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ㄧ一 O 學年度 第一學期 照明監測紀錄 

 

日期：110年 07月 20日  時間：8:00-12:00 13:20-16:20  天氣: 晴   

   備註：依照教育部臺教資(四)字第 1080109561 號函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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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 中上 985 右上 859 左上 1461 中上 1635 右上 1268 

左中 564 中中 651 右中 581 左中 1410 中中 1540 右中 1299 

左下 658 中下 621 右下 690 左下 1312 中下 1224 右下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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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中上 632 右上 620 左上 1218 中上 995 右上 1174                                                                                 

左中 626 中中 778 右中 679 左中 1267 中中 1139 右中 1128 

左下 799 中下 693 右下 574 左下 1272 中下 1014      右下 1242 

 

 

班級：B213                         班級：E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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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 中上 620 右上 569 左上 1985 中上 1808 右上 1847 

左中 788 中中 603 右中 644 左中 1922 中中 1854 右中 1837 

左下 633 中下 606 右下 643 左下 1884 中下 1802 右下 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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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 中上 800 右上 646 左上 1484 中上 1460 右上 1377 

左中 693 中中 935 右中 684 左中 1476 中中 1581 右中 1419 

左下 598 中下 748 右下 762 左下 1445 中下 1453 右下 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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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 中上 858 右上 799 左上 1136 中上 1222 右上 1081 

左中 903 中中 822 右中 983 左中 1181 中中 1161 右中 1057 

左下 999 中下 878 右下 976 左下 1233 中下 1213 右下 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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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 中上 693 右上 677 左上 1191 中上 1230 右上 1193 

左中 700 中中 703 右中 651 左中 1204 中中 1305 右中 1302 

左下 697 中下 677 右下 699 左下 1128 中下 1265 右下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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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 中上 1396 右上 1357 左上 1648 中上 1534 右上 1770 

左中 1165 中中 1079 右中 1071 左中 1413 中中 1312 右中 1707 

左下 1199 中下 1065 右下 1120 左下 1355 中下 1339 右下 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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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 中上 1079 右上 1055 左上 1320 中上 1325 右上 1324 

左中 1080 中中 1096 右中 1096 左中 1342 中中 1347 右中 1384 

左下 1031 中下 1063 右下 1160 左下 1495 中下 1336 右下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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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6 中上 1381 右上 1391 左上 731 中上 788 右上 582 

左中 1303 中中 1350 右中 1361 左中 759 中中 804 右中 645 

左下 1360 中下 1334 右下 1347 左下 673 中下 659 右下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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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 中上 1305 右上 1294 左上 582 中上 617 右上 704 



左中 1334 中中 1338 右中 1289 左中 454 中中 746 右中 679 

左下 1279 中下 1320 右下 1314 左下 658 中下 629 右下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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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 中上 789 右上 662 左上 1264 中上 1101 右上 1251 

左中 756 中中 785 右中 735 左中 1126 中中 1058 右中 1041 

左下 747 中下 675 右下 620 左下 1017 中下 1113 右下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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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 中上 544 右上 544 左上 895 中上 854 右上 789 

左中 581 中中 702 右中 633 左中 766 中中 885 右中 829 

左下 466 中下 492 右下 557 左下 656 中下 606 右下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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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4 中上 1113 右上 1229 左上 1315 中上 1397 右上 1387 

左中 1091 中中 1015 右中 1028 左中 1332 中中 1350 右中 1385 

左下 1011 中下 1079 右下 1098 左下 1326 中下 1354 右下 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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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 中上 938 右上 935 左上 1319 中上 1306 右上 1373 

左中 818 中中 799 右中 855 左中 1348 中中 1497 右中 1483 

左下 838 中下 874 右下 754 左下 1399 中下 1369 右下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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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 中上 553 右上 666 左上 864 中上 976 右上 919 

左中 682 中中 556 右中 705 左中 897 中中 901 右中 885 

左下 660 中下 583 右下 728 左下 801 中下 899 右下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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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 中上 983 右上 867 左上 876 中上 993 右上 1063 

左中 645 中中 822 右中 755 左中 872 中中 1026 右中 955 

左下 663 中下 777 右下 758 左下 896 中下 958 右下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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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 中上 1018 右上 1162 左上 940 中上 977 右上 1001 

