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 

 

日期：100 年 08 月 18 日 星期三 時間：08：30 － 17：00      天氣： 晴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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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 中上 609 右上 877 左上 500 中上 518 右上 670 

左中 544 中中 617 右中 821 左中 533 中中 534 右中 686 

左下 502 中下 603 右下 749 左下 519 中下 525 右下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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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 中上 531 右上 1763 左上 502 中上 650 右上 1395 

左中 502 中中 819 右中 701 左中 388 中中 928 右中 650 

左下 567 中下 850 右下 1470 左下 525 中下 973 右下 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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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 中上 880 右上 768 左上 560 中上 649 右上 875 

左中 588 中中 875 右中 759 左中 552 中中 579 右中 839 

左下 762 中下 773 右下 665 左下 579 中下 601 右下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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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中上 1052 右上 699 左上 1917 中上 941 右上 1156 

左中 732 中中 1376 右中 718 左中 846 中中 1134 右中 914 

左下 1900 中下 1120 右下 848 左下 1658 中下 1159 右下 1763 

 



 

班級：感恩 307【五一戊】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08 中上 868 右上 936 

左中 632 中中 747 右中 812 

左下 543 中下 665 右下 680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60 中上 782 右上 1125 

左中 600 中中 1081 右中 801 

左下 722 中下 803 右下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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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 中上 759 右上 1269 左上 504 中上 567 右上 566 

左中 570 中中 706 右中 963 左中 501 中中 505 右中 532 

左下 512 中下 536 右下 779 左下 503 中下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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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中上 823 右上 1731 左上 420 中上 589 右上 1434 

左中 658 中中 1053 右中 879 左中 581 中中 800 右中 529 

左下 475 中下 1168 右下 1955 左下 567 中下 792 右下 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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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中上 505 右上 597 左上 682 中上 766 右上 1009 

左中 511 中中 511 右中 548 左中 568 中中 719 右中 943 

左下 551 中下 537 右下 619 左下 501 中下 625 右下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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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 中上 685 右上 450 左上 458 中上 737 右上 738 

左中 569 中中 533 右中 460 左中 679 中中 941 右中 714 

左下 1863 中下 889 右下 478 左下 748 中下 897 右下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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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中上 730 右上 767 左上 651 中上 493 右上 814 

左中 555 中中 701 右中 741 左中 633 中中 630 右中 686 

左下 505 中下 646 右下 606 左下 508 中下 738 右下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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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 中上 699 右上 510 左上 924 中上 699 右上 513 

左中 502 中中 844 右中 595 左中 548 中中 764 右中 753 

左下 813 中下 692 右下 923 左下 753 中下 726 右下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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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9 中上 753 右上 1019 左上 1127 中上 870 右上 1387 

左中 1064 中中 728 右中 894 左中 1210 中中 779 右中 1254 

左下 793 中下 639 右下 652 左下 805 中下 673 右下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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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 右上 1379 左上 530 中上 831 右上 1051 

左中 624 中中 1041 右中 613 左中 613 中中 1073 右中 607 

左下 973 中下 790 右下 1289 左下 697 中下 903 右下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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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 中上 911 右上 1152 左上 626 中上 788 右上 1088 

左中 887 中中 812 右中 1049 左中 841 中中 764 右中 923 

左下 662 中下 720 右下 827 左下 854 中下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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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 中上 892 右上 1900 左上 1613 中上 960 右上 844 

左中 832 中中 1059 右中 677 左中 654 中中 1036 右中 803 

左下 1035 中下 823 右下 1834 左下 1811 中下 1952 右下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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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 中上 801 右上 1047 左上 1110 中上 931 右上 1113 

左中 853 中中 758 右中 879 左中 989 中中 820 右中 1041 

左下 774 中下 724 右下 573 左下 702 中下 777 右下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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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0 中上 868 右上 827 左上 1763 中上 859 右上 983 

左中 589 中中 937 右中 549 左中 703 中中 1078 右中 755 

左下 1374 中下 741 右下 586 左下 1622 中下 902 右下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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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 中上 842 右上 810 左上 795 中上 1083 右上 1386 

左中 717 中中 835 右中 746 左中 817 中中 1061 右中 1272 

左下 572 中下 672 右下 606 左下 748 中下 956 右下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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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 中上 949 右上 1403 左上 794 中上 1330 右上 1044 

左中 819 中中 1059 右中 894 左中 887 中中 1328 右中 1065 

左下 853 中下 1106 右下 1565 左下 999 中下 1398 右下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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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中上 594 右上 553 左上 683 中上 772 右上 973 

左中 500 中中 604 右中 604 左中 722 中中 806 右中 958 

左下 518 中下 582 右下 538 左下 655 中下 738 右下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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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 中上 739 右上 646 左上 863 中上 912 右上 1314 

左中 639 中中 918 右中 671 左中 711 中中 1050 右中 808 

左下 1087 中下 919 右下 1103 左下 1045 中下 920 右下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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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 中上 679 右上 762 左上 658 中上 632 右上 652 

