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九 學年度   第 一 學期   照明度監測紀錄 

 

 

 日期：99年 8月 11、12日    星期：三、四    時間： 9：00 － 12：00    天氣：晴  

 

備註：依據 86年元月教育部「學校衛生工作指引」規定 

      黑板照度不低於三百五十米燭光（LUX），桌面照度不低於五百米燭光（LUX） 

 

 

護理科/系 

 

 

   班級：感恩 401【五一甲】         班級：感恩 402【五一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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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中上 658 右上 723 左上 618 中上 596 右上 538 

左中 636 中中 674 右中 683 左中 630 中中 598 右中 559 

左下 579 中下 444 右下 430 左下 545 中下 376 右下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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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 中上 844 右上 1888 左上 596 中上 711 右上 1882 

左中 766 中中 873 右中 500 左中 540 中中 1061 右中 550 

左下 558 中下 948 右下 1648 左下 580 中下 964 右下 1533 

 

 

 

   班級：感恩 406【五一丙】         班級：感恩 407【五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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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中上 628 右上 618 左上 666 中上 753 右上 682 

左中 444 中中 578 右中 512 左中 643 中中 712 右中 691 

左下 877 中下 423 右下 466 左下 481 中下 530 右下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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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3 中上 703 右上 939 左上 1400 中上 797 右上 566 

左中 524 中中 929 右中 614 左中 637 中中 1138 右中 728 

左下 1340 中下 899 右下 774 左下 1828 中下 950 右下 580 

 



 

 

班級：感恩 201【五二甲】         班級：感恩 202 【五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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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 中上 598 右上 786 左上   498 中上 648 右上 750 

左中 419 中中 597 右中 738 左中 504 中中 663 右中 668 

左下 403 中下 462 右下 443 左下 399 中下 357 右下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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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中上 848 右上 1539 左上 652 中上 742 右上 1547 

左中 533 中中 924 右中 511 左中 573 中中 760 右中 629 

左下 713 中下 933 右下 1193 左下 734 中下 630 右下 533 

 

 

 

班級：感恩 206【五二丙】         班級：感恩 207【五二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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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中上 563 右上 567 左上 643 中上 658 右上 616 

左中 417 中中 512 右中 478 左中 574 中中 600 右中 619 

左下 435 中下 418 右下 351 左下 370 中下 414 右下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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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中上 631 右上 520 左上 750 中上 623 右上 516 

左中 500 中中 671 右中 610 左中 536 中中 585 右中 573 

左下 1009 中下 823 右下 751 左下 1790 中下 860 右下 750 

 

 

 

班級：感恩 306【五三甲】         班級：感恩 307【五三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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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中上 493 右上 480 左上 710 中上 776 右上 581 

左中 438 中中 475 右中 456 左中 610 中中 660 右中 558 

左下 390 中下 479 右下 410 左下 493 中下 519 右下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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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 中上 630 右上 572 左上 1364 中上 760 右上 700 

左中 571 中中 981 右中 560 左中  中中 970 右中 519 

左下 1980 中下 566 右下 521 左下 1186 中下 709 右下 525 

 



 

 

班級：包容 401【五三丙】         班級：包容 402【五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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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 中上 755 右上 674 左上 1024 中上 713 右上 647 

左中 1122 中中 794 右中 696 左中 962 中中 731 右中 679 

左下 694 中下 689 右下 513 左下 869 中下 653 右下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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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 中上 685 右上 1365 左上 562 中上 813 右上 1318 

左中 739 中中 1170 右中 555 左中 777 中中 1054 右中 870 

左下 1238 中下 866 右下 1771 左下 927 中下 1041 右下 1627 

 

 

 

班級：包容 403【五四甲】         班級：善解 403【五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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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 中上 737 右上 634 左上 815 中上 904 右上 1166 

左中 1043 中中 739 右中 612 左中 744 中中 816 右中 1060 

左下 702 中下 525 右下 520 左下 618 中下 572 右下 366 

座   位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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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 中上 734 右上 1701 左上 1599 中上 1045 右上 1090 

