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ㄧ O 九學年度 第二學期 照明監測紀錄 

 

日期：110年 01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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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 中上 1383 右上 1135 左上 648 中上 982 右上 817 

左中 1034 中中 1121 右中 835 左中 530 中中 776 右中 563 

左下 680 中下 1118 右下 931 左下 503 中下 614                                右下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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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 中上 1023 右上 765 左上 667 中上 543 右上 544                                                                                 

左中 655 中中 1365 右中 885 左中 465 中中 748 右中 484 

左下 1965 中下 1128 右下 640 左下 966 中下 646      右下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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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中上 504 右上 531 左上 920 中上 580 右上 1182 

左中 629 中中 529 右中 514 左中 930 中中 593 右中 963 

左下 525 中下 592 右下 558 左下 845 中下 642 右下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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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中上 515 右上 1102 左上 1063 中上 780 右上 432 

左中 675 中中 814 右中 385 左中 920 中中 972 右中 726 

左下 412 中下 818 右下 540 左下 1269 中下 779 右下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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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中上 725 右上 503 左上 589 中上 682 右上 561 

左中 543 中中 533 右中 648 左中 505 中中 650 右中 525 

左下 618 中下 638 右下 551 左下 502 中下 505 右下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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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中上 477 右上 843 左上 398 中上 455 右上 488 

左中 414 中中 781 右中 428 左中 391 中中 767 右中 509 

左下 388 中下 725 右下 367 左下 420 中下 576 右下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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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 中上 1028 右上 984 左上 531 中上 722 右上 687 

左中 592 中中 888 右中 742 左中 602 中中 679 右中 758 

左下 629 中下 753 右下 647 左下 518 中下 621 右下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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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 中上 597 右上 552 左上 1050 中上 605 右上 548 

左中 1025 中中 800 右中 435 左中 455 中中 903 右中 562 

左下 1195 中下 703 右下 618 左下 701 中下 780 右下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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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中上 746 右上 523 左上 664 中上 857 右上 653 

左中 513 中中 843 右中 602 左中 630 中中 797 右中 722 

左下 702 中下 744 右下 577 左下 755 中下 766 右下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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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中上 399 右上 536 左上 406 中上 522 右上 1022 



左中 463 中中 745 右中 384 左中 585 中中 1047 右中 616 

左下 426 中下 675 右下  524 左下 651 中下 904 右下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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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 中上 1220 右上 707 左上 700 中上 680 右上 784 

左中 746 中中 1180 右中 789 左中 825 中中 832 右中 963 

左下 715 中下 940 右下 818 左下 702 中下 681 右下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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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 中上 812 右上 690 左上 999 中上 792 右上 857 

左中 877 中中 1105 右中 1112 左中 621 中中 1131 右中 882 

左下 894 中下 874 右下 978 左下 863 中下 820 右下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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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5 中上 1533 右上 1234 左上 1105 中上 1258 右上 1045 

左中 1847 中中 1733 右中 1354 左中 1110 中中 1531 右中 1540 

左下 1802 中下 1884 右下 1257 左下 1155 中下 1598 右下 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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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6 中上 1952 右上 825 左上 880 中上 522 右上 531 

左中 1024 中中 1700 右中 874 左中 412 中中 800 右中 469 

左下 1320 中下 1425 右下 731 左下 1136 中下 676 右下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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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 中上 661 右上 814 左上 635 中上 969 右上 724 

左中 814 中中 792 右中 886 左中 767 中中 900 右中 825 

左下 662 中下 752 右下 860 左下 720 中下 729 右下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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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 右上 1612 左上 905 中上 743 右上 1847 

左中 780 中中 1020 右中 543 左中 894 中中 1185 右中 758 

左下 627 中下 707 右下 444 左下 788 中下 911 右下 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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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 中上 649 右上 791 左上 540 中上 565 右上 535 

