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ㄧ O 八學年度 第二學期 照明監測紀錄 

 

日期：109年 1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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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 中上 628 右上 723 左上 778 中上 1235 右上 952 

左中 643 中中 612 右中 638 左中 657 中中 1042 右中 768 

左下 649 中下 598 右下 621 左下 608 中下 783 右下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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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 中上 1098 右上 776 左上 780 中上 647 右上 508 

左中 974 中中 1163 右中 888 左中 683 中中 759 右中 625 

左下 1989 中下  1178 右下 949 左下 1208 中下 620 右下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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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 中上 712 右上  706  左上 1432 中上 807 右上 1186 

左中 802 中中 735 右中 610 左中 1182 中中 820 右中 1284 

左下 737 中下 843 右下 603 左下 1043 中下 806 右下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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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 中上 886 右上 820 左上 1387 中上 917 右上 815 

左中 1504 中中 1230 右中 860 左中 1105 中中 900 右中 981 

左下 1538 中下 1087 右下 700 左下 1435 中下 819 右下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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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 中上 1022 右上 847 左上 778 中上   839 右上 720 

左中 634 中中 937 右中 840 左中 640 中中 907 右中 785 

左下 598 中下 675 右下 725 左下 607 中下 790 右下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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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 中上 708 右上 1563 左上 638 中上 620 右上 921 

左中 687 中中 919 右中  826  左中 665 中中 925 右中 758 

左下 532 中下 630 右下 729 左下 588 中下 799 右下 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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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 中上 1335 右上 842 左上 826 中上 1178 右上  930 

左中 776 中中 829 右中 765 左中 730 中中 803 右中 754 

左下 602 中下 658 右下 628 左下 608 中下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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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中上 679 右上 780 左上 517 中上 602 右上 973 

左中 647 中中 902 右中 816 左中 614 中中 847 右中 962 

左下 770 中下 850 右下 1035 左下 539 中下 820 右下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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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 中上 1059 右上 938 左上 666 中上 790 右上 751 

左中 797 中中 1121 右中 1049 左中 674 中中 835 右中 846 

左下 833 中下 805 右下 1132 左下   653 中下 814 右下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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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中上 570 右上 1730 左上 772 中上 675 右上 1807 

左中 603 中中 995 右中 1386 左中 812 中中 1184 右中 968 



左下 718 中下 894 右下  1120 左下 780 中下 1105 右下 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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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 中上 1380 右上 1037 左上 826 中上 702 右上 732 

左中 727 中中 1114 右中 963 左中 729 中中 823 右中 862 

左下 628 中下 968 右下 784 左下 623 中下 643 右下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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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 中上 1047 右上 1620 左上  605  中上 693 右上 900 

左中 640 中中 1307 右中 1800 左中 798 中中 1092 右中 1075 

左下 624 中下 678 右下 1115 左下 873 中下 849 右下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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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7 中上 1147 右上 1204 左上 810 中上 1549 右上 1192 

左中 1483 中中 1008 右中 1007 左中 601 中中 1105 右中 795 

左下 1705 中下 1263 右下 986 左下 583 中下 749 右下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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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 中上 1445 右上 698 左上 1274 中上 976 右上 1747 

左中 1949 中中 1540 右中 763 左中 955 中中 1257 右中 1563 

左下 1701 中下 1264 右下 702 左下 1482 中下 1020 右下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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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3 中上 1003 右上 1277 左上 1086 中上  1090  右上 830 

左中 860 中中 1158 右中 1074 左中 940 中中    913 右中 859 

左下 730 中下 1176 右下 1048 左下 750 中下   885  右下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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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 中上 848 右上 1252 左上 648 中上 867 右上 1429 

左中 901 中中 1146 右中 787 左中 1017 中中 1397 右中 843 

左下 898 中下 963 右下 1514 左下 900 中下 980 右下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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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 中上 820 右上 731 左上 702 中上 630 右上 618 

