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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的話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校長的話 

校長 戴昌賢 謹上 

校長的一段話： 

各位屏科大的新鮮人，大家好! 

    首先，恭喜各位同學經過多年的努力和激烈
的考試競爭後，終於開花結果，加入屏科大這個
大家庭，開啟另一階段的璀璨人生！ 

    初來乍到的你們，是否不自覺的沉浸在這個
如此寬廣又如此美麗的環境中?這裡將是你未來
幾年學習、生活與創造回憶的地方，在這諾大的
校園中蘊藏著豐富的寶藏，希望每位同學都能懷
著入寶山豈能空手而歸的心情，努力挖掘寶貴的
知識、用心豐富你的大學生涯，為自己許下一個
無悔的青春。 

 現在的你們，可能還在懷疑自己的選擇，
懷疑技職的競爭力，本校創校九十二年來，歷經
農校、農專、技術學院至科技大學各個階段， 

始終秉持著理論與實務並重的研究教學，在全校師生不斷創新與努力後，如今已
成為南台灣最優質的國立科技大學。我們有著最寬廣的校地、最豐富的學群、最
多的教學資源還有最堅強的師資，這些都是能幫助你更貼近夢想的捷徑。 

 現在的你們，可能還在疑惑著求學的真諦，困惑追求學問的意義。求學之
所以可貴，是因為學得越多，我們才越會發現自己的渺小與不足，進而能更懂得
謙虛，也才更渴望學習。而學問之所以稱為學問，就是除了要學習，更要保有像
孩童般的好奇心，從中發掘問題、解決問題。希望各位同學都能保持那一份渴於
學習的心並且將學習擴展到實務生產上，展現本校學以致用的精神，成為一位求
知若渴，虛心若愚的學生。 

 現在的你們，可能還在享受著放榜後金榜題名的喜悅，享受著美好的暑假
假期。然而，升上大學後，一切又會是新的挑戰，「學習獨立」將是首要課題，
離開父母的羽翼保護，要學習獨立生活、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負責任的態度。以
前，大家總是學著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即可；但希望將來，大家能夠學
習如何在「適當」的時間做「適當」的事，成為一個成熟的大學生。 

 在這個世界地球村的時代，各位的競爭對手來自於全世界，不是只有語言
相通的兩岸，所以校長鼓勵大家要不斷加強語文能力，增加自己的「全球移動力
」，藉以提升國際競爭力。目前在校內的國際學生有6百餘人，來自世界40餘個國
家，所以將來在校園裡的每一個角落，你可能會遇見不同膚色的國際同學，見面
時千萬別害羞，拿出台灣人的熱情，勇敢向他們說聲「嗨!」，結交各國的朋友，
將有助於開拓你的國際觀，將來更容易融入國際社會。 

 屏科大是全國第三名的典範科大，學校的資源及設備都遠優於許多學校，
因此，校長要勉勵大家，要好好利用在校的幾年努力學習，相信這些珍貴的寶藏
，會幫助你未來的人生旅程更加順遂。 

 祝福大家  萬事如意！ 

3 



行政副校長的話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行政副校長 謹上 段兆麟 

但高鐵高速公路都不缺；屏科大雖然地處山坡地，但自然生態資源最

豐富。總之，屏科大是一個年輕人築夢的地方；也是培養專技，實現夢

想的地方。  

 年輕人面對未來的競爭，需要有大氣魄。屏科大壯闊的校園，緜

延久長的校史，是培養國家與社會人才的大搖籃。祝願各位同學在未來

四年的時間，學業進步，健康平安，心想事成，順利成功。 

行政副校長的一段話： 

各位新同學: 

      大家好！歡迎各位新伙伴加

入屏科大的大家庭。各位滿懷理想，

歷經淬鍊，終於進入台灣最有特色的

高等學府，在此先恭喜各位。 

 屏科大雖然地處台灣南境，但

南國朋友最熱情；屏科大雖然遠離

城市，但寧靜校園最好唸書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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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副校長的話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教育副校長 謹上 陳瑞仁 

一個「自己所欲的未來」。沒有人天生就是勝利組，只有準備好的人，

機會才會是他／她的。 

  常聽到去企業實習的學生抱怨：「主管都讓我做一些小事，根本學不

到東西」。但千萬不要輕看小事。《老子》曾說：『圖難於其易，為大

於其細』。即是，天下的難事，要從簡單容易的事下手；要做大事，則

要從細微的小事著手。事不分大小，最重要的是把它「做好」，要能從

一件件小事中吸取經驗，累積實力，甚至創新求變，才能有一步步成長

的機會。心態不同，行之於外的作為與態度就會不同，別人對你的評價

也就隨之有所不同。因此，不要再抱怨事小，而是要盡力把每一件小事

做好。 

祝福  

各位都有亮麗又豐富的大學生活！ 

教育副校長的一段話： 

 大學本身就是一座知識與智慧

的寶藏，學習就是打開這座寶藏的鑰

匙。大學生活所代表的意義正是「完成

就業前的準備」，更是「完成展開人生

新頁的準備」。期許同學要勇於嘗試，

認真探索，事事全力以赴，做好時間規

劃，「學學問、學做事、學做人」皆不

可偏廢。 所有現在的抉擇，就在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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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長的話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總務長 謹上 張金龍 

脈關係的培養、心靈上的發展及知識的拓展，都將在此學術殿堂中培

育而成。各位在未來大學四年中所穿梭過的校園角落，將會留下永恆

的回憶，而景色美不勝收靜思湖的晨曦與映霞湖的日落，也將深刻烙

印各位年輕時在屏科大的身影。同學們，無論你來自何方，此時此刻，

屏科大這美麗的校園正充滿熱情地迎接各位的到來。屏科大的美麗，

不僅存在於瞬間，而屏科大的榮耀，也不是一日造成的。這裡所有的

輝煌歷史都是過去九十四年來所有屏科人所累積造就而成！ 

 最後，再次歡迎各位新鮮人來到屏科大，「總務處」在致力於

創造美好校園環境的同時，也提供各位全方位的現代化資訊服務，希

望在此優美的校園景色氛圍下，各位新鮮人能夠發揮美的感受力、充

滿自信、創新學習並開拓出人生的黃金歲月！  

總務長的一段話：  

 歡迎來到全球知名的綠色大

學－屏東科技大學！當各位踏進校

園的第一步起，校園的規模及景色

必會讓各位新鮮人感到驚訝，原來

網路上盛傳的「天大地大屏科大」絕

不是一句浪得虛名的口號。 從今天

起，此地將協助各位新鮮人建構完

美的人生，無論是技能的精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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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秘書的話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7 

 大學四年裡，你將需要決定選修哪些課程，如何選擇呢? 興趣在哪
裡? 哪些專業適合你? 「念書」的過程就如同挖寶，藉由修習各種專業
必選修與通識課程，讓你找到你真正的興趣、適合你的專業，而且奠定
未來就業的基礎。 屏科大是一個寶庫，有良好的軟硬體設施與學識經驗
豐富的老師來幫助你挖寶，但是你必須積極與主動，才能找到屬於你的
寶藏。 

 大學生活非常多采多姿，「玩」社團、「玩」活動、交友….。重
要的是要「玩」的有意義，「玩」的有收穫。在各種活動中體驗溝通，
互助合作，互相尊重與自律，會使你成為更受歡迎的人，也能在未來職
場發展如虎添翼。 

 最後，學長姊、朋友、網路媒體會提供你各式各樣的訊息，正確的
訊息可以幫助很大，但是錯誤的訊息可能會讓你多走冤枉路，甚至鑄成
大錯，所以學會判斷與利用正確的訊息是非常重要的。推薦「天下」、
「遠見」、「Cheers快樂工作人」網站，提供豐富的時事、生活、教育、
學習、工作方面的知識與視野。在此，預祝各位成為一流的大學生。 

主任秘書的一段話：  

 親愛的新鮮人，大家好，歡迎加入屏
科大大家庭! 

