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級畢業典禮各畢業班教室分配一覽表

系所 部門 班級簡稱 導師 樓別 教室編號

消防系(所) 日間部 四技消防四A 張正瑜 花明樓 TA503

消防系(所) 日間部 四技消防四B 周澤亨 花明樓 TA505

消防系(所) 日間部 四技消防四C 麥守義 花明樓 TA609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安管四A 吳震能 花明樓 TA710

電機工程系 日間部 四技電機四A 吳文誌 花明樓 TA701

電機工程系 日間部 四技電機四B 林永欽 花明樓 TA713

機械工程系 日間部 四技機械四A 朱俊儀 花明樓 TB001-1

機械工程系 日間部 四技機械四B 吳溪釧 花明樓 TA507

應用數位媒體系(所) 日間部 四技應媒四A 許榮望 生有樓 SB312

應用數位媒體系(所) 日間部 四技應媒四B 許榮望 生有樓 SB313

應用數位媒體系(所) 日間部 四技應媒四C 許榮望 生有樓 SB31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行流四A 白純菁 文鴻樓 A317

資訊工程系 日間部 四技資工四A 葉建廷 花明樓 TB304

應用遊戲科技系 日間部 四技應遊四A 黃仁芬 花明樓 TA615

觀光休閒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觀管四A 洪飛恭 文鴻樓 A513

觀光休閒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觀管四B 蔡慧芳 文鴻樓 A511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休閒四A 卓世鏞 生有樓 SA101

餐旅管理系(所) 日間部 四技餐管四A 張凱雯 花明樓 TA810

餐旅管理系(所) 日間部 四技餐管四B 羅德維 花明樓 TA809

餐旅管理系(所) 日間部 四技餐管四C 陸惠玲 花明樓 TA808

應用日語系 日間部 四技應日四A 林由紀惠 國棟樓 B101

美髮美容造型設計系 日間部 四技造型四A 葉鎧瑜 國棟樓 BB06

幼兒保育系 日間部 四技幼保四A 賴媛姬 國棟樓 B306

長期照護系 日間部 四技長照四A 林家惠 花明樓 TA502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 日間部 光研二A 徐煒峻 花明樓 TA611

消防系(所) 日間部 消防研二A 陳耀漢 花明樓 SA405

應用數位媒體系(所) 日間部 應媒研二A 洪萬富 生有樓 SB415

餐旅管理系(所) 日間部 餐管研二A 羅德維 花明樓 TA909

機械工程系 進修部 四技機械四A 楊淵成 花明樓 TA510

電機工程系 進修部 四技電機四A 林永堅 花明樓 TB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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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部門 班級簡稱 導師 樓別 教室編號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進修部 四技行流四A 李懷義 文鴻樓 A313

消防系(所) 進修部 四技消防四A 陳永泰 花明樓 TA709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進修部 四技休閒四A 趙國斌 旭光中心 U109

餐旅管理系(所) 進修部 四技餐管四A 陳明良 花明樓 TA909

觀光休閒管理系 進修部 四技觀管四A 許翠珠 文鴻樓 A512

消防系(所) 進修學院 進技消防二Ａ 麥守義 花明樓 TA608

電機工程系 進修學院 進技電機二Ａ 王顯華 花明樓 TA711

機械工程系 進修學院 進技機械二Ａ 曾薇蓉 花明樓 TA50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進修學院 進技行流二A 黃隆建 文鴻樓 A314

餐旅管理系(所) 進修學院 進技餐管二A 曾薇蓉 花明樓 TA909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進修學院 進技休閒二Ａ 肖咏梅 旭光中心 U107

美髮美容造型設計系 進修學院 進技造型二A 卓聖水 國棟樓 BB05

幼兒保育系 進修學院 進技幼保二Ａ 陳玉芳 國棟樓 B401

幼兒保育系 進修學院 進技幼保二B 鄭美華 國棟樓 B503

長期照護系 進修學院 進技長照二A 林健男 花明樓 TA501

電機工程系 進修專校 進專電機二Ａ 林永欽 花明樓 TA715

機械工程系 進修專校 進專機械二Ａ 戴子淳 花明樓 TB103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進修專校 進專休閒二Ａ 蔡守浦 旭光中心 U001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進修專校 進專休閒二B 趙國斌 旭光中心 U105

幼兒保育系 進修專校 進專幼保二Ａ 鄭美華 國棟樓 B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