左中 647 中中 658 右中 655 左中 603 中中 570 右中 539 

左下 613 中下 608 右下 621 左下 543 中下 532 右下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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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右上 620 左上 575 中上 620 右上 565 

左中 557 中中 862 右中 653 左中 540 中中 805 右中 654 

左下 780 中下 670 右下 523 左下 600 中下 684 右下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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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 中上 750 右上 618 左上   1080 中上 1563 右上 1200 

左中 728 中中 618 右中 542 左中 803 中中 968 右中 1000 

左下 618 中下 573 右下 613 左下 815 中下 802 右下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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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 中上 720 右上 810 左上 1132 中上 898 右上 900 

左中 723 中中 860 右中 880 左中 720 中中 1115 右中 938 

左下 791 中下 702 右下 700 左下 1446 中下 865 右下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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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 中上 568 右上 943 左上 798 中上 1179 右上 823 

左中 630 中中 555 右中 760 左中 803 中中 1043 右中 785 



左下 601 中下 572 右下 627 左下 672 中下 902 右下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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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7 中上 781 右上 778 左上 1356 中上 838 右上 530 

左中 852 中中 915 右中 800 左中 600 中中 1059 右中 623 

左下 1421 中下 711 右下 700 左下 1158 中下 836 右下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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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 中上 1342 右上 841 左上 976 中上 1004 右上 883 

左中 778 中中 990 右中 714 左中 798 中中 865 右中 741 

左下 540 中下 600 右下 538 左下 533 中下 607 右下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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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 中上 732 右上 1420 左上 603 中上 670 右上 983 

左中 683 中中 842 右中 738 左中 780 中中 835 右中 607 

左下 616 中下 586 右下 720 左下 656 中下 637 右下 809 

 

                       

班級：D301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842 中上 1006 右上 1054 

左中 768 中中 838 右中 863 

左下 702 中下 784 右下 780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58 中上 1315 右上 1470 

左中 784 中中 1068 右中 842 

左下 773 中下 1275 右下 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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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 中上 642 右上 629 左上 836 中上 886 右上 760 

左中 648 中中 587 右中 549 左中 772 中中 1068 右中 778 

左下 613 中下 523 右下 602 左下 834 中下 982 右下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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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 中上 515 右上 523 左上 580 中上 814 右上 977 

左中 640 中中 885 右中 698 左中 765 中中 965 右中 722 

左下 603 中下 857 右下 872 左下 731 中下 632 右下 886 

 

行管系 

班級：A411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800 中上 1179 右上 845 

左中 586 中中 1003 右中 681 

左下 541 中下 728 右下 570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966 中上 625 右上 479 

左中 660 中中 853 右中 649 

左下 975 中下 677 右下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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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 中上 988 右上 1118 左上 987 中上 1174 右上 1028 

左中 840 中中 1021 右中 1098 左中  1058 中中 1068 右中 1046 

左下 856 中下 1001 右下 1064 左下 986 中下 952 右下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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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 中上 1073 右上 1522 左上 782 中上 900 右上 1535 

左中 1003 中中 1309 右中 1065 左中 848 中中 1143 右中 887 

左下 1163 中下 1268 右下 1492 左下 978 中下 1140 右下 1505 

 

班級：E304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217 中上 1365 右上 984 

左中 1132 中中 1372 右中 1123 

左下 1160 中下 1363 右下 910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189 中上 1577 右上 920 

左中 803 中中 1215 右中 818 

左下 1937 中下 918 右下 725 

 

 

 



科管系 

 

 班級：C409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017 中上 800 右上 892 

左中 898 中中 778 右中 714 

左下 736 中下 642 右下 627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464 中上 522 右上 698 

左中 547 中中 735 右中 589 

左下 402 中下 442 右下 973 

 

 

 

長照科 

 

班級：B306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700 中上 1045 右上 815 

左中 693 中中 1025 右中 772 

左下 612 中下 993 右下 600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955 中上 521 右上 568 

左中 590 中中 700 右中 598 

左下 709 中下 682 右下 5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