 告別青嫩的高中職生，恭喜你已經升
格為可以獨立自主的大學生了。在你揮灑
自由熱情的大學生涯裡，你想成為甚麼樣
的大學生? 我將從前師長的名言轉贈給各
位: 

一流的大學生是既會「念書」又會「玩」 

二流的大學生是會「念書」但不會「玩」 

三流的大學生是不會「念書」但會「玩」 

四流的大學生是既不會「念書」又不會「玩」 

主任秘書 謹上 葉桂君 



Part 2 

學生會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會 

 學生會成立於 1986年，至今已有 32年的歷史學生會的成立可以說

是校園民主成長的里程碑，也是學生開啟獨立自主的一扇窗，學生會是全

校最高自治性的學生組織，以民主方式爭取學生權益、學生福利、落實學

生自治民主價值及參與精神並促進校園民主及學生法治素養的提升。 

 

 本會由學生會行政中心及學生議會所組成，本會是學生與學校最佳

的溝通橋樑，我們會以「深化學生民主素養」、「涵養理性思辯能力」、

「強化校園溝通機制」、「促進校園和諧關係」四大願景，為學生爭取最

大的權益及福利，共同關心學生事務，一起與學生會成長茁壯，創造更美

好的未來。 

 

    學生會未來將舉辦社團博覽會、名人講座、讀書會、領袖人才培訓營

等系列的活動，讓大家在大學時光中，多一分多采多姿的生活紀錄，除了

活動以外，也會有定期的返鄉專車，本會一定以最熱忱的心服務大家，讓

大家在大學四年中，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未來，學生會將以不斷自我鞭策為努力方向，伴隨 31年來的累積，

讓學生會創造更成熟的學生民主、校園民主、社會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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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會長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會長 謹上 沈毓富 

 在這樣的前提下，基因帶給我們的原始欲望「生存」，會影響
我們做出正確的決定，發現問題並導正自己，習得這項技能會是人生
重要的里程碑。 

 模因的形塑，會是對於整個社會文化傳承的重要關鍵，現在的
屏科，需要新鮮人們的所想、所見、所聞，需要你們的經驗，建基、
涵養屏科文化底蘊。 

 屏科這個部落，需要更多人的創見，需要更豐盛的思考饗宴，
需要更強而有力的文化羈絆，不斷以屏科文化的影響力，樹立每個學
生，成為典範。 

 學生會致力於維護學生權益、增進學生福祉，基於此，該做的
是締造更有特色的文化及優良素養的傳承，讓同學們積極參與社會，
凝聚思想的力量，維護自身權益，為更美好的前景努力。 

 新鮮人們，你們是屏科新的文化原石，預祝各位在屏科的生活
中，雕琢自我，成為具獨立思考、高度素養、使社會和諧的寶玉，展
現存在於世的高度價值。 

「群體興盛不衰，需要的是容納個體思想的熔爐。」 

學生會會長的一段話： 

 首先，要先歡迎新鮮人來到屏科這

個部落。 

 部落裡，每個個體都是獨立而自主

的；如若讓別人主導，就是單純在犧牲

自我，過別人的人生。 

生物受到基因以及模因的宰制，基因是

父母所傳承的DNA序列，具有整個個體特

徵的主導地位，而模因是社會文化的影

響，是文化的遺傳因子，影響人逐漸與社

會風俗習慣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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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副會長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副會長 謹上 許誌麟 

 大學很不同於高中。在這裡沒有滿滿的課程，沒有補習。 在大
學最重要的是 「培養思辨並發展自我」。我們所做的每件事，都會
牽涉到思考。思考告訴我們相信什麼、拒絕什麼，什麼是重要的、什
麼是不重要的，以及我們如何安排時間。任何一切我們所相信、想
要、恐懼與期盼的事物，都是思考的結果。  

 我們的生活品質，主要也是取決於思考品質。思考的內容，意
味著我們會怎麼去進行該做的事情。由此可知，培養思辨能力相當重
要，這是一種訓練的藝術，確保你能夠在各種情況下，用上自己最好
的想法，大學就是提供思辨的大平台。 

 大學生活僅有一次，這是出社會前我們最該珍惜努力的時光。
接下來的四年，要寫下自己的歷史。 

 願各位接下來的四年青春，燦爛且滿是回憶。從九月開始，就
要面對一個完全不同的學習環境，一個完全不同的生活。新的生活，
新的學年，就是一個新的起點，是學道授業的延續，更是開拓創新的
開始。讓我們珍藏起過去的輝煌和榮耀，作為更上一層樓的基石。  

 在這邊也鼓勵我們的新鮮人，能夠加入學生會這個大家庭，一
起成長，一起分享，拓展自己的人際與視野，只要同學有需要，隨時
都能向學生會反應，我們必將伸出友善的雙手。 你們準備好了嗎?讓
我們深刻感受屏科生命的脈動。  

「我們因屏科成就自己，屏科是我們的家，屬於我們的大學城。」  

學生會副會長的一段話： 

 群山環繞，氤雲繚繞，座落峰巒疊
翠前，梵剎極度靜謐入於禪靜裡，屏科大
悠悠然獨自佔有這與世隔絕的靜謐，是
我第一眼的想望。  

 歷經多載夢想催化，我們收穫了季
節的果實，收穫了發自內心更大的夢想
與希望。在此，先祝福新生們－屏科大的
新鮮人。  

 大學，University，是怎麼樣的一
個地方? University這個單字可溯自拉
丁文，是universe衍生而來。 

 大學，是一個讓人看到更高更遠世
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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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成員介紹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副會長 Vice-President 

許誌麟 Chih-Lin Hsu 

系級：水土保持系 

信箱： chinnoshu@gmail.com  

FB ： www.facebook.com/ArthurHsu0412 

會長 President 

沈毓富 Yu-Fu Shen 
系級：生物機電工程系 

信箱： mmy199681@gmail.com  

FB ： www.facebook.com/yufu.shen 

為了讓自己的生活更燦爛，認識新的朋友，新的事物就顯得更加重

要了，積極的運用可以使用的資源，尋找擁有共同理念、抱負的人

一起努力，求學已經來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小型社會，如何發

展將會成為對未來的成功所鋪的路，滿懷希望與繽紛多彩的路。 

大學是提供思辨的大平台。 

大學生活僅有一次，這是出社會前我們最該珍惜努力的時光。接下
來的四年，要寫下屬於自己的歷史。 

鼓勵我們的新鮮人，能夠加入學生會這個大家庭，一起成長，一起
分享，拓展自己的人際與視野。 

你們準備好了嗎?讓我們深刻感受屏科生命的脈動。 

「我們因屏科成就自己，屏科是我們的家，屬於我們的大學城。」 

12 



學生會成員介紹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書記長 Secretary General 

曾雅鈞 Ya-Jun Zeng 

系級：企業管理系 

信箱： keepsmile0419@gmail.com 

FB ： www.facebook.com/yajun0419 

主計長 Controller 

鄭芷芸 Zhi-Yun Zheng 

系級：生物科技系 

信箱： nlpss92107@gmail.com  

FB ： www.facebook.com/AnnaZZY 

我大二在系學會、大三議會，現在學生會。一路走來，學生會比社
團/系會更吸引我是因為成員是從各系所集結而來，能在這認識各學
院不同思考模式的朋友。而在主計總處能透徹了解我們的經費使用
流程（參照國家制度所制定的）。 
大學，除了在課堂上學知識，還要從社團學習待人處世的智慧。 
歡迎你/妳來學生會和我們一起玩耍學習。  

首先，歡迎各位學弟妹們來到全台灣校地最大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相信各位學弟妹們很期待接下來的大學生活吧！大學是個自由開放
的殿堂，很多事情不再像高中一樣。然而，進入到大學非常重要的三
件事：學會獨立思考、時間管理及自我目標實現，希望學弟妹們能在
大學四年中學會這些道理！ 

在這邊預祝各位都能快樂、充實地享受這四年的大學生涯！ 

「想要進步，就要從生活中一點一滴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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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成員介紹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秘書部長 Executive Secretary  

蕭宇岑 Yu-Tsen Hsiao 

系級：企業管理系 

信箱： kennie860506@gmail.com 

FB ： www.facebook.com/kennie860506 

歡迎學弟妹來到屏科大這個超級大校園，大學生活雖然自由，卻也不

要太放縱自己，給自己一個目標去試著達成吧！大學與高中有著很不

一樣的生活，沒有太多約束、選課可以自己安排、生活圈更寬廣，在

玩的同時也要充實自己不要荒廢了課業唷！ 

在這邊先預祝各位在大學生涯中可以平安順利並快樂的學習到東西，

不要只為了考試而去學習，快樂學習很重要，「你的未來，自己決定。」 

黃政瑋 Cheng-Wei Huang 
系級：進社會工作系 

信箱： a0931983318@gmail.com  

FB ： www.facebook.com/wl02096021abc  

恭喜學弟妹考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在這未來四年，你的大學生活

將會很精彩，學校裡有眾多的社團可以參加，在忙碌課業之餘，培

養興趣，認識朋友，充實自己的生活，享受生活。在這裡祝各位學

弟妹大學四年生活愉快。  

進修部長  

Director of Evening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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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成員介紹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活動部長 Director of Activity  

洪凌淵 Ling-Yuan Hong 

系級：水土保持系 

信箱： leon81605@gmail.com  

FB ： www.facebook.com/leon.hun.5 

公關部長 

Director of Public Relations  

陳貴彰 Kuei-Chang Chen 

系級：水土保持系 

信箱： hj860218@gmail.com 

FB ： www.facebook.com/hj860218 

歡迎各位學弟妹們來到了屏科這個大家庭，對於未來的嚮往，步伐

已經開始，未來的事情，誰也不知道，正因為如此，如同來到此地

本身，未來擁有無限的可能，大學要學的事情很多，不用著急，慢

慢累積生活上的大小事，用小拳也能夠貫穿長城。 

各位學弟妹大家好，歡迎你們來到屏科大這個大家庭，我是這屆的

活動部部長洪凌淵，主要負責各種活動的策劃、管理，對這方面有

興趣的同學歡迎加入，一起努力，祝各位再接下來的四年中，過著

充實的生活，朝自己的心目中未來邁進。  

15 



學生會成員介紹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楊薺菡 Chi-Han Yang 

系級：工業管理系 

信箱： samyang54ing@gmail.com  

FB ： www.facebook.com/jihhannn  

歡迎各位學弟妹進入屏科大,相信各位學弟妹一定很期待接下來的大
學生活吧。 
經過了高中高壓學習的環境進入了充滿自由與自主的環境，也不忘了
有7件事情是大學四年中必須學習的，自修之道、基礎知識、實踐貫
通、培養興趣、積極主動、掌控時間、為人處世。 
大學是人生關鍵階段，好好把握所有時間讓它發揮最大價值，懷抱著
這份憧憬期待著大學四年的生活吧！  

大學是一個嶄新的生活，可以走的緩慢，但不要在原地踏步，這四
年中，腦中會有各種的想法，價值觀會不斷的改變，找到自己想要
的，找到自己所珍惜的，找到自己的目標，就算會有各種挫折，各
種難關，也要勇於面對，在大學除了學習課業更要學習課業外的事
，學習做人處事的道理，態度決定自己的高度！ 

預祝各位學弟妹在大學四年能找到自己新的目標並且順利畢業!  

