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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校區 

建築物 樓層 教室編號 科系 備註 

機械工程館 2F AME0221 機電輔  四機電輔一攜/國文(一)/(六)8,9,10 

一期教學大樓 2F ATA0201 通識   

  ATA0202 通識   

 3F ATA0301 通識+材料   

  ATA0302 通識   

  ATA0303 通識+機電   

  ATA0304 機電   

 4F ATA0401 材料   

  ATA0402 生科   

  ATA0403 通識+農科   

  ATA0404 農科   

二期教學大樓 1F ATB0101 五專精密一甲 五專指定教室，請勿變更 

  ATB0102 五專資工二甲 五專指定教室，請勿變更 

 2F ATB0201 車輛  

  ATB0202 車輛  

  ATB0203 應外+農科   

  ATB0204 生科   

 3F ATB0301 航機/航電   

  ATB0302 航機/航電   

  ATB0303 電機   

  ATB0304 電機   

 4F ATB0401 自動   

  ATB0402 自動   

  ATB0403 材料   

  ATB0404 電機   

 5F ATB0501 航機/航電   

  ATB0502 航機/航電   

  ATB0503 機電   

  ATB0504 設計 設計系優先使用，若需使用請先洽詢設

計系陳小姐(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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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校區 

校區 建築物 樓層 教室編號 科系 備註 

 三期教學大樓 1F ATC0105 通識【國文組】  可容納人數 

ATC0105：階梯教室 69 個座位。 

ATC0106：9 張長桌，約 50 個座位。 

ATC0107：19 張長桌，約 57 個座

位。 

 上課前請至辦公室借用鑰匙，使用完

畢請留意環境清潔與器材關閉/歸

還。 

 若需使用各組展演室排課，請先告知

展演室所屬組別之執行秘書，由執秘

與中心主任討論後，再行排課。 

   ATC0106 通識【博雅組】 

   ATC0107 通識【數理組】 

  2F ATC0207 電子 自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通識與電子系

基於互惠共享原則，可於三期 1F、2F 排

課。使用原則：以本系(中心)之教師使用

為優先，若有空堂，可互相使用教室。 
   ATC0208 電子 

 四期教學大樓 4F ATD0402 五專精密三甲 五專指定教室，請勿變更 

  5F ATD0503 五專精密二甲 五專指定教室，請勿變更 

  7F ATD0704 光電 階梯教室 

 資訊大樓 4F AIA0405 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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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校區 

建築物 樓層 教室編號 科系 備註 

綜合工程一管       6F BGA0640 設計 周一至週五設計系辦工讀生會先開教

室，老師不需借鑰匙(因門禁需要，老

師可能需申請門禁卡或臨時卡) 

綜合工程一管       7F BGA0710 設計 周一至週五設計系辦工讀生會先開教

室，老師不需借鑰匙(因門禁需要，老

師可能需申請門禁卡或臨時卡) 

綜合工程一管       7F BGA0730 設計 周一至週五設計系辦工讀生會先開教

室，老師不需借鑰匙(因門禁需要，老

師可能需申請門禁卡或臨時卡) 

跨領域實作館 3F BCB0303 五專資工一甲 1. 五專班級指定教室，請勿變更。 

2. 系專業教室，不須借用鑰匙。 

3. 防疫期間出入管制。入館路線：由"

綜二館"進入-->從"科研中心"旁邊的

樓梯上 2 樓-->再轉至跨領域實作館。

(沿路有指示牌) 

綜合工程二館 3F BGB0305 動機 系專業教室，不須借用鑰匙。 

綜合工程二館 7F BGB0703 動機 系專業教室：先到動機系辦(綜二館 5

樓)借用鑰匙 

綜合工程二館 7F BGB0706 

 

動機 學生會有鑰匙，不需借鑰匙。 

綜合工程二館 7F BGB0707 動機                                         系專業教室，不須借用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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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校區 

建築物 樓層 教室編號 科系 備註 

人文大樓 

 

1F CHB0102 財金 請該班級上課學生到警衛室借鑰匙

(夜間課程)。 

人文大樓 

 

1F CHB0103 航修+電子二專 航修+電子二專共用。 

先到隔壁棟(文理暨管理大樓 6 樓)財

金系辦公室借用鑰匙 

人文大樓 1F CHB0104 企管 先到隔壁棟(文理暨管理大樓 6 樓)企

管系辦借鑰匙。 

人文大樓 

 

1F CHB0106 企管 先到隔壁棟(文理暨管理大樓 6 樓)企

管系辦借鑰匙。 

文理管理大樓 1F CMA0102 

CMA0103 

CMA0104 

休閒 依教學業務組 5/6 通知, 商請休閒系

借用系專業教室供通識排課。 

請先到同一棟(文理管理大樓)5F 休

閒系辦公室借用鑰匙 

文理管理大樓 2F CMA0203 財金 請該班級上課學生到(文理暨管理大

樓 6 樓)財金系辦借鑰匙。 

文理管理大樓 2F CMA0204 財金 請該班級上課學生到警衛室借鑰匙

(夜間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