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107 學年度 5 月 31 日星期五 全校勞作日

注意事項

全校勞作日打掃工作分配表如下(P.2-4)，學號桃紅色為大三、藍色為大
二，區域內分組各設組長一人，各組組長(亮逸.盛閔.棋安.庭煖.楚婷. 義
洵.昱維.偉倫)請於 5/22 星期三中午前務必向 Peggy 姐洽詢工作內容。
1. 咖啡色字工作時段為【13:30-14:30】
黑色字工作時段為【14:00–15:00】
綠色字工作時段為【14:30-15:30】
2. 打掃第二校區同學請於 5/31(五)PM14:00 到系辦 M207-1 簽到，各組
組長至系辦外找亮逸領取工具分配給組員後開始打掃。垃圾請集中於系
辦公室前方垃圾袋中。工作完成後請將掃地用具歸回系辦前方，抹布、
拖把需洗淨.擰乾交由盛閔善後組協助整理。
3. 打掃校友會館同學請於 5/31(五)PM14:00 到校友會館櫃檯簽到，並找
義洵領取工具後開始打掃。校友會館垃圾集中於大廳外垃圾袋(外圍區
垃圾與樹枝請直接送往垃圾子母車)。工作完成後請將掃地用具歸回領
取處，抹布、拖把需洗淨.擰乾交由善後組昱維協助整理。
4. 打掃工作以小組為單位，打掃完畢時，請組長先行檢查再由組長向
Peggy 姐報告(校友會館請向張經理報告)，經檢查核可後，小組成員應
簽退後方可離席。全校勞作日需結合大眾力量一同打掃，工作時間足夠
大家從容完成，請用心打掃。
5. 轉學生及勞作重修生，請向勞教處申請
「全校勞作日請假單」
於 5/22(五)
前至系辦請假。未依規定辦理請假者，日後需再補 3 小時勞作。
6. 參與本次活動的同學如有疑問或出勤問題，請於 5/22(五)前向 Peggy

姐洽詢或遞送請假單(依演講請假方式辦理、唯日後需再補 1 小時勞
作)，全校勞作日為上學期即公佈於行事曆上之活動，當日如有排班者
請提前排開，恕無法以此理由申請事假。

1

107 學年度 全校勞作日(5/31) 餐旅系工作分配表
清掃區域：第二教學區(餐旅系館、專業教室)
工作組別

區域

13:30-14:30

發 放 組
組長 47
亮逸

系館系辦前

14:30-15:30

善 後 組
組長 31
盛閔

系館系辦前

M207-1 系辦公室
M207-2 主任辦公室
M207-3 會議室

14:00 -15:00

系
辦
公
室
及
教
師
研
究
室

組
長
51
棋
安

M206-1
汪淑台老師研究室
M206-2

工作內容/勞作同學學號
【 大三同學為桃紅色號碼；大二同學為藍色號碼 】

1. 5/30(四)10:00 到系辦集合，B1 電梯旁領掃地用
具，暫放 M204-3。
2. 鑰匙打開所有教室.研究室門，將掃具移到系辦
前走廊放置。裝水管、洗紗窗。
3. 發放掃具給各組長、準備大垃圾袋(可回收、不
可回收分類)，交接工具數量給善後組。
◎組員(3)：22 . 3. 4
掃.拖 M203-M215 L 型走廊、掃.拖廁所外地板
◎組員(3)：66 .73.鳳琳 39

工具數量
掃把 14. 畚斗 8.
拖把 11. 水桶 5.
鐵夾 7. 垃圾袋 20.
抹布 50 .棉手套 8.
剪刀 3.長柄玻璃刮刀
7.鐮刀 4. 柴刀 3.玻璃
清潔劑 10.報紙. 水管
噴槍
掃把 3. 拖把 3

1. 拖把清洗乾淨，掃地用具歸還 B1 電梯旁。
2. 清潔用品放回-收納櫃 M204-3
3. 抹布清洗乾淨.晾在會議室桌面，倒垃圾。
◎組員(4)：24. 35. 49.53
擦桌子.檯面.書櫃、影印機、掃.拖地板、擦窗戶、 掃把 1.畚斗 1.拖把
咖啡機清洗、擦白板、碎紙機-紙類回收、擦門板 1.抹布 4.穩潔 1.長
◎組員(5)：1.2. 3. 5
清潔玻璃、窗框、擦書櫃.門板
◎組員(2)：10.11
清潔玻璃、窗框、擦書櫃.門板(含走道)

柄 1.水桶 1.報紙
抹布 2.長柄 1.水桶
1.報紙
抹布 2.穩潔 1.報紙

容繼業老師研究室

◎組員(2)：41.14

M206-3
李貴宜老師研究室

清潔玻璃、窗框、擦書櫃.門板
◎組員(2)：15.18

抹布 2.報紙.

M206-4
周碩雄老師研究室

清潔玻璃、窗框、擦書櫃.門板
◎組員(2)：19.20

抹布 2.穩潔 1.報紙

M205-1
郭心甯老師研究室

清潔玻璃、窗框、擦書櫃.門板
◎組員(2)：21.25

M205-2
林万登老師研究室

清潔玻璃、窗框、擦書櫃.門板(含走道)
◎組員(2)：67.68

M205-3
陳錚中老師研究室

清潔玻璃、窗框、擦書櫃.門板
◎組員(2)：26.27

M205-4
朱惠玲老師研究室

清潔玻璃、窗框、擦書櫃.門板(含走道)
◎組員(2)：28.29

抹布 2.穩潔 1.報紙

M204-2
張亦騏老師研究室

清潔玻璃、窗框、擦書櫃.門板
◎組員(2)：30.37

抹布 2. 報紙

M204-1
林育正老師研究室

清潔玻璃、窗框、擦書櫃.門板
◎組員(2)：33.34

抹布 2.長柄 1.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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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布 2.長柄 1. 水桶
1.報紙
抹布 2.穩潔 1.報紙
抹布 2.長柄 1. 水桶
1. 報紙