總務部長 

Director of General Affairs  

余秉育 Bing-Yu Yu  

系級：水土保持系 

信箱： a0970882153@gmail.com 

FB ： www.facebook.com/biingyuu777 

新聞部長  

Director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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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社部長  
Director of Community and Student Organization   

蔡雨展 Yu-Chan Tsai 

系級：休閒運動健康系 

信箱： bexc50905@gmail.com  

FB ： www.facebook.com/coffee5906128 

學生會成員介紹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許煜笙 Yu-Sheng Hsu 

系級：社會工作系 

信箱： hus861205@gmail.com  

FB ： www.facebook.com/hus1205 

哈囉各位新生同學們，在初入大學的生涯當中，加入系會或者是社

團，想必是一個非常擁有吸引力的選擇。  

在這四年當中，希望你們能夠找到自身熱愛的事物和夥伴，一同為

一個目標前進，加油！  

歡迎學弟妹們來到屏科大，在大學你們的生活將變得自由許多，你
可參加社團、系學會、學生會等等，有許多在高中體驗不到的事物
在等著你們哦，也因為大學是個自由的環境，所以這四年你們所得
到的，將會掌握在你們手中，各位可以多參與學校活動，拓展視野
，若在學校遇到學生權益上的問題，歡迎各位來學生會尋求幫助，
如果對於公共事務與民主自治有興趣，歡迎各位加入學生會的行列
，盡情的揮灑你們的青春吧！未來這四年相信你們會過得非常精彩。  

學權部長  

Director of Student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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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成員介紹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龐鈞庭 Jyun-Ting Pang 

系級：生物科技系 

信箱： christatra3310@gmail.com  

FB ： www.facebook.com/papa7324 

交通部長  
Director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來到天大地大屏科大，認真念書、做研究的

好地方，大武山山腳下這廣大美麗的校園；然而大學大專不同於高

國中小，這或許就是你最豐富繽紛的青春尾巴，綻放吧！充實吧！

毫不保留的去渡過每一天。  

第 32屆學生會 誠摯邀請你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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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招募資訊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你厭倦了每天無所事事的日子了嗎? 

想讓自己的大學生活變的多采多姿嗎? 

那就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有些事情現在不做 一輩子都不會做 

把握人生中最黃金的時段!! 

歡迎你/妳加入第 32 屆學生會這個大家庭 

與我們一起學習成長!! 

 

 

 

 

 

值班時間：每週一至週五  

中午 12 ： 20 ~ 13 ： 20 

晚上 19 ： 00 ~ 21 ： 00 

國定假日、段考準備週及段考週皆暫停值班 

學生會官網： http://sa.npust.edu.tw/ 

學生會 FB ： https://www.facebook.com/npus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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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議會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主旨： 

 1. 捍衛學生權益 

 2. 培養具有民主素養及議事效率之議員 

 3. 培養青年服務社會熱心奉獻之精神 

 4. 審查學生會之年度預算 

● 議長室：議長、副議長 

 1. 協調各委員之業務內容 

 2. 統整學生各方面意見跟學校反映 

 3. 制定當屆未來方向與執行 

● 秘書處：秘書長、副秘書長 

 1. 處理學生議會內部各項機密公文 

 2. 收發公文 

 3. 協助議會開會所需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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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議會成員介紹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副議長 Deputy Speaker  

范景翔 Ching-Hsiang Fan 
系級：社會工作系 

信箱： dges640650@gmail.com  

FB： www.facebook.com/dges640650 

議長 Speaker  

林薇呈 Wei-Cheng Lin 
系級：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信箱： hayube@gmail.com  

FB： www.facebook.com/4wei4 

各位新生大家好，首先非常歡迎各位加入屏科大這個大家庭。進入
大學生活後，不論是要享受獨自生活的自由時光、學習往後就職的
專業技術、活躍於社團之中，這些都將是成為大學新鮮人的你們會
體驗到的。除此之外，各位也不妨考慮擔任幹部，從班級、系學會
或是學生會到學生議會，這都是一項難能可貴的經驗學習與磨練。
希望各位新生能夠為自己跨出一步，嘗試自己所不擅長甚至從未接
觸過的。最後祝福各位，在進入屏科大之後能夠朝著自己的目標與
夢想前進！  

恭喜各位新生在經歷一連串的難關後，來到屏科大~ 

大學生活還有很多值得學習、期待的，要怎麼過全都掌握在自己手
裡，好好的利用學生有機會犯錯的優勢，去嘗試那些以前沒體驗過
的事物吧~校內有很多的社團、系學會等著大家去參與，學生會也會
定期的舉辦活動，希望大家都能夠積極參與，如果在校內有遇到學
生權益受損、不知道該如何求助，也很歡迎各位新生來學生議會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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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議會成員介紹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紀律召委：梁大衽 

學權召委：薛牧瑀 
法規召委：梁詠媛 

經費稽核召委：黃伊禪 活動監察召委：林庭慧 

秘書長：吳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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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議會成員介紹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職稱 系級 姓名 

議員 森林系 梁大衽 

議員 森林系 黃伊禪 

議員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林薇呈 

議員 食品科學系 彭馨平 

議員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薛牧瑀 

議員 土木工程系 楊承憲 

議員 車輛工程系 陳冠宇 

議員 機械工程系 王楷文 

議員 農企業管理系 陳伯岳 

議員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林璟妤 

議員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梁詠媛 

議員 社會工作系 范景翔 

議員 應用外語系 王怡鈞 

議員 幼兒保育系 陳怡真 

議員 幼兒保育系 張心蘋 

議員 進企業管理系 林庭慧 

議員 進社會工作系 陳子維 

議員 進幼兒保育系 溫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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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專車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因學校位置地處偏遠，學生會為服務本校學生於假日返鄉，提供學

生便利的服務，也讓家長更安心。 

 

107 學年度發車日如下： 

發車日期 (晚上六點於綜合大樓前發車，請提早 10-15分鐘集合)  

107/09/21、107/10/26、107/11/23、107/12/28 

 

回程日期 

107/09/24、107/10/28、107/11/25、108/01/01 

 

※上下車時間、地點，依據學生會最新公告為準 

 

購票方式： 

1. 售票價格與時間會先公布於學生會官網，FB粉絲頁及發通知至各班。 

2. 售票地點於學生會辦公室 (田徑操場司令台下)。 

3. 攜帶款項，出示學生會卡單程可折 100 元，非會員則無優惠。 

4. 每張會卡每次發車，限購會員票來回各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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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專車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 所有上下車時間、地點及票價，依據學生會最新公告為準 

 地點 去程 回程 

台北 

晚上 18： 00  

於綜合大樓上車，

請各位於  

17： 45 至上車地

點集合， 

避免影響其它乘客

寶貴時間，謝謝！ 

於中正紀念堂後大客車停車場 

(中正國中正門口對面；愛國東路與杭州南路交叉口) 

桃園新屋 僅有去程至新屋(回程至桃園南崁上車) 

桃園南崁 
南崁交流道(特力家居) 

桃園縣蘆竹鄉中正路 1號 

新竹 
新竹交流道(中油)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號 

苗栗頭份 
於頭份交流道麥當勞前 

苗栗縣頭份鎮中華路 1335 號 

台中朝馬 
於秋紅谷公園  

河南路與市政北七路交叉口 

台中火車站 僅有去程至台中火車站(回程至台中朝馬上車) 

竹山 
竹山交流道口(土豆王) 

南投縣竹山鎮水崇里集山路二段 419號 

彰化 
彰化交流道 

彰化縣彰化市新平路 192號 

員林 
員林交流道南下旁萊爾富(彰化縣彰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東溪里員鹿路一段 253號 

斗六 
斗六交流道(往斗六方向左邊 7-11) 

雲林縣斗六市石榴路 196之 1號 

嘉義 
嘉義交流道(7-11嘉高門市) 

