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4B 324A 323 322C 322B 322A 321B 321A 2F

諮商室 輔導室 晤談室 晤談室 觀三乙丙 觀一二乙 觀光科教室 教學大樓後棟

1F

4F 247 246 245 244 243 242 241 教

化妝教室 戲二甲 戲三甲 演一乙 演二丙 演二乙 演二甲

3F 237 236 235 234 233 232 231 學

後門 影二乙 影三、一乙 彈性 演一甲 資一甲 資二甲 資三甲

2F 227 226 225 224 223 222 221 大

動三甲 資三乙 資一乙 觀一甲 觀二甲 觀三甲 彈性

1F 217 216 215 214 213 212 211 樓

汽三丙 汽一乙 汽一甲 配電室 汽二乙 汽二甲 汽三乙 汽三甲

BF

117健康中心 127 137

5F 4F 3F 2F 1F BF 1號樓梯 131.132.137.221.222.223.224.231.232.233 116 彈性 影三甲

631 621 611 新 2號樓梯 琴房 招生中心126 倉庫

演三丁 藝術群科 資、汽、觀 舞蹈教室 大 3號樓梯 教師辦公室(三) 125 135
教師辦公室(二) 教師辦公室(一) 樓 4號樓梯 行 115 舞蹈教室 舞蹈教室

632 622 612 實習處

實驗劇場 演三丙 演三乙 汽一丙 影視教室 資三乙8 102 103

資三甲34 政 人事室 儲藏室

633 623 613 動三甲11 汽三丙10 總務處 124 134

彈性 演三甲 汽二丙 戲三甲16 汽三乙36 114 攝影棚 錄音室

演三丁42 演三丙36 汽二丙26 戲二甲13 汽三甲36 大 校長室 133

演二丙28 演三乙34 汽二乙25 觀三乙丙13 影二乙7 113 123 音樂教室

演二乙38 演三甲23 汽二甲24 觀三甲17 影一三乙26 鍵盤教室

女廁 女廁 女廁 女廁 演二甲36 資二甲33 汽一丙49 觀二甲28 影三甲31 樓 教務處 122 132

男廁 男廁 男廁 男廁 演一乙45 資一乙丙30 汽一乙32 觀一二乙35 影二甲26 112 剪輯室 影二甲

演一甲45 資一甲30 汽一甲34 觀一甲12 影一甲22 會計室

第一正面 第二正面 第三正面 第四正面 第五正面 專車正面 學務處 121 131

111 董事會 影一甲

學校圍牆 司令台 警衛室 校門口 1F 2F 3F

實 習 大 樓

女廁 545 544 542 4F

男廁 焊接教室 水冷教室

女廁 535 534 533 532 3F

男廁 第四電腦 電競教室 電腦機房 第三電腦教室

女廁 525 524 2F

男廁 噴漆教室 多功能教室

女廁 515 514 513 1F

男廁 板金教室 訓練教室 機車教室

BF 實習大樓

門口辦公室

312 311313

圖書室閱覽室

男廁

女廁 男廁

運動中心

圖書室書庫 圖書室借閱室

觀光科餐服教室 觀光科客房教室

521522

女廁

A、B、

C三間舞

蹈專業

教室

1號樓梯

演藝科

储存室

4號樓梯

3號樓梯
2號樓梯

女廁

樓梯

飲調教室

511

汽車板金實習                                                                                              汽車修護實習

第二電腦教室

第一電腦教室吧檯教室

引擎教室

531

541
546

536

526

516

福利社

314

南強工商班級逃生路線暨集合位置圖

班級樓梯

使用分配

225.234.235.241.242.243.244.245.322A.321B

225..226.227.236.237.246.247

622.623.631.632.633

325

汽車科綜合實習教室

男廁

男廁

女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