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北港分部 106 學年度男生宿舍 1 樓寢室床位分配表 

寢室 

編號 

第一床 第二床 第三床 第四床 

糸班 姓名 糸班 姓名 糸班 姓名 糸班 姓名 

3105 中資 丁０傑 中資 陳０文 中資 洪０超 中資 梁０憲 

3106 藥妝 劉０葵 藥妝 林０菖 藥妝 徐 ０ 中資 黄０鈞 

3107 教師寢室 

3108 復健寢室 

3109 物治 方０榮 物治 李０ 中資 羅０軒   

3110         

3111 教師寢室 

3112 教師寢室 

3117 教官寢室 

3118 輔導員寢室 

樓長：陳０鈞 

備註：男舍 1F 現住人數：11 人，可供學生床數：16 床 

 

 

 

 

 

 



樓長：陳０鈞 

備註：男舍 2F 現住人數：45 人，可供學生床數：48 床 

北港分部 106 學年度男生宿舍 2 樓寢室床位分配表 

寢室 

編號 

第一床 第二床 第三床 第四床 

糸班 姓名 糸班 姓名 糸班 姓名 糸班 姓名 

3205 生科 陳０錩 生科 吳０旭 生科 吳０崴 生科 廖０羿 

3206 生科 古０傑 生科 鄭０揚 生科 張０富 生科 黃０皓 

3207 生科 吳０諺 生科 黃０洋 生科 劉０景 生科 劉０勝 

3208 生科 羅０志 生科 侯０修 生科 萬０漢 生科 郭０軒 

3209 生科 黃０俊 生科 潘０毅 物治 蔡０言 物治 顏０霖 

3210   物治 蘇０翰 物治 項０武 物治 郭０淵 

3211 物治 江０毅 物治 謝０宏 物治 王０翰 物治 易０心 

3212 物治 游０丞 物治 林０廷 物治 許０維 物治 岑０豪 

3217 物治 龔０麟   物治 何０銘 物治 陳０康 

3218   中資 林０鵬 物治 郭０宇 物治 李０ 

3219 中資 俞０崢 中資 吳０修 中資 陳０文 護理 陳０穎 

3220 中資 鍾０岳 中資 謝０揚 中資 張０翔 中資 邱０倫 



 

北港分部 106 學年度男生宿舍 3 樓寢室床位分配表 

寢室 

編號 

第一床 第二床 第三床 第四床 

糸班 姓名 糸班 姓名 糸班 姓名 糸班 姓名 

3305 營養 呂０賢 營養 蘇０智 運醫 賴０佑 運醫 郭０安 

3306 運醫 許０誠 運醫 詹０翔 運醫 山００人 運醫 林０崴 

3307 運醫 邱０庭 運醫 林０達 運醫 陳０嘉 運醫 陳０遠 

3308 運醫 林０民 運醫 陳０祺 運醫 王０揚 運醫 周０伸 

3309 運醫 張０揚 運醫 吳０澤   運醫 黎０澔 

3310 運醫 林０翰 運醫 朱０彰 運醫 余０鋒 護理 林０碁 

3311 護理 林０廷 護理 林０彥 護理 鄭０軒 護理 闕０軒 

3312 護理 方０愷 護理 張０彥 護理 廖０展 護理 謝０敬 

3317 生科 邱０敦 生科 戴 ０ 生科 江０權 生科 施０丞 

3318 醫技 陳０宇 醫技 林０威 生科 廖０詮 生科 吳０哲 

3319 醫技 林０玹 醫技 張０凱 醫技 施０成 醫技 呂０霆 

3320 護理 陳０鈞 醫技 郭０喻   醫技 張０銘 

樓長：陳０鈞 

備註：男舍 3F 現住人數：46 人，可供學生床數：48 床 

 



北港分部 106 學年度男生宿舍 4 樓寢室床位分配表 

寢室 

編號 

第一床 第二床 第三床 第四床 

糸班 姓名 糸班 姓名 糸班 姓名 糸班 姓名 

3405 醫放 姚０宏 公衛 黃０豪 公衛 孫０城 公衛 羅０舜 

3406 公衛 謝０珩 公衛 高０宏 公衛 李０霖 公衛 楊０綸 

3407 公衛 李０哲 公衛 陳０宇 公衛 張０維 公衛 黃０宥 

3408 公衛 林０淵 公衛 劉０聰 公衛 朱０洋 公衛 陳０銘 

3409 公衛 黃０顥 公衛 姜０澄 公衛 黃０崴 公衛 童０瑞 

3410 公衛 陳０宏 公衛 游０修 公衛 蔡０盉 公衛 ０ ０  M 

3411 公衛 蘇０頡 公衛 蕭０新 公衛 徐０云 公衛 蔡０承 

3412 營養 胡０愷 營養 王０濬 營養 許０程 營養 吳０鴻 

3417 營養 陳０惟 營養 王０宇 營養 王０中 營養 戴０祐 

3418 營養 黃０堯 營養 龔０為 營養 吳０駿 營養 許０瑋 

3419 營養 李０沅 營養 林０昇 營養 郭０君 營養 姚０廷 

3420 營養 陳０睿 營養 陳０江 營養 苗０煜 營養 陳０慈 

樓長：吳０育 

備註：男舍 4F 現住人數：48 人，可供學生床數：48 床 

 



北港分部 106 學年度男生宿舍 5 樓寢室床位分配表 

寢室 

編號 

第一床 第二床 第三床 第四床 

糸班 姓名 糸班 姓名 糸班 姓名 糸班 姓名 

3505 護理 吳０育 護理 邱０文 醫技 陸０瑋 醫技 李０勳 

3506 營養 楊０從   營養 呂０００宇 中資 胡０志 

3507 中資 洪０恆 中資 鄭０遠 公衛 周０洋 公衛 曾０嘉 

3508 物治 朱０峰 物治 洪 ０ 物治 郭０麟 物治 盧０豪 

3509 物治 杜０融 物治 林０維 物治 黃０寧 物治 徐０皓 

3510 生科 洪０庭 生科 鄭０民 藥妝 陳０文 藥妝 章０銘 

3511 運醫 陳０毅 運醫 游０毅   運醫 李０賢 

3512 醫放 余０丞     醫放 柯０欣 

3517 醫放 劉０軒 醫放 胡０欣 醫技 潘０哲 醫技 黃０享 

3518 醫放 柯０揚 醫放 張０綱 醫放 鄭０倫 醫放 張０維 

3519 醫放 林０毅 醫放 伍０澤 醫放 周０齡 醫放 吳０桓 

3520 醫放 柯０承 醫放 黃０皓 醫放 林０謙 醫放 李０晨 

樓長：吳０育 

備註：男舍 5F 現住人數：44 人，可供學生床數：48 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