M213-2
呂秀如老師研究室

清潔玻璃、窗框、擦書櫃.門板
◎組員(2)：8.45

M205-M206 (9 間
9 間教師研究室地板掃地+拖地(含走廊)
教師研究室)【地板】 ◎組員(2)：7.43.39

工作組別

區域

14:00-15:00

M204-3 設備室

專
業
教 組

M214

室
及
設
備
室

長
23
庭
煖

廚藝教室
M215
飲務教室
ICE101
實習廚房
M201 教室

14:00-15:00

M218 教室

公
共 組
區 長
域 12
楚
婷

M219 教室

工作內容/勞作同學學號
【 大三同學為桃紅色號碼；大二同學為藍色號碼 】

1. 層架排列、器材整理、桌椅堆疊整齊
2. 整理系學會置物櫃
3. 擦玻璃、擦書櫃、掃.拖地板
◎組員(4)：13.38. 58.71
擦數位講桌、地板掃拖、擦窗戶、水槽刷洗、整理
冰箱擦拭、櫥櫃鏡擦拭、櫥櫃內擦拭、抽油煙機、
擦折疊椅桌面、前後門板擦拭
◎組員(7)：1. 2. 3. 4. 89. 91.86
擦數位講桌、地板掃拖、擦窗戶、水槽刷洗、整理
冰箱、擦拭擦桌子、櫥櫃擦拭、前後門板擦拭、酒
櫃(酒杯排整齊)
◎組員(7)：11.12.15.16.17.21.22

抹布 2.穩潔 1.報紙
掃把 3.畚斗 2.拖把 1.
拖把 2.抹布 1

工具數量

掃把 1.拖把 1.抹布 3.
穩潔 1. 報紙.

掃把 1.畚斗 1.拖把 1.
抹布 3.穩潔 1.報紙.
長柄 1. 水桶 1. 長柄
1.

掃把 1.拖把 1.抹布 3.
畚斗 1.報紙. 長柄 1.

教室前走廊地板、通往瓦斯間外圍走道除草、掃落 鐮刀 2.鐵夾 4.
葉、擦玻璃
穩潔 2.報紙. 長柄 1
◎組員(7)：20. 27.28.37. 47.51.83
擦黑板.數位講桌.窗戶滅火器
◎組員(2)：46.52
掃地.拖地.擦數位講桌
◎組員(2)：92.93
掃地.拖地.擦數位講桌
◎組員(2)：94.95

M116 教室
找嚴政文
M116 教室
找馬英哲
M116 教室
找 M219 組長

餐具排列整齊、玻璃櫃擦拭、地板清潔、擦窗戶、 掃把 1.拖把 1.抹布 4

M213-1 設備室
洗紗窗、書櫃整理、桌椅擦拭、門板(含走道)
M213-3 語言自習室 ◎組員(3)：55.56.16
公佈欄
冷氣機-濾網

M203~M215 頂樓

穩潔 1.畚斗 1.報紙
長柄 1

整理海報、擦玻璃、擦窗溝
抹布 1.報紙
◎組員(1)：64
冷 氣 機 濾 網 清 洗 (M205*4 、 M206*4 、 M207*3 、
長梯 1(M213-1)
M214*2、M215*2、213-1*1、213-2*1、213-3*1)
◎組員(5)：8.18. 71.42.44
落葉、雜草清除，排水孔蓋周邊淨空
◎組員(8)：30.33. 38.39. 40.41.52.肇暉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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鐮刀 2.柴刀 3.剪刀 3.
掃把 3. 畚斗 2. 鐵夾
3. 大黑垃圾袋 10

清掃區域：第一教學區(校友會館周邊、客房操作教室)
工作組

區域

工作內容/勞作同學學號
大二同學為藍色號碼；大三同學為桃紅色號碼

13:30-14:30
發放組

第一教學區

組長

校友會館

14 義洵
14:30-15:30
善後組
組長
45 昱維

第一教學區
校友會館

客房教室外走廊
(1F→B1 樓梯)

14:00 -15:00
校
友 組
會 長
館 35
銘
彰

掃地用具清點、發放掃地用具、準備大垃圾袋收垃
圾，交接工具數量給善後組。
◎組員(3)：23.24.53

掃把 7.畚斗 4.拖把 5.
抹布 11.垃圾袋 3.鐵夾
3. 穩潔 4.長柄玻璃刮
刀4

掃地用具回收，抹布.拖把洗淨，全部清掃用具放
至力行路上、垃圾傾倒，發飲料。
◎組員(3)：25.43.49
客房教室外走廊&樓梯掃.拖地、走廊鞋櫃擦拭、窗 掃把 2.拖把 2.畚斗 1.
抹布 5. 穩潔 2
戶擦拭(玻璃)、樓梯扶手擦拭
◎組員(7)：29.31.32.46.48.54.56
長柄玻璃刮刀 4

客房教室外陽台

客房操作教室，外陽台整理乾淨.掃除落葉
◎組員(2)：60.63

B1 會議室

掃地.拖地.陽台打掃.擦桌椅.白板.氣窗擦拭
◎組員(6)：65.69.70.72.73.74

會館大廳前

工具數量

掃把 2. 畚斗 1.

掃把 1. 拖把 1.畚斗 1
抹布 4

ATM 前區域地板掃.拖地、擦玻璃、販賣機擦拭、 掃把 2. 拖把 2.畚斗 1
抹布 2 長柄玻璃刮刀
會館外紅磚道掃地
◎組員(7)：5.7.9.10.76.79.82
2.穩潔 2.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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