左中 626 中中 655 右中 729 左中 565 中中 835 右中 559 

左下 537 中下 581 右下 650 左下 577 中下 575 右下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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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 中上 951 右上 1651 左上 1880 中上 747 右上 761 

左中 823 中中 1202 右中 738 左中 600 中中 902 右中 651 

左下 1098 中下 1389 右下 1200 左下 1994 中下 931 右下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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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 中上 675 右上 728 左上 755 中上 599 右上 1044 

左中 741 中中 614 右中 681 左中 644 中中 660 右中 938 

左下 565 中下 580 右下 629 左下 527 中下 800 右下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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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 中上 653 右上 1338 左上 1657 中上 864 右上 1051 

左中 795 中中 542 右中 651 左中 688 中中 1082 右中 980 

左下 676 中下 832 右下 1254 左下 1117 中下 917 右下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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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 中上 638 右上 741 左上 684 中上 734 右上 789 

左中 697 中中 700 右中 764 左中 636 中中 681 右中 737 

左下 540 中下 649 右下 666 左下 598 中下 602 右下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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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 中上 701 右上 1382 左上 1991 中上 659 右上 683 

左中 685 中中 1132 右中 964 左中 657 中中 1022 右中 627 

左下 507 中下 970 右下 806 左下 753 中下 989 右下 866 

989 

 



班級：感恩 401【醫管系四四甲】       班級：感恩 402【醫管系四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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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 中上 916 右上 1202 左上 889 中上 860 右上 1060 

左中 893 中中 872 右中 1196 左中 922 中中 858 右中 1007 

左下 807 中下 656 右下 714 左下 774 中下 802 右下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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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 中上 947 右上 1430 左上 804 中上 974 右上 1913 

左中 896 中中 1195 右中 852 左中 761 中中 1162 右中 803 

左下 665 中下 1172 右下 1391 左下 923 中下 1297 右下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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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 中上 663 右上 722 左上 660 中上 700 右上 674 

左中 611 中中 604 右中 584 左中 589 中中 664 右中 532 

左下 543 中下 501 右下 532 左下 585 中下 529 右下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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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中上 642 右上 540 左上 980 中上 554 右上 570 

左中 522 中中 850 右中 604 左中 515 中中 648 右中 563 

左下 1098 中下 755 右下 524 左下 1234 中下 501 右下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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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中上 608 右上 693 左上 593 中上 565 右上 541 

左中 510 中中 577 右中 603 左中 601 中中 513 右中 507 

左下 554 中下 582 右下 550 左下 628 中下 506 右下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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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 中上 793 右上 649 左上 1148 中上 641 右上 642 

左中 540 中中 911 右中 628 左中 611 中中 845 右中 520 

左下 1301 中下 788 右下 699 左下 1000 中下 823 右下 710 

 

 

班級：知足 305【放射系四三甲】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08 中上 512 右上 732 

左中 553 中中 532 右中 761 

左下 534 中下 642 右下 756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01 中上 770 右上 1171 

左中 537 中中 920 右中 545 

左下 507 中下 716 右下 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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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中上 505 右上 597 左上 682 中上 766 右上 1009 

左中 511 中中 511 右中 548 左中 568 中中 719 右中 943 

左下 551 中下 537 右下 619 左下 501 中下 625 右下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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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 中上 685 右上 450 左上 458 中上 737 右上 738 

左中 569 中中 533 右中 460 左中 679 中中 941 右中 714 

左下 1863 中下 889 右下 478 左下 748 中下 897 右下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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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 中上 927 右上 882 左上 584 中上 541 右上 604 

左中 682 中中 787 右中 739 左中 753 中中 547 右中 502 

左下 609 中下 620 右下 608 左下 508 中下 515 右下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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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 中上 661 右上 842 左上 537 中上 545 右上 528 

左中 670 中中 966 右中 642 左中 661 中中 885 右中 531 

左下 1025 中下 1044 右下 910 左下 782 中下 864 右下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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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 中上 618 右上 640 左上 513 中上 562 右上 528 

左中 547 中中 578 右中 596 左中 519 中中 527 右中 507 

左下 505 中下 521 右下 525 左下 514 中下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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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 中上 724 右上 526 左上 636 中上 682 右上 1374 

左中 504 中中 802 右中 512 左中 578 中中 869 右中 544 

左下 1301 中下 745 右下 509 左下 502 中下 751 右下 832 

 

班級：互愛 202【資 四 三 甲】                            班級：互愛 202【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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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 中上 527 右上 538 左上 507 中上 527 右上 538 

左中 537 中中 518 右中 521 左中 537 中中 518 右中 521 

左下 513 中下 549 右下 506 左下 513 中下 549 右下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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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中上 618 右上 516 左上 513 中上 618 右上 516 

左中 507 中中 745 右中 512 左中 507 中中 745 右中 512 

左下 500 中下 709 右下 603 左下 500 中下 709 右下 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