嘉義市西區北港路 10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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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商店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6 

 

學生會為給予繳費會員優惠，並協助優良商家宣傳，今年

與許多好吃好喝又好玩的店家簽訂專屬屏科大學生會的特

別優惠唷！ 

 

想知道有哪些嗎？ 趕快掃描下方 QR Code 看看吧！ 

結帳前記得出示 

學生會卡唷！ 



特約醫院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醫院名稱 電話、地址、優惠方案 門診時間 

中山診所 

電話:(08)770-9798 

地址:內埔鄉中林村中林路 36號 

優惠: 

1.掛號費：門診免收或減免折
扣。 

2.部分負擔依健保局規定收取。 

3.其他材料費、藥品費，自費醫
療依各院所規定收取。 

看診時段:早 08:30~12:00 

晚 16:00~21:00 

休診時間:星期日全天休診 

蕭文熙診所 

電話:(08)769-2999 

地址:內埔鄉內田村廣濟路 149
號 

優惠: 掛號費門診之部分負擔依
健保局規定收取 

看診時段:早:09:00~12:00 

         午:14:30~18:00 

         晚:19:00~21:00 

休診時間: 星期六下午、晚
上及星期日全天休診 

曹仁診所 

電話:(08)779-1605 

地址:內埔鄉老埤村壽比路 221
號 

優惠: 

1.掛號費：門診免收或減免折
扣。 

2.部分負擔依健保局規定收取。 

3.其他材料費、藥品費，自費醫
療依各院所規定收取。 

看診時段:08:30~21:00 

休診時間:星期日早上不一
定看診(依實際公告為主) 

張文義診所 

電話:(08)778-3566 

地址:內埔鄉內田村學人路 709
號 

優惠: 

1.掛號費：門診免收或減免折
扣。 

2.部分負擔依健保局規定收取。 

3.其他材料費、藥品費，自費醫
療依各院所規定收取。 

看診時段:早:08:30~11:30 

         午:14:30~18:00 

         晚:19:00~21:00 

休診時間:星期六晚上及星
期日全天休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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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醫院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醫院名稱 電話、地址、優惠方案 門診時間 

河南診所 

電話:(08)732-2066 

地址:屏東市中正路95號 

優惠: 

1.掛號費：門診免收或減免折扣。 

2.部分負擔依健保局規定收取。 

3.其他材料費、藥品費，自費醫療
依各院所規定收取。 

看診時段:早:08:30~12:00 

         午:15:00~18:00 

         晚:19:00~22:00 

休診時間:星期四及星期日全
天休診 

康和診所 

電話:(08)721-6693 

地址:長治鄉香楊路12-1號 

優惠:掛號費門診減少50元 

看診時段:早08:30~12:00 

         晚17:00~21:00 

休診時間:星期三、星期六晚
上及星期日全天休診 

醫院名稱 電話、地址、優惠方案 門診時間 

金宏明 

中醫診所 

電話:(08)734-8398 

地址:屏東市中山路 61-13 號 

優惠: 

1.掛號費：門診免收或減免折
扣。 

2.部分負擔依健保局規定收取。 

3.其他材料費、藥品費，自費醫
療依各院所規定收取。 

看診時段:早:08:30~12:00 

         午:14:30~18:00 

         晚:19:00~22:00 

休診時間: 

星期三.四.五晚上 星期六下
午、晚上及星期日全天休診 

慶安中醫診所 

電話:(08)736-8477 

地址:屏東市自由路 420-6 號 

優惠: 

1.掛號費：門診免收或減免折
扣。 

2.部分負擔依健保局規定收取。 

3.其他材料費、藥品費，自費醫
療依各院所規定收取。 

看診時段:早:08:30~12:30 

         午:14:30~18:30 

星期四及例假日:8:30~11:30 

休診時間:星期日及例假日下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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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醫院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醫院名稱 電話、地址、優惠方案 門診時間 

金山牙醫診所 

電話:(08)722-4889 

地址:屏東市自立路 250號 

優惠: 

1.掛號費：門診免收或減免折
扣。 

2.部分負擔依健保局規定收取。 

3.其他材料費、藥品費，自費醫
療依各院所規定收取。 

看診時段:早:09:00~11:00 

         午:14:00~17:00 

         晚:19:00~20:30 

休診時間:星期二下午、星期
四下午及晚上、星期六晚上及
星期日休診 

明成牙醫診所 

電話:(08)733-3903 

地址:屏東市杭州街 43號 

優惠: 

1.掛號費：門診免收或減免折
扣。 

2.部分負擔依健保局規定收取。 

3.其他材料費、藥品費，自費醫
療依各院所規定收取。 

看診時段:早:09:00~12:00 

         午:15:00~18:00 

         晚:19:00~21:30 

休診時間:星期六晚上及星期
日全天休診 

平正牙醫診所 

電話:(08)722-4273 

地址:屏東市林森路 24號 

優惠: 

1.掛號費：門診免收或減免折
扣。 

2.部分負擔依健保局規定收取。 

3.其他材料費、藥品費，自費醫
療依各院所規定收取。 

看診時段:早:09:00~12:00 

         午:14:30~17:30 

         晚:18:30~21:00 

星期六隔週看診(只看早上) 

休診時間:星期日全天休診 

健芳牙醫診所 

電話:(08)779-0750 

地址:內埔鄉內田村廣濟路 123號 

優惠: 

1.掛號費：門診免收或減免折扣。 

2.部分負擔依健保局規定收取。 

3.其他材料費、藥品費，自費醫療
依各院所規定收取。 

看診時段:早:08:30~12:00 

         午:15:30~18:00 

         晚:18:30~21:30 

休診時間:星期六下午、晚上
及星期日全天休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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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醫院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醫院名稱 電話、地址、優惠方案 門診時間 

建男牙醫診所 

電話:(08)769-2193 

地址:內埔鄉內田村廣濟路199
號 

優惠: 

1.掛號費：門診免收或減免折
扣。 

2.部分負擔依健保局規定收
取。 

3.其他材料費、藥品費，自費
醫療依各院所規定收取。 

看診時段:早:09:00~12:00 

         午:15:00~18:00 

         晚:19:00~21:00 

休診時間:星期二、星期四早上
及星期六、日全天休診 

上上牙醫診所 

電話:(08)723-8359 

地址:屏東市民學路36-3號 

優惠: 

1.掛號費：門診免收或減免折
扣。 

2.部分負擔依健保局規定收
取。 

3.其他材料費、藥品費，自費
醫療依各院所規定收取。 

看診時段:早:09:00~12:00 

         午:15:00~18:00 

         晚:19:00~21:00 

休診時間:星期六及星期日全天
休診 

醫院名稱 電話、地址、優惠方案 門診時間 

大同耳鼻喉
科診所 

電話:(08)769-3199 

地址:內埔鄉內田村學人路 691
號 

優惠: 掛號費門診 30元 

看診時段:早:09:00~12:00 

         午:15:00~18:00 

         晚:18:30~21:30 

休診時間: 

星期三早上、星期一、三、四、
五、六下午星期二、六晚上休診
及星期日全天休診。 

李三弘耳鼻
喉科診所 

電話:(08)721-2469 

地址:屏東市廣東路 77號 

優惠: 掛號費門診 50元 

看診時段:早 08:30~12:00 

 晚 16:00~21:00 

休診時間:星期五早上休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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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醫院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醫院名稱 電話、地址、優惠方案 門診時間 

恆美 

皮膚專科診所 

電話:(08)779-5995 

地址:內埔鄉德美路 218號 

優惠: 1.掛號費門診 20元。 

      2.醫美產品單筆 600 元以
上 85折優惠 

看診時段:早:09:00~12:00 

         午:14:30~17:30 

         晚:18:30~21:00 

休診時間:星期六晚上及星期
日全天休診 

醫院名稱 電話、地址、優惠方案 門診時間 

婦安婦產科 

電話:(08)733-7227 

地址:屏東市福建路 115號 

優惠: 

1.掛號費：門診免收或減免折扣。 

2.部分負擔依健保局規定收取。 

3.其他材料費、藥品費，自費醫療依
各院所規定收取。 

看診時段:
早:09:00~12:00 

         
午:15:00~18:00 

         
晚:19:30~21:00 

休診時間:星期三下午及
星期六、日全天休診 

鄭英傑婦產科 

電話:(08)736-3335 

地址:屏東市廣東路 574號 

優惠: 

1.掛號費：門診免收或減免折扣。 

2.部分負擔依健保局規定收取。 

3.其他材料費、藥品費，自費醫療依
各院所規定收取。 

看診時段:
早:09:00~12:00 

         
晚:16:00~21:00 

休診時間:星期六下午及
星期日全天休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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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屏科資訊站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屏科大校史 

