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０二學年度   第一學期 

 

日期：102 年  7 月~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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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五一甲】           班級：A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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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 中上 821 右上 1111 左上 645 中上 776 右上 894 

左中 607 中中 816 右中 1085 左中 660 中中 830 右中 800 

左下 541 中下 694 右下 884 左下 600 中下 760 右下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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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 中上 985 右上 7940 左上 605 中上 1220 右上 890 

左中 772 中中 1055 右中 1101 左中 640 中中 1000 右中 780 

左下 602 中下 799 右下 1490 左下 882 中下 1160 右下 885 

 

 

 

 

班級：B102【五一丙】           班級：B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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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中上 840 右上 620 左上 615 中上 575 右上 575 

左中 680 中中 840 右中 680 左中 635 中中 630 右中 620 

左下 520 中下 850 右下 540 左下 600 中下 590 右下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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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 中上 764 右上 525 左上 780 中上 750 右上 620 

左中 600 中中 1012 右中 668 左中 610 中中 1000 右中 1010 

左下 878 中下 1049 右下 831 左下 750 中下 1140 右下 860 

 



班級：D105【五一戊】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801 中上 1162 右上 850 

左中 777 中中 1154 右中 850 

左下 554 中下 691 右下 622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67 中上 672 右上 1240 

左中 622 中中 1058 右中 727 

左下 810 中下 1116 右下 1648 

 

 

 

 

班級：A201【五二甲】           班級：A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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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 中上 1143 右上 961 左上 897 中上 1195 右上 1483 

左中 770 中中 1290 右中 966 左中 876 中中 1220 右中 1366 

左下 800 中下 933 右下 666 左下 805 中下 960 右下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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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 中上 703 右上 1766 左上 811 中上 986 右上 1929 

左中 520 中中 1200 右中 750 左中 779 中中 1500 右中 1927 

左下 440 中下 1046 右下 1888 左下 653 中下 1537 右下 1976 

 

 

 

 

班級：B202【五二丙】           班級：B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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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 中上 1516 右上 858 左上 837 中上 1500 右上 759 

左中 680 中中 1336 右中 927 左中 658 中中 1248 右中 1162 

左下 501 中下 767 右下 564 左下 500 中下 902 右下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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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中上 625 右上 618 左上 432 中上 687 右上 707 

左中 457 中中 869 右中 632 左中 543 中中 1002 右中 640 

左下 759 中下 966 右下 736 左下 753 中下 933 右下 508 

 

 

 

 



班級：D107【五二戊】            班級：   【五三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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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中上 1391 右上 813 左上 555 中上 825 右上 663 

左中 900 中中 1359 右中 841 左中 612 中中 890 右中 743 

左下 646 中下 918 右下 711 左下 778 中下 1077 右下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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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 中上 843 右上 592 左上 386 中上 984 右上 1196 

左中 719 中中 952 右中 570 左中 597 中中 1260 右中 660 

左下 1712 中下 1036 右下 740 左下 628 中下 1192 右下 1072 

 

 

 

班級：A301【五三甲】           班級：A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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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 中上 955 右上 891 左上 555 中上 825 右上 663 

左中 741 中中 1128 右中 928 左中 612 中中 890 右中 743 

左下 690 中下 1020 右下 885 左下 778 中下 1077 右下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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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中上 650 右上 1515 左上 386 中上 984 右上 1196 

左中 666 中中 1263 右中 790 左中 597 中中 1260 右中 660 

左下 500 中下 1193 右下 1650 左下 628 中下 1192 右下 1072 

 

 

班級：B302【五三丙】           班級：B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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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 中上 1433 右上 906 左上 552 中上 657 右上 747 

左中 827 中中 1564 右中 977 左中 720 中中 777 右中 880 

左下 669 中下 804 右下 698 左下 591 中下 699 右下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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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中上 890 右上 882 左上 537 中上 884 右上 823 

左中 633 中中 1144 右中 799 左中 700 中中 1243 右中 616 

左下 912 中下 1015 右下 891 左下 970 中下 946 右下 733 

 

 

 

 

 

 

 



 

班級：A401【五四甲】【護二二甲】       班級：A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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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 中上 651 右上 931 左上 573 中上 763 右上 786 

左中 693 中中 759 右中 915 左中 745 中中 895 右中 805 

左下 668 中下 789 右下 820 左下 766 中下 840 右下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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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 中上 900 右上 1458 左上 479 中上 1135 右上 1016 

左中 732 中中 1384 右中 1092 左中 799 中中 1359 右中 1060 

左下 760 中下 1377 右下 1517 左下 840 中下 1383 右下 1860 

 

 

 

 

班級：B402【五四丙】【護二二乙】       班級：B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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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 中上 777 右上 749 左上 797 中上 900 右上 825 

左中 663 中中 773 右中 787 左中 731 中中 853 右中 792 

左下 522 中下 581 右下 554 左下 539 中下 698 右下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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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 中上 900 右上 528 左上 931 中上 1058 右上 825 

左中 656 中中 1094 右中 917 左中 783 中中 1455 右中 1226 

左下 1566 中下 1229 右下 1123 左下 1522 中下 1300 右下 1272 

 

 

