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樓名稱 教室編號 容納人數 教室類別 教室桌椅 預排系所

雲起樓 101 110 階梯教室 階梯桌椅 通識中心

雲起樓 102 110 遠距教室 階梯桌椅 管理系

雲起樓 109 35 討論教室 組合桌椅 外文系

雲起樓 110 32 普通教室 明式桌椅 經濟系

雲起樓 111 32 普通教室 明式桌椅 歷史系

雲起樓 112 32 普通教室 明式桌椅 宗教所

雲起樓 113 35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文資系

雲起樓 114 50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歷史系

雲起樓 204 50 電腦教室 電腦桌椅 教務處

雲起樓 210 50 電腦教室 電腦桌椅 教務處

雲起樓 213 16 情境教室 機艙座椅 語文中心

雲起樓 214 40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語文中心

雲起樓 215 50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語文中心

雲起樓 216 45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語文中心

雲起樓 217 45 普通教室 大學椅 語文中心

雲起樓 218 50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語文中心

雲起樓 219 55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傳播系

雲起樓 220 30 普通教室 大學椅(B) 語文中心

雲起樓 221 54 普通教室 大學椅(B) 傳播系

雲起樓 223 70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外文系

雲起樓 309-1 40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未樂系

雲起樓 309-2 32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公事系

雲起樓 311 45 普通教室 大學椅 管理系

雲起樓 313 45 普通教室 大學椅 中文系

雲起樓 315 30 普通教室 大學椅(B) 中文系

雲起樓 317 85 普通教室 大學椅(B) 經濟系

雲起樓 322 30 普通教室 大學椅 外文系

雲起樓 324 35 普通教室 大學椅(B) 中文系

雲起樓 501 70 普通教室 大學椅(B) 通識中心

雲起樓 504-1 80 互動教室 培訓椅 教務處

雲起樓 506 45 普通教室 大學椅 文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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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起樓 507 80 普通教室 大學椅 社科院

雲起樓 508 80 普通教室 大學椅 人文學院

德香樓 B102 50 語言教室 外文系

德香樓 B103-2 45 普通教室 大學椅(B) 社會系

德香樓 B103-3 85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社科院

德香樓 B104 250 階梯教室 階梯桌椅 通識中心

德香樓 B202 30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未樂系

德香樓 B204 55 普通教室 大學椅 未樂系

德香樓 B206 55 普通教室 大學椅 公事系

德香樓 B208 25 普通教室 大學椅(B) 公事系

德香樓 B212 50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管理系

德香樓 B305 50 普通教室 大學椅 傳播系

德香樓 B306 50 普通教室 大學椅 經濟系

德香樓 B307 70 普通教室 大學椅 社會系

德香樓 B308 50 討論教室 組合桌椅 通識中心

香雲居 C003 50 專業教室 蔬食系

懷恩館 G0 60 桌球室 會議桌椅 通識中心

雲五館 L103 35 視聽教室 會議桌椅 通識中心

雲五館 L110 40 研討教室 長條桌椅 通識中心

雲五館 L111 50 專業教室 長條桌椅 通識中心

雲五館 L113 50 專業教室 長條桌椅 通識中心

海淨樓 M106 45 普通教室 大學椅 樂活學院

海淨樓 M204 55 普通教室 大學椅 蔬食系

海淨樓 M206 45 普通教室 大學椅 蔬食系

雲水軒 N107 40 電腦教室 電腦桌椅 佛教學院

雲水軒 N109 168 階梯教室 階梯座椅 佛教學院

雲水軒 N115 30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佛教學院

雲水軒 N117 58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佛教學系

雲水軒 N118 20 普通教室 木製寬桌椅 佛教學系

雲水軒 N202 40 普通教室 木製寬桌椅 佛教學系

雲水軒 N205 47 普通教室 木製寬桌椅 佛教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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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水軒 N207 42 普通教室 木製寬桌椅 佛教學系

雲水軒 N209 38 普通教室 木製寬桌椅 佛教學系

雲慧樓 U009 專業教室 實驗桌椅 產媒系

雲慧樓 U012 120 普通教室 大學椅 通識中心

雲慧樓 U013 實驗室 實驗桌椅 產媒系

雲慧樓 U014 35 實驗室 實驗桌椅 產媒系

雲慧樓 U102 85 普通教室 大學椅 通識中心

雲慧樓 U103 48 討論教室 折合桌椅 資應系

雲慧樓 U104 55 電腦教室 電腦桌椅 創科院

雲慧樓 U105 40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資應系

雲慧樓 U108 40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資應系

雲慧樓 U110 30 心理實驗室 實驗桌椅 心理系

雲慧樓 U113 45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心理系

雲慧樓 U115 45 普通教室 木製桌椅 心理系

雲慧樓 U117 85 討論教室 培訓椅 創科院

雲慧樓 U202 85 普通教室 大學椅 創科院

雲慧樓 U208 60 特色教室 木製寬桌椅 資應系

雲慧樓 U214 40 數位教室 電腦桌椅 資應系

雲慧樓 U227 40 多媒體教室 電腦桌椅 資應系

雲慧樓 U302 36 電腦教室 電腦桌椅 產媒系

雲慧樓 U304 30 實驗室 實驗桌椅 產媒系

雲慧樓 U306 45 實驗室 實驗桌椅 產媒系

雲慧樓 U308 40 多媒體教室 白鐵桌椅 產媒系

雲慧樓 U310 20 普通教室 會議桌椅 產媒系

雲慧樓 U316 40 實習教室 實驗桌椅 產媒系

雲慧樓 U327 35 實習教室 實驗桌椅 產媒系

雲慧樓 U422 12 多媒體教室 會議桌椅 資應系

雲慧樓 U424 12 多媒體教室 會議桌椅 資應系

雲慧樓 U510 20 心理實驗室 實驗桌椅 心理系

雲慧樓 U523 8 心理實驗室 會議桌椅 心理系

林美寮 X5A 40 專業教室 會議桌椅 通識中心

109學年度「設備限制教室」

第 3 頁，共 4 頁



大樓名稱 教室編號 容納人數 教室類別 教室桌椅 預排系所

雲慧樓 U426 40 電腦教室 電腦桌椅 資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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