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雙龍國小 106學年度上學期導護老師輪值表 

週別 日 期 總導護 導護 A 導護 B 導護 C 支援導護 愛校服務隊 

1 08/30-09/01 鄭紹祥 劉錦昌(低) 張季容(中) 孫曉雯(高) 邱伂帆 603 

2 09/4-09/08 戴勝謙 黃巧茹(低) 吳文文(中) 張錦德(高) 李佩紋 604 

3 09/11-09/15 白穆君 賴韻竹 張德瑞 秦鄂蘭 陳韻茹 605 

4 09/18-09/22 古重仁 曾維芬 涂欽文 黃崇政 李麗霞 606 

5 09/25-09/29 馮婉珍 蕭欽文 徐鈺雯 楊筑卉 王麗瑾 601 

6 10/02-10/06 林聖坤 黃淑芬 范玉蘭 石秀櫻 邱伂帆 602 

7 10/09-10/13 蔡碧珊 金美秀 陳浩雲 鄭雅文 李佩紋 603 

8 10/16-10/20 姜俊宇 蔡佳婷 林祝華 徐保嘉 陳韻茹 604 

9 10/23-10/27 王惠貞 羅世珍 柯玉蟬 張文蓓 李麗霞 605 

10 10/30-11/03 宋青蓉 游妍瑾 張乃心 李曉雯 王麗瑾 606 

11 11/06-11/10 陳俊傑 廖佩瑜 程安頤 魏苗樺 邱伂帆 601 

12 11/13-11/17 林憲霸 陳僾嘉 林如玉 蘇盈如 李佩紋 602 

13 11/20-11/24 粘淑婉 林坤英 張秀美 謝采綺 陳韻茹 603 

14 11/27-12/01 林宜諠 錢昭文 王貞尹 翁精敏 李麗霞 604 

15 12/04-12/08 鄭紹祥 孫曉雯(高) 劉錦昌(低) 張季容(中) 王麗瑾 605 

16 12/11-12/15 戴勝謙 張錦德(高) 黃巧茹(低) 吳文文(中) 邱伂帆 606 

17 12/18-12/22 白穆君 秦鄂蘭 賴韻竹 張德瑞 李佩紋 601 

18 12/25-12/29 古重仁 黃崇政 曾維芬 涂欽文 陳韻茹 602 

19 01/01-01/05 馮婉珍 楊筑卉 蕭欽文 徐鈺雯 李麗霞 603 

20 01/08-01/12 林聖坤 石秀櫻 黃淑芬 范玉蘭 王麗瑾 604 

21 01/15-01/19 蔡碧珊 鄭雅文 金美秀 陳浩雲 邱伂帆 605 

雙龍國小 106學年度下學期導護老師輪值表 
週別 日 期 總導護 導護 A 導護 B 導護 C 支援導護 愛校服務隊 

1 01/22-01/24 姜俊宇 徐保嘉 蔡佳婷 林祝華 李佩紋 506 

2 02/19-02/23 王惠貞 張文蓓 羅世珍 柯玉蟬 陳韻茹 501 

3 02/26-03/02 宋青蓉 李曉雯 游妍瑾 張乃心 李麗霞 502 

4 03/05-03/09 陳俊傑 魏苗樺 廖佩瑜 程安頤 王麗瑾 503 

5 03/12-03/16 林憲霸 蘇盈如 陳僾嘉 林如玉 邱伂帆 504 

6 03/19-03/23 粘淑婉 謝采綺 林坤英 張秀美 李佩紋 505 

7 03/26-03/30 林宜諠 翁精敏 錢昭文 王貞尹 陳韻茹 506 

8 04/02-04/06 鄭紹祥 張季容(中) 孫曉雯(高) 劉錦昌(低) 李麗霞 501 

9 04/09-04/13 戴勝謙 吳文文(中) 張錦德(高) 黃巧茹(低) 王麗瑾 502 

10 04/16-04/20 白穆君 張德瑞 秦鄂蘭 賴韻竹 邱伂帆 503 

11 04/23-04/27 古重仁 涂欽文 黃崇政 曾維芬 李佩紋 504 

12 04/30-05/04 馮婉珍 徐鈺雯 楊筑卉 蕭欽文 陳韻茹 505 

13 05/07-05/11 林聖坤 范玉蘭 石秀櫻 黃淑芬 李麗霞 506 