本校創立於日治時代的大正十三年(1924)，初名高雄州立屏東農業補習學

校；後因規模擴大，於昭和三年(1928)易名為高雄州立屏東農業學校。 

  臺灣光復後，於 1954 年改制為臺灣省立農業專科學校，再於 1964年更名為臺

灣省立屏東農業專科學校。彼時，與臺灣大學、師範學院(臺灣師大前身)、臺中農

學院(中興大學前身)、及臺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並稱臺灣五大學府，為揚譽

海外的農耕隊和國內各行各業培育了無數菁英，既為國家穩固了邦交，更為臺灣經

濟的起飛奠下了厚實的基礎。 

  爾後，本校於 1991年升格為技術學院。與北部的臺灣工業技術學院，是全國

技職教育中，唯二的最高學府； 1997 年又與臺灣工業技術學院、雲林工業技術學

院率先改制為科技大學。在臺灣技職教育體系日趨完整的每一階段，本校皆居於龍

頭之位。 

  此外，本校於 1986年遷入現在的老埤地區，倚大武山，傍東港溪，校地之廣

(298.3公頃)，居全國之冠；校舍依地勢規劃而建，極具淳樸特色，且視野遼闊，

優美如畫，園景之好，媲美國家公園，致有「國家公園大學」之美稱，是學生培養

專技、陶冶人格、強健身心的最佳天地，也是教師最理想的研究教學環境。 

  

● 1924 高雄州立屏東農業補習學校 

● 1928 高雄州立屏東農業學校 

● 1945 臺灣省立屏東農業職業學校 

● 1954 臺灣省立農業專科學校 

● 1959 臺灣省立屏東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 1964 臺灣省立屏東農業專科學校 

● 1981 國立屏東農業專科學校 

● 1991 國立屏東技術學院 

● 199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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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特色景點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孟祥體育館 迎賓館 

映霞湖 植物園 

沙林生命教育館 導盲犬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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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特色景點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情人坡 靜思湖 

述耘堂 摘星橋 

玉崗圖書館 校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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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宿舍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信齋 慧齋 

勇齋 

智齋 

誠齋 

德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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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宿舍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宿舍簡介： 
1.本校宿舍總共有八棟，男生住仁、實、德齋；女生住智、信、勇、
誠、慧齋。 

2.住宿費用每學期包含住宿費 6,630元和宿網費（含 wifi）499元 ，
皆為四人房，住宿齋別及床位由生輔組排定。 

3.每一棟宿舍都有都設有交誼廳，交誼廳設備有電視(數位電視盒)、
桌椅，各個樓層都設有洗衣機、飲水機、烘乾機、脫水機，其中洗
衣機和烘衣機每一次 10元，脫水機則不收費。 

4.寢室空調設備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須於軍訓室(綜合大樓內)購買
冷氣卡，計費方式為 4.1元/度(依台電費率定期調整)。 

5.女生宿舍設有駐校警衛，12:00PM~6:00AM 為管制時段；而校門
00:00~5:30AM 為管制時段，出入時皆須出示證件並紀錄備查。 

6.女生宿舍慧齋全棟為健康宿舍，男生宿舍仁齋四樓及實齋四樓為健
康宿舍。健康宿舍擁有較好的寧靜度(夜間 11 點以後停止盥洗)以
及 1:00AM~06:00AM 實施網路管制。 

 

※以上各項皆以生輔組公告為主 

仁齋 實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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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宿舍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名      稱 電      話 

科技大學城 (08) 779-6443 

屏科國際學苑 0972-003-721 

博士居 0974-132-680 

哈佛學園 0917-291-191 

屏科學人會館 0972-003-719 

大地學府 0989-599-409 

海德堡 0919-174-029 

米克夏堤 (08) 770-8720 

京典學苑 0937-628 198 

京品學苑 0937-557 022 

新田莊 0932-808 257 

冠盛學苑 0913-313-761 

屏科之星 0912-721-536 

愛琴海學舍 0981-565-211 

堃庭學苑 0939-300-299 

浦東學園 0933-287-423 

東昇學園 0910-376-459 

梅    園 0934-166-869 

長春農園 0938-261-339 

東吳學苑 0921-289-436 

長春學苑 0932-775-800 

椰林學園 0922-973-248 

星辰學園 0938-681-908 

東林學園 0918-402-328 

大溗學園 0920-661-223 

御書院 0988-541-338 

和風雅驛 0910-712-865 

牛津學苑 0932-793-087 

田原學墅Ｂ 0927-757-162 

傑士町 0919-898-984 

名      稱 電      話 

大成學舍 0935-651-858 

紫武園 0939-906-616 

家榮學舍 (08) 779-7161 

網路學園 0920-163-507 

玉學苑 0963-200-562 

明豪閔傑蘭梅 0960-571-668 

龍門學舍 0960-571-668 

明儒學園 0918-576-621 

官楊秀清 0952-528-353 

書生美 0910-833-922 

庭園名廬 0919-752-980 

友誠學舍 0989-651-081 

長春學苑 0958-052-128 

新學盧宿舍 0919-180-856 

喆學園 0952.750-368 

東峰學苑 0912-134-189 

玫瑰庭園 0939-906-616 

霖園ＡＢ 0958-755-137 

全勝學園 0932-845-205 

上興學園 0937-386-362 

淳志學園 0985-755-161 

集雅舍 0936-216-232 

沉香園 (08) 779-7161 

馨  園 0918-052-266 

學園墅 0956-018-939 

鄭錦記學苑 (08) 770-4353 

正義學園 0952-135-855 

統嶺書鄉 0953-702-738 

長青園ＡＢ 0910-196-058 

福慧園 0952-13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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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宿舍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名      稱 電      話 

勤學園  0921-234-305 

鄉村學園 0913-030-735 

永明學園 0936-886-221 

書香園 0925-551-133 

群讀園 0931-701-320 

珍平學苑 A B 0920-528-059 

田  莊 0932-808-257 

616 學園 0989-277-911 

農園學生宿舍 (08) 769-1068 

念華學院 0933-381-318 

伶頡學舍 0979-312-514 

美莉華學宿 0921-225-001 

首善學苑 0929-090-684 

東海學舍 0932-753-780 

科大學舍 (08) 779-4300 

比佛利學舍 0935-933-498 

花園宿舍 0955-969-856 

益培學宿 (08) 770-1698 

宗頎學宿 (08)770-1698 

長榮學苑 0919-142-696 

菁英會館 0982-610-925 

高登會館 0985-208-167 

微風學院 0938-039-810 

東片小野菊 0932-753-323 

長青園Ｃ棟 0972-020-869 

明園學院 0918-586-908 

風林小築 0977-062-608 

清心學苑 0920-507-386 

林家學舍 0958-470-930 

屏科大富翁旭日館 (08)7690-085 

海德堡 B區 0910-833-291 

名      稱 電      話 

稻香學苑  0933-687 772  

吉鑫電器行 0912-133 874 

翰林學苑 0958-093 307 

老師的家 0933-683 613 

官邸學園 0928-596 078 

尚品橘園 0937-557 022 

檠園學舍  0917-516 850 

旭昇學園 0935-348 819 

東佑學舍  0932-978 885 

中林學園  0929-368 056 

假期學舍 0986-171 813 

巧成長慶 0911-887 234 

三立學舍 0929-751 509 

屏東耕園 0932-899 192 

花語蝶學舍 0932-883 889 

田原學墅 A 0927-757-162 

學恩園 0937-575-137 

翰暘學苑 0938-805-769 

奕瑄園 0937-386-795 

屏風小築 0982-151-169 

麗景學園 0982-770-728 

青淞園  0921-714-550 

三信學園  08-7708689 

岱林學園 0939-222-031 

內埔中興宅 0937-386-640 

東林學園 B區 0966-331-213 

更多資訊請上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雲端租屋生活網   

http://140.130.34.30/NPUST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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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團 

好消息！！！ 

哈囉~ 各位帥氣、可愛的小大一新生們~~ 

參加社團可以發現自己的潛能 

找到你的人生方向、建立你人生的價值觀！ 

你在猶豫要選什麼社團嗎？ 

趕快往下翻 學生會為大家整理了超多社團資訊 

讓各位搶先得知第一手消息！！ 

還在等什麼呢？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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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一覽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康樂性社團 

賞鳥社 屏瘋吉他社 熱門音樂社 

綠谷登山社 青年話劇社 跆拳運動推廣社 

網球運動推廣社 太極拳研習社 嘻哈街舞社 

競技啦啦運動推廣社 桌球運動推廣社 魔術社 

田徑運動推廣社 極限滑板社 單車休閒社 

籃球運動推廣社 泰拳格鬥社 保齡球社 

壘球運動推廣社 劍道社 足球運動推廣社 

羽球運動推廣社   

服務性社團 

仁愛工作隊 動物關心社 紫錐花社 

慈濟青年社 四健會 社會工作自願服務隊 

禮儀大使服務隊 崇德青年社 扶輪青年服務團 

學藝性社團 

原住民文化研習社 美術工藝研習社 日語研習社 

信望愛社 屏麓攝影社 溫羿漫研社 

機車研究社 創新創業研習社 機器人研究社 

性別多元文化社 籃球裁判研習社 時尚美學研習社 

風宇國樂社 曜音管樂社 客家文創研究社 

啄木鳥社 英文演講社 UAV航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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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簡介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日語研習社 

