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0 七 學年度   第一學期 

 

日期： 107 年 8 月 16 日  星期 四    時間： 9  ：28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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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照所 

 

班級：A101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15 中上 521 右上 519 

左中 518 中中 501 右中 541 

左下 513 中下 539 右下 520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20 中上 410 右上 572 

左中 492 中中 582 右中 598 

左下 467 中下 453 右下 474 

 

 

 

護理科/系 

 

班級：E105                                 班級：A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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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 中上 1525 右上 980 左上 527 中上 527 右上 518 

左中 783 中中 1123 右中 756 左中 513 中中 547 右中 526 

左下 827 中下 994 右下 786 左下 539 中下 574 右下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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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中上 1024 右上 851 左上 387 中上 389 右上 310 

左中 1028 中中 1035 右中 964 左中 428 中中 349 右中 355 

左下 1055 中下 1046 右下 923 左下 381 中下 331 右下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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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 中上 690 右上 562 左上 573 中上 555 右上 568 

左中 591 中中 540 右中 598 左中 537 中中 628 右中 509 

左下 667 中下 599 右下 507 左下 509 中下 626 右下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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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 中上 673 右上 794 左上 436 中上 556 右上 593 

左中 579 中中 676 右中 478 左中 483 中中 541 右中 580 

左下 575 中下 641 右下 847 左下 546 中下 542 右下 596 

 

 

班級：D105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41 中上 664 右上 677 

左中 612 中中 672 右中 659 

左下 535 中下 652 右下 587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68 中上 529 右上 609 

左中 474 中中 568 右中 431 

左下 497 中下 589 右下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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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中上 960 右上 691 左上 625 中上 808 右上 734 

左中 627 中中 1003 右中 734 左中 627 中中 726 右中 647 

左下 781 中下 800 右下 638 左下 518 中下 721 右下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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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 中上 756 右上 775 左上 672 中上 548 右上 585 

左中 704 中中 900 右中 869 左中 473 中中 951 右中 780 

左下 793 中下 541 右下 472 左下 503 中下 1003 右下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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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 中上 1377 右上 821 左上 919 中上 761 右上 561 

左中 510 中中 796 右中 692 左中 582 中中 920 右中 697 

左下 516 中下 536 右下 501 左下 511 中下 719 右下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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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中上 519 右上 415 左上 602 中上 1428 右上 723 

左中 460 中中 753 右中 425 左中 575 中中 1321 右中 856 

左下 360 中下 580 右下 352 左下 595 中下 917 右下 854 

 

班級:D107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21 中上 628 右上 618 

左中 499 中中 981 右中 685 

左下 587 中下 891 右下 664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422 中上 484 右上 418 

左中 453 中中 480 右中 518 

左下 479 中下 457 右下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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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中上 806 右上 578 左上 642 中上 770 右上 619 

左中 681 中中 880 右中 603 左中 705 中中 868 右中 641 

左下 701 中下 946 右下 666 左下 724 中下 819 右下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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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中上 791 右上 684 左上 541 中上 769 右上 553 

左中 585 中中 797 右中 524 左中 466 中中 699 右中 428 

左下 798 中下 549 右下 724 左下 502 中下 493 右下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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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中上 1425 右上 612 左上 662 中上 534 右上 560 

左中 562 中中 1024 右中 591 左中 597 中中 650 右中 690 

左下 519 中下 598 右下 500 左下 520 中下 690 右下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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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中上 548 右上 362 左上 572 中上 834 右上 804 

左中 452 中中 804 右中 354 左中 718 中中 979 右中 902 

左下 431 中下 607 右下 386 左下 535 中下 920 右下 655 

 

班級：D303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19 中上 619 右上 1041 

左中 698 中中 774 右中 881 

左下 563 中下 633 右下 699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889 中上 742 右上 819 

左中 981 中中 695 右中 730 

左下 527 中下 973 右下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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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中上 535 右上 912 左上 686 中上 903 右上 959 

左中 564 中中 568 右中 883 左中 695 中中 1045 右中 908 

左下 618 中下 620 右下 636 左下 608 中下 1019 右下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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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 中上 864 右上 839 左上 696 中上 677 右上 739 

