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研習課程【9月 10日星期四】 

藥學暨健康學院-藥學系、環安系 

時 間 事 項 主 持 人 備 考 

08:00~08:30 30’ 集合 生輔組、校安中心、導師 
指定集合地點 (08：20 活動

中心就位完畢)  

08:30~08:40 10’ 迎新表演 生輔組長 活動中心 

08:40~09:30 50’ 始業典禮 校長 

1.校長致詞（校務簡介） 

2.介紹一級主管、相關學院 

  院長.系主任 

3.學生會會長致詞 

09:30~10:10 40’ 英文分級檢測 教務長 活動中心 

10:10~10:30 20’ 選課系統介紹 教務長 活動中心 

10:30~10:40 10’ 休息 

10:40~12:00 80’ 
系科簡介-系願景、課程地圖
班級經營 

院長、系主任及導師 地點如附表 

12:00~13:30 90’ 午休時間 各指定場所 

13:30~16:30 180’ 趣味競賽 學務長、體育室 
地點-體育館 

導師務必隨班輔導 

16:30 下課 

 

109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研習課程【9月 11日星期五】 

時 間 事 項 主 持 人 備 考 

08:00~08:30 30’ 集合 生輔組、校安中心、導師 
指定集合地點(08：20 就

位完畢) 

08:30~09:40 70’ 
1.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立 
  基本資料) 
2.UCAN建置填寫 

導師、圖資館、職發中心 地點如附表 

09:40~12:00  校園巡禮暨闖關活動 學務長  

12:00~13:30 90’ 午休時間 

13:30~14:30 60’ 食衣住行乎你知 學務長 活動中心 

14:30~16:30 120’ 社團表演&博覽會 學務長、課服組 活動中心 

16:30 課程結束 

 



 

系主任名單暨『系科簡介』課程教室分配表 

 

 

 

 

班導師名單暨課程教室分配表 

 

 

 

 

 

 

 

 

 

 

 

學院 系科 系主任姓名 地點 

藥學暨健康學院 
藥學系 謝博銓 Ｕ326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陳振正 Ｕ826 

班級名稱 導師 

教室分配 

班級經營 
學生檔案暨 

UCAN資料建置 

四技藥學系藥學組 1-1 林泰榮 Ｈ101 Ａ307 

四技藥學系藥學組 1-2 洪明吉 Ｈ102 Ａ308 

四技藥學系藥學組 1-3 劉崇喜 Ｈ104 Ａ309 

四技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1-1 劉怡旻 Ｇ101 Ｉ201 

四技環安系 1-1 吳佩芬 Ｕ826 Ａ310 



109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研習課程【9月 10日星期四】 

藥學暨健康學院-護理系、食品系、寵物美容學程、消防安全學程 

時 間 事 項 主 持 人 備 考 

08:00~08:30 30’ 集合 生輔組、校安中心、導師 
指定集合地點 (08：20 活動

中心就位完畢)  

08:30~08:40 10’ 迎新表演 生輔組長 活動中心 

08:40~09:30 50’ 始業典禮 校長 

1.校長致詞（校務簡介） 

2.介紹一級主管、相關學院 

  院長.系主任 

3.學生會會長致詞 

09:30~10:10 40’ 英文分級檢測 教務長 活動中心 

10:10~10:30 20’ 選課系統介紹 教務長 活動中心 

10:30~10:40 10’ 休息 

10:40~12:00 80’ 
系科簡介-系願景、課程地圖
班級經營 

院長、系主任及導師 地點如附表 

12:00~13:30 90’ 午休時間 各指定場所 

13:30~16:30 180’ 趣味競賽 學務長、體育室 
地點-體育館 

導師務必隨班輔導 

16:30 下課 

 

109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研習課程【9月 11日星期五】 

時 間 事 項 主 持 人 備 考 

08:00~08:30 30’ 集合 生輔組、校安中心、導師 
指定集合地點(08：20 就

位完畢) 

08:30~09:40  校園巡禮暨闖關活動 學務長  

09:40~10:50 70’ 
1.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立 
  基本資料) 
2.UCAN建置填寫 