集社時間：星期一(月曜日)19:00~21:00 

     星期三(水曜日)19:30~21:00  

集社地點：CE 205 （工學院）  

聯絡方式：社長 黃亭瑋  

社團簡介：大家好，我們是日語研習社，
歡迎想體驗日式活動、遊戲，和對品嚐日
本美食料理有興趣的人歡迎一起來玩。另
外，我們有教學基礎日文跟N5檢定相關課
程。當然，我們也有活動，主要以體驗日
本文化活動為主;活動創新，多樣化，以
及料理實作，讓大家能夠開心的參與活
動，我們開學後也會舉辦新生茶會喔，有
興趣的同學一起來參加吧！ 

 原住民文化研習社 

集社地點：IH103 (綜合大樓) 

聯絡方式：社長 曾信智  

社團簡介：是由學校來自四面八方的原住

民所組成的社團，當然不只有原住民，也

有對原住民文化有興趣的朋友加入，平常

的社團活動會有部落參訪、傳統美食的傳

承以及舞蹈教學，以利日後活動表演用歡

迎有興趣的同學加入。 

 美術工藝研習社 

集社時間：星期二 18:30 

集社地點：HE108 (時尚系館) 

聯絡方式：社長 楊靜玟  

社團簡介：又稱手作社，集結對手做有興

趣級熱愛的人並具學習性的社團。主要學

習基本的手縫技巧，用輕鬆無壓力的方式

學習。如果對手作社很感興趣，不妨來參

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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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羿漫畫研究社 

集社時間：星期二、四 19:00 

集社地點：社團辦公室A (體育館內) 

粉絲專頁：屏科大溫羿漫研社 

聯絡方式：社長 余竣堯  

社團簡介：想在大學讓自己的技術更精進
嗎？還在為了沒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煩惱
嗎？每週的社團課程保證精彩；社團內的
學長姐與同學也是你交流的好夥伴。歡迎
加入我們！   

 信望愛社 

集社時間：星期四 19:00 

集社地點：CM104 (管理學院)： 

粉絲專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信望愛社 

聯絡方式：社長 楊力平  

社團簡介：屬於基督性質社團，本於聖經

真理闡揚，因為神先愛我們，所以我們願

意將這愛也分享給其他人。 

 屏麓攝影社  

集社時間：星期三 19:30 

集社地點：司令台下方(學生會對面) 

粉絲專頁：npust-photoclub屏科大攝影社 

聯絡方式：社長 林柏豪  

社團簡介：不管是想學拍照卻只有手機的
同學，還是經驗老道想要來社團交流學習
的攝影師們，我們的課程從基礎到進階，
從風景到人像外拍、交流應有盡有，還有
浪漫的社辦和攝影棚，讓人人都可以紀錄
生活每一刻，屏麓攝影社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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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車研究社 

粉絲專頁：屏科機研 NPUST Motor Club 

聯絡方式：社長 王允哲  

社團簡介：恭喜，當你看到這篇文章時，
你已經受到機車小精靈的庇護，你無須按
讚或轉發，只要你來到機車研究社的社
課，這邊有各種與機車相關的課程，不管
你想學的是基礎保養，還是進階維修、改
裝，又或者是喜歡騎車出遊交友，甚至是
下賽道享受速度的刺激感，在這裡都可以
找到你的同好，快分享出去，一齊同樂。  

 風宇國樂社  

集社時間：星期一至五 19:30-21:00 

聯絡方式：社長 朱笍君 

粉絲專頁：屏科風宇國樂 

社團簡介：樂器，是社團的主角，而讓主
角發光發熱是我們演奏人的工作。 
美妙的音色，需不斷的練習才能發揮出
來，但深愛音樂的我們從未放棄，因為只
有我們能賦予這些音符精彩的一生。 
歡迎加入我們一同領略國樂之美。 

 曜音管樂社 

集社時間：星期一至四 19:30-22:00 

集社地點：演藝廳正後方 

粉絲專頁：屏東科技大學管樂團 

聯絡方式：社長 林韋辰  

社團簡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曜音管樂團
(Wind bands)，樂團團員有著一股對音樂
的熱愛與堅持，持續追求進步，將音樂推
廣到各個角落；憑著大家的耐心與用心，
讓曜音有著最動人的旋律線；喜愛音樂的
熱誠與衝勁，會像太陽的光芒一樣永不熄
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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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AV航空社 

聯絡方式：社長 柯景允  

社團簡介：UAV航空社為學校中愛好飛行
空拍的師生共同組成的社團，我們社團目
前以推廣無人機中的多軸空拍機及定翼型
無人機的飛行與應用為發展方向，在未來
我們也希望加入從自組四軸無人機與競速
穿越機的相關內容，想體驗從空中鳥瞰世
界或享受自由飛行穿梭的夥伴，趕快加入
我們UAV航空社吧!   

 客家文創研究社  

集社時間：每隔週三 18:00-20:00 

集社地點：IH232 (綜合大樓) 

聯絡方式：社長 何宛郁  

社團簡介：客家文創研究社的設立係源於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的學生對於客家文化
的熱愛，基於想要傳達客家文化的熱情及
創意，邀請對於客家文化有興趣的學生一
起體驗、學習客家文化相關的課程或活
動。  

 英語演講社  

集社時間：星期二 18:55-21:00 

集社地點：RE113 (土木系館) 

粉絲專頁：NPUST Toastmasters Club 屏
東科技大學國際英語會 

社團簡介：國際英文演講會-屏東科技大學
NPUST分會，讓學生在語文能力使用上的經
驗、舞台，藉由國際演講TOASTMASTERS的
國際社團組織，建立全英語會議主持經驗
與演說表達能力。  

46 



社團簡介 

32nd   Students Association 

 賞鳥社 

集社時間：星期四 19:00-21:00 

集社地點：植物醫學系P104  

聯絡方式：社長 巫元鼎  

社團簡介：屏東科技大學賞鳥社創立四
十週年，社團不只是欣賞鳥類活躍的姿
態，更與屏東野鳥協會合作，向學生推
廣鳥類與生態維護、調查等相關活動；
屏東科技大學位於北大武山，校園內除
了擁有豐富生態外，更有不少保育類鳥
類可以在屏科校園中發現蹤跡。歡迎各
位新生加入賞鳥社，一同發覺校內校外
豐富的生態面貌。  

 屏瘋吉他社  

集社時間：星期二、四 19:00~21:00 

集社地點：星期二 CM208、星期四 CM206 

粉絲專頁： 屏東科技大學 屏瘋吉他社 

聯絡方式：社長 林士軒 

社團簡介：上大學就要彈吉他，成為陽光
的大學生！當你在街頭看著街頭藝人自彈
自唱，吉他插著音箱，緩緩一撥弦，深情
的道出一句歌詞，就能夠震懾全場！不論
是初學者或是從未接觸吉他的人，只要有
心練習，一定能彈出動人的旋律！  

 熱門音樂社 

集社時間：星期二、四 19:30-21:00 

集社地點：述耘堂左側2Ｆ  

粉絲專頁：屏科熱音ROCKLAB 

聯絡方式：社長 厲子銘  

社團簡介：喜歡表演或是每天沒有音樂就
會活不下去嗎？還是想要學樂器卻沒有老
師可以問嗎？加入熱音社是你們最好的選
擇，我們每個禮拜都有老師可以幫忙解決
你的問題，不論你是想彈小清新木吉他還
是熱情搖滾的電吉他或者是聲音沈穩的電
貝斯，還有還有節奏鏗鏘有力的爵士鼓，
加入熱音社健康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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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跆拳道運動推廣社 

集社時間：星期四 18:30-20:30 

集社地點：開學後於粉絲專頁公告  

粉絲專頁：屏科大跆拳道社 

聯絡方式：社長 顏啟修  

社團簡介：跆拳社是一個歡樂的康樂性社
團，在社團活動過程中將一些基本、基礎
的跆拳道相關技巧技術教導社員，結合跆
拳道技術及遊戲融合體能訓練。每學期會
有一次的輔導晉級升段測驗，並有聘請校
外專任教練進行授課及檢定。無論是初學
或是已有基礎的同學，都歡迎你加入呦！ 

 綠谷登山社  

集社時間：星期二 19:00 

集社地點：登山社社辦（司令台下方）  

粉絲專頁：屏科大綠谷登山社 

聯絡方式：社長 簡偉翔  

社團簡介：主要推動校內登山活動，期望
帶大家走出舒適圈，在大自然中認識自
我，本社的活動包括普通的步道健行，以
及中級山及百岳的攀登活動，希望能夠帶
領同學認識我們的寶島-臺灣。本社也有
社課以增進大家的知識與技能。歡迎對戶
外活動有興趣的同學一起參加！  

 青年話劇社  

集社時間：星期二、四 19:00 

集社地點：學生社團 B區辦公室01 

聯絡方式：社長 黃雯歆  

粉絲專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青年話劇社 

社團簡介：屏東農專73年，一群喜愛表演
擁有熱情的人聚集在一塊，成立當時的青
年話劇社並延續至今。編劇、設計、演員
訓練、幕後排演一手包辦。我們邀請專業
老師指導，也相互幫忙與切磋，話劇除了
籌備外，更重要的是團隊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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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球運動推廣社 

