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年度第2學期日間部週班會教室一覽表 2018/2/23

班級 週班會時間 週班會教室 班導師 備註 班級 週班會時間 週班會教室 班導師 備註

五幼一甲 A303 高員仙 五護一甲 I602 林素戎
五幼二甲 A302 邱書璇 五護一乙 I603 王凱立
五幼三甲 A301 龔美娟 五護二甲 I604 何桂芳
五幼四甲 B105嬰幼兒活動室 施宜煌 請至系辦借鑰匙 五護二乙 I605 祁安美
五幼五甲 B106幼兒藝術活動室 陳姣伶 請至系辦借鑰匙 五護三甲 I606 林思靜
四幼一甲 B202教具資源教室 賴碧慧 請至系辦借鑰匙 五護三乙 H606 李竹菀
四幼二甲 A203 趙孟婕 五護三丙 H604 李隆達
四幼三甲 A205  吳麗玉 五護四甲 -- 李石燕 實習

四幼三乙 A206 尹亭雲 五護四乙 A205 謝琦梅
四幼四甲 B301專業教室 張嘉紓 請至系辦借鑰匙 五護四丙 I504 彭明玲
四幼四乙 B205婦嬰照護教室 林昭溶 請至系辦借鑰匙 五護五甲 H509 張正芬
四觀一甲 I504 李玉麟 五護五乙 I508 施孟林
四觀二甲 I505 周佳雯 五護五丙 I509 姜竹如
四觀三甲 -- 葛建培 實習 二護三甲 I608 何瓊華
四觀四甲 中西診療室I111 王秋燕 請至系辦借鑰匙 二護三乙 -- 林沄萱 五專+二技護理專 班

五美一甲 I508 李綺縑 二護四甲 D307遠距教學教室 李德芬 請至電算中心借鑰匙

五美二甲 C605護膚教室 譚彩鳳 請至系辦借鑰匙 四護一甲 A203 吳亞潔
五美三甲 C608健康美容諮詢教室 李仰川 請至系辦借鑰匙 四護一乙 I607 劉月敏
五美四甲 I510時尚造型教室 林國明 請至系辦借鑰匙 四護一丙 I610 謝正英
五美五甲 D404 黃恆祥 四護一丁 I609 鄭俊彬
二美四甲 -- 李綺縑 實習 四護二甲 C301產兒階梯教室 朱桂慧 請至系辦借鑰匙

四美一甲 H509 朱正生 四護二乙 I503 高潔純
四美二甲 I502 莊佳霖 四護二丙 H510 徐蓓蒂
四美三甲 D302 鄭雅方 四護三甲 C405專業示範教室一 黃慧娜 實習

四美四甲 -- 王惠欣 實習 四護三乙 H605 楊續研
四時四甲 (二)1－2 I312創世紀SPA示範館 趙屏菊 請至系辦借鑰匙 四護四甲 I611 李玲玲
五餐一甲 D504 符聖憶 四食一甲 I406 金蘭馨
五餐一乙 D505 楊永富 四食二甲 I505 孫豫蘋
五餐二甲 D506 王文才 四食三甲 I408 胡淑慧
五餐二乙 D507 陳志旻 四食四甲 I405營養教室 林欣榮 請至系辦借鑰匙

五餐三甲 D508 劉怡昕 四資一甲 H406階梯教室 許志旭 請至系辦借鑰匙

五餐三乙 D509 張琇瑩 四資二甲 H408資庫教室 趙立本 請至系辦借鑰匙

五餐四甲 -- 應敏貞 實習 四資三甲 H407電腦教室 呂俊良 請至系辦借鑰匙

五餐四乙 -- 劉東春 實習 四資四甲 -- 孫秉良 實習

五餐五甲 D411 薛玲玲 四高一甲 I409 洪葦倉
五餐五乙 D403 李宗家 四高二甲 I410高福系專業教室 邱淑芬 請至系辦借鑰匙

四餐一甲 D502 林益昌 四高三甲 I412高福系專業教室 洪櫻純 請至系辦借鑰匙

四餐一乙 D503 陳盈璋 四高四甲 -- 丁導民 實習

四餐二甲 -- 江志民 實習 五廚一甲 D407 曾志昌
四餐二乙 -- 黃碧聰 實習 五廚二甲 D408 張育碩
四餐三甲 D406 何偉瑮 五廚三甲 D508 陳耿雄
四餐三乙 D410 葉寶華 五廚四甲 -- 李家成 實習

四餐四甲 D408 鄭黛瓊 五廚五甲 K301示範教室 柯香君 請至系辦借鑰匙

四餐四乙 D409 曾瓊慧 四廚一甲 D511 陳櫻珠
四廚二甲/乙 -- 李明勳 實習

四廚三甲/乙 D510 翁銜穗

四廚四甲/乙 D509 陳鴻祥
四口照一甲 (四)1－2 H511 藍文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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