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疫發燒檢測站班表（109/03/16‐20） 

 
註一：明誠南側校門由學務長擔任指揮、南校門由總教官擔任指揮。 

註二：學系人力部分，每時段 1.5 小時，排班細節由各系自行安排，如果臨時有事不能前往，請通知學務長支援組處理。 

註三：個點需支援的情況，由學務長統一調度。 

註四：行政人  員於非上班時間，如 8 點前或 17 點後，加班累計 3 小時可補休半天。值 7 點半至 9 點或 17 點至 18 點，皆算加班 1 小時； 

            值 18 點至 19 點半，算加班 1.5 小時；教師值班可於評鑑項目計分。 

註五：本班表，排班得視情況調整。 

註六  ：19:30  後由校門口值班警衛負責，並由綜合業務組指派一人到西校門支援。 

週次

地點 明誠南側 南校門 支援組 明誠南側 南校門 支援組 明誠南側 南校門 支援組 明誠南側 南校門 支援組 明誠南側 南校門 支援組

(諮輔) (國際) (學務) (教務) (諮輔) (學務) (總務) (教務) (學務) (總務)2 (諮輔) (學務) (國際) (秘書室) (學務)

鍾詩涵 謝麗娜 徐銓(明) 丁玉珍 洪巧儒 邵雅芬(明) 陳智忠 呂威萱 郭柏宏(明) 葉炫顯 廖晉逸 彭淑珍(明) 蘇怡菁 劉櫂旋 汪匯濱(明)

簡英弘 (會計) 彭淑珍(南) (研發) 曾詩穎 游俊君(南) 黃淑評 (研發) 林書琦(南) 黃于珊 張育嘉 向武雄(南) (會計) 徐  銓(南)

陳春緣 黃珮淇 吳津貞 陳春緣

(資訊中心) (行流) (學務) (工設) (體育室) (企管) (國際) (財金) (財法) (多遊)

劉怡青  林燕姬 王喬宜 羅興煥 張淑玲 王姿文 吳岩玳 洪碧芳 翁逸群 鄭瓊芬

陳鈺欣 (體育室) 產合 (國貿) (會計) (財金) (體育室) (資科)

郭芳琪 李詩慧 翁正忞 陳雅琪 張簡永章 馬君萍 駱錥錂

(資訊中心) (行流) 產合 (國貿) (會計) (企管) (體育室) (資科) (財法) (多遊)

張群芳 郭香君 李詩慧 翁正忞 林紓卉 何舒毅 馬君萍 黃國峯 翁逸群 陳士傑

(總務) (學務) (圖書館) (教務) (教務) (總務) (人事) (教務) (教務) (諮輔)

賴崇仁 陳培芬 張國煥 李雅琴 黃惠青 王彥婷 廖于菁 丁玉珍 蓓真 李欣亭

（中午班） 齊  芹 楊惠雯 洪鈺茹 陳慧雯 洪巧儒

(創設) (英語) (學務) (資科) (工設) (學務) (多遊) (觀餐院) (學務) (通識) (旅展) (學務) (資科) (餐管) (學務)

趙子芳 歐汝君 機動 秦慧馨 鄭淳詩 機動 施竣彥 張也青 機動 杜惠英 王衛平 機動 楊粒平 陳小倩 機動

(創設) (英語) (學務) (資科) (工設) (學務) (多遊) (觀光) (學務) (通識) (旅展) (學務) (工設) (餐管) (學務)

李世珍 洪麗洋 機動 高吉隆 林育材 機動 楊光超 鄭惠月 機動 邱美華 王衛平 機動 謝菁樺
印相

廖妙凰
機動

(英語) (行流) (學務) ( 餐管) (國貿) (學務) (觀餐院) (企管) (學務) (旅展) (財金) (學務) (創設) (財法) (學務)

洪媖媖 謝素琴 機動 劉興倫 劉淑琴 機動 李珮甄 王以莊 機動 龍淑真 鍾緯世 機動 郭明浩 林孟秋 機動

(英語) (行流) (學務) ( 餐管) (國貿) (學務) (觀餐院) (企管) (學務) (旅展) (財金) (學務) (創設) (財法) (學務)

安德魯 曾祥琳 機動 晏啟華 劉淑琴 機動 李珮甄 李淑芳 機動 龍淑真 鍾緯世 機動 王翠蘭 林孟秋 機動

陳昭寧 盧錦同 (總務) 陳昭寧 盧錦同 (總務) 陳昭寧 盧錦同 (總務) 陳昭寧 盧錦同 (總務) 陳昭寧 盧錦同 (總務)

古銘修 姚治國 賴崇仁 古銘修 姚治國 賴崇仁 古銘修 姚治國 賴崇仁 古銘修 姚治國 賴崇仁 古銘修 姚治國 賴崇仁

03/16週一 03/17週二 03/18週三 03/19週四 03/20週五

9:00‐10:30
(學務)

機動

(學務)

機動

(學務)

機動

(學務)

機動

7:30‐9:00

(學務)

機動

10:30‐12:00 (學務)

機動

(學務)

機動

12:00‐13:30

(學務)

機動

(學務)

機動

(學務)

機動

12:30‐13:30

13:30‐15:00

15:00‐16:30

16:30‐18:00

18:00‐1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