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八 學年度   第 二 學期   照明度監測紀錄 

 

 

 日期：99年 2月 5、6日   星期：五、六    時間： 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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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中上 402 右上 446 左上 360 中上 383 右上 388 

左中 362 中中 405 右中 405 左中 361 中中 390 右中 359 

左下 468 中下 385 右下 590 左下 486 中下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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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中上 618 右上 1952 左上 509 中上 642 右上 1950 

左中 592 中中 910 右中 562 左中 566 中中 857 右中 509 

左下 720 中下 832 右下 1374 左下 722 中下 824 右下 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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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中上 586 右上 505 左上 473 中上 474 右上 396 

左中 352 中中 554 右中 508 左中 449 中中 475 右中 405 

左下 398 中下 469 右下 389 左下 377 中下 460 右下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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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 右上 528 左上 1460 中上 637 右上 690 

左中 533 中中 755 右中 541 左中 593 中中 859 右中 560 

左下 1030 中下 643 右下 861 左下 1385 中下 699 右下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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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中上 378 右上 509 左上 425 中上 443 右上 462 

左中 470 中中 370 右中 459 左中 446 中中 351 右中 475 

左下 422 中下 507 右下 356 左下 427 中下 458 右下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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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 中上 1047 右上 866 左上 511 中上 547 右上 1962 

左中 626 中中 710 右中 683 左中 545 中中 804 右中 523 

左下 660 中下 688 右下 1053 左下 632 中下 697 右下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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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中上 506 右上 472 左上 580 中上 510 右上 420 

左中 355 中中 462 右中 415 左中 477 中中 475 右中 405 

左下 370 中下 413 右下 350 左下 402 中下 433 右下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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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 右上 505 左上 543 中上 560 右上 682 

左中 582 中中 766 右中 551 左中 600 中中 720 右中 753 

左下 994 中下 643 右下 940 左下 1223 中下 732 右下 799 

 

 

 

班級：互愛 301【五三甲】         班級：互愛 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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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中上 636 右上 520 左上 388 中上 542 右上 413 

左中 587 中中 666 右中 602 左中 507 中中 580 右中 510 

左下 540 中下 645 右下 616 左下 412 中下 499 右下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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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6 中上 844 右上 511 左上 716 中上 660 右上 1460 

左中 594 中中 905 右中 614 左中 625 中中 1036 右中 547 

左下 1996 中下 791 右下 554 左下 650 中下 876 右下 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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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 中上 618 右上 620 左上 940 中上 627 右上 593 

左中 809 中中 664 右中 592 左中 891 中中 636 右中 568 

左下 726 中下 637 右下 452 左下 813 中下 605 右下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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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 中上 638 右上 1869 左上 702 中上 668 右上 1077 

左中 822 中中 996 右中 563 左中 1018 中中 956 右中 508 

左下 1001 中下 668 右下 1580 左下 989 中下 899 右下 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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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 中上 627 右上 607 左上 484 中上 465 右上 640 

左中 902 中中 644 右中 575 左中 457 中中 481 右中 562 

左下 1672 中下 444 右下 475 左下 427 中下 430 右下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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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 中上 520 右上 1830 左上 1543 中上 623 右上 600 

左中 1098 中中 1041 右中 582 左中 523 中中 877 右中 1149 

左下 1430 中下 848 右下 1775 左下 1469 中下 699 右下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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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 中上 550 右上 855 左上 633 中上 549 右上 833 

左中 539 中中 578 右中 748 左中 553 中中 563 右中 744 

左下 502 中下 572 右下 562 左下 504 中下 538 右下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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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8 中上 698 右上 562 左上 1148 中上 552 右上 612 

左中 528 中中 880 右中 666 左中 536 中中 906 右中 582 

左下 1462 中下 672 右下 723 左下 1629 中下 787 右下 733 

  



 

 

班級：知足 102【護系二一甲】              班級：知足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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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 中上 675 右上 562 左上 718 中上 770 右上 643 

左中 593 中中 599 右中 495 左中 615 中中 696 右中 597 

左下 500 中下 572 右下 470 左下 532 中下 722 右下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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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 中上 819 右上 504 左上 1388 中上 1038 右上 540 

左中 593 中中 849 右中 512 左中 549 中中 841 右中 680 

左下 1890 中下 1320 右下 681 左下 1538 中下 1083 右下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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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 中上 745 右上 645 左上 413 中上 488 右上 430 

左中 563 中中 662 右中 484 左中 395 中中 422 右中 402 

左下 400 中下 616 右下 422 左下 356 中下 361 右下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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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6 中上 745 右上 525 左上 822 中上 556 右上 809 

左中 532 中中 920 右中 505 左中 503 中中 703 右中 509 

左下 1680 中下 903 右下 712 左下 1360 中下 850 右下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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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 中上 568 右上 511 左上 614 中上 583 右上 481 

左中 459 中中 530 右中 463 左中 477 中中 505 右中 416 

左下 427 中下 493 右下 355 左下 350 中下 456 右下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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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 右上 1430 左上 1637 中上 748 右上 520 

