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ㄧ一 O 學年度 第二學期 照明監測紀錄 

 

日期： 2022  年  01  月  25  日  時間：09:00-12:00 13:30-17:00  天氣:  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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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 中上 948 右上 730 左上 795 中上 958 右上 620 

左中 613 中中 929 右中 685 左中 602 中中 930 右中 689 

左下 762 中下 759 右下 777 左下 730 中下 696 右下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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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中上 698 右上 693 左上 575 中上 541 右上 440 

左中 512 中中 601 右中 578 左中 514 中中 667 右中 465 

左下 681 中下 785 右下 942 左下 592 中下 736 右下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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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 中上 685 右上 703 左上 1001 中上 958 右上 1041 

左中 647 中中 725 右中 720 左中 989 中中 918 右中 909 

左下 701 中下 628 右下 619 左下 937 中下 965 右下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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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 中上 628 右上 578 左上 829 中上 766 右上 732 

左中 571 中中 746 右中 518 左中 626 中中 893 右中 649 

左下 578 中下 686 右下 500 左下 795 中下 823 右下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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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 中上 915 右上 961 左上 926 中上 940 右上 984 

左中 870 中中 920 右中 968 左中 922 中中 878 右中 891 

左下 906 中下 834 右下 801 左下 929 中下 900 右下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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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中上 701 右上 958 左上 880 中上 718 右上 853 

左中 697 中中 944 右中 661 左中 860 中中 770 右中 723 

左下 600 中下 889 右下 695 左下 813 中下 689 右下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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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中上 1002 右上 843 左上 630 中上 750 右上 684 

左中 724 中中 1015 右中 750 左中 670 中中 764 右中 756 

左下 666 中下 997 右下 704 左下 743 中下 631 右下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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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 中上 820 右上 642 左上 590 中上 667 右上 922 

左中 435 中中 808 右中 458 左中 420 中中 850 右中 732 

左下 490 中下 930 右下 502 左下 445 中下 655 右下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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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中上 895 右上 805 左上 850 中上 854 右上 886 

左中 690 中中 899 右中 925 左中 725 中中 814 右中 885 

左下 585 中下 965 右下 648 左下 775 中下 769 右下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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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中上 455 右上 515 左上 835 中上 713 右上 737 



左中 580 中中 850 右中 775 左中 935 中中 965 右中 925 

左下 505 中下 675 右下 540 左下 747 中下 787 右下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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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 中上 1047 右上 922 左上 844 中上 875 右上 1060 

左中 895 中中 1117 右中 840 左中 831 中中 888 右中 1075 

左下 903 中下 998 右下 897 左下 978 中下 899 右下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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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中上 571 右上 658 左上 947 中上 845 右上 825 

左中 620 中中 609 右中 759 左中 915 中中 999 右中 1025 

左下 740 中下 664 右下 632 左下 1015 中下 1006 右下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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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中上 890 右上 840 左上 936 中上 1018 右上 897 

左中 962 中中 958 右中 997 左中 996 中中 989 右中 799 

左下 935 中下 998 右下 964 左下 930 中下 899 右下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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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中上 720 右上 692 左上 892 中上 899 右上 1001 

左中 696 中中 694 右中 697 左中 899 中中 883 右中 955 

左下 665 中下 731 右下 689 左下 840 中下 966 右下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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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 中上 987 右上 912 左上 912 中上 955 右上 986 

左中 987 中中 897 右中 922 左中 961 中中 982 右中 920 

左下 958 中下 958 右下 925 左下 823 中下 964 右下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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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右上 500 左上 400 中上 469 右上 491 

左中 542 中中 840 右中 477 左中 528 中中 584 右中 602 

左下 400 中下 636 右下 450 左下 537 中下 607 右下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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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 中上 717 右上 769 左上 795 中上 670 右上 616 

左中 730 中中 687 右中 866 左中 728 中中 620 右中 668 

左下 835 中下 835 右下 790 左下 724 中下 665 右下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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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 中上 656 右上 740 左上 580 中上 610 右上 715 

左中 510 中中 711 右中 785 左中 524 中中 750 右中 628 

左下 785 中下 880 右下 630 左下 650 中下 769 右下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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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 中上 888 右上 996 左上 808 中上 1015 右上 935 

左中 825 中中 998 右中 1091 左中 930 中中 985 右中 880 

左下 939 中下 873 右下 965 左下 804 中下 840 右下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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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 中上 637 右上 778 左上 590 中上 720 右上 650 

左中 686 中中 895 右中 658 左中 730 中中 761 右中 646 

左下 513 中下 501 右下 459 左下 657 中下 685 右下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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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 中上 933 右上 810 左上 780 中上 895 右上 863 



左中 820 中中 907 右中 870 左中 625 中中 890 右中 980 

左下 921 中下 810 右下 825 左下 635 中下 982 右下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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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中上 680 右上 575 左上 785 中上 805 右上 705 

左中 620 中中 715 右中 645 左中 890 中中 815 右中 850 

左下 725 中下 685 右下 600 左下 675 中下 851 右下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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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 中上 1090 右上 950 左上 1030 中上 950 右上 900 

左中 1030 中中 1010 右中 960 左中 980 中中 830 右中 820 

左下 960 中下 905 右下 930 左下 830 中下 930 右下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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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 中上 705 右上 625 左上 680 中上 780 右上 820 

左中 770 中中 885 右中 810 左中 850 中中 895 右中 980 

左下 635 中下 685 右下 650 左下 747 中下 830 右下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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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中上 924 右上 983 左上 989 中上 916 右上 988 

左中 1101 中中 900 右中 807 左中 1120 中中 1129 右中 907 

左下 907 中下 753 右下 787 左下 938 中下 1100 右下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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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中上 938 右上 838 左上 629 中上 797 右上 814 

左中 840 中中 994 右中 960 左中 740 中中 944 右中 863 

左下 877 中下 1011 右下 892 左下 739 中下 660 右下 770 

 

行管系 

班級：A411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004 中上 1038 右上 956 

左中 984 中中 1125 右中 938 

左下 985 中下 981 右下 811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43 中上 940 右上 845 

左中 775 中中 932 右中 825 

左下 520 中下 741 右下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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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 中上 715 右上 615 左上 840 中上 960 右上 940 

左中 827 中中 744 右中 611 左中 705 中中 935 右中 890 

左下 717 中下 645 右下 640 左下 820 中下 815 右下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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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 中上 943 右上 719 左上 980 中上 945 右上 820 

左中 600 中中 868 右中 870 左中 980 中中 830 右中 845 

左下 738 中下 1014 右下 835 左下 775 中下 815 右下 930 

 

班級：E304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990 中上 1090 右上 900 

左中 800 中中 1135 右中 880 

左下 850 中下 925 右下 890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45 中上 830 右上 770 

左中 840 中中 725 右中 680 

左下 960 中下 820 右下 765 

 

 

 



資管系 

 

 班級：C409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985 中上 885 右上 710 

左中 855 中中 935 右中 980 

左下 745 中下 820 右下 820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70 中上 850 右上 760 

左中 750 中中 735 右中 875 

左下 765 中下 800 右下 765 

 

 

 

長照科 

 

班級：B306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915 中上 895 右上 819 

左中 809 中中 816 右中 946 

左下 826 中下 989 右下 854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42 中上 589 右上 553 

左中 435 中中 595 右中 516 

左下 510 中下 547 右下 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