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0 七 學年度   第二學期 

 

日期：108  月 1 日 16     星期 3      時間：  8:00-12:00 

   天氣:陰                                    13:2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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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照所 

 

班級：A102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52 中上 862 右上 646 

左中 500 中中 620 右中 580 

左下 542 中下 644 右下 570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80 中上 714 右上 575 

左中 540 中中 700 右中 630 

左下 462 中下 580 右下 478 

 

 

 

護理科/系 

 

班級：E105                                 班級：D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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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中上 819 右上 725 左上 963 中上 1294 右上 1130 

左中 516 中中 700 右中 780 左中 841 中中 1377 右中 876 

左下 524 中下 696 右下 698 左下 723 中下 1126 右下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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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 中上 489 右上 461 左上 650 中上 450 右上 374 

左中 516 中中 555 右中 342 左中 500 中中 602 右中   394 

左下 773 中下  610 右下 580 左下 839 中下 575 右下 610 

 

 

 



 

班級：B102                         班級：B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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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中上 616 右上   712 左上 750 中上 525 右上 512 

左中 523 中中 729 右中 520 左中 598 中中 523 右中 425 

左下 503 中下 629 右下 551 左下 524 中下 516 右下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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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 中上 484 右上 477 左上 570 中上 471 右上 488 

左中 590 中中 717 右中 460 左中 587 中中 748 右中 427 

左下 704 中下 732 右下 675 左下 999 中下 690 右下 563 

 

 

班級：D105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02 中上 1054 右上 920 

左中 523 中中 769 右中 802 

左下 503 中下 620 右下 564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386 中上 555 右上 1066 

左中 427 中中 568 右中 482 

左下 527 中下 482 右下 769 

 

 

班級：A201                        班級：A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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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中上 1425 右上 725 左上 804 中上 814 右上 772 

左中 1234 中中 1564 右中 882 左中 573 中中 780 右中 724 

左下 1088 中下 1228 右下 886 左下 502 中下 664 右下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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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中上 583 右上 529 左上 544 中上 704 右上 495 

左中 501 中中 778 右中 367 左中 596 中中 853 右中 560 

左下 1088 中下 560 右下 381 左下 600 中下 713 右下 671 

 

 

 

 

 

 

 



 

班級：B202                       班級：B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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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 中上 1403 右上 886 左上 526 中上 865 右上 563 

左中 1103 中中 905 右中 634 左中 578 中中 816 右中 642 

左下 750 中下 766 右下 744 左下 677 中下 820 右下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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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中上 531 右上 486 左上 368 中上 664 右上 430 

左中 598 中中 634 右中 425 左中 372 中中 592 右中 582 

左下 510 中下 605 右下 508 左下 384 中下 698 右下 452 

 

班級:D303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423 中上 923 右上 770 

左中 1103 中中 905 右中 760 

左下 750 中下 766 右下 655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303 中上 1009 右上 474 

左中 560 中中 701 右中 470 

左下 1153 中下 805 右下 498 

 

班級：A301                       班級：A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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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中上 824 右上 720 左上 584 中上 737 右上 530 

左中 527 中中 887 右中 1083 左中 652 中中 817 右中 544 

左下 628 中下 903 右下 1002 左下 345 中下 730 右下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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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 中上 627 右上 1142 左上 245 中上 543 右上 574 

左中 482 中中 903 右中 522 左中 646 中中 911 右中 651 

左下 620 中下 788 右下 1057 左下 525 中下 610 右下 446 

 

 

 

 

 

 

 

 



 

班級：B302                       班級：B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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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 中上 1334 右上 1189 左上 778 中上 577 右上 1010 

左中 696 中中 1118 右中 1176 左中 843 中中 688 右中 932 

左下 713 中下 957 右下 950 左下 614 中下 570 右下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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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4 中上 607 右上 609 左上 660 中上 627 右上 354 

左中 544 中中 728 右中 361 左中 559 中中 869 右中 550 

左下 463 中下 564 右下 729 左下 499 中下 605 右下 374 

 

班級：D305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78 中上 1189 右上 783 

左中 647 中中 788 右中 599 

左下 721 中下 788 右下 503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385 中上 519 右上 426 

左中 633 中中 560 右中 390 

左下 721 中下 487 右下 389 

 

 

班級：C402                      班級：C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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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0 中上 753 右上 888 左上 1130 中上 1092 右上 642 