左中 581 中中 999 右中 823 左中 523 中中 1122 右中 703 

左下 1476 中下 1014 右下 1888 左下 1333 中下 1120 右下 1550 

 

 

 

班級：善解 402【五四丙】         班級：善解 401【五四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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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 中上 800 右上 1025 左上 622 中上 741 右上 1020 

左中 685 中中 740 右中 1046 左中 659 中中 753 右中 953 

左下 504 中下 654 右下 820 左下 505 中下 535 右下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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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5 中上 888 右上 1000 左上 1698 中上 663 右上 669 

左中 522 中中 1247 右中 520 左中 538 中中 879 右中 683 

左下 1797 中下 911 右下 785 左下 1097 中下 858 右下 675 

  



 

 

班級：感恩 101【護系二一甲】              班級：感恩 102【護系二一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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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 中上 460 右上 589 左上 418 中上 453 右上 498 

左中 440 中中 450 右中 571 左中 435 中中 458 右中 533 

左下 416 中下 383 右下 408 左下 377 中下 425 右下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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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中上 939 右上 1986 左上 543 中上 700 右上 1480 

左中 518 中中 813 右中 530 左中 530 中中 801 右中 542 

左下 522 中下 980 右下 1420 左下 673 中下 1180 右下 1234 

 

 

 

班級：感恩 106【護系二二甲】                班級：感恩 107【護系二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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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中上 680 右上 556 左上 577 中上 677 右上 641 

左中 452 中中 585 右中 466 左中 520 中中 596 右中 566 

左下 351 中下 423 右下 411 左下 376 中下 452 右下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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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 中上 650 右上 940 左上 1333 中上 549 右上 930 

左中 593 中中 822 右中 503 左中 682 中中 870 右中 1013 

左下 823 中下 753 右下 500 左下 1979 中下 1052 右下 756 

 

 



醫務管理系 

 

 

班級：合心 101【醫管系四一甲】      班級：合心 102【醫管系四一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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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 中上 506 右上 445 左上 631 中上 695 右上 500 

左中 542 中中 476 右中 460 左中 550 中中 585 右中 439 

左下 540 中下 382 右下 377 左下 388 中下 415 右下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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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 中上 733 右上 1073 左上 911 中上 669 右上 536 

左中 536 中中 863 右中 568 左中 551 中中 785 右中 536 

左下 737 中下 886 右下 1545 左下 1616 中下 921 右下 638 

 

 

班級：合心 201【醫管系四二甲】      班級：合心 202【醫管系四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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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 中上 644 右上 513 左上 911 中上 658 右上 681 

左中 669 中中 638 右中 621 左中 500 中中 594 右中 629 

左下 625 中下 559 右下 667 左下 370 中下 454 右下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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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 中上 793 右上 1442 左上 1722 中上 740 右上 699 

左中 571 中中 913 右中 623 左中 569 中中 993 右中 590 

左下 660 中下 703 右下 1991 左下 1982 中下 1020 右下 586 

 

 

班級：合心 301【醫管系四三甲】     班級：合心 302【醫管系四三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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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右上 400 左上 478 中上 676 右上 654 

左中 695 中中 570 右中 514 左中 523 中中 616 右中 622 

左下 477 中下 500 右下 367 左下 398 中下 434 右下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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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 中上 711 右上 1648 左上 1890 中上 839 右上 777 

左中 761 中中 879 右中 504 左中 622 中中 1023 右中 755 

左下 655 中下 870 右下 1425 左下 1822 中下 820 右下 816 

 



   班級：感恩 302【醫管系四四甲】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451 中上 558 右上 732 

左中 483 中中 580 右中 618 

左下 503 中下 433 右下 422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40 中上 938 右上 1996 

左中 554 中中 1108 右中 823 

左下 578 中下 1338 右下 722 

 

 



會計資訊系 

 

 

班級：知足 401【會計系四一甲】      班級：知足 402【會計系四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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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 中上 802 右上 756 左上 646 中上 795 右上 690 