導師、圖資館、職發中心 地點如附表 

10:50~12:00  校園巡禮暨闖關活動 學務長  

12:00~13:30 90’ 午休時間 

13:30~14:30 60’ 食衣住行乎你知 學務長 活動中心 

14:30~16:30 120’ 社團表演&博覽會 學務長、課服組 活動中心 

16:30 課程結束 



 

系主任名單暨『系科簡介』課程教室分配表 

 

 

 

 

班導師名單暨課程教室分配表 

 

 

 

 

 

 

 

學院 系科 系主任姓名 地點 

藥學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 林欣欣 Ｅ203 

食品科技系 洪堂耀 Ｕ408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郭瑞淑 Ｈ105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鄭鳴泰 Ｕ726 

班級名稱 導師 

教室分配 

班級經營 
學生檔案暨 

UCAN資料建置 

四技護理系 1-1 方國璋 Ｅ203 Ａ307 

四技護理系 1-2 吳國宏 Ｅ403 Ａ308 

四技食品系 1-1 張惠香 Ｕ408 Ｉ201 

四技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1-1 郭瑞淑 Ｈ105 Ａ309 

四技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1-2 鍾佩伶 Ｈ105 Ａ310 

四技消防安全學程 1-1 王煊丞 Ｕ726 Ｉ201 



109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研習課程【9月 10日星期四】 

休閒暨餐旅學院、人文暨資訊學院 

時 間 事 項 主 持 人 備 考 

08:00~08:30 30’ 集合 生輔組、校安中心、導師 
指定集合地點 (08：20 活動

中心就位完畢)  

08:30~08:40 10’ 迎新表演 生輔組長 活動中心 

08:40~09:30 50’ 始業典禮 校長 

1.校長致詞（校務簡介） 

2.介紹一級主管、相關學院 

  院長.系主任 

3.學生會會長致詞 

09:30~10:10 40’ 英文分級檢測 教務長 活動中心 

10:10~10:30 20’ 選課系統介紹 教務長 活動中心 

10:30~10:40 10’ 休息 

10:40~12:00 80’ 
系科簡介-系願景、課程地圖
班級經營 

院長、系主任及導師 地點如附表 

12:00~13:30 90’ 午休時間 各指定場所 

13:30~16:30 180’ 趣味競賽 學務長、體育室 
地點-體育館 

導師務必隨班輔導 

16:30 下課 

 

109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研習課程【9月 11日星期五】 

時 間 事 項 主 持 人 備 考 

08:00~08:30 30’ 集合 生輔組、校安中心、導師 
指定集合地點(08：20 就

位完畢) 

08:30~09:40  校園巡禮暨闖關活動 學務長  

10:50~12:00 70’ 
1.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立 
  基本資料) 
2.UCAN建置填寫 

導師、圖資館、職發中心 地點如附表 

12:00~13:30 90’ 午休時間 

13:30~14:30 60’ 食衣住行乎你知 學務長 活動中心 

14:30~16:30 120’ 社團表演&博覽會 學務長、課服組 活動中心 

16:30 課程結束 

 

 



 

系主任名單暨『系科簡介』課程教室分配表 

 

 

班導師名單暨課程教室分配表 

 

 
 

 

學院 系科 系主任姓名 地點 

人文暨資訊學院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王宗松 Ｈ306 

應用外語系 王淑芬 Ｒ205 

社會工作系 黃曉薇 Ｒ315 

休閒暨餐旅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系 邱懋峮 Ｑ305 

餐旅管理系 陳國勝 Ｊ102 

觀光事業系 李明正 S棟機艙教室 

班級名稱 導師 

教室分配 

班級經營 
學生檔案暨 

UCAN資料建置 

四技數媒系 1-1 陳俊民 Ｈ306 A307 

四技社工系 1-1 傅瓊儀 Ｒ315 A307 

四技應用外語系 1-1 劉紹萍 Ｒ205 A307 

四技休閒系 1-1 鄭詠展 Ｑ305 A308 

四技餐旅系 1-1 許銘珊 Ｊ401 A309 

四技餐旅系產攜僑生專班 1-3 龐麗如 Ｊ402 A310 

四技觀光系 1-1 鍾招正 Ｇ102 I201 

四技觀光系 1-4(原) 戴錦秀 Ｇ103 I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