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ㄧ O 九學年度 第一學期 照明監測紀錄 

 

日期：109年 07月 29日  時間：8:00-12:00 13:2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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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 中上 1600 右上 1476 左上 1947 中上 1695 右上 1520 

左中 1311 中中 1592 右中 1572 左中 1443 中中 1828 右中 1339 

左下 1200 中下 1044 右下 1456 左下 1184 中下 1275                                右下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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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 中上 1005 右上 638 左上 1303 中上 1310 右上 1256                                                                                 

左中 861 中中 961 右中 802 左中 1114 中中 1411 右中 1167 

左下 1036 中下  1007 右下 942 左下 1206 中下 1538      右下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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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7 中上 1358 右上  1985 左上 1625 中上 1696 右上 1892 

左中 1625 中中 1782 右中 1876 左中 1423 中中 1390 右中 1507 

左下 1142 中下 1664 右下 1649 左下 1117 中下 1068 右下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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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3 中上 1355 右上 1464 左上 1070 中上 1431 右上 1273 

左中 1398 中中 1735 右中 1064 左中 1264 中中 1105 右中 1031 

左下 1471 中下 1890 右下 1222 左下 1366 中下 1049 右下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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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 中上 1953 右上 1543 左上 1940 中上  1870 右上 1803 

左中 1712 中中 1870 右中 1148 左中 1163 中中 1626 右中 1692 

左下 1357 中下 1813 右下 1103 左下 1365 中下 1520 右下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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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2 中上 1111 右上 1859 左上 1101 中上 1575 右上 1609 

左中 1620 中中 1893 右中  1192 左中 1467 中中 1448 右中 1489 

左下 1332 中下 1793 右下 1552 左下 1651 中下 1181 右下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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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 中上 1799 右上 1283 左上 1680 中上 1947 右上  1015 

左中 743 中中 1428 右中 1161 左中 1046 中中 1362 右中 1217 

左下 700 中下 1175 右下 984 左下 1715 中下 1185 右下 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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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 中上 1111 右上 951 左上 1779 中上 1806 右上 1502 

左中 994 中中 1335 右中 1450 左中 1551 中中 1831 右中 1089 

左下 1018 中下 1364 右下 1337 左下 1364 中下 1876 右下 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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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 中上 1584 右上 1749 左上 1238 中上 1786 右上 1810 

左中 1281 中中 1691 右中 1582 左中 1429 中中 1543 右中 1583 

左下 1012 中下 1276 右下 1321 左下  1130 中下 1210 右下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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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 中上 1352 右上 1032 左上 998 中上 1103 右上 1203 

左中 998 中中 1032 右中 963 左中 964 中中 982 右中 1021 



左下 986 中下 974 右下  948 左下 892 中下 941 右下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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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3 中上 1079 右上 1458 左上 1516 中上 1300 右上 1103 

左中 1813 中中 1685 右中 1351 左中 1709 中中 1563 右中 1395 

左下 1926 中下 1308 右下 1748 左下 1533 中下 1687 右下 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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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7 中上 1316 右上 1567 左上  1703 中上 1879 右上 1632 

左中 1719 中中 1814 右中 1209 左中 1615 中中 1936 右中 1738 

左下 1039 中下 1238 右下 1572 左下 1142 中下 1728 右下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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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 中上 1442 右上 1281 左上 1121 中上 1579 右上 1257 

左中 1426 中中 1607 右中 1718 左中 1279 中中 1666 右中 1619 

左下 1553 中下 1175 右下 1461 左下 1554 中下 1814 右下 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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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1 中上 1529 右上 1417 左上 1773 中上 1936 右上 1427 

左中 1809 中中 1715 右中 1741 左中 1824 中中 1591 右中 1261 

左下 1971 中下 1866 右下 1262 左下 1773 中下 1616 右下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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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2 中上 1326 右上 1126 左上 1538 中上 1421 右上 1685 

左中 1741 中中 1058 右中 1587 左中 1632 中中 1781 右中 1934 

左下 1628 中下 1576 右下 1402 左下 1489 中下 1328 右下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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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 中上 1695 右上 1530 左上 1029 中上 1242 右上 1281 

左中 1509 中中 1666 右中 1009 左中 1544 中中 1337 右中 1395 

左下 1612 中下 1116 右下 1346 左下 1856 中下 1753 右下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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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 中上 1444 右上 1550 左上 1828 中上 1932 右上 1642 

