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試班級：N511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1171 數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1170 公民與社會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1175 音樂(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2021/01/05 

(二)

311173 化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1270 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2021/01/06 

(三)

311172 國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1174 生物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1271 護理學導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2021/01/07 

(四)

311269 人類發展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1176 資訊科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1180 耕莘入門(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1179 英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2021/01/08 

(五)

311181 全民國防教育(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12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1183 數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1182 公民與社會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1187 音樂(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2021/01/05 

(二)

311185 化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1273 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2021/01/06 

(三)

311184 國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1186 生物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1274 護理學導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2021/01/07 

(四)

311272 人類發展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1188 資訊科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1192 耕莘入門(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1191 英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2021/01/08 

(五)

311193 全民國防教育(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13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1195 數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1194 公民與社會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1199 音樂(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2021/01/05 

(二)

311197 化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1277 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2021/01/06 

(三)

311196 國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1198 生物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1275 護理學導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2021/01/07 

(四)

311276 人類發展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1200 資訊科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1204 耕莘入門(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1203 英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2021/01/08 

(五)

311205 全民國防教育(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1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1207 數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1206 公民與社會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1211 音樂(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2021/01/05 

(二)

311209 化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1279 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2021/01/06 

(三)

311208 國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1210 生物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1280 護理學導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2021/01/07 

(四)

311278 人類發展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1212 資訊科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1216 耕莘入門(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1215 英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2021/01/08 

(五)

311217 全民國防教育(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15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1219 數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1218 公民與社會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1223 音樂(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2021/01/05 

(二)

311221 化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1283 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2021/01/06 

(三)

311220 國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1222 生物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1282 護理學導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2021/01/07 

(四)

311281 人類發展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1224 資訊科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1228 耕莘入門(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1227 英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2021/01/08 

(五)

311229 全民國防教育(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21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243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244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45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246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646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1062 生命教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2021/01/05 

(二)

311285 基本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382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388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647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383 飲食文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389 飲食文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1063 閱讀與寫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2021/01/06 

(三)

311284 解剖生理學與實驗(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2021/01/07 

(四)

310384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390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2021/01/08 

(五)

311064 英文(3)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22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243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244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45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246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646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1067 生命教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2021/01/05 

(二)

311288 基本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382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388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647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383 飲食文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

110 教室

310389 飲食文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

111 教室

311068 閱讀與寫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2021/01/06 

(三)

311287 解剖生理學與實驗(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2021/01/07 

(四)

310384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390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2021/01/08 

(五)

311069 英文(3)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23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243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244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45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246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646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1072 生命教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2021/01/05 

(二)

311291 基本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382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388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647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383 飲食文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

110 教室

310389 飲食文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

111 教室

311073 閱讀與寫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2021/01/06 

(三)

311290 解剖生理學與實驗(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2021/01/07 

(四)

310384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390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2021/01/08 

(五)

311074 英文(3)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2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243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244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45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246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646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1077 生命教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2021/01/05 

(二)

311294 基本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382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388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647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383 飲食文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

110 教室

310389 飲食文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

111 教室

311078 閱讀與寫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2021/01/06 

(三)

311293 解剖生理學與實驗(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2021/01/07 

(四)

310384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390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2021/01/08 

(五)

311079 英文(3)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25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243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244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45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246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646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1082 生命教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2021/01/05 

(二)

311297 基本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382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388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647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383 飲食文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

110 教室

310389 飲食文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

111 教室

311083 閱讀與寫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2021/01/06 

(三)

311296 解剖生理學與實驗(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2021/01/07 

(四)

310384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390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2021/01/08 

(五)

311084 英文(3)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31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366 飲食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310370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371 性別教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372 社會變遷與全球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651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991 哲學與人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310252 癌症預防及養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254 癌症預防及養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1300 藥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2021/01/05 

(二)

311304 內外科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2021/01/06 

(三)

311299 醫護術語(5)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2021/01/07 

(四)

311303 臨床數據判讀及應

用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311301 身體檢查與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2021/01/08 

(五)

310992 英文(5)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32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366 飲食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310370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371 性別教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372 社會變遷與全球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651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994 哲學與人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252 癌症預防及養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254 癌症預防及養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1306 藥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2021/01/05 

(二)

311310 內外科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2021/01/06 

(三)

311305 醫護術語(5)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2021/01/07 

(四)

311309 臨床數據判讀及應

用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1307 身體檢查與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2021/01/08 

(五)

310995 英文(5)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33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366 飲食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310370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371 性別教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372 社會變遷與全球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651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997 哲學與人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252 癌症預防及養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254 癌症預防及養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1312 藥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2021/01/05 

(二)

311316 內外科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2021/01/06 

(三)

311311 醫護術語(5)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2021/01/07 

(四)

311315 臨床數據判讀及應

用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1313 身體檢查與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2021/01/08 

(五)

310998 英文(5)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3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366 飲食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310370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371 性別教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372 社會變遷與全球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651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1000 哲學與人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252 癌症預防及養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254 癌症預防及養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1318 藥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2021/01/05 