左中 568 中中 816 右中 971 左中 764 中中 920 右中 558 

左下 511 中下 825 右下 622 左下 869 中下 756 右下 529 

 

 

 

 

 

 

 

 



班級：C404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77 中上 710 右上 1011 

左中 513 中中 539 右中 759 

左下 587 中下 635 右下 767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17 中上 920 右上 713 

左中 565 中中 699 右中 996 

左下 675 中下 936 右下 850 

 

班級：D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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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 中上 1552 右上 780 左上 1386 中上 856 右上 902 

左中 565 中中 790 右中 551 左中 970 中中 940 右中 863 

左下 522 中下 713 右下 534 左下 982 中下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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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中上 899 右上 579 左上 1093 中上 1049 右上 976 

左中 400 中中 748 右中 749 左中 880 中中 1088 右中 713 

左下 415 中下 536 右下 596 左下 1018 中下 885 右下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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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中上 691 右上 1157 左上 564 中上 813 右上 554 

左中 680 中中 741 右中 1078 左中 566 中中 814 右中 568 

左下 692 中下 661 右下 876 左下 500 中下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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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 中上 1579 右上 732 左上 350 中上 504 右上 1052 

左中 987 中中 1122 右中 937 左中 616 中中 703 右中 364 

左下 837 中下 844 右下 847 左下 422 中下 391 右下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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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 中上 614 右上 578 左上 567 中上 640 右上 634 

左中 572 中中 539 右中 570 左中 578 中中 616 右中 549 

左下 568 中下 542 右下 520 左下 513 中下 533 右下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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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4 中上 741 右上 590 左上 478 中上 680 右上 415 

左中 596 中中 641 右中 497 左中 497 中中 599 右中 489 

左下 587 中下 468 右下 430 左下 500 中下 605 右下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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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 中上 510 右上 520 左上 618 中上 1039 右上 828 

左中 605 中中 558 右中 558 左中 580 中中 1041 右中 800 

左下 550 中下 511 右下 514 左下 773 中下 843 右下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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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 中上 815 右上 692 左上 805 中上 1059 右上 1086 

左中 762 中中 724 右中 551 左中 892 中中 1089 右中 677 

左下 567 中下 592 右下 453 左下 728 中下 699 右下 769 

 

行管系 

 

班級：A411                          班級：A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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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 中上 1375 右上 1158 左上 1145 中上 1448 右上 1149 

左中 1192 中中 1406 右中 1122 左中 1081 中中 1550 右中 1174 

左下 1127 中下 1240 右下 937 左下 1213 中下 1307 右下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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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中上 1075 右上 1321 左上 1602 中上 985 右上 884 

左中 997 中中 1258 右中 1178 左中 1092 中中 1045 右中 1061 

左下 933 中下 1164 右下 1314 左下 1899 中下 1266 右下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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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 中上 811 右上 727 左上 643 中上 969 右上 650 

左中 653 中中 806 右中 748 左中 613 中中 1061 右中 682 

左下 584 中下 620 右下 595 左下 682 中下 639 右下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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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中上 720 右上 686 左上 515 中上 472 右上 526 

左中 751 中中 939 右中 664 左中 587 中中 662 右中 516 

左下 560 中下 618 右下 616 左下 831 中下 573 右下 564 

 

 

班級：E304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912 中上 1138 右上 957 

左中 820 中中 1176 右中 802 

左下 666 中下 946 右下 698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75 中上 781 右上 577 

左中 520 中中 920 右中 552 

左下 601 中下 900 右下 815 

 

 

 



科管系 

 

班級：C408                                             班級：C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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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8 中上 935 右上 1030 左上 1416 中上 1474 右上 765 

左中 1097 中中 921 右中 848 左中 1506 中中 1163 右中 654 

左下 1201 中下 1211 右下 962 左下 1133 中下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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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 中上 1444 右上 1213 左上 873 中上 1059 右上 1202 

左中 1191 中中 1603 右中 840 左中 999 中中 1048 右中 900 

左下 1230 中下 1540 右下 1360 左下 904 中下 1320 右下 1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