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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109年度大學部 

各系、北、中、南、東分區學長姐迎新活動 

系別 場次 時間 地點 

醫學系 

 

北區 日期：109/08/17(一) 

時間：14:00~17:00 

店名：人性空間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60巷 7號 

中區 日期：109/08/28(五) 

時間：12:00~17:00 

店名：飛娜手作廚房 401 

地址：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 211-1號 

南區 日期：109/08/19(三) 

時間：14:00~17:00 

店名：帕里諾咖啡 

地址：南市中區北門路一段 123 巷 11號 

東區 日期：109/08/29(六) 

時間：12:00~14:00 

店名：角落廚房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 286 號 

醫技系 

北區 日期：109/08/20(四) 

時間：14:00-17:00 

店名：deroot桌遊店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 60號 B1 

中區 日期：109/08/20(四) 

時間：11:50-14:20 

店名：養機場 

地址：台中市北區錦平北街 17 號 

南區 日期：109/08/22(六) 

時間：11:40-14:30 

店名：帕里諾咖啡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 123巷 11號 

東區 日期：109/08/23(日) 

時間：14:30-17:30 

店名：王記茶鋪人文茶堂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565 號 

公衛系 

北區 日期：109 /08/25(二) 

時間：14：00-17：00 

店名：桌遊領主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 52巷 2號地下一樓 

中區 日期：109 /08/22(六) 

時間：12：30-14：30 

店名：求求辣年糕 

地址：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6巷 4號 

南區 日期：109 /08/22(六) 

時間：11：30-14：30 

店名：星樂加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29號 

東區 日期：109 /08/25(二) 

時間：11：00-14：30 

店名：樂咖哩 

地址：花蓮市中原路 610號 

護理系 

北區 日期：109/08/27(四) 

時間：14：00 

店名：伯朗咖啡 中山二店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 106-1號 

中區 日期：109/08/24(一) 

時間：12：00 

店名：Jai宅 

地址：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5號 2樓 

南區 日期：109/08/22(六) 

時間：12：00 

店名：235巷 pasta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 378 號 

東區 日期：109/08/25(二) 

時間：12：00 

店名：憶光年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莊敬路 303 號 

醫資系 

北區 日期：109/08/17(一) 

時間：12:00 

店名：薩利亞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6號 3樓 

中區 日期：109/08/23(日) 

時間：11:30 

店名：灰房子 Gray House 

地址：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201巷 3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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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 日期：109/08/21(五) 

時間：12:00 

店名：薄多義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301 號 

東區 日期：109/08/16(日) 

時間：12:00 

店名：奇幻地咖啡 

地址：花蓮市和平路 597號 2樓 

物治系 

北區 日期：109/08/26(三) 

時間：12:00 

店名：best義 pasta食堂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 3號 2樓 

中區 日期：109/08/24(一) 

時間：12:00 

店名：Gray House Living&Pasta 灰房子 義式料理  

地址：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201巷 30號 

南區 日期：109/08/26(三) 

時間：12:00 

店名：首爾韓國食堂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 27 號 

東區 日期：109/08/30(日) 

時間：12:00 

店名：Oops 驚奇咖啡 

地址：970花蓮縣花蓮市軒轅路 15號 

生科系 

北區 日期：109/08/20(四) 

時間：14:00~17:00 

店名：【桌弄‧弄桌遊】師大店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 59 巷 13號 2樓 

中區 日期：109/08/20(四) 

時間：12:00~2:00 

店名：春水堂 

地址：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 186號 2樓 

南區 日期：109/08/21(五) 

時間：13:30~16:30 

店名：double cheese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公園路 80 號 

東區 日期：109/08/26(三) 

時間：13:30~16:30 

店名：王記茶舖人文茶堂-中山店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565 號 

分遺系 

北區 日期：109/08/21(五) 

時間：12:00-14:00 

店名：定食八 

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142號 2樓 

中區 日期：109/08/26(三) 

時間：12:00-14:00 

店名：韓 34韓式料理(新時代店) 

