一)師大附中 華語文教學系 王慧娟 

5 (一)師大附中 主計室 王燕娟 

6 (一)師大附中 理學院 王儷涵 

7 (一)師大附中 理學院環境教育研究所 何京蕙 

8 (一)師大附中 生命科學系 李友信 

9 (一)師大附中 理學院數學系 李君柔 

10 (一)師大附中 物理學系 李明芳 

11 (一)師大附中 總務處林口校區總務組 李星儀 

12 (一)師大附中 總務處事務組 沈怡君 

13 (一)師大附中 東亞學系 林昌平 

14 (一)師大附中 圖書館數位資訊組 林芳伶 

15 (一)師大附中 總務處營繕組 林奕呈 

16 (一)師大附中 資訊中心 林思伃 

17 (一)師大附中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林倩綾 

18 (一)師大附中 工業教育學系 林書鍰 

19 (一)師大附中 表演藝術研究所 林筱雯 

20 (一)師大附中 國語中心 林聖雄 

21 (一)師大附中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邱政勛 

22 (一)師大附中 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 胡哲瑋 

23 (一)師大附中 主計室 胡凱勝 

24 (一)師大附中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范道明 

25 (一)師大附中 總務處事務組 孫久智 

26 (一)師大附中 英語學系 孫卉喬 

27 (一)師大附中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法語教學中心 孫裔淑 

28 (一)師大附中 物理學系 徐國明 



編號 分區學校 單位 姓名 

29 (一)師大附中 華語文教學系 張安琪 

30 (一)師大附中 設計學系 張雅媜 

31 (一)師大附中 主計室 張夢麟 

32 (一)師大附中 化學系 張靜芬 

33 (一)師大附中 圖書館推廣諮詢組 莊雯涵 

34 (一)師大附中 音樂學系 許育禎 

35 (一)師大附中 國際事務處 許慈芳 

36 (一)師大附中 僑生先修部 郭怡君 

37 (一)師大附中 總務處事務組 郭寶華 

38 (一)師大附中 國際事務處/教育學院 陳又禎 

39 (一)師大附中 人事室第三組 陳月鈴 

40 (一)師大附中 國際事務處 陳怡君 

41 (一)師大附中 理學院物理學系 陳俊明 

42 (一)師大附中 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 陳奕蓉 

43 (一)師大附中 公館學務組 陳畇蓁 

44 (一)師大附中 海洋環境科技研究所 陳雅玲 

45 (一)師大附中 國語教學中心 陳慧瑛 

46 (一)師大附中 光電工程研究所 陳麗安 

47 (一)師大附中 美術學系 曾斐莉 

48 (一)師大附中 僑生先修部 湯柔琦 

49 (一)師大附中 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黃玫瑄 

50 (一)師大附中 生科系 黃崇紋 

51 (一)師大附中 公館校區總務組 楊邦輝 

52 (一)師大附中 國語教學中心 萬欣昀 

53 (一)師大附中 理學院 葉芳君 

54 (一)師大附中 文學院翻譯研究所 熊子誼 

55 (一)師大附中 學生事務處處本部 熊顥芳 

56 (一)師大附中 總務處宿舍管理中心 翟美麗 

57 (一)師大附中 教育學系 齊淑芬 

58 (一)師大附中 藝術學院 劉岳靈 

59 (一)師大附中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劉玫君 

60 (一)師大附中 進修推廣學院 劉偉杰 

61 (一)師大附中 地球科學系 劉曉珮 

62 (一)師大附中 僑生先修部僑教推廣暨校友服務組 蔡佳因 

63 (一)師大附中 學務處專責導師室 蔡婉婷 

64 (一)師大附中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鄭欽汶 

65 (一)師大附中 人事室 賴霈瑜 

66 (一)師大附中 主計室 鍾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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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一)師大附中 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 鍾芷品 

