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21 31 41 51 三樓

12 22 32 42 52 二樓

13 23 33 43 53 一樓

14 24 34 44 54

15 25 35 45 55

16 26 36 46 56

17 27 37 47 57

18 28 38 48 58

49 59

11 21 31 41

12 22 32 四 42

13 23 33 43

14 24 34 44

15 25 35 樓 45

16 26 36 46

17 27 37 47

18 28 38

11 21 31 41 51

12 22 32 42 52

地 一 13 二 23 三 33 四 43 五 53

14 24 34 44 54

下 15 25 35 45 55

樓 樓 26 樓 36 樓 46 樓 56

室 27 37 47 57

16 28 38 48 58

11 21 31 41

12 二 22 三 32 四 42

13 23 33

14 24 34

15 樓 25 樓 35 樓 44

16 26 36 45

右41 右51 東31 東41 東51 31 5樓

右42 右52 東32 東42 東52 32 4樓

右43 右53 東33 東43 東53 33 3樓

右44 右54 東34 東44 東54 34 2樓

右45 右55 東35 東45 東55 21

右46 右56 東36 東46 東56 22 101

右47 右57 東37 東47 東57 23 102

右48 右58 東38 東48 東58 11 103

右49 右59 東39 東49 東59 12 104

右4A 右5A 東23 東4A 東5A 13 F01

右4B 右5B 東24 東21 東5B F01 F02

右4C 右5C 東25 東22 F02 F03

物理

實驗室

化學

實驗室

電腦教室 電腦教室 綜392餐飲 訊電 實習三 訊電 實習二 訊電 實習一

新竹市光復高中  一 O 七年 學度 第一學期 ( 寒假輔導課及補考領書班級)  教室位置 
教務處 設備組 108-01-14

教            學           樓 科學樓

生輔組教官

( 辦公室 ) 餐旅群實習

中餐教室

電腦教室 電腦教室 綜361幼保
生物

實驗室

軍 訓
視聽教室

餐旅群實習

(餐飲服務)
電腦教室

 資訊-電子科

辦公室
綜395餐飲 右任樓

餐旅群實習 西

餐教室

即測即評

中心(實輔)

餐旅群實習

(食材分配室)

電腦中心

(資訊媒體組)

 資料處理科

辦公室
綜394餐飲

教官室
餐旅群科

辦公室
電腦教室 綜393餐飲

家政群時尚 造

型實習

餐旅群實習 調

酒教室

音樂一教室 樂隊-練習室

家政群 時尚

芳香館實習

餐旅群實習

導覽教室
電腦教室 電腦教室 音樂二教室 音樂三教室 電鋼琴教室

家政群 時尚

時尚實習

餐旅群實習

練工房
電腦教室 電腦教室

餐旅群

實習房務教室
三樓

幼保活動         家

政群分組教室
鋼琴教室 鋼琴教室

美 衛教室 安親班 安親班

家政群 時尚

芬spae館實習

餐旅群實習

烘焙教室
電腦教室 電腦教室

家政群時尚

裁縫實習
二樓

慈                                 樓
日 夜 日 夜 日 夜 日 夜

綜194餐飲 日進修觀一乙

書 庫 職111汽機 進修餐二甲 綜172應英 進修觀二甲 綜195餐飲 日進修觀二乙

職332電機 職142資處 進修餐一甲 職163時尚

綜292餐飲 日進修觀三乙

書 庫 職152多媒 進修餐三乙 職181觀光 進修汽二甲 綜293餐飲 日進修美三乙

書 庫 職151廣設 進修餐三甲 綜173應日 進修觀一甲

綜294餐飲 日進美二甲

書 庫 綜161幼保 進修資二甲 綜192餐飲 進修汽三甲 綜295餐飲 日進美一甲

書 庫 職153室設 進修資一甲 綜182觀光 進修汽一甲

職311汽機

書 庫 職131電產 職143資處 職283觀分組

書 庫 職162時尚 進修資訊三甲 綜193餐飲 進修觀美三甲

進修教務處 職122資訊 綜271應日 綜363時尚 職342資處

思                                源                                樓

進  修      導

師室

進修教務處 職121資訊 職241資處 綜262時尚 職242資處

語言教室 三

進校-會議室 語言教室 一 職141資處 職341資處 綜372應英 綜382觀光

綜132電機  綜291餐飲 綜364時尚 職343資處

語言教室 二 職321資訊 綜371應日 綜381觀光

教務處 資料庫  綜191餐飲 綜374應外 綜273應英  綜281觀光

全中部書庫 綜171應日 綜373應英 綜272應日 綜383觀光

四               維                  樓
日 夜 日 夜 日 夜 日 夜

教務處 設備組 健康 中心 職222資訊  綜391餐飲 職221資訊  綜282觀光

外語分組活動

書 庫 綜253室設 職112汽機
家政群時尚    造

型實習

家政群時尚

造型實習

職243資處 綜251廣設 職231.83電觀

43
書 庫 職211汽機 職322資訊

書 庫 綜261幼保 綜232電機

職213汽機 職113汽機 職313汽機
萊 爾 富

職212汽機 職323資訊 職312汽機

學生宿舍

校史-推廣中心  綜252多媒 10年 智班 11年 仁班 9 年 禮班 職能106 女宿舍

行政區 右 側 綜合大樓 東 側 登雲樓

設計學群辦公室 10年 義班 12年 仁班 8 年 仁班 職能306 男宿舍

教務處 設-專題教室 10年 禮班 12年 禮班 9 年 義班 職能206 女宿舍

學務處

男宿舍

校長室 設-繪圖教室 雲端智慧教室 行政辦公室 8 年 義班 輔導-團體室 汽車實習 教室

董事會 設-製圖教室 10年 仁班 12年 智班 9 年 仁班 職能辦公室

汽車科辦公室

出納-文書 設-攝影教室 行進 鼓隊庫房 12年 義班 7 年 仁班 輔導-團體室 汽機 實習 1

總務處 設計-器材室 電腦語言教室 全中導師室 8 年 禮班 輔導-團體室

會計室 綜351廣設 辦公室 專任教師辦公室 輔導-晤談室 汽機 實習 4

汽機 實習 2

人事室 綜352多媒 小型會議室 11年 禮班 7 年 禮班 輔導-晤談室 汽機 實習 3

大型會議室 綜353室設 11年 義班 11年 智班 7 年 義班 輔導-辦公室

普通教室

校友會 衛生組庫房 汽機 實習 5

實習輔導處
圖書館

大普通教室 總務處庫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