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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108年度大學部 

各系、北、中、南、東分區學長姐迎新活動 

主辦單位：各系 107級學長姐 

協辦單位：慈濟大學學務處生輔組  鍾依軒  聯絡分機 03-8565301轉 1203 

系別 場次 時間 地點 

醫學系 

 

北區 日期：

108/08/19(一) 

時間：14:00-17:00 

店名：人性空間(總店)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 286巷 4

弄 1-1號 

中區 日期：

108/08/18(日) 

時間：17:00-22:00 

店名：叉子餐廳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府會園道 6號 

南區 日期：

108/08/19(一) 

時間：14:00-17:00 

店名：RÊVE 黑浮咖啡 高雄巨蛋店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 2 號 

東區 日期：

108/08/23(五) 

時間：10:30-12:00 

店名：Country Mother’s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 34 號 

醫技系 北區 日期：

108/08/22(四) 

時間：11:30 

店名：THE PIZZA惹披薩輔大店 

地址：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4巷 43號 

中區 日期：

108/08/23(五) 

時間：13:30 

店名：勃根地桌遊休閒館（大魯閣新時代店） 

地址：401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 186號 6樓 

南區 日期：

108/08/18(日) 

時間：15:00 

店名：：Awake coffee(前鎮店) 

地址：806高雄市前鎮區民豐街 24號 

東區 日期：

108/08/25(日) 

時間：14:30 

店名：花間水舞 

地址：970花蓮縣花蓮市三民街 10號 

公衛系 北區 日期：

108/8/16(五) 

時間：12:00 

店名：檸檬草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71 號 

中區 日期：

108/8/17(六) 

時間：12:00 

店名：光司 Date 

地址：台中市北區育才街 6巷 3-3號 

南區 日期：

108/8/18(日) 

時間：12:00 

店名：FUN4桌遊餐廳(三多店)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 24 巷 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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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 日期：

108/8/24(六) 

時間：12:00 

店名：海濱街角 101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海濱街 101 號 

護理系 北區 日期：

108/8/22(四) 

時間：                  

12:30-14:30 

店名：遇見美好早午餐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 166 巷 11號 

中區 日期：        

108/8/23（五） 

時間：                

12:30-14:30 

店名：JAI宅 

地址：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5號 2樓 

南區 日期：     

108/8/26（一） 

時間：                 

12:00-13:30 

店名：235巷義大利麵 巨蛋富國店 

地址：813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 378號 

東區 日期：     

108/8/23（五） 

時間：                  

12:00-13:30 

店名：阿貝廚房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自由街 120 號 

醫資系 北區 日期：

108/08/17(六) 

時間：12:30 

店名：Campus cafe站前店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36 號 

中區 日期：

108/08/18(日) 

時間：12:00 

店名：Hungry Jacob愛吃借口火烤漢堡 

地址：台中市西區昇平街 9號 

南區 日期：

108/08/18(日) 

時間：12:30 

店名：235巷義大利麵(新光店)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 193巷 11號 

東區 日期：

108/08/18(日) 

時間：12:00 

店名：奇幻地咖啡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 597 號 2樓 

物治系 北區 日期：108/8/20 

時間：12:00 

店名：CAMPUS CAFE 站前店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36 號 

中區 日期：108/8/24 

時間：12:00 

店名：光司 Date(一中店) 

地址：台中市北區育才街 6巷 3-3號 

南區 日期：108/8/21 

時間：12:00 

店名：235巷義大利麵 巨蛋富國店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 378 號 

東區 日期：108/8/22 

時間：12:00 

店名：王記茶舖 

地址：花蓮市中山路 5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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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系 北區 日期：

108/8/13(二) 

時間：14:00-17:00 

店名：漫果子桌遊 武昌旗艦店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 2 段 18號 B1 

中區 日期：

108/8/18(日) 

時間：12:00-15:00 

店名：鬍子茶 

地址：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 19號 

南區 日期：

108/8/17(六) 

時間：14:00-17:00 

店名：龐奇桌遊大統百貨五福店 B1專櫃 

地址：800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62號 

東區 日期：

108/8/20(二) 

時間：14:00-17:00 

店名：王記茶舖 

地址：花蓮市中山路 565號 

分遺系 北區 日期：

108/08/16(五) 