68 (一)師大附中 國際事務處開發組 鍾繼錚 

69 (一)師大附中 總務處事務組 藍墀 

70 (一)師大附中 圖書館出版中心 蘇育萱 

71 (二)華江高中 主計室 王咨懿 

72 (二)華江高中 國語教學中心 王姿君 

73 (二)華江高中 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 王莛瑜 

74 (二)華江高中 主計室 王善珠 

75 (二)華江高中 英語學系 王慕涵 

76 (二)華江高中 總務處林口總務組 白凱中 

77 (二)華江高中 總務處學生宿舍管理中心 白濟群 

78 (二)華江高中 特殊教育中心 江政軒 

79 (二)華江高中 總務處採購組 何桂華 

80 (二)華江高中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何瑞雪 

81 (二)華江高中 圖書館 余秋芸 

82 (二)華江高中 主計室 吳于君 

83 (二)華江高中 圖書館數位資訊組 吳怡青 

84 (二)華江高中 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吳玟葶 

85 (二)華江高中 科學教育研究所 巫欣穎 

86 (二)華江高中 科學教育中心 李壹維 

87 (二)華江高中 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周紘正 

88 (二)華江高中 學務處專責導師室 於仁鋒 

89 (二)華江高中 美術館籌備處 林佩君 

90 (二)華江高中 國際事務處學術合作組 林禹致 

91 (二)華江高中 生命科學專業學院 林美美 

92 (二)華江高中 國語教學中心 林家彤 

93 (二)華江高中 教育系教育專業發展中心 林容萱 

94 (二)華江高中 工業教育學系 林意珊 

95 (二)華江高中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林筱芸 

96 (二)華江高中 研究發展處研究推動組 林詩涵 

97 (二)華江高中 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 林鈺婷 

98 (二)華江高中 藝術學院 林靈穎 

99 (二)華江高中 進修推廣學院 邱律婷 

100 (二)華江高中 圖書館出版中心 金佳儀 

101 (二)華江高中 國際事務處 施如樺 

102 (二)華江高中 研究發展處 柯詠馨 

103 (二)華江高中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胡雅涵 

104 (二)華江高中 圖書館典藏閱覽組 范芯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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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二)華江高中 國語教學中心行政企劃組 徐國欽 

106 (二)華江高中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 徐惠姍 

107 (二)華江高中 物理學系 徐源宏 

108 (二)華江高中 學務處專責導師室 張世茹 

109 (二)華江高中 理學院化學系 張玉文 

110 (二)華江高中 體育學系 張婉瑛 

111 (二)華江高中 總務處學生宿舍管理中心 張嘉玲 

112 (二)華江高中 僑生先修部學務組 曹祥炎 

113 (二)華江高中 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 許美鈞 

114 (二)華江高中 專責導師室 許振銘 

115 (二)華江高中 人事室 許婉鈴 

116 (二)華江高中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許智偉 

117 (二)華江高中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陳中林 

118 (二)華江高中 科學教育研究所 陳佳慧 

119 (二)華江高中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陳蕾玲 

120 (二)華江高中 進修推廣學院測驗培訓組 游淑如 

121 (二)華江高中 學務處專責導師室 黃上睿 

122 (二)華江高中 總務處學生宿舍管理中心 黃承志 

123 (二)華江高中 設計學系文化創藝產學中心 黃淑萍 

124 (二)華江高中 科學教育中心 黃惠珍 

125 (二)華江高中 圖書館推廣諮詢組 黃琬姿 

126 (二)華江高中 特殊教育中心 黃筱君 

127 (二)華江高中 研究發展處 楊芹芳 

128 (二)華江高中 教育學院學習科學 廖珮淇 

129 (二)華江高中 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褚瑄如 

130 (二)華江高中 僑生先修部僑服組 趙紫綺 

131 (二)華江高中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劉永琦 

132 (二)華江高中 學生事務處健康中心 劉瓊雅 

133 (二)華江高中 文學院歷史學系 歐詠芝 

134 (二)華江高中 科學教育中心 鄧弘仁 

135 (二)華江高中 總務處學生宿舍管理中心 鄭佩玲 

136 (二)華江高中 僑先部健康中心 鄭紜合 

137 (二)華江高中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蕭珮萱 

138 (二)華江高中 總務處營繕組 謝章智 

139 (二)華江高中 體育室體適能中心 簡以晴 

140 (二)華江高中 圖書館公館分館 羅惠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