左中 579 中中 619 右中 611 左中 518 中中 524 右中 541 

左下 561 中下 552 右下 565 左下 555 中下 547 右下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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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 中上 540 右上 416 左上 700 中上 490 右上 365 

左中 1112 中中 764 右中 560 左中 480 中中 720 右中 370 

左下 1008 中下 639 右下 439 左下 627 中下 600 右下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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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中上 532 右上 772 左上 550 中上 1223 右上 921 

左中 530 中中 502 右中 670 左中 512 中中 839 右中 771 

左下 534 中下 515 右下 516 左下 525 中下 637 右下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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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 中上 557 右上 380 左上 905 中上 595 右上 496 

左中 751 中中 738 右中 500 左中 658 中中 811 右中 631 

左下 880 中下 634 右下 386 左下 588 中下 659 右下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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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2 中上 981 右上 1440 左上 561 中上 878 右上 656 



左中 841 中中 1026 右中 1353 左中 509 中中 925 右中 721 

左下 781 中下 1102 右下 1305 左下 562 中下 648 右下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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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 中上 901 右上 1065 左上 644 中上 612 右上 430 

左中 666 中中 1340 右中 1128 左中 615 中中 780 右中 363 

左下 776 中下 1020 右下 1076 左下 554 中下 606 右下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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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中上 1500 右上 816 左上 1222 中上 767 右上 787 

左中 1402 中中 1232 右中 863 左中 1205 中中 798 右中 682 

左下 952 中下 809 右下 576 左下 1100 中下 846 右下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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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 中上 940 右上 849 左上 1345 中上 825 右上 859 

左中 1331 中中 1370 右中 742 左中 1745 中中 1362 右中 863 

左下 1569 中下 1277 右下 689 左下 1895 中下 1146 右下 810 

 

                       

班級：D301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62 中上 525 右上 616 

左中 606 中中 643 右中 763 

左下 545 中下 580 右下 558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446 中上 877 右上 1088 

左中 630 中中 805 右中 873 

左下 494 中下 662 右下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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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中上 570 右上 566 左上 701 中上 846 右上 785 

左中 585 中中 575 右中 570 左中 867 中中 1085 右中 909 

左下 588 中下 548 右下 581 左下 1064 中下 1065 右下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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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 中上 461 右上 479 左上 999 中上 941 右上 1558 

左中 587 中中 900 右中 473 左中 1423 中中 1313 右中 612 

左下 474 中下 697 右下 675 左下 1540 中下 953 右下 472 

 

行管系 

班級：A411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60 中上 780 右上 633 

左中 569 中中 820 右中 620 

左下 523 中下 555 右下 504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83 中上 583 右上 406 

左中 637 中中 733 右中 522 

左下 660 中下 628 右下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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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 中上 786 右上 600 左上 783 中上 967 右上 770 

左中 589 中中 747 右中 625 左中 850 中中 880 右中 780 

左下 504 中下 805 右下 652 左下 825 中下 837 右下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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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中上 858 右上 1860 左上 390 中上 583 右上 1113 

左中 657 中中 989 右中 620 左中 584 中中 995 右中 506 

左下 743 中下 1013 右下 1533 左下 387 中下 865 右下 805 

 

班級：E304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52 中上 1005 右上 581 

左中 720 中中 1061 右中 728 

左下 666 中下 783 右下 568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859 中上 995 右上 448 

左中 555 中中 1115 右中 583 

左下 840 中下 886 右下 519 

 

 

 



科管系 

 

 班級：C409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501 中上 802 右上 962 

左中 1238 中中 714 右中 719 

左下 1209 中下 860 右下 829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335 中上 1111 右上 806 

左中 1954 中中 1325 右中 693 

左下 1111 中下 1152 右下 902 

 

 

 

長照科 

 

班級：B306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30 中上 777 右上 616 

左中 720 中中 1058 右中 649 

左下 580 中下 1123 右下 637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897 中上 548 右上 441 

左中 480 中中 551 右中 467 

左下 757 中下 436 右下 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