時間：12:00 

店名：Ville coffee 公館店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 284巷 5

號  

中區 日期：

108/08/16(五) 

時間：12:00 

店名：光司 DATE 

地址：台中市北區育才街 6巷 3-3號 

南區 日期：

108/08/23(五) 

時間：11:30 

店名：薄多義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301 號 

東區 日期：

108/08/17(六) 

時間：11:30 

店名：憶光年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莊敬路 303 號 

傳播系 北區 日期：108/08/24 

時間：13:30-15:00 

店名：奧蘿茱 OROMO CAFÉ 北車店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路 26 號 

中區 日期：108/08/23 

時間：14:00-16:30 

店名：98cake 

地址：台中市中區中華路二段 59號 

南區 日期：108/08/20 

時間：12:00-15:00 

店名：kokoni green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觀亭街 67 號 

東區 日期：108/08/23 

時間：12:30-15:00 

店名：Oops驚奇咖啡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軒轅路 15 號 

兒家系 北區 日期：

108/08/29(四) 

時間：11:30-13:00 

店名：25號廚房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中坡北路 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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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日期：

108/08/28(三) 

時間：11:00-13:00 

店名：樹下 No712茶·複合式餐飲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 712-1號 

南區 日期：

108/08/27(二) 

時間：11:00-13:00 

店名：高雄左營薄多義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301 號 

東區 日期：

108/08/30(五) 

時間：11:00-13:00 

店名：花現森林 

地址：花蓮市林森路 68號 

社工系 北區 日期：

108/8/17(六) 

時間：12:00 

店名：台北的加州風洋食館（和平公園店）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 90 號 

中區 日期：

108/8/17(六) 

時間：11:30 

店名：台中 輕井澤公益店 

地址：台中市西區公益路 276 號 

南區 日期：

108/8/17(六) 

時間：12:00 

店名：卡不里吃到飽 PIZZA丨義大利丨焗烤 

地址：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 116 號 

東區 日期：

108/8/17(六) 

時間：12:00 

店名：黑金通 

地址：花蓮市中山路 48號 

東語系 

中與日組 

北區 日期：

108/08/17(六) 

時間：12:00 

店名：5鄉地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信陽街 3 號 

中區 日期：

108/08/18(日) 

時間：12:00 

店名：花囍家日式料理 

地址：台中市東區大勇街 30 號 

南區 日期：

108/08/14(三) 

時間：14:30 

店名：Louisa Coffee 路易·莎咖啡 

地址：臺南市安平區文平路 400 號 

東區 日期：

108/8/22(四) 

時間：12:00 

店名：托司伯格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 280 號 

人發心系 北區 日期：

108/08/16(五) 

時間：12:00-15:00 

店名：奧蘿芙 

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 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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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日期：

108/08/24(六) 

時間：11:30-14:00 

店名：薄多義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 132號 

南區 日期：

108/08/22(四) 

時間：12:30-15:30 

店名：薄多義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301 號 

東區 日期：

108/08/25(日) 

時間：12:00-15:30 

店名：日光廚房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國風街 20 號 

英美系 北區 日期：

108/8/17(六) 

時間：14:00~ 

店名：好滴咖啡 站前店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 1 號 

中區 日期：

108/8/10(六) 

時間：13:00~ 

店名：痞客啡 Pico'fe 

地址：台中市北區一中街 173 號 2樓 

南區 日期：

108/8/18(日) 

時間：11:30~ 

店名：235巷義大利麵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 193巷 31號(漢

神店) 

東區 日期：

108/8/27(二) 

時間：13:00~ 

店名: 王記茶舖人文茶堂 

地址：明心街 1-20號 

學士後中

醫學系 

北區 日期：

108/08/10(六) 

時間：14:00-17:00 

店名：Campus cafe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203號 

中區 日期：

108/08/17(六) 

時間：12:00-15:00 

店名：Campus cafe 

地址：台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459號 

南區 日期：

108/08/18(日) 

時間：11:30-15:00 

店名：一畝田歐風小館 

地址：701 臺南市台南市東區育樂街 260號 

東區 日期：

108/08/24(六) 

時間：13:00-15:00 

店名：簡單一點 

地址：花蓮市國風街 22號 

備註：正確詳細活動日期及地點，感恩以各分區負責活動學長姐聯繫學生的時間及地點為主。 

      學校將於 108年 8 月公告到新生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