左中 531 中中 890 右中 582 左中 539 中中 910 右中 628 

左下 1139 中下 842 右下 1868 左下 1849 中下 1059 右下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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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 中上 655 右上 622 左上 633 中上 652 右上 640 

左中 868 中中 623 右中 577 左中 533 中中 564 右中 561 

左下 820 中下 466 右下 483 左下 380 中下 500 右下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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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 右上 1249 左上 1500 中上 766 右上 588 

左中 706 中中 1093 右中 638 左中 527 中中 903 右中 608 

左下 966 中下 926 右下 1946 左下 1600 中下 899 右下 632 

 

 

班級：合心 302【醫管系四三甲】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10 中上 593 右上 542 

左中 446 中中 534 右中 505 

左下 387 中下 452 右下 393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1859 中上 766 右上 648 

左中 516 中中 983 右中 568 

左下 1817 中下 788 右下 643 



放射系 

 

班級：感恩 101【放射系四一甲】                  班級：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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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中上 525 右上 373 左上 353 中上 351 右上 458 

左中 465 中中 408 右中 432 左中 378 中中 355 右中 425 

左下 386 中下 420 右下 398 左下 430 中下 589 右下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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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 中上 607 右上 1190 左上 514 中上 818 右上 1085 

左中 527 中中 623 右中 520 左中 580 中中 627 右中 500 

左下 629 中下 638 右下 1375 左下 760 中下 752 右下 1491 

 

班級：感恩 301【放射系四三甲】                  班級：感恩 302【放射系四三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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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中上 466 右上 542 左上 444 中上 359 右上 483 

左中 397 中中 460 右中 510 左中 510 中中 376 右中 366 

左下 366 中下 444 右下 485 左下 547 中下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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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中上 575 右上 1285 左上 729 中上 566 右上 1946 

左中 533 中中 748 右中 630 左中 577 中中 866 右中 538 

左下 563 中下 715 右下 1395 左下 886 中下 950 右下 1575 

 

班級：合心 305【放射系四四甲】        班級：知足 305【放射系四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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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 中上 351 右上 364 左上 788 中上 581 右上 561 

左中 463 中中 375 右中 354 左中 698 中中 622 右中 579 

左下 388 中下 360 右下 407 左下 744 中下 725 右下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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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中上 722 右上 1090 左上 608 中上 966 右上 1097 

左中 544 中中 749 右中 600 左中 636 中中 1128 右中 534 

左下 686 中下 770 右下 1214 左下 502 中下 894 右下 1777 

 

 

 



 

物理治療系 

 

 

    班級：感恩 307【物治系四二甲】            班級：感恩 306【物治系四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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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 中上 407 右上 385 左上 388 中上 369 右上 351 

左中 424 中中 399 右中 360 左中 420 中中 353 右中 541 

左下 354 中下 420 右下 734 左下 357 中下 353 右下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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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 右上 619 左上 521 中上 523 右上 500 

左中 586 中中 749 右中 630 左中 518 中中 747 右中 650 

左下 748 中下 692 右下 1218 左下 826 中下 668 右下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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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 中上 661 右上 566 左上 587 中上 550 右上 396 

左中 549 中中 606 右中 527 左中 482 中中 518 右中 417 

左下 475 中下 463 右下 558 左下 422 中下 442 右下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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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 中上 531 右上 563 左上 1399 中上 550 右上 563 

左中 574 中中 829 右中 518 左中 593 中中 866 右中 618 

左下 1749 中下 724 右下 644 左下 1641 中下 890 右下 501 

 

 

 

 

 

 



 

資訊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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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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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中上 519 右上 624 左上 477 中上 580 右上 559 

左中 499 中中 513 右中 534 左中 459 中中 583 右中 482 

左下 398 中下 433 右下 377 左下 693 中下 609 右下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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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中上 1000 右上 1976 左上 1634 中上 1051 右上 645 

左中 633 中中 1066 右中 522 左中 724 中中 855 右中 623 

左下 763 中下 1039 右下 1700 左下 1780 中下 1023 右下 766 

 

 

班級：互愛 202【資工系四二甲班】             

 

黑   板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02 中上 707 右上 635 

左中 519 中中 640 右中 671 

左下 424 中下 517 右下 438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674 中上 636 右上 1501 

左中 670 中中 909 右中 530 

左下 719 中下 809 右下 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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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 中上 745 右上 645 左上 413 中上 488 右上 430 

左中 563 中中 662 右中 484 左中 395 中中 422 右中 402 

左下 400 中下 616 右下 422 左下 356 中下 361 右下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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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6 中上 745 右上 525 左上 822 中上 556 右上 809 

左中 532 中中 920 右中 505 左中 503 中中 703 右中 509 

左下 1680 中下 903 右下 712 左下 1360 中下 850 右下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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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中上 351 右上 458 

左中 378 中中 355 右中 425 

左下 430 中下 589 右下 360 

座   位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位置 開燈 

左上 514 中上 818 右上 1085 

左中 580 中中 627 右中 500 

左下 760 中下 752 右下 14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