左中 1655 中中 813 右中 878 左中 1108 中中 1183 右中 816 

左下 1440 中下 1093 右下 928 左下 1103 中下 1152 右下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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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 中上 1268 右上 963 左上 790 中上 900 右上 458 

左中 1577 中中 1589 右中 783 左中 811 中中 1060 右中 721 

左下 1416 中下 1140 右下 740 左下 738 中下 1114 右下 572 

 

 

 

 

 

 

 



 

班級：C404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32 中上 514 右上 714 

左中 748 中中 538 右中 538 

左下 824 中下 652 右下 624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30 中上 448 右上 413 

左中 642 中中 563 右中 611 

左下 528 中下 618 右下 468 

 

班級：C408                                 班級：C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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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 中上 825 右上 644 左上 1459 中上 643 右上 933 

左中 1176 中中 736 右中 526 左中 1163 中中 578 右中 845 

左下 928 中下 875 右下 510 左下 835 中下 550 右下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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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 中上 944 右上 626 左上 570 中上 716 右上 382 

左中 1222 中中 1162 右中 741 左中 758 中中 916 右中 393 

左下 1345 中下 1098 右下 558 左下 945 中下 905 右下 352 

 

班級：A401                                 班級：A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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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右上 672 左上 578 中上 680 右上 575 

左中 520 中中 414 右中 642 左中 536 中中 692 右中 577 

左下 505 中下 465 右下 424 左下 530 中下 683 右下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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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中上 458 右上 403 左上 450 中上 386 右上 383 

左中 724 中中 882 右中 396 左中 378 中中 832 右中 369 

左下 553 中下 487 右下 432 左下 396 中下 643 右下 387 

 

 

 

 

 

 

 

 

 



 

班級：B401                                班級：B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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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 中上 666 右上 717 左上 931 中上 653 右上 582 

左中 810 中中 667 右中 653 左中 880 中中 680 右中 607 

左下 853 中下 663 右下 587 左下 920 中下 710 右下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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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中上 517 右上 450 左上 572 中上 511 右上 498 

左中 382 中中 766 右中 617 左中 872 中中 763 右中 500 

左下 366 中下 655 右下 368 左下 864 中下 913 右下 803 

 

 

班級：A412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84 中上 764 右上 653 

左中 723 中中 796 右中 785 

左下 684 中下 688 右下 693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48 中上 538 右上 773 

左中 539 中中 629 右中 821 

左下 428 中下 731 右下 632 

 

 

 

 



醫務管理系 

 

班級：D204                              班級：D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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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 中上 560 右上 608 左上 685 中上 983 右上 842 

左中 711 中中 548 右中 660 左中 661 中中 865 右中 812 

左下 514 中下 523 右下 553 左下 663 中下 732 右下 577 

座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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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中上 433 右上 441 左上 406 中上 498 右上 842 

左中 382 中中 704 右中 655 左中 400 中中 655 右中 603 

左下 360 中下 660 右下 620 左下 375 中下 641 右下 800 

 

行管系 

 

班級：A411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83 中上 772 右上 738 

左中 682 中中 869 右中 863 

左下 753 中下 853 右下 756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23 中上 732 右上 632 

左中 548 中中 683 右中 685 

左下 563 中下 628 右下 532 

 



醫放系 

 

 班級：E107                               班級：E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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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中上 898 右上 818 左上 702 中上 988 右上 520 

左中 590 中中 776 右中 768 左中 797 中中 1089 右中 737 

左下 503 中下 578 右下 550 左下 737 中下 944 右下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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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中上 444 右上 388 左上 520 中上 598 右上 532 

左中 338 中中 460 右中 633 左中 638 中中 664 右中 544 

左下 540 中下 493 右下 1127 左下 598 中下 880 右下 608 

 

 

班級：E304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280 中上 1577 右上 773 

左中 970 中中 1346 右中 740 

左下 518 中下 919 右下 624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99 中上 1577 右上 1880 

左中 680 中中 1346 右中 483 

左下 518 中下 919 右下 664 

 

 

 



科管系 

 

 班級：C409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842 中上 542 右上 620 

左中 688 中中 504 右中 502 

左下 575 中下 503 右下 505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43 中上 593 右上 388 

左中 738 中中 624 右中 500 

左下 455 中下 778 右下 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