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００學年度   第二學期 

 

日期：101 年 05 月 18 日       星期二    時間：０８：００－１７：００    天氣：陰 

 

備註：教育部函黑板照度不低於五百米燭光（LUX），桌面照度不低於三百五十米燭光（LUX） 

 

 

護理科/系 

 

 

班級：感恩 301【五一甲】         班級：感恩 302【五一乙】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02 中上 501 右上 515 左上 598 中上 502 右上 512 

左中 502 中中 505 右中 513 左中 610 中中 525 右中 507 

左下 724 中下 513 右下 501 左下 625 中下 503 右下 574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465 中上 746 右上 507 左上 383 中上 578 右上 669 

左中 637 中中 667 右中 457 左中 682 中中 784 右中 627 

左下 489 中下 718 右下 719 左下 607 中下 741 右下 725 

 

 

 

班級：感恩 305【五一丙】         班級：感恩 306【五一丁】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39 中上 519 右上 860 左上 524 中上 512 右上 586 

左中 617 中中 665 右中 1019 左中 513 中中 706 右中 562 

左下 606 中下 679 右下 698 左下 502 中下 740 右下 559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43 中上 1051 右上 642 左上 483 中上 535 右上 489 

左中 532 中中 918 右中 816 左中 695 中中 661 右中 423 

左下 717 中下 820 右下 657 左下 491 中下 548 右下 403 

 



 

班級：感恩 307【五一戊】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77 中上 622 右上 519 

左中 575 中中 599 右中 621 

左下 519 中下 542 右下 525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57 中上 487 右上 422 

左中 405 中中 509 右中 659 

左下 558 中下 642 右下 543 

 

班級：感恩 201【五二甲】         班級：感恩 202 【五二乙】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13 中上 503 右上 624 左上 532 中上 543 右上 554 

左中 602 中中 546 右中 557 左中 621 中中 632 右中 641 

左下 682 中下 676 右下 535 左下 632 中下 518 右下 521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483 中上 663 右上 1002 左上 424 中上 429 右上 947 

左中 718 中中 1120 右中 613 左中 632 中中 1071 右中 602 

左下 675 中下 1004 右下 1437 左下 618 中下 1086 右下 1187 

 

 

 

班級：感恩 206【五二丙】         班級：感恩 207【五二丁】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44 中上 589 右上 617 左上 663 中上 512 右上 619 

左中 528 中中 651 右中 661 左中 675 中中 691 右中 578 

左下 508 中下 617 右下 537 左下 677 中下 532 右下 571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63 中上 651 右上 402 左上 411 中上 594 右上 364 

左中 528 中中 957 右中 674 左中 556 中中 911 右中 578 

左下 682 中下 915 右下 452 左下 837 中下 853 右下 571 

 

 

 

 



班級：感恩 406【五三甲】         班級：感恩 407【五三乙】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29 中上 547 右上 612 左上   561 中上 598 右上 507 

左中 703 中中 531 右中 545 左中 565 中中 565 右中 542 

左下  676 中下 860 右下 506 左下 519 中下 501 右下 512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817 中上 672 右上 423 左上 569 中上 637 右上 381 

左中 667 中中 867 右中 571 左中 603 中中 693 右中 568 

左下 877 中下 683 右下 564 左下 574 中下 583 右下 449 

 

 

 

班級：包容 401【五三丙】         班級：包容 402【五三丁】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86 中上 875 右上 524 左上 593 中上 542 右上 537 

左中 504 中中 872 右中 896 左中 512 中中 601 右中 561 

左下 1180 中下 903 右下 823 左下 504 中下 610 右下 661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72 中上 577 右上 835 左上 681 中上 621 右上 573 

左中 536 中中 693 右中 631 左中 574 中中 745 右中 534 

左下 630 中下 729 右下 897 左下 714 中下 791 右下 782 

 

 

 

班級：知足 403【五四甲】         班級：善解 403【五四乙】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51 中上 539 右上 603 左上 515 中上 568 右上 739 

