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學年度畢業班碩(學)士服換裝暨休息教室 

所、系 部門 班級 導師 樓名 教室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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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研專二 A 陳耀漢 花明樓 TA709 

日間部 四技消防四 A 紀人豪 花明樓 TA610 

日間部 四技消防四 B 林政毅 花明樓 TA608 

日間部 四技消防四 C 紀茂傑 花明樓 TA505 

進修部 四技消防四 A 紀茂傑 花明樓 TA503 

進修學院 技消防二 A 麥守義 花明樓 TA707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安管四 A 李文斐 花明樓 TA705 

日間部 四技安管四 B 吳震能 花明樓 TA710 

機械工程系 

日間部 四技機械四 A 朱俊儀 花明樓 TB004-1 

日間部 四技機械四 B 吳溪釧 花明樓 TB202 

進修部 四技機械四 A 楊淵成 花明樓 TB102 

進修學院 技機械二 A 何榮松 花明樓 TB109 

電機工程系 

日間部 四技電機四 A 陳清華 花明樓 TA715 

日間部 四技電機四 B 王顯華 花明樓 TA713 

日間部 四技雙軌電機四 A 陳聰敏 花明樓 TB704 

進修部 四技電機四 A 張宗福 花明樓 TA711 

進修學院 技電機二 A 陳聰敏 花明樓 TB705 

應用數位媒體系(所) 

日間部 應媒研專二 A 何漢彰 生有樓 SB308 

日間部 四技應媒四 A 傅湊宗 生有樓 SA308 

日間部 四技應媒四 B 傅湊宗 生有樓 SA309 

日間部 四技雙軌應媒四 A 許榮望 生有樓 SA308 

應用遊戲科技系 日間部 四技應遊四 A 黃仁芬 花明樓 TA615 

行銷流通與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行流四 A 周峰進 文鴻樓 A313 

進修部 四技行流四 A 周峰進 文鴻樓 A317 

進修學院 技行流二 A 許杉能 文鴻樓 A314 

資訊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資管四 A 康春暖 生有樓 SA108 

進修部 四技資管四 A 許忠正 生有樓 SA107 

進修學院 技資管二 A 陳耀賢 生有樓 SA106 

資訊工程系 日間部 四技資工四 A 陳桂莉 花明樓 TB302 

觀光休閒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觀管四 A 蔡文甲 文鴻樓 A513 

日間部 四技觀管四 B 廖婉芬 文鴻樓 A511 

進修部 四技觀管四 A 廖玉齡 文鴻樓 A512 



107 學年度畢業班碩(學)士服換裝暨休息教室 

所、系 部門 班級 導師 樓名 教室編號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日間部 四技休閒四 A 黃成志 旭光中心 U107 

日間部 四技休閒四 B 錢慶安 旭光中心 U001 

進修部 四技休閒四 A 石昌益 旭光中心 U005 

進修學院 技休閒二 A 肖咏梅 旭光中心 U006 

進修專校 進休閒二 A 蔡守浦 旭光中心 U105 

餐旅管理系 

日間部 餐管研二 A 陳明良 花明樓 TA809 

日間部 四技餐管四 A 林正立 花明樓 TA801 

日間部 四技餐管四 B 許榮麟 花明樓 TA803 

日間部 四技餐管四 C 陳心怡 花明樓 TA807 

進修部 四技餐管四 A 許榮麟 花明樓 TA805 

進修學院 技餐管二 A 陳明良 花明樓 TA809 

進修專校 進餐管二 A 張宏德 花明樓 TA808 

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系 
日間部 四技造型四 A 李珮緹 國棟樓 BB06 

進修學院 技造型二 A 卓聖水 國棟樓 BB05 

應用日語系 日間部 四技應日四 A 徐毓瑩 國棟樓 B208 

幼兒保育系 

日間部 四技幼保四 A 賴羿蓉 國棟樓 B401 

進修學院 技幼保二 A 陳玉芳 國棟樓 B309 

進修學院 技幼保二 B 賴媛姬 國棟樓 B305 

長期照護系 進修學院 技長照二 A 許紹清 花明樓 TA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