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０一學年度   第一學期 

 

日期：101 年 08 月 15 日       星期三    時間：０８：００－１７：００    天氣：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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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五一甲】         班級：感恩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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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6 中上 1029 右上 929 左上 742 中上 889 右上 875 

左中 966 中中 1041 右中 970 左中 843 中中 951 右中 841 

左下 886 中下 1018 右下 845 左下 897 中下 908 右下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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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 中上 1500 右上 1071 左上 840 中上 1816 右上 690 

左中 760 中中 1113 右中 1181 左中 849 中中 1154 右中 997 

左下 828 中下 1060 右下 1732 左下 756 中下 1420 右下 1908 

 

 

 

班級：感恩 106【五一丙】         班級：感恩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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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 中上 710 右上 513 左上 752 中上 704 右上 984 

左中 600 中中 569 右中 560 左中 983 中中 929 右中 951 

左下 528 中下 592 右下 593 左下 950 中下 1108 右下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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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 中上 783 右上 685 左上 1045 中上 958 右上 1228 

左中 637 中中 1018 右中 603 左中 793 中中 1220 右中 991 

左下 795 中下 1208 右下 826 左下 1203 中下 1156 右下 1140 

 



 

班級：合心 101【五一戊】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851 中上 605 右上 693 

左中 884 中中 632 右中 826 

左下 724 中下 709 右下 809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44 中上 921 右上 899 

左中 803 中中 1160 右中 835 

左下 1061 中下 886 右下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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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中上 960 右上 548 左上 796 中上 677 右上 793 

左中 644 中中 604 右中 697 左中 852 中中 812 右中 860 

左下 756 中下 751 右下 755 左下 700 中下 766 右下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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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中上 1157 右上 1520 左上 790 中上 1255 右上 1295 

左中 920 中中 1009 右中 961 左中 1045 中中 1179 右中 1099 

左下 906 中下 1007 右下 1326 左下 985 中下 1160 右下 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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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 中上 1222 右上 998 左上 684 中上 734 右上 808 

左中 820 中中 886 右中 880 左中 755 中中 846 右中 748 

左下 729 中下 735 右下 798 左下 573 中下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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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 中上 673 右上 884 左上 922 中上 869 右上 745 

左中 788 中中 1026 右中 924 左中 957 中中 1122 右中 934 

左下 1006 中下 1360 右下 1526 左下 864 中下 943 右下 842 

 

 

 

 



班級：合心 102【五二戊】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15 中上 698 右上 747 

左中 700 中中 644 右中 621 

左下 560 中下 679 右下 648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46 中上 816 右上 684 

左中 887 中中 1014 右中 929 

左下 880 中下 1117 右下 831 

 

 

班級：感恩 301【五三甲】         班級：感恩 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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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中上 741 右上 825 左上 713 中上 656 右上 984 

左中 820 中中 890 右中 896 左中 784 中中 745 右中 1065 

左下 833 中下 961 右下 921 左下 865 中下 845 右下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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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 中上 825 右上 709 左上 1432 中上 643 右上 667 

左中 636 中中 1037 右中 801 左中 534 中中 875 右中 694 

左下 1442 中下 945 右下 1017 左下 1337 中下 942 右下 790 

 

 

 

班級：感恩 306【五三丙】         班級：感恩 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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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 中上 850 右上 1055 左上 701 中上 964 右上 1220 

左中 1288 中中 987 右中 987 左中 743 中中 803 右中 1069 

左下 1013 中下 759 右下 938 左下 544 中下 799 右下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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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 中上 647 右上 822 左上 431 中上 571 右上 440 

左中 563 中中 786 右中 646 左中 493 中中 589 右中 563 

左下 433 中下 490 右下 1106 左下 437 中下 719 右下 449 

 

 

 

 

 



班級：感恩 401【五四甲】【護二二甲】    班級：感恩 402【五四乙】【護二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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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 中上 1011 右上 976 左上 910 中上 875 右上 726 

左中 729 中中 1420 右中 927 左中 899 中中 871 右中 612 

左下 928 中下 1220 右下 891 左下 851 中下 724 右下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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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中上 478 右上 619 左上 589 中上 577 右上 632 

左中 489 中中 503 右中 544 左中 729 中中 711 右中 804 

左下 610 中下 617 右下 591 左下 813 中下 857 右下 843 

 

 

 

 

班級：感恩 406【五四丙】【護二二乙】    班級：感恩 407【五四丁】【護二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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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中上 931 右上 837 左上 860 中上 913 右上 920 

左中 759 中中 834 右中 846 左中 811 中中 989 右中 798 

左下 914 中下 879 右下 759 左下 927 中下 831 右下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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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中上 692 右上 711 左上 723 中上 1014 右上 749 

左中 843 中中 693 右中 819 左中 642 中中 742 右中 928 

左下 734 中下 814 右下 866 左下 809 中下 806 右下 888 

 