左中 659 中中 507 右中 545 左中 545 中中 531 右中 634 

左下 567 中下 500 右下 500 左下 760 中下 790 右下 514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36 中上 720 右上 1334 左上 452 中上 603 右上 677 

左中 613 中中 942 右中 628 左中 553 中中 792 右中 557 

左下 530 中下 721 右下 1117 左下 581 中下 626 右下 951 

 

 

 

 



班級：善解 402【五四丙】         班級：善解 401【五四丁】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84 中上 535 右上 801 左上 617 中上 572 右上 731 

左中 524 中中 519 右中 731 左中 574 中中 509 右中 774 

左下 461 中下 503 右下 669 左下 645 中下 522 右下 596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03 中上 714 右上 503 左上 472 中上 801 右上 607 

左中 571 中中 608 右中 679 左中 564 中中 711 右中 593 

左下 692 中下 721 右下 511 左下 673 中下 784 右下 735 

 

 

 

 

班級：感恩 101【護系二一甲】                  感恩 102【護系二一乙】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83 中上 692 右上 721 左上 544 中上 704 右上 601 

左中 621 中中 727 右中 695 左中 551 中中 801 右中 594 

左下 545 中下 593 右下 532 左下 552 中下 689 右下 551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42 中上 961 右上 1749 左上 613 中上 894 右上 1317 

左中 714 中中 964 右中 751 左中 714 中中 907 右中 701 

左下 653 中下 1022 右下 1511 左下 615 中下 687 右下 1029 

 

 

 

班級：感恩 106【護系二二甲】                  感恩 107【護系二二乙】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34 中上 673 右上 824 左上 579 中上 645 右上 548 

左中 527 中中 692 右中 832 左中 560 中中 672 右中 564 

左下 503 中下 548 右下 709 左下 513 中下 607 右下 501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61 中上 809 右上 652 左上 895 中上 518 右上 735 

左中 745 中中 887 右中 614 左中 731 中中 629 右中 614 

左下 932 中下 943 右下 683 左下 1082 中下 738 右下 719 



醫務管理系 

 

 

班級：合心 101【醫管系四一甲】      班級：合心 102【醫管系四ㄧ乙】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35 中上 548 右上 502 左上 593 中上 664 右上 803 

左中 593 中中 500 右中 508 左中 572 中中 655 右中 691 

左下 507 中下 500 右下 500 左下 500 中下 580 右下 607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492 中上 748 右上 949 左上 1032 中上 732 右上 633 

左中  694 中中 952 右中 745 左中 746 中中 865 右中 672 

左下 727 中下 624 右下 1020 左下 1318 中下 891 右下 781 

 

班級：合心 201【醫管系四二甲】       班級：合心 202【醫管系四二乙】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23 中上 659 右上 537 左上 648 中上 636 右上 682 

左中 649 中中 608 右中 605 左中 754 中中 724 右中 704 

左下 587 中下 681 右下 563 左下 593 中下 628 右下 634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451 中上 786 右上 679 左上 489 中上 845 右上 614 

左中 679 中中 887 右中 756 左中 687 中中 1126 右中 748 

左下 637 中下 964 右下 739 左下 605 中下 935 右下 871 

 

 

班級：合心 301【醫管系四三甲】       班級：合心 302【醫管系四三乙】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13 中上 514 右上 517 左上 569 中上 521 右上 614 

左中 507 中中 572 右中 503 左中 676 中中 765 右中 505 

左下 508 中下 502 右下 528 左下 604 中下 713 右下 732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387 中上 500 右上 941 左上 669 中上 487 右上 424 

左中 691 中中 818 右中 419 左中 591 中中 889 右中 541 

左下 469 中下 820 右下 781 左下 658 中下 683 右下 461 

                     備註：醫四三乙 前燈管無法亮燈 



會計系 

 

 

班級：知足 401【會計系四一甲】      班級：知足 402【會計系四二甲】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14 中上 510 右上 573 左上 517 中上 545 右上 571 

左中 505 中中 521 右中 505 左中 534 中中 519 右中 526 

左下 536 中下 611 右下 635 左下 540 中下 555 右下 509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57 中上 562 右上 536 左上 1037 中上 603 右上 518 