左中 1537 中中 1549 右中 1678 左中 1554 中中 1745 右中 1653 

左下 1703 中下 1602 右下 1493 左下 1690 中下 1548 右下 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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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 右上 1533 左上 1813 中上 1759 右上 1449 

左中 1319 中中 1487 右中 1522 左中 1407 中中 1606 右中 1504 

左下 1616 中下 1847 右下 1603 左下 1689 中下 1599 右下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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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 中上 1701 右上 1513 左上 1863 中上 1910 右上 1824 

左中 1411 中中 1543 右中 1321 左中 1765 中中 1866 右中 1779 

左下 1263 中下 1352 右下 1104 左下 1682 中下 1721 右下 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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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3 中上 1503 右上 1420 左上 1869 中上 1755 右上 1661 

左中 1403 中中 1112 右中 1211 左中 1964 中中 1928 右中 1752 

左下 1511 中下 1218 右下 1109 左下 1799 中下 1814 右下 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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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0 中上 1880 右上 1865 左上 1731 中上 1911 右上 1632 

左中 1685 中中 1714 右中 1782 左中 1583 中中 1785 右中 1483 



左下 1432 中下 1562 右下 1673 左下 1421 中下 1537 右下 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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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 中上 1888 右上 1868 左上 1842 中上 1901 右上 1683 

左中 1766 中中 1792 右中 1573 左中 1653 中中 1731 右中 1482 

左下 1882 中下 1681 右下 1483 左下 1421 中下 1582 右下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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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1 中上 1886 右上 1749 左上 1781 中上 1981 右上 1885 

左中 1481 中中 1643 右中 1583 左中 1862 中中 1728 右中 1682 

左下 1322 中下 1581 右下 1411 左下 1653 中下 1688 右下 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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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3 中上 1732 右上 1891 左上 1382 中上 1582 右上 1721 

左中 1321 中中 1581 右中 1618 左中 1297 中中 1411 右中 1548 

左下 1149 中下 1641 右下 1732 左下 1143 中下 1321 右下 1803 

 

                       

班級：D301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294 中上 1785 右上 1434 

左中 1579 中中 1679 右中 1816 

左下 1693 中下 1759 右下 1507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592 中上 1516 右上 1267 

左中 1635 中中 1892 右中 1743 

左下 1769 中下 1419 右下 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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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7 中上 1506 右上 1483 左上 1742 中上 1861 右上 1718 

左中 1710 中中 1805 右中 1568 左中 1661 中中 1742 右中 1654 

左下 1592 中下 1736 右下 1454 左下 1438 中下 1580 右下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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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1 中上 1473 右上 1164 左上 1173 中上 1283 右上 1321 

左中 1468 中中 1311 右中 1212 左中 1042 中中 1103 右中 1045 

左下 1138 中下 1181 右下 1507 左下 982 中下 876 右下 912 

 

行管系 

班級：A411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590 中上 1832 右上 1781 

左中 1749 中中 1651 右中 1587 

左下 1497 中下 1483 右下 1311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426 中上 1713 右上 1636 

左中 1707 中中 1534 右中 1597 

左下 1490 中下 1430 右下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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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4 中上 1242 右上 1348 左上 1383 中上 1765 右上 1807 

左中 1319 中中 1138 右中 1151 左中 1561 中中 1409 右中 1592 

左下 1425 中下 1215 右下 1232 左下 1292 中下 1526 右下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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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 中上 1443 右上 1510 左上 1364 中上 1432 右上 1590 

左中 862 中中 1412 右中 1172 左中 1440 中中 1379 右中 1482 

左下 1001 中下 1510 右下 1113 左下 1241 中下 1532 右下 1292 

 

班級：E304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538 中上 1757 右上 1642 

左中 1615 中中 1300 右中 1518 

左下 1493 中下 1315 右下 1522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143 中上 1686 右上 1634 

左中 1241 中中 1742 右中 1520 

左下 1584 中下 1579 右下 1181 

 

 

 



科管系 

 

 班級：C409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732 中上 1893 右上 1885 

左中 1655 中中 1785 右中 1693 

左下 1482 中下 1615 右下 1581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782 中上 1682 右上 1799 

左中 1632 中中 1582 右中 1613 

左下 1571 中下 1760 右下 1890 

 

 

 

長照科 

 

班級：B306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260 中上 1480 右上 1542 

左中 1349 中中 1352 右中 1411 

左下 1120 中下 1143 右下 1210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978 中上 843 右上 899 

左中 839 中中 1046 右中 985 

左下 813 中下 973 右下 1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