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0 六  學年度   第二學期 

 

日期：  107 年  02 月 28 日   星期三     時間 08：00 － 16：30  天氣： 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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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 中上 517 右上 592 左上 507 中上 525 右上 515 

左中 524 中中 524 右中 503 左中 547 中中 505 右中 585 

左下 520 中下 503 右下 568 左下 510 中下 567 右下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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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中上 513 右上 406 左上 495 中上 558 右上 460 

左中 556 中中 622 右中 493 左中 430 中中 680 右中 527 

左下 386 中下 520 右下 359 左下 407 中下 451 右下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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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中上 707 右上 528 左上 550 中上 581 右上 581 

左中 600 中中 799 右中 586 左中 558 中中 525 右中 588 

左下 505 中下 701 右下 544 左下 506 中下 706 右下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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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中上 598 右上 472 左上 673 中上 536 右上 451 

左中 460 中中 838 右中 541 左中 535 中中 821 右中 501 

左下 815 中下 742 右下 656 左下 738 中下 748 右下 579 

 



班級:D105 【五ㄧ戊】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88 中上 1099 右上 772 

左中 540 中中 929 右中 708 

左下 578 中下 507 右下 657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22 中上 520 右上 518 

左中 536 中中 868 右中 500 

左下 807 中下 775 右下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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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 中上 985 右上 530 左上 620 中上 831 右上 635 

左中 552 中中 895 右中 625 左中 644 中中 839 右中 538 

左下 568 中下 619 右下 921 左下 530 中下 631 右下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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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 中上 580 右上 622 左上 510 中上 419 右上 1241 

左中 430 中中 681 右中 409 左中 441 中中 718 右中 496 

左下 377 中下 780 右下 538 左下 437 中下 866 右下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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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中上 1572 右上 895 左上 608 中上 544 右上 599 

左中 567 中中 1100 右中 805 左中 554 中中 536 右中 667 

左下 418 中下 628 右下 559 左下 512 中下 580 右下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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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中上 712 右上 613 左上 390 中上 608 右上 523 

左中 442 中中 671 右中 412 左中 421 中中 821 右中 375 

左下 424 中下 750 右下 398 左下 364 中下 675 右下 520 

 

 

 

 

 

 



班級:D107 【五二戊】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16 中上 1092 右上 915 

左中 691 中中 1049 右中 628 

左下 513 中下 735 右下 635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06 中上 566 右上 456 

左中 471 中中 736 右中 488 

左下 681 中下 705 右下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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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 中上 870 右上 677 左上 620 中上 798 右上 480 

左中 648 中中 932 右中 681 左中 563 中中 844 右中 548 

左下 688 中下 869 右下 602 左下 563 中下 680 右下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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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中上 442 右上 1294 左上 455 中上 519 右上 1322 

左中 542 中中 719 右中 509 左中 485 中中 935 右中 512 

左下 516 中下 832 右下 1453 左下 509 中下 831 右下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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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中上 719 右上 568 左上 688 中上 647 右上 757 

左中 668 中中 1233 右中 626 左中 602 中中 616 右中 635 

左下 610 中下 1120 右下 560 左下 555 中下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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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 中上 719 右上 562 左上 384 中上 583 右上 423 

左中 519 中中 880 右中 541 左中 501 中中 842 右中 419 

左下 1089 中下 760 右下 718 左下 425 中下 520 右下 375 

 

 

 

 

 

 

 



班級：A401【五四甲】         班級：A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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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中上 510 右上 508 左上 507 中上 759 右上 553 

左中 568 中中 517 右中 539 左中 538 中中 693 右中 521 

左下 506 中下 519 右下 506 左下 428 中下 569 右下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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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 中上 682 右上 782 左上 460 中上 378 右上 691 

左中 428 中中 786 右中 550 左中 597 中中 818 右中 412 

左下 352 中下 815 右下 705 左下 381 中下 797 右下 745 

 

 

 

班級：B402【五四丙】         班級：B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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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中上 581 右上 537 左上 652 中上 589 右上 500 

左中 531 中中 547 右中 535 左中 531 中中 501 右中 540 

左下 518 中下 503 右下 514 左下 530 中下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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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2 中上 614 右上 364 左上 510 中上 648 右上 416 

左中 450 中中 928 右中 453 左中 468 中中 910 右中 440 

左下 849 中下 695 右下 389 左下 761 中下 768 右下 456 

 