左中 1092 中中 1054 右中 999 左中 989 中中 896 右中 907 

左下 998 中下 1058 右下 1015 左下 899 中下 985 右下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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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 中上 1122 右上 1119 左上 1202 中上 1021 右上 1042 

左中 1057 中中 1176 右中 1193 左中 1098 中中 1128 右中 1036 

左下 1394 中下 1082 右下 1002 左下 1097 中下 1079 右下 1058 

 

 

班級：D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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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 中上 1426 右上 1506 左上 1118 中上 1313 右上 1198 

左中 1439 中中 1496 右中 1588 左中 1121 中中 1219 右中 1237 

左下 1467 中下 1453 右下 1538 左下 1055 中下 1101 右下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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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 中上 1598 右上 1560 左上 1056 中上 1164 右上 1198 

左中 1577 中中 1588 右中 1547 左中 1140 中中 1253 右中 1214 

左下 1529 中下 1583 右下 1554 左下 1298 中下 1086 右下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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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 中上 1062 右上 1052 左上 1129 中上 1243 右上 1254 



左中 1053 中中 1126 右中 1116 左中 1088 中中 1227 右中 1253 

左下 1009 中下 1034 右下 1037 左下 1069 中下 1078 右下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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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6 中上 1016 右上 1093 左上 1254 中上 1354 右上 1091 

左中 1002 中中 1096 右中 1023 左中 1235 中中 1297 右中 1095 

左下 1388 中下 1046 右下 1086 左下 1346 中下 1128 右下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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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3 中上 1322 右上 1382 左上 1176 中上 1060 右上 1230 

左中 1253 中中 1081 右中 1065 左中 1097 中中 1102 右中 1058 

左下 1194 中下 1164 右下 1033 左下 1027 中下 1053 右下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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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 中上 1219 右上 1206 左上 1221 中上 1155 右上 1202 

左中 1125 中中 1157 右中 1179 左中 1343 中中 1273 右中 1064 

左下 1181 中下 1002 右下 1064 左下 1201 中下 1043 右下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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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4 中上 1180 右上 1237 左上 1192 中上 1179 右上 1168 

左中 1258 中中 1150 右中 1288 左中 1177 中中 1094 右中 1088 

左下 1279 中下 1116 右下 1299 左下 1076 中下 1083 右下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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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7 中上 1417 右上 1343 左上 1086 中上 1087 右上 1047 

左中 1391 中中 1449 右中 1328 左中 1038 中中 1023 右中 1061 

左下 1384 中下 1454 右下 1364 左下 1071 中下 1024 右下 1044 

 

行管系 

班級：A411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025 中上 1231 右上 1163 

左中 1114 中中 1194 右中 1014 

左下 1002 中下 1130 右下 1089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376 中上 1120 右上 1035 

左中 1177 中中 1134 右中 1174 

左下 1339 中下 1183 右下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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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 中上 1018 右上 1005 左上 1646 中上 1670 右上 1627 

左中 1061 中中 1102 右中 1027 左中 1650 中中 1636 右中 1651 

左下 1138 中下 1068 右下 1015 左下 1619 中下 1697 右下 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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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 中上 1018 右上 1005 左上 1540 中上 1574 右上 1571 

左中 1015 中中 1002 右中 1013 左中 1571 中中 1586 右中 1525 

左下 1021 中下 1101 右下 1010 左下 1511 中下 1547 右下 1464 

 

班級：E304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714 中上 1873 右上 1859 

左中 1798 中中 1833 右中 1808 

左下 1762 中下 1821 右下 1777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565 中上 1547 右上 1567 

左中 1571 中中 1578 右中 1532 

左下 1532 中下 1454 右下 1547 

 

 

 



資管系 

 

 班級：C409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422 中上 1059 右上 1248 

左中 1252 中中 1164 右中 1187 

左下 1218 中下 1033 右下 1068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281 中上 1123 右上 1233 

左中 1314 中中 1128 右中 1177 

左下 1238 中下 1022 右下 1073 

 

 

 

長照科 

 

班級：B306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019 中上 925 右上 926 

左中 1118 中中 1091 右中 997 

左下 1091 中下 981 右下 953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906 中上 846 右上 889 

左中 897 中中 874 右中 948 

左下 879 中下 882 右下 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