集社時間：星期二、四 18:00-20:30 

集社地點：硬地網球場 (體育館旁) 

粉絲專頁：屏科大網球社 

聯絡方式：社長 朱晳 

社團簡介：為培養本校運動之習慣，進
而強身體健，而網球也是社交性十分高
的一項運動，學習網球可以培養社交能
力，並藉由比賽的參加來了解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也能為校爭取榮譽。 

 太極拳研習社  

集社時間：星期二 18:00、星期四 19:00 

集社地點：技擊室 (體育館內) 

聯絡方式：社長 黃璽儒  

社團簡介：主要為鑽研太極拳運動與技擊
的奧妙。運動方面在下盤肌群的穩定，半
蹲姿可訓練小腿、大腿和腳掌肌肉；單腳
站立、重心轉移等，能改善身體平衡能
力。太極拳細膩拆解了運動的軌跡，對於
身體動能轉換於拳術上的訓練更加精巧 。 

 競技啦啦隊運動推廣社 

集社時間：星期四 18:30 

集社地點：體育館攀岩場旁   

粉絲專頁：屏東科大閃電騎士競技啦啦隊 

聯絡方式：社長 曾冠閔  

社團簡介：想體驗在空中飛高高的感覺
嗎？不論你是男生女生，不論你有沒有運
動習慣，只要你願意，學長姐將帶領你走
向成功的道路。「你不需要很厲害才能開
始，但你一定要開始才能變強」現在就加
入我們，閃耀你的大學生活吧。我們是屏
科競啦、我們是閃電騎士、我們永不放
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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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術社 

集社時間：星期四 19:00-21:00 

粉絲專頁：屏科魔術社-Npust Magic 

聯絡方式：社長 王信富   

社團簡介：想學精彩的近距離魔術嗎？ 

想要用魔術在生活中帶給家人朋友一些驚
喜嗎？ 

在每週當中都會安排社課或集社，在我們
會教學紙牌、硬幣、骰子、或可以變魔術
的日常用品，也會接洽活動的表演，讓在
社團學習到的魔術展現給更多人看！ 

 嘻哈街舞社  

集社時間：星期一至四 18:30-21:00 

集社地點：述耘堂右側二樓 

粉絲專頁：屏科大嘻哈街舞社 npust hip 
hop street dance 

聯絡方式：社長 王薏雯  

社團簡介：大家好~我們是屏科大嘻哈街
舞社~我們社團主要有四個舞風，分別是
HIPHOP、GIRL'S、POPPING、LOCKING，只
要喜歡跳舞，不管有沒有學過，都歡迎來
玩喔! 

有問題歡迎私訊嘻哈街舞社FB粉絲專頁~  

 桌球運動推廣社  

聯絡方式：社長 陳漢銘 

粉絲專頁：屏東科大校桌 

社團簡介：我們現在每週有一天都會練
習，練習的時候教練或學長會來指導大
家，社員平時相處起來都十分融洽，社團
除了桌球還有其他東西可以學習，包含可
以認識其他人，社團性質休閒、放鬆壓
力，歡迎大家一起加入桌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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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限滑板社 

集社時間：星期一、三 19:00 

集社地點：噴水池or述耘堂前廣場  

粉絲專頁：屏科極限滑板社『Npust 
Skate Club』 

聯絡方式：社長 王宣惟  

社團簡介：近年來滑板文化越來越是普
遍，玩滑板的人越來越多，以後甚至連
滑板運動都列入奧運項目！ 

想接觸滑板文化或已經是老手的你，都
不妨來一起享受玩滑板的樂趣。  

 單車休閒社  

集社時間：星期四  

集社地點：單車社辦公室 (體育館內) 

粉絲專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單車休閒社 

聯絡方式：社長 黃泓諭 

社團簡介：「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都
不會做了」─電影練習曲。 
趁青春時光好好大玩一場吧，人生地不熟
的你，該從何玩起? 從漫遊屏東到環島(甚
至挑戰武嶺)，從新手到同好，我們都陪你
同行!跟我們一起貼地飛行，挑戰極限! 
屏科單車社歡迎你!  

 泰拳格鬥社 

集社時間：星期二、三 19:00-20:30 

集社地點：技擊館 (體育館內)   

粉絲專頁：屏科大泰拳社 

聯絡方式：社長 游明融   

社團簡介：社團時間教授基礎泰拳的攻擊
和防禦姿勢，以及拳腿膝肘的運用，在有
一定基礎後會進行對打練習訓練反應能
力，能有效增加對打的經驗，對泰拳有興
趣的歡迎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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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道社 

集社時間：星期五 18:00 

集社地點：技擊館 (體育館內) 

粉絲專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劍道社 

聯絡方式：社長 鄒旻峰    

社團簡介：你對劍道興趣嗎?想要在大學
練一項不一樣的運動嗎?想要親身體驗當
日本武士的感覺嗎? 
只要你對劍道有興趣那就不要猶豫了加入
劍道社就對了！ 
只要是想來劍道社的我們都歡迎，我們歡
迎所有對劍道有興趣的朋友來參加！  

 保齡球社  

集社時間：星期四 18:30 

集社地點：屏東縣內埔保齡球館  

粉絲專頁：Npust-Bowling 

聯絡方式：社長 張棋富 

社團簡介：無論你是新手或老手，不管你
會直球、飛碟球、曲球等。 
只要對保齡球有興趣，都歡迎你加入我們
的行列！新手不用怕一直洗溝，我們有經
驗豐富的教練指導，加入社團還能享內埔
保齡球館優惠價格喔！ 
歡迎你/妳加入 來打保齡球吧！  

 壘球運動推廣社  

聯絡方式：社長 陳品宏  

社團簡介：目前社團成員以學校壘球隊成

員為主，以推廣為目的，在不影響課業之

餘進行體能、球技的訓練並且參加比賽從

中學習如何尊重比賽、球場、對手並且了

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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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運動推廣社 

聯絡方式：社長 尤婉婷  

社團簡介：本校足球校隊積極參與校外

大大小小競賽，近年來獲得十一人制從

54隊裡得到了第四名，五人制獲得38隊

裡的第五名，設立本社團是希望對足球

有興趣的大家，不分男女一起來踢球！  

 羽球運動推廣社 

聯絡方式：社長 林雅如 

社團簡介：羽球運動推廣社，顧名思義就

是推廣羽球運動，特別適合羽球初心者！

打羽球？在長方形球場上奔馳彷若舞動著

青春，揮舞著球拍彷彿正向著快樂打招

呼，一群人一起揮灑汗水，這就是羽球！  

 仁愛工作隊  

粉絲專頁：屏科大仁愛工作隊 

聯絡方式：社長 王御丞   

社團簡介：我們社團以仁存心、以愛踐
德，發揮仁愛的真諦。 
在期初的時候我們會舉辦迎新的回憶的每
個人～ 
而在期初與期末之間我們也會舉辦各式不
同的活動來增進大家的感情，例如：社
遊、慶生會、桌遊………等。還會舉辦營
隊的活動，去國小帶領小朋友們（歡迎喜
歡小孩的朋友一起來哦～） 
我們是仁愛，我們是個大家庭～～歡迎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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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工作志願服務隊 

集社時間：星期四 16:30 

集社地點：IH235 (綜合大樓) 

粉絲專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志
願服務隊 

聯絡方式：社長 詹雨軒     

社團簡介： 本社創立至今已逾 18年，目
前設有11支小隊，並由總隊綜理相關事務
及辦理全校性之志願服務相關活動；期望
學生走出校園，服務社區，利用所學之社
會工作，從學習中服務，從服務中學習。  

 動物關心社  

集社時間：星期四 19:30 

粉絲專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關心社 

聯絡方式：社長 趙麗婷 

社團簡介：我們是動物關心社，我們舉辦
屏科大野生動物收容中心參訪，協助校內
收容所清洗貓狗，響應全球青年服務日前
往大鵬灣淨灘，未來將籌劃「野保所志工
培訓營」，我們歡迎那個愛護動物的妳/
你加入我們！  

 四健會  

聯絡方式：社長 蘇恣瑩 

粉絲專頁：屏東科技大學四健會4h-Club 

社團簡介：四健會除了培養青少年正向發
展外，也是我國農業推廣的組織，有豐富
多樣的活動，每學期有不同主題的作業組
（社課）及相關參訪、國小營隊外，也有
農業體驗活動、領袖營及國際農村青年交
換等，從中培養自己各方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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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儀大使服務隊 

集社時間：平日一次 19:00-21:00 

集社地點：管理學院 

粉絲專頁：屏東科技大學禮儀大使服務隊 

聯絡方式：社長 古雅禎 

社團簡介：我們是打扮亮麗，穿著整齊套
裝，代表學校擔任各項慶典活動的禮賓人
員(親善大使)，以青春微笑服務貴賓，展
現專業形象與自信，擔任迎賓、引導、帶
位、頒獎等工作，是讓典禮更完美的一群
人！   