 

 

班級:D303 【五三戊】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806 中上 732 右上 975 

左中 982 中中 900 右中 1056 

左下 1018 中下 757 右下 675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916 中上 1195 右上 586 

左中 509 中中 1106 右中 660 

左下 1916 中下 1077 右下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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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中上 538 右上 1044 左上 718 中上 1178 右上 1114 

左中 552 中中 565 右中 644 左中 578 中中 800 右中 708 

左下 542 中下 610 右下 730 左下 673 中下 595 右下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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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4 中上 726 右上 560 左上 949 中上 729 右上 512 

左中 391 中中 886 右中 454 左中 354 中中 654 右中 421 

左下 1359 中下 712 右下 447 左下 1380 中下 362 右下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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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 中上 577 右上 768 左上 595 中上 520 右上 512 

左中 500 中中 501 右中 576 左中 594 中中 506 右中 559 

左下 513 中下 531 右下 730 左下 537 中下 507 右下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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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5 中上 675 右上 483 左上 385 中上 595 右上 381 

左中 382 中中 842 右中 544 左中 453 中中 818 右中 450 

左下 1802 中下 687 右下 622 左下 383 中下 774 右下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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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 中上 1384 右上 767 左上 545 中上 1036 右上 732 

左中 541 中中 741 右中 507 左中 549 中中 1054 右中 709 

左下 604 中下 548 右下 755 左下 520 中下 690 右下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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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6 中上 748 右上 438 左上 366 中上 526 右上 1367 

左中 425 中中 939 右中 461 左中 438 中中 913 右中 405 

左下 826 中下 723 右下 368 左下 352 中下 707 右下 872 

 

 

 



行管系 

 

 

班級：A411【行管系一般教室】      班級：A412【行管系一般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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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中上 1109 右上 833 左上 509 中上 1639 右上 890 

左中 521 中中 1102 右中 784 左中 625 中中 1447 右中 770 

左下 583 中下 760 右下 509 左下 507 中下 852 右下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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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 右上 355 左上 1379 中上 628 右上 412 

左中 350 中中 830 右中 456 左中 412 中中 883 右中 442 

左下 634 中下 687 右下 600 左下 690 中下 763 右下 512 

 



醫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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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 中上 698 右上 655 左上 660 中上 1018 右上 841 

左中 492 中中 649 右中 562 左中 477 中中 592 右中 561 

左下 358 中下 481 右下 418 左下 372 中下 440 右下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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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中上 378 右上 569 左上 547 中上 606 右上 622 

左中 381 中中 664 右中 324 左中 528 中中 922 右中 525 

左下 373 中下 380 右下 734 左下 815 中下 786 右下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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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 中上 1493 右上 560 左上 823 中上 1394 右上 823 

左中 630 中中 1293 右中 708 左中 648 中中 1032 右中 710 

左下 584 中下 1098 右下 709 左下 389 中下 574 右下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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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中上 480 右上 412 左上 534 中上 523 右上 273 

左中 558 中中 872 右中 444 左中 534 中中 878 右中 472 

左下 367 中下 926 右下 538 左下 404 中下 672 右下 355 

 

 

 



科管系 

 

 

班級：C405【科管系一般教室】                   班級：C406【科管系一般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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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 中上 541 右上 763 左上 921 中上 1151 右上 615 

左中 944 中中 491 右中 521 左中 836 中中 834 右中 443 

左下 465 中下 431 右下 421 左下 563 中下 599 右下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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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中上 637 右上 800 左上 433 中上 711 右上 883 

左中 520 中中 850 右中 346 左中 489 中中 875 右中 417 

左下 429 中下 642 右下 659 左下 409 中下 747 右下 614 

 

 

班級：C407【科管系一般教室】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91 中上 508 右上 668 

左中 419 中中 428 右中 505 

左下 421 中下 351 右下 426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343 中上 664 右上 783 

左中 365 中中 712 右中 387 

左下 527 中下 678 右下 647 

 

 

 

 

 

 

 

 

 

 

 

 

 

 



課務組備用教室 

 

 

  班級：B305【備用教室】                     班級：B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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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上  右上  左上  中上  右上  

左中  中中  右中  左中  中中  右中  

左下  中下  右下  左下  中下  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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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上  右上  左上  中上  右上  

左中  中中  右中  左中  中中  右中  

左下  中下  右下  左下  中下  右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