班級：D303【護二一甲、乙】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41 中上 785 右上 1078 

左中 710 中中 850 右中 772 

左下 584 中下 993 右下 527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988 中上 1197 右上 975 

左中 798 中中 1252 右中 661 

左下 1325 中下 1148 右下 789 

 

 

 

 

 



醫務管理系 

 

 

班級：C402【醫管系一般教室】         班級：C4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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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 中上 759 右上 1120 左上 680 中上 1374 右上 1188 

左中 819 中中 799 右中 1092 左中 687 中中 1387 右中 1265 

左下 757 中下 823 右下 845 左下 606 中下 940 右下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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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3 中上 1150 右上 1188 左上 1706 中上 1173 右上 882 

左中 726 中中 1422 右中 1075 左中 683 中中 1163 右中 878 

左下 1558 中下 1262 右下 1402 左下 1994 中下 1124 右下 1003 

 

 班級：C404【醫管系一般教室】           班級：D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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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 中上 729 右上 948 左上 726 中上 566 右上 650 

左中 691 中中 780 右中 1042 左中 790 中中 679 右中 717 

左下 631 中下 753 右下 792 左下 623 中下 629 右下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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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 中上 1120 右上 818 左上 566 中上 717 右上 1011 

左中 610 中中 1241 右中 841 左中 649 中中 1146 右中 666 

左下 1507 中下 1180 右下 1187 左下 588 中下 1077 右下 1180 

 

 

 班級：D305【醫管系一般教室】          班級：D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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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 中上 1440 右上 867 左上 520 中上 666 右上 614 

左中 877 中中 1540 右中 937 左中 658 中中 719 右中 623 

左下 588 中下 828 右下 610 左下 659 中下 830 右下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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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6 中上 1081 右上 688 左上 668 中上 929 右上 1142 

左中 686 中中 1235 右中 690 左中 1002 中中 1285 右中 982 

左下 1805 中下 1100 右下 612 左下 785 中下 1333 右下 1797 

                      



會資系 

 

 

班級：A411【會資系一般教室】      班級：A412【會資系一般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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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9 中上 1015 右上 800 左上 1172 中上 778 右上 622 

左中 1425 中中 978 右中 934 左中 1160 中中 930 右中 705 

左下 1251 中下 1038 右下 1073 左下 1250 中下 1212 右下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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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 中上 1657 右上 834 左上 1906 中上 1445 右上 755 

左中 1366 中中 1583 右中 1014 左中 1304 中中 1512 右中 800 

左下 1832 中下 1648 右下 910 左下 1926 中下 1534 右下 816 

 

 

  

 

 



放射系 

 

 

班級：E107【放射系一般教室】                   班級：E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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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 中上 915 右上 760 左上 630 中上 900 右上 600 

左中 665 中中 890 右中 694 左中 570 中中 809 右中 782 

左下 542 中下 679 右下 516 左下 525 中下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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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 中上 799 右上 454 左上 1125 中上 996 右上 639 

左中 759 中中 1026 右中 617 左中 824 中中 1034 右中 690 

左下 803 中下 933 右下 809 左下 1259 中下 865 右下 1228 

 

 

班級：E204【放射系一般教室】                   班級：E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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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 中上 718 右上 620 左上 717 中上 1443 右上 820 

左中 924 中中 820 右中 681 左中 917 中中 1343 右中 884 

左下 800 中下 775 右下 703 左下 625 中下 750 右下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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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 右上 460 左上 1060 中上 913 右上 773 

左中 723 中中 1227 右中 666 左中 620 中中 1130 右中 678 

左下 713 中下 1127 右下 496  左下 815 中下 1050 右下 640 

 

 

 

 

 

 

 

 

 

 

 

 

 

 

 



資工系 

 

 

  班級：C405【資 工系一般教室】                     班級：C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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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中上 812 右上 657 左上 718 中上 525 右上 527 

左中 814 中中 722 右中 882 左中 918 中中 700 右中 665 

左下 776 中下 725 右下 728 左下 772 中下 735 右下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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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中上 954 右上 1459 左上 763 中上 1061 右上 1860 

左中 873 中中 817 右中 817 左中 853 中中 1096 右中 600 

左下 842 中下 1246 右下 1669 左下 796 中下 1037 右下 1980 

 

 

  班級：包容 C407【資 工系一般教室】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048 中上 781 右上 780 

左中 936 中中 863 右中 830 

左下 524 中下 645 右下 538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39 中上 944 右上 1517 

左中 839 中中 1240 右中 622 

左下 860 中下 1082 右下 1547 

 

 

 

 

 

 

 

 

 

 

 

 

 

 

 

 



課務組備用教室 

 

 

   班級：B305【備用教室】                              班級：CB306【備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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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 中上 779 右上 720 左上 813 中上 1214 右上 753 

左中 615 中中 618 右中 652 左中 916 中中 1392 右中 833 

左下 621 中下 892 右下 669 左下 728 中下 1095 右下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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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9 中上 1197 右上 939 左上 1411 中上 910 右上 917 

左中 875 中中 662 右中 879 左中 769 中中 1120 右中 883 

左下 1337 中下 846 右下 668 左下 1136 中下 954 右下 8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