左中 847 中中 851 右中 558 左中 679 中中 793 右中 651 

左下 528 中下 625 右下 603 左下 962 中下 819 右下 592 

 

 

  

 

 



放射系 

 

 

班級：知足 101【放射系四一甲】                   班級：知足 102【放射系四二甲】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85 中上 586 右上 561 左上 602 中上 580 右上 549 

左中 506 中中 546 右中 558 左中 565 中中 597 右中 599 

左下 500 中下 515 右下 500 左下 593 中下 531 右下 500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044 中上 486 右上 597 左上 932 中上 804 右上 569 

左中 735 中中 449 右中 614 左中 829 中中 913 右中 613 

左下 1021 中下 479 右下 563 左下 867 中下 833 右下 729 

 

 

班級：知足 305【放射系四三甲】                   班級：感恩 401【放射系四四甲】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41 中上 418 右上 623 左上 521 中上 519 右上 503 

左中 539 中中 449 右中 583 左中 517 中中 502 右中 813 

左下 515 中下 479 右下 426 左下 840 中下 514 右下 582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469 中上 834 右上 1427 左上 691 中上 594 右上 409 

左中 606 中中 957 右中 681 左中 623 中中 682 右中 661 

左下 557 中下 798 右下 1921 左下 545 中下 541 右下 505 

 

 

 

 

 

 

 

 

 

 

 

 

 

 



物治系 

 

 

班級：感恩 402【物治系四四甲】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01 中上 513 右上 507 

左中 677 中中 505 右中 616 

左下 620 中下 720 右下 722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408 中上 459 右上 567 

左中 670 中中 748 右中 417 

左下 565 中下 675 右下 362 

 

 

 

 

 

 

 

 

 

 

 

 

 

 

 

 

 

 

 

 

 

 

 

 

 

 

 



進修推廣部 

 

 

  班級：感恩 206【進護系二一甲】                     班級：感恩 207【進護系二二甲】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44 中上 589 右上 617 左上 663 中上 512 右上 809 

左中 528 中中 651 右中 661 左中 675 中中 691 右中 735 

左下 508 中下 617 右下 537 左下 677 中下 532 右下 571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63 中上 651 右上 402 左上 411 中上 594 右上 364 

左中 528 中中 957 右中 674 左中 556 中中 911 右中 578 

左下 682 中下 915 右下 452 左下 837 中下 853 右下 571 

 

 

 

 

 

 

 

 

 

 

 

 

 

 

 

 

 

 

 

 

 

 

 

 

 

 



資工系 

 

 

  班級：互愛 101【資 四 ㄧ 甲】                     班級：互愛 102【資  四 ㄧ 乙】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19 中上 791 右上 863 左上 519 中上 542 右上 506 

左中 510 中中 714 右中 732 左中 523 中中 536 右中 501 

左下 510 中下 585 右下 503 左下 531 中下 518 右下 608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15 中上 659 右上 682 左上 405 中上 547 右上 618 

左中 572 中中 879 右中 648 左中 624 中中 1006 右中 560 

左下 879 中下 775 右下 679 左下 857 中下 872 右下 679 

 

班級：互愛 301【資 四 二 甲】                            班級：互愛 302【資 四 二 乙】 

 

黑   板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19 中上 608 右上 695 左上 501 中上 504 右上 540 

左中 731 中中 574 右中 592 左中 518 中中 515 右中 505 

左下 783 中下 520 右下 530 左下 587 中下 627 右下 505 

座   位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026 中上 736 右上 591 左上 631 中上 734 右上 881 

左中 654 中中 782 右中 579 左中 749 中中 681 右中 584 

左下 738 中下 613 右下 487 左下 539 中下 659 右下 542 

 

班級：互愛 202【資 四 三 乙】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09 中上 673 右上 679 

左中 829 中中 769 右中 709 

左下 791 中下 859 右下 765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415 中上 546 右上 579 

左中 672 中中 723 右中 502 

左下 601 中下 781 右下 6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