 崇德青年社 

集社時間：星期二、四 18:00-21:00 

集社地點：CM104 (管理學院)、校外社辦  

粉絲專頁：屏科大崇德青年社 

聯絡方式：社長 許開誠  

社團簡介：利用課餘假日時間幫助他人，
如關懷老人、兒童讀經帶動、淨灘等利於
社會之活動，想讓更多志同道合的學生一
同來參與，推廣孔子仁愛精神，將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理念，
期望藉由我們小小的力量，能夠讓社會更
加美好，更能提升生命之價值。  

 扶輪青年服務團 

集社時間：星期四 18:30 

粉絲專頁：D-3510 潮州扶輪青年服務團 

聯絡方式：社長  陳宏明   

社團簡介：扶輪青年服務團屬於一個國際
性的組織，由扶輪社所輔導，如果你樂於
服務回饋社會、喜愛結交新朋友、拓展人
脈，或是有興趣瞭解各行各業，並且藉由
多元的活動增長你的國際觀，豐富大學生
活，那麼你一定要加入扶輪青年服務團跟
著我們一同進來學習，出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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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肚子餓了嗎?我們學校的第一餐廳、全家就在勇齋旁邊，第二

餐廳及萊爾富就在綜合大樓旁邊，如果吃膩了學校的餐廳，我們校

門口的商店街以及屏東市都有不錯的美食！若是到了晚上想吃點

宵夜，不要擔心學校門口就有許多不同夜市美食，不管是炸的、烤

的、滷的、煎的都有喔。 

 

 

衣 

 屏科大位在大武山下，日夜溫差較大，早上及下午太陽很

大要記得防曬，但別看早上那麼熱晚上就穿著短袖出門， 晚上

天氣稍涼。對了，冬天時寒流過境時還是會很冷！所以還是要帶

幾件長袖衣物。若是需要購買衣服，屏東火車站附近就有小型商

圈可供大家選擇購買。 

 

 

住 

 校內宿舍，空間舒適。有檯燈、鞋櫃、衣櫃、書櫃及置物

櫃，建議列好應購買的日常用品清單。宿舍也有提供洗衣板及投

幣式洗衣機，宿舍內會有灰塵要記得帶清掃用具以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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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校內限速 40km/h，務必遵守交通規則，轉彎請打方向燈。校內路面

設有減速丘，請小心慢行！晨跑、夜跑時記得穿著明亮衣物以免危險。 

托運公司 機車行 電話 

正捷托運 

承一 (08)778-6555 

福鑫 (08)770-9666 

東益 (08)770-4221 

福志 (08)770-9696 

金鉅昌 0913-109-782 

山立托運 

承一 (08)778-6555 

速傑 (08)770-2207 

福志 (08)770-9696 

金鉅昌 0913-109-782 

翔順托運 
弘昇 (08)770-6715 

東益 (08)770-4221 

皇佳托運 金鉅昌 0913-109-782 

宏揚 速傑 (08)770-2207 

＊ 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 介紹 

火  車 火車站在市區，離本校車程約 30分鐘，可搭乘校園公車前往 

屏東客運 在市區(火車站)，欲前往屏科請搭 508、509、8232老埤-三地門

-霧台線 

統聯客運 在市區(火車站)、麟洛(原永達技術學院旁，15分車程)皆有站

別 

國光客運 在市區(火車站)、麟洛(麟洛交流道附近，15分車程)皆有站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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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我們學校共分為六大學院，分別是：人文學院、農學院、工學

院、管理學院、國際學院、獸醫學院，你是在哪一個學院呢!!  

農學院 

管理學院 

工學院 

 森林系 

 水產養殖系 

 生物科技系 

 食品科學系 

 農園生產系 

 植物醫學系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科技農業學士學位學程 
食品科學系科技農業組 

 食品生技碩士 
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食品安全管理研究所 

 生物資源博士班  

 土木工程系 

 水土保持系 

 車輛工程系 

 機械工程系 

 生物機電工程系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環境資源與防災學
位學程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
學程 

 工業管理系 

 企業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 

 餐旅管理系 

 農企業管理系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財務金融國際 
學士學位學程 

 景觀暨遊憩管理 
研究所 

 財務金融研究所 

 科技管理研究所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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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學院 

人文學院 

國際學院 

育 

 我們學校共分為六大學院，分別是：人文學院、農學院、工學

院、管理學院、國際學院、獸醫學院，你是在哪一個學院呢!!  

 幼兒保育系 

 社會工作系 

 應用外語系 

 休閒運動健康系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土壤與水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農企業管理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觀賞魚科技國際學位專班 

 動物用疫苗國際學位專班  

 獸醫學系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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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身為大學生怎麼可以不去夜市呢? 有好吃好玩的東西，下面列

了高屏地區所有的夜市，如果時間充裕的話不彷前往看看~~ 

夜市名稱 時間 地點 

潮州夜市 三、六、日 屏東縣潮州鎮永坤路 121號  

屏東觀光夜市 每天 屏東縣民族路 

瑞光商圈夜市  每天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路三段  

東港夜市 三、六 屏東縣東港鎮和光復路一段 

萬丹夜市 二、四、日 屏東縣萬丹鄉四維國小旁 

南華夜市 每天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至民生一

忠孝觀光夜市 每天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和四維三

瑞豐夜市 
二、四、五、 

六、日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和南屏路交

叉口  

六合夜市 每天 高雄市新興區自立二路和中山一

青年夜市 四、五、六、日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 425號 

鼎山夜市 一、三、五、六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 

光華觀光夜市 每天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二路和二聖一

自強夜市 每天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 

興中夜市 每天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路與文橫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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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除了夜市以外還有看電影跟唱 KTV等娛樂活動，這邊列出了相

關資訊給大家做參考唷~ 

KTV名稱 電話 地點 

好樂迪 (08)732-8088 屏東市中正路 50號  

享溫馨 (08)733-3366  屏東市北平路 7-7號  

新天地 (08)755-5336  屏東市復興南路一段 410號  

新時代 (08)778-9553  屏東縣內埔鄉東寧路 6號  

影城名稱 電話 地點 

國賓影城 

(屏東環球購物中心)  
(08)766-2128  屏東市仁愛路 90號  

中影屏東影城  (08)732-2043  屏東市民生路 24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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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什麼我要繳交學生會費呢?有任何法律依據嗎? 

 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大學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

 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

 以及第三項:「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

 校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 

二、學生會費收取的金額是多少? 

 本會會費收取辦法第三條:「學生會費收取對象為本校各學制新生:四年制

 1200 元、獸醫系大學部 1400元；二年制 600元、研究所碩士班 500元、研

 究所博士班 500 元。」 

三、要如何繳交學生會費? 

 方法一:請至第一銀行網站下載學生會費繳費單。 

 方法二:學生會提供代收服務，至學生會辦公室補繳即可。 

四、我所繳交的學生會費被拿去做什麼事? 

 1. 本校學生會費用途為行政上的運作與各大型活動運作之經費來源。 

 2. 返鄉專車優惠補助。 

五、繳交後，我可享有什麼福利嗎? 

 1. 享有學生會所辦理活動入場之優先權。 

 2. 享有每學期定額免費黑白影印服務。 

 3. 享有各縣市特約商店的優惠折扣。 

 4. 享有搭乘學生會返鄉專車單程優惠 100 元。 

 5. 享有學生權益:系學會及社團補助(符合本會補助要點者皆可申請)。 

六、學生會費可減免嗎?須具什麼條件資格? 

 1. 身心障礙學生:減免 1/2學生會費。 

 2.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減免 1/2學生會費。 

 3. 中低、低收入戶子女(係依政府核定有案):減免 1/2學生會費。 

 4. 本校進修推廣部學生:減免 1/4 學生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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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名   稱 代  碼 系   所   名   稱 代  碼 

景憩所 AG 綜合大樓 IH 

動物醫院 AH 圖書館 LB 

養殖系 AQ 機械系 ME 

熱帶農業研究中心 
(農學院) AR 機械工廠、農機工廠 MW 

動畜系 AS 植醫系 PM 

體育場 AT 有機農場 
(農園系) PI 

生機系 BE 
資源工程館 

(土木系、水保系、木
設系、森林系) 

RE 

基礎大樓 
(幼保系) BS 畜牧場 RO 

生物科技系 BT 熱農系 TA 

工學院大樓 CE 車輛系 VEL 

管理學院大樓 CM 獸醫系 VM 

環工系 EP 獸醫系二館 VM II 

食品工廠 FP 木工廠 WP 

食品系 FS 野保所 WH 

農園系溫室 
(動畜系後方) GH 圖書館 藝文 A 

家政館 
(時尚系、餐旅系) HE 體育館二樓 體教 

土木系水工實驗室 HL 體育館二樓 體適能中心 

餐旅大樓(餐旅系) HR 工作犬訓練學校 功能訓練中心 

農園系 HO 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
區 農科 

電算中心 IB 電算中心一樓 微型教室 

國際學院大樓 IC 迎賓館旅館 
(餐旅系旁) 荷芮教學實習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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