地址：401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 173號 

南區 日期：109/08/21(五) 

時間：12:00-14:00 

店名：樂檸漢堡(民族遠百門市) 

地址：700台南市中西區公園路 60號 1樓 

(台南遠東百貨大遠百娛樂城 1 樓） 

東區 日期：109/08/23(日) 

時間：11:30-13:30 

店名：喜樂多日式餐廳 

地址：970 花蓮市建國路二段 666號 

傳播系 

北區 日期：109/08/12(三)  

時間：13:30-15:30 

店名：奧羅茱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 26 號 

中區 日期：109/08/15(六) 

時間：12:00-14:00 

店名：鬍子茶 

地址：台中市西區中興街 148號 

南區 日期：109/08/16(日) 

時間：12:00-14:00 

店名：喬義思窯烤手作廚房-Focus 站前店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 166 號 8F 

東區 日期：109/08/10(一) 

時間：12:00-14:00 

店名：托斯伯格 

地址：花蓮市建國路 280號 

兒家系 
北區 日期：109/08/26(三) 

時間：11:00~13:00 

店名：這一小鍋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六段 131號 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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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日期：109/08/25(二) 

時間：11:30~13:00 

店名：利家日式咖哩專賣店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五路一段 321之 8號 

南區 日期：109/08/24(一) 

時間：11:30~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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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27(四) 

時間：11:30~13:00 

店名：大石小樹 

地址：花蓮市明智街 71號 

社工系 

北區 日期：109/08/22(六) 

時間：12:00-15:00 

店名：創義麵士林店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247 巷 

中區 日期：109/08/22(六) 

時間：11:30-15:00 

店名：五零五呷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光華街 156 號 

南區 日期：109/08/22(六) 

時間：12:00-15:00 

店名：double cheese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公園路 80 號 

東區 日期:109/08/15(六) 

時間：12:00-15:00 

店名：花格格鍋の物 

地址：台東縣台東市廣東路 168 號 

東語系 

中與日組 

北區 日期：109/08/17(一) 

時間：11:30-14:00 

店名：瓦法奇朵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信陽街 29 號 

中區 日期：109/08/20(四) 

時間：11:30-14:00 

店名：復興咖啡交易所 FXCE 

地址：台中市東區立德街 18號 

南區 日期：109/08/21(五) 

時間：11:30-14:00 

店名：派諾尼義大利麵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中山一路 325巷 28號 

東區 日期：109/08/17(一) 

時間：11:30-14:00 

店名：托司伯格 Toast&Burger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 280 號 

人發心系 

北區 日期：109/08/27(四) 

時間：11:30- 

店名：CAMPUS CAFÉ 站前店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36 號 2F 

中區 日期：109/08/20(四) 

時間：11:30- 

店名：復興咖啡交易所 

地址：台中市東區立德街 18號 

南區 日期：109/08/26(三) 

時間：11:00- 

店名：好點 Better Brunch 

地址：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 720 號 

東區 日期：109/08/28(五) 

時間：12:30-15:00 

店名：日光廚房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國風街 20 號 

英美系與 

國際管理

學程 

北區 日期：109/08/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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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樓 

中區 日期：109/08/15(六) 

時間：14:00- 

店名：春水堂 台中中友店 

地址：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61號 C棟 B2樓 

南區 日期：109/08/21(五) 

時間：14:00- 

店名：帕里諾咖啡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 123巷 11號 

東區 日期：109/08/22(六) 

時間：12:00- 

店名：王記茶舖明心店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明心街 1-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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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後中

醫學系 

北區 日期：109/8/15(六) 

時間：12:00-15:00 

店名：Campus cafe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203號 

中區 日期：109/8/19(三) 

時間：12:00-15:00 

店名：JAI 宅 

地址：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5號 2樓 

南區 日期：109/8/21(五) 

時間：12:00-15:00 

店名：高雄 235巷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 378 號 

東區 日期：109/8/28(五) 

時間：12:00-15:00 

店名：簡單一點 

地址：花蓮市國風街 2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