 

班級：感恩 305【護二一甲、乙】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942 中上 909 右上 1077 

左中 844 中中 830 右中 905 

左下 756 中下 803 右下 814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837 中上 932 右上 878 

左中 1061 中中 782 右中 1024 

左下 1158 中下 945 右下 1347 

 

 

 



醫務管理系 

 

 

班級：善解 403【醫管系一般教室】      班級：善解 402【醫管系一般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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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 中上 921 右上 598 左上 1170 中上 1401 右上 989 

左中 746 中中 898 右中 699 左中 1086 中中 1220 右中 872 

左下 901 中下 724 右下 631 左下 936 中下 1004 右下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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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 右上 498 左上 663 中上 709 右上 813 

左中 609 中中 592 右中 561 左中 732 中中 910 右中 936 

左下 437 中下 707 右下 603 左下 793 中下 691 右下 774 

 

 班級：善解 401【醫管系一般教室】         班級：合心 201【醫管系一般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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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 中上 739 右上 931 左上 1023 中上 743 右上 900 

左中 911 中中 664 右中 844 左中 1193 中中 986 右中 1050 

左下 739 中下 808 右下 699 左下 1138 中下 1108 右下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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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 中上 821 右上 699 左上 1260 中上 1285 右上 1323 

左中 931 中中 966 右中 872 左中 1344 中中 1340 右中 1177 

左下 833 中下 854 右下 604 左下 1349 中下 1473 右下 1069 

 

 

  班級：合心 301【醫管系一般教室】       班級：合心 302【醫管系一般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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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 中上 509 右上 521 左上 821 中上 783 右上 1021 

左中 813 中中 521 右中 684 左中 756 中中 802 右中 704 

左下 822 中下 609 右下 659 左下 920 中下 810 右下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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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 中上 711 右上 523 左上 408 中上 432 右上 528 

左中 483 中中 891 右中 718 左中 640 中中 681 右中 487 

左下 1761 中下 828 右下 710 左下 663 中下 630 右下 521 

                      



會計系 

 

 

班級：知足 401【會計系一般教室】      班級：知足 402【會計系一般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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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 中上 955 右上 936 左上 859 中上 897 右上 883 

左中 974 中中 959 右中 844 左中 951 中中 798 右中 817 

左下 876 中下 839 右下 817 左下 746 中下 912 右下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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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中上 592 右上 590 左上 598 中上 631 右上 624 

左中 445 中中 537 右中 527 左中 724 中中 677 右中 770 

左下 572 中下 661 右下 617 左下 619 中下 599 右下 679 

 

 

  

 

 



放射系 

 

 

班級：知足 101【放射系一般教室】                   班級：互愛 102【放射系一般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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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 中上 586 右上 690 左上 563 中上 891 右上 615 

左中 700 中中 599 右中 703 左中 541 中中 912 右中 599 

左下 661 中下 667 右下 621 左下 539 中下 648 右下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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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 中上 773 右上 661 左上 644 中上 977 右上 1155 

左中 757 中中 856 右中 726 左中 868 中中 1035 右中 891 

左下 1022 中下 790 右下 920 左下 850 中下 1047 右下 904 

 

 

班級：互愛 101【放射系一般教室】                   班級：互愛 202【放射系一般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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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 中上 1139 右上 1080 左上 1420 中上 1270 右上 623 

左中 760 中中 1044 右中 1001 左中 1211 中中 1005 右中 825 

左下 636 中下 828 右下 980 左下 834 中下 798 右下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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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0 中上 1419 右上 1288 左上 512 中上 978 右上 635 

左中 1219 中中 1319 右中 1207 左中 785 中中 895 右中 741 

左下 1411 中下 1200 右下 973 左下 685 中下 913 右下 560 

 

 

 

 

 

 

 

 

 

 

 

 

 

 



資工系 

 

 

  班級：包容 403【資 工系一般教室】                     班級：包容 402【資 工系一般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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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 中上 792 右上 798 左上 812 中上 822 右上 602 

左中 744 中中 690 右中 723 左中 801 中中 870 右中 687 

左下 612 中下 671 右下 744 左下 782 中下 843 右下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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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中上 623 右上 672 左上 605 中上 547 右上 589 

左中 600 中中 596 右中 635 左中 547 中中 619 右中 632 

左下 472 中下 505 右下 566 左下 539 中下 428 右下 549 

 

  班級：包容 401【資 工系一般教室】                            班級：互愛 301【會資、醫管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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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 中上 927 右上 945 左上 520 中上 522 右上 718 

左中 843 中中 818 右中 981 左中 584 中中 573 右中 710 

左下 901 中下 736 右下 864 左下 492 中下 589 右下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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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中上 426 右上 603 左上 469 中上 601 右上 501 

左中 417 中中 411 右中 442 左中 562 中中 745 右中 554 

左下 501 中下 516 右下 570 左下 482 中下 558 右下 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