14 05/14-05/18 蔡碧珊 陳浩雲 鄭雅文 金美秀 王麗瑾 501 

15 05/21-05/25 姜俊宇 林祝華 徐保嘉 蔡佳婷 邱伂帆 502 

16 05/28-06/01 王惠貞 柯玉蟬 張文蓓 羅世珍 李佩紋 503 

17 06/04-06/08 宋青蓉 張乃心 李曉雯 游妍瑾 陳韻茹 504 

18 06/11-06/15 陳俊傑 程安頤 魏苗樺 廖佩瑜 李麗霞 505 

19 06/18-06/22 林憲霸 林如玉 蘇盈如 陳僾嘉 王麗瑾 506 

20 06/25-06/29 粘淑婉 張秀美 謝采綺 林坤英 邱伂帆 501 



 

◎導護注意事項及工作職責： 

一、當週值勤導護請務必準時出勤，以確實維護學生上下學安全。 

二、若遇有急事可採交換組別、情商或自費方式請同年段老師代理【並請先行告知生教組長】，如有

突發事件者，請務必先以電話通知總導護或生教組，以免損及學生權益，訓導處感謝您的辛苦付

出！！ 

三、老師導護交接在每星期五放學時交接，學生愛校服務隊每星期五中午交接！ 

總導護： 

◎上學、放學時間：早上 7：10將一樓各班教室及鐵捲門開啟；放學時間於安親班等候區值勤 

◎其他：每節下課安排時間到校園巡視；午休到各班巡視；四點下班前巡視校園；寫導護日誌；主持學生朝會；教師夕會

報告。 

交通導護 A： 

◎上學時，請站在靠近龍城社區路口之斑馬線，引導學生過馬路（請拿小旗）；放學時，請站在安親班車道出口。 

◎其他：優質家族競賽評分（每週評分低年級）；隨時巡視校園，維護學生秩序與安全；督導整潔活動及處理偶發事件。 

◎值勤時間為：1.上學：週一至週五的 7：20~7：50 2.放學：星期三中午 12：30—12：50，星期二下午 15：35~15：50 

交通導護 B： 

◎上學及放學時，請站在靠近警衛室前之斑馬線，引導學生過馬路（請拿小旗） 

◎其他：優質家族競賽評分（每週評分中年級）；隨時巡視校園，維護學生秩序與安全；督導整潔活動及處理偶發事件。 

◎值勤時間為：1.上學：週一至週五的 7：20~7：50 2.放學：星期三中午 12：35—12：50，星期二下午 15：35~15：50 

交通導護 C： 

◎上學時，協助總導護巡視校園；放學時，協助總導護安親班放學；或機動支援學生上下學相關事務(含支援交通執勤)。 

◎其他：優質家族競賽評分（每週評分高年級）；隨時巡視校園，維護學生秩序與安全；督導整潔活動及處理偶發事件： 

◎值勤時間為：1.上學：週一至週五的 7：20~7：50 2.放學：星期三中午 12：35—12：50，星期二下午 15：35~15：50 

支援導護人員： 

◎放學時協助導護放學 

◎其他：隨時巡視校園，維護學生秩序與安全；督導整潔活動及處理偶發事件。 

◎值勤時間為：放學：星期一、四中午 12：35—12：50，星期五下午 15：35~15：50 

機動人員：蘇雅靜 

四、其他放學時段導護位置 

導護人員 星期一 星期四 星期五 值勤位置 

低年級導護 12：35 12：35 12：35 交通導護 B 

中年級導護 15：35 15：35 12：35 安親班車道出口 

高年級導護 15：35 15：35 15：35 交通導護 B 

 
五、各年級放學時間 

年級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一年級 
12：35 

15：35 12：35 

12：35 

12：35 
二年級 

三年級 

15：35 15：35 
四年級 

五年級 
15：35 

六年級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