(二)

311322 內外科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2021/01/06 

(三)

311317 醫護術語(5)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2021/01/07 

(四)

311321 臨床數據判讀及應

用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1319 身體檢查與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2021/01/08 

(五)

311001 英文(5)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35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366 飲食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310370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371 性別教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372 社會變遷與全球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651 人際關係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1003 哲學與人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252 癌症預防及養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254 癌症預防及養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1324 藥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2021/01/05 

(二)

311328 內外科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2021/01/06 

(三)

311323 醫護術語(5)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2021/01/07 

(四)

311327 臨床數據判讀及應

用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1325 身體檢查與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2021/01/08 

(五)

311004 英文(5)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41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942 科學與宗教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1329 產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

室

2021/01/05 

(二)

310258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261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1367 老人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205 教室

310291 高齡健康料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

室

2021/01/06 

(三)

310257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259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1331 精神衛生護理

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205 教室

310378 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國際情勢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211 教室

311330 產兒科護理學實驗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

室

2021/01/07 

(四)

311332 社區衛生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2021/01/08 

(五)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42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943 科學與宗教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1334 產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

室

2021/01/05 

(二)

310258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261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1368 老人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207 教室

310291 高齡健康料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

室

2021/01/06 

(三)

310257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259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1336 精神衛生護理

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207 教室

310378 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國際情勢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211 教室

311335 產兒科護理學實驗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

室

2021/01/07 

(四)

311337 社區衛生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2021/01/08 

(五)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43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944 科學與宗教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1339 產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

室

2021/01/05 

(二)

310258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261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1369 老人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209 教室

310291 高齡健康料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

室

2021/01/06 

(三)

310257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259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1341 精神衛生護理

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209 教室

310378 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國際情勢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211 教室

311340 產兒科護理學實驗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

室

2021/01/07 

(四)

311342 社區衛生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2021/01/08 

(五)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4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945 科學與宗教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1344 產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

室

2021/01/05 

(二)

310258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261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1370 老人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211 教室

310291 高齡健康料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

室

2021/01/06 

(三)

310257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259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1346 精神衛生護理

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211 教室

310378 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國際情勢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211 教室

311345 產兒科護理學實驗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

室

2021/01/07 

(四)

311347 社區衛生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2021/01/08 

(五)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45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946 科學與宗教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1349 產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

室

2021/01/05 

(二)

310258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261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1366 老人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213 教室

310291 高齡健康料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

室

2021/01/06 

(三)

310257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259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1351 精神衛生護理

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213 教室

310378 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國際情勢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211 教室

311350 產兒科護理學實驗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

室

2021/01/07 

(四)

311352 社區衛生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2021/01/08 

(五)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51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627 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628 急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1355 護理行政概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2021/01/05 

(二)

310272 護理與社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1354 長期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273 職涯教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633 職業與環境衛生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630 健康行為促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2021/01/06 

(三)

2021/01/07 

(四)

2021/01/08 

(五)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

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52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627 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628 急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1356 護理行政概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2021/01/05 

(二)

310272 護理與社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1357 長期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273 職涯教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633 職業與環境衛生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630 健康行為促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2021/01/06 

(三)

2021/01/07 

(四)

2021/01/08 

(五)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

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53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627 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628 急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2021/01/05 

(二)

310272 護理與社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273 職涯教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633 職業與環境衛生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630 健康行為促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2021/01/06 

(三)

2021/01/07 

(四)

2021/01/08 

(五)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

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5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627 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628 急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2021/01/05 

(二)

310272 護理與社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273 職涯教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633 職業與環境衛生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630 健康行為促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2021/01/06 

(三)

2021/01/07 

(四)

2021/01/08 

(五)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

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55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20~9:20

第二節
9:40~10:40

第三節
11:00~12:00

第四節
13:40~14:40

第五節
15:00~16:00

第六節
16:20~17:20

2021/01/04 

(一)

310627 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628 急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2021/01/05 

(二)

310272 護理與社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273 職涯教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633 職業與環境衛生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630 健康行為促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2021/01/06 

(三)

2021/01/07 

(四)

2021/01/08 

(五)

一、注意事項

1.考試開始逾時十分鐘不得入場考試，三十分鐘後始可交卷，交卷後立即離開考場不得逗留及喧嘩。

2.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考試桌面除文具、書墊(不得書寫字樣)外，嚴禁放置其他物品，並嚴禁攜帶通訊設備(含手機、PDA、無線等)，一經查獲，依本校考試規則，該考科扣20

分。

3.考試時，同學應將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置於桌面之右上角，以備監考老師核對身份。

4.考試座位表將於學生校務行政系統公布。

5.修習非本班課程之同學，務必檢查考試科目是否有衝堂情形，並請查看衝堂考試之時間及地點並準時至指定考場應考。

6.考試期間各教室課桌椅請物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109學年度第1學期  期末考考試時間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