左中 654 中中 734 右中 728 左中 657 中中 762 右中 688 

左下 399 中下 530 右下 606 左下 460 中下 572 右下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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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4 中上 873 右上 781 左上 1915 中上 519 右上 628 

左中 1050 中中 1042 右中 551 左中 1050 中中 844 右中 543 

左下 1582 中下 1055 右下 545 左下 1623 中下 796 右下 606 

 

 

 

 



物理治療系 

 

 

    班級：知足 305【物治系四三甲】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846 中上 683 右上 623 

左中 766 中中 726 右中 692 

左下 651 中下 800 右下 848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225 中上 825 右上 1029 

左中 519 中中 929 右中 1068 

左下 1785 中下 843 右下 1727 

 

 

 

 

 



放射系 

 

 

班級：知足 101【放射系四一甲】                  班級：知足 102【放射系四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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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9 中上 1206 右上 940 左上 1295 中上 1092 右上 852 

左中 1133 中中 1081 右中 878 左中 944 中中 1023 右中 793 

左下 913 中下 700 右下 891 左下 585 中下 700 右下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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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1 中上 1559 右上 902 左上 1760 中上 1447 右上 668 

左中 1050 中中 1221 右中 981 左中 1012 中中 1151 右中 722 

左下 1886 中下 1223 右下 796 左下 1959 中下 1421 右下 666 

 

 

 

班級：互愛 202【放射系四三甲】                  班級：感恩 301【放射系四四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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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 中上 736 右上 622 左上 360 中上 464 右上 623 

左中 729 中中 652 右中 598 左中 411 中中 485 右中 666 

左下 500 中下 476 右下 460 左下 399 中下 441 右下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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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 中上 597 右上 1859 左上 819 中上 599 右上 1964 

左中 1288 中中 650 右中 1000 左中 570 中中 952 右中 558 

左下 589 中下 900 右下 660 左下 513 中下 888 右下 1329 

 

 

 

 

 

 

 

 

 

 

 

 

 



進修推廣部 

 

 

班級：感恩 106【進護系二一甲】                班級：感恩 107【進護系二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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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中上 680 右上 556 左上 577 中上 677 右上 641 

左中 452 中中 585 右中 466 左中 520 中中 596 右中 566 

左下 351 中下 423 右下 411 左下 376 中下 452 右下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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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 中上 650 右上 940 左上 1333 中上 549 右上 930 

左中 593 中中 822 右中 503 左中 682 中中 870 右中 1013 

左下 823 中下 753 右下 500 左下 1979 中下 1052 右下 756 

 

 

 

班級：感恩 102【進護系二三甲班】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418 中上 453 右上 498 

左中 435 中中 458 右中 533 

左下 377 中下 425 右下 396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43 中上 700 右上 1480 

左中 530 中中 801 右中 542 

左下 673 中下 1180 右下 1234 

 

 

 

 

 

 

 

 

 

 

 

 

 



 

資訊工程系 

 

 

  班級：互愛 101【資工系四一甲班】                   班級：互愛 102【資工系四一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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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中上 781 右上 586 左上 484 中上 440 右上 507 

左中 571 中中 764 右中 631 左中 458 中中 420 右中 545 

左下 450 中下 625 右下 391 左下 650 中下 354 右下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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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 中上 659 右上 756 左上 700 中上 570 右上 1626 

左中 532 中中 951 右中 523 左中 548 中中 852 右中 566 

左下 1786 中下 900 右下 1064 左下 677 中下 680 右下 537 

 

 

 

班級：互愛 301【資工系四二甲班】        班級：互愛 302【資工系四二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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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中上 700 右上 564 左上 396 中上 682 右上 480 

左中 580 中中 680 右中 643 左中 624 中中 634 右中 536 

左下 485 中下 598 右下 476 左下 442 中下 410 右下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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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 中上 938 右上 540 左上 581 中上 804 右上 1248 

左中 532 中中 1055 右中 531 左中 734 中中 1030 右中 599 

左下 1745 中下 799 右下 509 左下 624 中下 1094 右下 1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