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試班級：H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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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60 數學(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3 

教室

311263 音樂(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3 

教室

2021/01/05 

(二)

311262 歷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3 

教室

2021/01/06 

(三)

311261 國文(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3 

教室

310708 觀光學概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3 

教室

310707 餐飲管理概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3 

教室

2021/01/07 

(四)

311264 資訊科技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3 

教室

311267 耕莘入門(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3 

教室

311266 英文(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3 

教室

2021/01/08 

(五)

311268 全民國防教育(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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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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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245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697 餐旅服務技術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105 教室

2021/01/0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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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6 

(三)

310700 食品營養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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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284 飲料概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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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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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681 飲料調製(2)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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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687 餐旅日語(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107 教室

2021/01/05 

(二)

311007 物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7 教室

310685 食品安全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107 教室

2021/01/06 

(三)

310682 旅程設計與規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7 教室

2021/01/07 

(四)

310686 餐旅英語(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7 教室

2021/01/08 

(五)

311006 英文(5)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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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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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690 飲料調製(2)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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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696 餐旅日語(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109. 教室

2021/01/05 

(二)

311010 物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9. 教

室

310694 食品安全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109. 教室

2021/01/06 

(三)

310691 旅程設計與規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9. 教

室

2021/01/07 

(四)

310695 餐旅英語(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9. 教室

2021/01/08 

(五)

311009 英文(5)

宜蘭/第二教學樓/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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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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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940 科學與宗教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5 

教室

2021/01/05 

(二)

310672 人際關係與職場倫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5 教

室

310673 國際禮儀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5 

教室

310291 高齡健康料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室

2021/01/06 

(三)

310671 中級餐旅英語(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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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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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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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941 科學與宗教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室

2021/01/05 

(二)

310677 人際關係與職場倫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

室

310676 國際禮儀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室

310291 高齡健康料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室

2021/01/06 

(三)

310678 中級餐旅英語(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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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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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