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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01 資三甲讀書會 黃淑珠 蔡○珊 資三甲

2 A02 資三乙讀書會 王裕慧 釋○聞 資三乙

3 A03 會三甲讀書會 林玥彣 潘○如 會三甲

4 A04 會三乙讀書會 楊淑玲 陳○靜 會三乙

5 A05 商三甲讀書會 高于晴 陳○安 商三甲

6 A06 商三乙讀書會 趙子慧 廖○暉 商三乙

7 A07 園三甲讀書會 黃依苓 華○妤 園三甲

8 A08 園三乙讀書會 林仁守 曾○銘 園三乙

9 A09 餐三甲讀書會 劉碧珠 葉○福 餐三甲

10 A10 餐三乙讀書會 盧玲文 曾○媖 餐三乙

11 A11 訊三甲讀書會 朱浚毅 廖○詔 訊三甲

12 A12 訊三乙讀書會 徐文賢 陳○雨 訊三乙

13 A13 電三甲讀書會 高鈺彥 陳○平 電三甲

14 A14 電三乙讀書會 朱熙平 楊○賢 電三乙

15 A15 控三甲讀書會 謝振溢 莊○煜 控三甲

16 A16 控三乙讀書會 徐志明 黃○柏 控三乙

17 A17 機三甲讀書會 李碧玉 葉○昇 機三甲

18 A18 機三乙讀書會 簡永平 馬○廷 機三乙

19 A19 普三甲讀書會 鄭湧叡 許○芸 普三甲

20 A20 普三乙讀書會 鄭俊勇 陳○憶 普三乙

21 A21 普三丙讀書會 李偉頌 呂○綺 普三丙

22 A22 普三丁讀書會 李佳穎 王○傑 普三丁

23 B01 ◎ACG研究社 *劉沈柔 周○彥 訊二甲

24 B02 ◎演辯社 *周建誠 黃○忻 會二甲

25 B03 ◎標準調酒社 *黃心琳 盧○廷 進餐二乙

26 B04 創意思維社 許詩涵 王○康 電二甲

27 B05 餐‧酒研究社 夏文媛 葉○伶 餐二甲

28 B06 餐飲服務社 高淑品 盧○逸 餐二乙

29 B07 ◎型男研究社 *陳靖維 李○峻 普二丙

30 B08 ◎花藝社 *林連素珍 王○維 園二甲

31 B09 大眾傳播社 鄭煒儒 黃○淇 普二甲

32 B10 美食研究社 林友良 簡○玲 餐二甲

33 B11 ◎攝影社 *林榮錄 林○輯 訊二乙

34 C01 ◎行義蘭姐童軍團 *吳興財 黃○成 園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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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團本部(行大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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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C02 ◎康輔社 *方昭雅 郭○延 會二乙

36 C03 運動服務隊 郭乾佑 賴○旭 園二甲

37 C04 春暉社 李中仁 林○豪 機二甲

38 C05 ◎軍研社 *陳怡安
操場跑道外

場地
訊二甲教室 李○頡 訊二乙

39 D01 管樂隊 曾文智 林○瓏 普二丁

40 D02 時尚藝術社 黃美瑾 王○莘 園二乙

41 D03 韓研社 劉思妤 陳○欣 資二乙

42 D04 ◎熱門舞蹈研習社 *施俊言 何○薰 普二丙
43 D05 ◎LOCKING *吳宣和 葉○溱 資二乙
44 D06 ◎BREAKING *陳溢恩 林○權 園二乙

45 D07 ◎搖滾音樂研習社 *王苡丞 黃○運 普二甲

46 D08 ◎吉他社 *陳麒文 張○哲 普二丁

47 D09 K歌社 楊雙斌 林○宇 商二乙

48 D10 ◎音樂創作社 *潘亭安 陳○君 普二甲

49 D11 拼貼藝術社 林麗娟 陳○妤 綜一甲

50 D12 生活創造社 林勤嬌 李○賢 綜一乙

51 D13 綜職科二年級 洪瑜鴻 沈○安 綜二丙

52 D14 特奧培訓社 王聖雄 鄭○楊 綜三甲

53 D15 電影賞析社 莊淑婉 楊○丞 綜三甲

54 D16 樂活研究社 王秀卿 闕○忻 綜三乙

55 E01 羽球社 黃敬堯 顧○翔 訊二乙

56 E02 ◎桌球社 *石麗香 林○恩 普二乙

57 E03 ◎棒球社 *李銘揚 操場東側 普二乙教室 盧○翔 普二乙

58 E04 游泳社 洪佳煥 林○辰 電二甲

59 E05 籃球社 陳暄喻 籃球場東半 控二乙教室 李○陽 控二甲

60 E06 ◎藤球社 *詹宇峰 溜冰場 商二乙教室 吳○杰 商二乙

61 E07 排球社 張治傑 籃球場西半 控二甲教室 黃○凱 控二甲

62 E08 體適能社 簡廷宇 張○賢 普二乙

63 E09 ◎足球社 *王弘斌 操場西側 普二甲教室 鄭○芳 普二丙

64 G01 愛書人社 藍慶尉 劉○雨 控二甲

圖書館B1

男生宿舍餐廳

園二甲教室

機二甲教室

育璞館1F八角教室

餐旅中心B1

朝陽館2F(男廁方向)

朝陽館2F(女廁方向)
勤學樓1F交誼廳

朝陽館2F

女生宿舍餐廳

圖書館1F自由閱覽室

圖書館3F視聽教室3

綜一甲教室

綜一乙教室

綜二丙教室

宿舍籃球場

綜三乙教室

綜三丙教室

朝陽館1F

育璞館2F桌球室

勤學樓游泳池

育璞館1F體適能健身教室

圖書館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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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G02 ◎香草應用社 *胡再旗 王○婷 餐二乙

66 G03 ◎編織動物社 *翁文良 李○桀 機一乙

67 G05 ◎劇星社 *王靜安 林○庭 資二甲

68 G07 機電整合社 施至舜 李○宇 控二甲

69 G09 ◎日語初級班 謝京子 陳○莛 會一甲

70 G10 ◎日語進階班 廖兆陽 黃○寧 機二甲

71 G11 ◎ANF社 *吳珮瑜 宿舍籃球場 商一乙教室 黃○玄 商一乙

72 H01 學生會 王大任 范姜○妤 餐二甲

73 H02 畢聯會 黃玉菁 江○葦 資三乙

74 H03 衛生糾察服務隊 邱志鴻 田○琳 商二甲

餐飲大樓1F品評室

校刊室

學務處

第五會議室

圖書館3F視聽教室2

資控1F自動控制實習工廠

機子1F國文特別教室

采風2F日語教室

校刊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