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棟 組別 時段 姓名 系級 區域 集合地點

全 曾Ｏ欣 幼保4A

1 早 江Ｏ風 應英3B 行政(A)-全 行政大樓(A)-1F前庭

2 午 陳Ｏ琪 營建2B 行政(A)-全 行政大樓(A)-1F前庭

3 晚 張Ｏ潔 休閒2A 行政(A)-全 行政大樓(A)-1F前庭

4 早 胡Ｏ緹 幼保2A 幼兒園(KB)-全 幼兒園(KB)-1F櫃台

5 午 徐Ｏ晴 企管3A 幼兒園(KB)-全 幼兒園(KB)-1F櫃台

6 早 周Ｏ宇 資通2B 理工(E)-B1-3F 理工(E)-3F電梯口

7 早 張Ｏ玲 幼保2B 理工(E)-4F-7F 理工(E)-6F電梯口

8 午 陳Ｏ嫣 營建2B 理工(E)-B1-3F 理工(E)-3F電梯口

9 午 吳Ｏ頡 視傳2B 理工(E)-4F-7F 理工(E)-6F電梯口

10 晚 蔡Ｏ均 企管3C 理工(E)-B1-3F 理工(E)-3F電梯口

11 晚 邱Ｏ茹 視傳2B 理工(E)-4F-7F 理工(E)-6F電梯口

12 早 馮Ｏ綈 應英3A 人文(G)-B2-1F 人文(G)-1F-106教室

13 早 李Ｏ幀 工設2B 人文(G)-2F-5F 人文(G)-2F-206教室

14 早 宋Ｏ閱 幼保2B 人文(G)-6F-10F 人文(G)-6F-中央樓梯

15 午 吳Ｏ萱 財金2C 人文(G)-1F-2F 人文(G)-1F-106教室

16 午 陳Ｏ茹 環管2A 人文(G)-3F-6F 人文(G)-6F-中央樓梯

17 午 劉Ｏ榕 應英3B 人文(G)-7F-10F 人文(G)-7F自主學習室

18 晚 黃Ｏ嘉 資通2B 人文(G)-1F-2F 人文(G)-1F-106教室

19 晚 吳Ｏ璇 應英3A 人文(G)-3F-6F 人文(G)-6F-中央樓梯

20 早 許Ｏ誠 會計3A 資訊(M)-全 資訊(M)-1F大廳

21 午 黃Ｏ傑 航機002班 資訊(M)-全 資訊(M)-1F大廳

22 晚 楊Ｏ瑄 傳播2B 資訊(M)-全 資訊(M)-1F大廳

23 午 李Ｏ慈 行銷2A 圖書館(L)-全 圖書館(L)-2F大廳

24 晚 劉張Ｏ嫻 企管2A 圖書館(L)-全 圖書館(L)-2F大廳

25 早 簡Ｏ恬 行銷2A 管理(T2)-B1-1F 管理(T2)-1F-104教室

26 早 陳Ｏ霖 工管2A 管理(T2)-2F-3F 管理(T2)-3F-307教室

27 早 詹Ｏ翎 幼保2A 管理(T2)-4F-6F 管理(T2)-5F-509.1教室

28 早 王Ｏ婷 幼保2A 管理(T2)-7F-10F 管理(T2)-7F-703教室

29 午 賴Ｏ馨 資管2A 管理(T2)-B1-1F 管理(T2)-1F-104教室

30 午 李Ｏ芳 環管2A 管理(T2)-2F-3F 管理(T2)-3F-307教室

31 午 蕭Ｏ陽 資管2C 管理(T2)-4F-6F 管理(T2)-5F-509.1教室

32 午 許Ｏ禎 休閒2A 管理(T2)-7F-10F 管理(T2)-7F-703教室

33 晚 蘇Ｏ 資通3A 管理(T2)-B1-2F 管理(T2)-1F-104教室

34 晚 黃Ｏ寧 營建2B 管理(T2)-3F-5F 管理(T2)-3F-307教室

35 晚 洪Ｏ樺 企管2A 管理(T2)-6F-10F 管理(T2)-7F-703教室

36 早 紀Ｏ伶 社工3A 設計(D)-B2-2F 設計(D)-203演講廳

37 早 尤Ｏ少 財金2A 設計(D)-3F-5F 設計(D)-5F電梯口

38 早 黃Ｏ庭 資管2C 設計(D)-6F-9F 設計(D)-8F電梯口

39 午 林Ｏ靜 幼保2B 設計(D)-B1-1F 設計(D)-設計禮堂旁樓梯

40 午(補作) 盧Ｏ圓 建築2B 設計(D)-2F-3F 設計(D)-203演講廳

41 午 鄭Ｏ潔 財金2C 設計(D)-4F-6F 設計(D)-5F電梯口

42 晚(補作) 袁Ｏ承 營建2B 設計(D)-B1-4F 設計(D)-203演講廳

43 晚 陳Ｏ君 資管2C 設計(D)-5F-9F 設計(D)-5F電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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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早 王Ｏ儀 休閒2A 教學(T1)-1F-3F 教學(T1)-2F-207教室

