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ㄧ O 八學年度 第一學期 照明監測紀錄 

 

日期：108年 7月 10日  時間：8:00-12:00 13:20-16:30  天氣: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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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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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中上 918 右上 645 左上 743 中上 1324 右上 963 

左中 594 中中 624 右中 527 左中 742 中中 1360 右中 816 

左下 602 中下 546 右下 586 左下 528 中下 671 右下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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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中上 562 右上 442 左上 1863 中上 676 右上 535 

左中 480 中中 812 右中 367 左中 673 中中 953 右中  514 

左下 608 中下   640 右下 441 左下 1382 中下 733 右下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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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 中上 882 右上   738 左上 732 中上 772 右上 752 

左中 695 中中 934 右中 717 左中 664 中中 754 右中 728 

左下 613 中下 720 右下 509 左下 542 中下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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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9 中上 603 右上 710 左上 1892 中上 907 右上 1128 

左中 595 中中 878 右中 707 左中 566 中中 947 右中 620 

左下 1827 中下 957 右下 1286 左下 1763 中下 1125 右下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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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 中上 1114 右上 1018 左上 573 中上   818 右上 612 

左中 560 中中 935 右中 925 左中 558 中中 736 右中 548 

左下 586 中下 652 右下 628 左下 528 中下 570 右下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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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 中上 681 右上 1214 左上 573 中上 523 右上 466 

左中 582 中中 1048 右中   655 左中 459 中中 838 右中 579 

左下 360 中下 720 右下 464 左下 393 中下 765 右下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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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中上 1061 右上 880 左上 561 中上 1326 右上  663 

左中 517 中中 930 右中 709 左中 610 中中 1120 右中 849 

左下 610 中下 637 右下 598 左下 535 中下 728 右下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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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 中上 628 右上 476 左上 483 中上 685 右上 767 

左中 450 中中 858 右中 453 左中 460 中中 885 右中 608 

左下 1046 中下 660 右下 545 左下 852 中下 935 右下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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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3 中上 926 右上 931 左上 667 中上 857 右上 521 

左中 719 中中 1056 右中 842 左中 635 中中 917 右中 620 

左下 680 中下 846 右下 748 左下   549 中下 630 右下 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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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中上 431 右上 918 左上 673 中上 502 右上 1005 

左中 448 中中 901 右中 682 左中 720 中中 1068 右中 799 



左下 558 中下 1037 右下  1321 左下 645 中下 950 右下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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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 中上 1298 右上 638 左上 530 中上 543 右上 514 

左中 638 中中 1148 右中 555 左中 583 中中 653 右中 631 

左下 527 中下 816 右下 617 左下 723 中下 543 右下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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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中上 723 右上 668 左上   605 中上 553 右上 653 

左中 558 中中 1048 右中 379 左中 497 中中 951 右中 565 

左下 827 中下 820 右下 753 左下 802 中下 687 右下 554 

          

班級:D303                                 班級:D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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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 中上 1182 右上 717 左上 823 中上 1421 右上 950 

左中 973 中中 1021 右中 865 左中 637 中中 898 右中 726 

左下 1639 中下 930 右下 560 左下 526 中下 618 右下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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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中上 1182 右上 476 左上 1114 中上 951 右上 371 

左中 637 中中 1021 右中 453 左中 818 中中 1021 右中 548 

左下 524 中下 660 右下 545 左下 980 中下 1028 右下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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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中上 527 右上 534 左上 703 中上   1012 右上 647 

左中 712 中中 595 右中 520 左中 621 中中    899 右中 653 

左下 535 中下 546 右下 505 左下 588 中下    585 右下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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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中上 526 右上 1442 左上 416 中上 598 右上 918 

左中 732 中中 1042 右中 432 左中 762 中中 1138 右中 843 

左下 614 中下 1096 右下 1510 左下 750 中下 994 右下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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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 中上 620 右上 620 左上 564 中上 637 右上 724 

左中 527 中中 668 右中 710 左中 579 中中 638 右中 602 

左下 508 中下 519 右下 518 左下 511 中下 545 右下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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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中上 635 右上 1056 左上 1112 中上 720 右上 519 

左中 379 中中 990 右中 523 左中 486 中中 867 右中 483 

左下 1542 中下 879 右下 479 左下 1886 中下 783 右下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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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 中上 639 右上 821 左上   836 中上 1438 右上 1324 

左中 549 中中 574 右中 632 左中 718 中中 953 右中 940 

左下 568 中下 575 右下 520 左下 529 中下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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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9 中上 756 右上 976 左上 1083 中上 1127 右上 1386 

左中 527 中中 982 右中 815 左中 920 中中 1336 右中 1480 

左下 812 中下 714 右下 1160 左下 981 中下 1049 右下 1298 

 

班級：C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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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 中上 1017 右上 1132 左上 542 中上 1390 右上 840 

左中 721 中中 805 右中 748 左中 573 中中 1127 右中 716 

左下 565 中下 621 右下 542 左下 535 中下 606 右下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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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 中上 945 右上 1236 左上 1048 中上 768 右上 675 

左中 745 中中 1103 右中 1132 左中 762 中中 1195 右中 727 

左下 1311 中下 1197 右下 1428 左下 1326 中下 913 右下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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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 中上 1428 右上 650 左上 1200 中上 720 右上 816 

左中 952 中中 928 右中 585 左中 874 中中 635 右中 773 

左下 574 中下 722 右下 524 左下 630 中下 582 右下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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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 中上 719 右上 1063 左上 680 中上 943 右上 1399 

左中 1016 中中 1026 右中 386 左中 991 中中 1227 右中 628 

左下 976 中下 923 右下 980 左下 1046 中下 938 右下 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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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 中上 531 右上 549 左上 598 中上 1254 右上 913 

左中 571 中中 945 右中 700 左中 560 中中 1020 右中 839 

左下 526 中下 924 右下 1320 左下 523 中下 635 右下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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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中上 602 右上 535 左上 365 中上 680 右上 998 

左中 560 中中 884 右中 516 左中 607 中中 1183 右中 863 

左下 446 中下 760 右下 986 左下 496 中下 1115 右下 971 

 

行管系 

班級：A411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41 中上 1641 右上 945 

左中 546 中中 1227 右中 925 

左下 673 中下 836 右下 549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608 中上 860 右上 698 

左中 501 中中 915 右中 910 

左下 1672 中下 1180 右下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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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 中上 935 右上 620 左上 899 中上 576 右上 530 

左中 630 中中 682 右中 532 左中   680 中中 765 右中 536 

左下 865 中下 530 右下 820 左下 710 中下 879 右下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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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中上 543 右上 578 左上 538 中上 991 右上 618 

左中 564 中中 916 右中 723 左中 603 中中 1036 右中 748 

左下 657 中下 786 右下 816 左下 448 中下 728 右下 523 

 

班級：E304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25 中上 1483 右上 849 

左中 555 中中 952 右中 683 

左下 548 中下 530 右下 545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833 中上 602 右上 603 

左中 485 中中 904 右中 551 

左下 439 中下 635 右下 410 

 

 

 



科管系 

 

 班級：C409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934 中上 725 右上 693 

左中 606 中中 539 右中 617 

左下 531 中下 527 右下 523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913 中上 989 右上 1269 

左中 659 中中 1098 右中 422 

左下 863 中下 917 右下 15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