45 早 張Ｏ勛 工管2A 教學(T1)-4F-5F 教學(T1)-4F-407教室

46 早(補作) 彭Ｏ垣 資通3B 教學(T1)-6F-8F 教學(T1)-7F-703教室

47 午(補作) 陳Ｏ綺 資管2A 教學(T1)-4F-5F 教學(T1)-4F-406教室

48 晚 魏Ｏ芸 企管2A 教學(T1)-1F-3F 教學(T1)-2F-207教室

49 晚(補作) 許Ｏ陞 資通3B 教學(T1)-4F-5F 教學(T1)-4F-406教室

50 晚 吳Ｏ新 工設2B 教學(T1)-6F-8F 教學(T1)-7F-703教室

51 早 佘Ｏ綺 社工3B 航空大樓-全

52 早 劉Ｏ緯 資管3B 室外(O)-上區 教學(T1)-2F波錠廳旁

53 早 陳Ｏ婕 環管2A 室外(O)-下區 理工(E)-1F大門口

54 早 江Ｏ 財金2A 室外(O)-操場 操場升旗台

55 早 簡Ｏ頻 休閒2A 室外(O)-二停、紅磚 理工(E)-敦煌書局旁

56 午 賴Ｏ嘉 會計2C 室外(O)-上區 教學(T1)-2F波錠廳旁

57 午 張Ｏ豪 營建3B 室外(O)-下區 理工(E)-敦煌書局旁

58 午 林Ｏ蕙 財金2B 體育館(S)-全 體育館(S)-羽球場

59 晚 吳Ｏ宸 休閒2B 室外(O)-全 圖書館(L)-大門口前

60 早 張Ｏ欣 環管2A 一宿大廳(1-4F+外圍) 一宿(R1)-1F大廳

61 早 謝Ｏ雯 財金2C 一宿頂樓(5-12F) 一宿(R1)-11F電梯口

62 午 高Ｏ綸 資管2B 一宿大廳(1-4F+外圍) 一宿(R1)-1F大廳

63 午 朱Ｏ君 應英3A 一宿頂樓(5-12F) 一宿(R1)-11F電梯口

64 早 張Ｏ姿 幼保2A 二宿(R2)-A棟-F棟 二宿(R2)-C棟-交誼廳

65 早 張Ｏ成 資通2A 二宿(R2)-G棟-H棟 二宿(R2)-C棟-交誼廳

R3 66 早 林Ｏ珊 資管3B 三宿(R3)-全 三宿(R3)-D棟-交誼廳

R4 67 早 潘Ｏ欣 資管2A 四宿(R4)-全 四宿(R4)-1F-中庭

68 午 簡Ｏ皓 航機001班 航空大樓-全

69 晚 賴Ｏ志 營建4B 航空大樓-全

71 重修 金Ｏ婷 休閒2B 教學(T1)-6F-8F 教學(T1)-7F-703教室

72 重修 管Ｏ英 休閒2A 教學(T1)-1F-2F 教學(T1)-2F-207教室

73 重修 葉Ｏ峻 應化3A 教學(T1)-3F 教學(T1)-3F-307教室

74 重修 涂Ｏ翔 財金2C 設計(D)-7F-9F 設計(D)-8F電梯口

75 重修 黃Ｏ婷 財金2B 室外(O)-操場 操場-籃排球場出口

76 重修 張Ｏ瑋 會計2C 室外(O) 理工E-1F-敦煌書局前(樹下)

姓名 班級

張Ｏ儀 休閒2B

賴Ｏ君 幼保2B

黃Ｏ慈 企管2B

航空

大樓

注意事項：

一、暑期培訓日期為09/08(三)至09/10(五)共計三天，未參加暑期培訓者視同放棄小組長資格。

二、開學前如遇小組長空缺時，將由備取者遞補。

三、備取的實習仍可參加暑期培訓活動，備取沒有排序。

四、暑訓前因故無法擔任小組長或無法參加暑訓者，請找大隊長。

五、區域確定後請找棟長確認後續相關事宜。

六、小組長任期為一學年(兩個學期)。

七、暑訓前要準備好相關表單格式，請各棟棟長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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