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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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542 解剖生理學與實驗(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0488 音樂(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2021/04/20 (二)
310487 歷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0540 微生物與免疫學及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2021/04/21 (三)
310485 數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2021/04/22 (四)
310490 英文(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0541 心理衛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0486 國文(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2021/04/23 (五)
310492 全民國防教育(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0493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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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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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545 解剖生理學與實驗(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0497 音樂(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2021/04/20 (二)
310496 歷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0543 微生物與免疫學及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2021/04/21 (三)
310494 數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2021/04/22 (四)
310499 英文(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0544 心理衛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0495 國文(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2021/04/23 (五)
310501 全民國防教育(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0502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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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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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548 解剖生理學與實驗(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0506 音樂(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2021/04/20 (二)
310505 歷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0546 微生物與免疫學及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2021/04/21 (三)
310503 數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2021/04/22 (四)
310508 英文(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0547 心理衛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0504 國文(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2021/04/23 (五)
310510 全民國防教育(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0511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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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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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551 解剖生理學與實驗(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0515 音樂(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2021/04/20 (二)
310514 歷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0549 微生物與免疫學及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2021/04/21 (三)
310512 數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2021/04/22 (四)
310517 英文(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0550 心理衛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0513 國文(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2021/04/23 (五)
310519 全民國防教育(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0520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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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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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554 解剖生理學與實驗(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0524 音樂(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2021/04/20 (二)
310523 歷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0552 微生物與免疫學及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2021/04/21 (三)
310521 數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2021/04/22 (四)
310526 英文(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0553 心理衛生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0522 國文(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2021/04/23 (五)
310528 全民國防教育(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0529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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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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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557 病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233 統計與生活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34 旅遊地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235 社會變遷與全球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272 旅遊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2021/04/20 (二)

310223 文學與愛情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28 文學與愛情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555 基本護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039 社會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052 社會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036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044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045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046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30 YouTube英文教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2021/04/21 (三)
310558 藥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037 醫護術語(B)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047 醫護術語(B)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048 醫護術語(B)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224 文學與電影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229 文學與電影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2021/04/22 (四)

310038 環境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049 環境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050 環境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372 藝術生活(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2021/04/23 (五)

310018 餐旅實境英語會話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5 教室

310035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043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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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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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561 病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233 統計與生活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34 旅遊地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235 社會變遷與全球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272 旅遊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2021/04/20 (二)

310223 文學與愛情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28 文學與愛情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559 基本護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039 社會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052 社會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036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044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045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046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30 YouTube英文教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2021/04/21 (三)
310562 藥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037 醫護術語(B)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047 醫護術語(B)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048 醫護術語(B)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224 文學與電影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229 文學與電影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2021/04/22 (四)

310038 環境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049 環境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050 環境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374 藝術生活(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2021/04/23 (五)

310018 餐旅實境英語會話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5 教室

310035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043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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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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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566 病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233 統計與生活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34 旅遊地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235 社會變遷與全球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272 旅遊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2021/04/20 (二)

310223 文學與愛情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28 文學與愛情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564 基本護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039 社會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052 社會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036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044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045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046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30 YouTube英文教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2021/04/21 (三)
310563 藥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037 醫護術語(B)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047 醫護術語(B)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048 醫護術語(B)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224 文學與電影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229 文學與電影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2021/04/22 (四)

310038 環境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049 環境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050 環境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376 藝術生活(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2021/04/23 (五)

310018 餐旅實境英語會話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5 教室

310035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043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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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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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570 病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33 統計與生活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34 旅遊地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235 社會變遷與全球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272 旅遊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2021/04/20 (二)

310223 文學與愛情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28 文學與愛情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569 基本護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039 社會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052 社會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036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044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045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046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30 YouTube英文教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2021/04/21 (三)
310567 藥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037 醫護術語(B)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047 醫護術語(B)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048 醫護術語(B)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224 文學與電影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229 文學與電影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2021/04/22 (四)

310038 環境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049 環境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050 環境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378 藝術生活(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2021/04/23 (五)

310018 餐旅實境英語會話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5 教室

310035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043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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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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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574 病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233 統計與生活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34 旅遊地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235 社會變遷與全球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272 旅遊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2021/04/20 (二)

310223 文學與愛情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28 文學與愛情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573 基本護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039 社會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052 社會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036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044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045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046 疾病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230 YouTube英文教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2021/04/21 (三)
310571 藥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037 醫護術語(B)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047 醫護術語(B)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048 醫護術語(B)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224 文學與電影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229 文學與電影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2021/04/22 (四)

310038 環境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049 環境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050 環境與健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380 藝術生活(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2021/04/23 (五)

310018 餐旅實境英語會話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5 教室

310035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043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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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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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575 醫護術語(6)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310170 華文小說賞析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171 旅遊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72 歌謠賞析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173 台灣閩南語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174 臺灣原住民文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2021/04/20 (二)

310110 跨文化與醫療照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111 跨文化與醫療照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576 內外科護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310108 病歷閱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09 病歷閱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2021/04/21 (三)
310577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310579 兒科護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2021/04/22 (四)
310578 教學原理與方法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310017 休閒農場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7 教室

310055 護理問題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056 護理問題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2021/04/23 (五)

310053 優生學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310054 優生學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086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07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319 英文(6)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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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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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580 醫護術語(6)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170 華文小說賞析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171 旅遊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72 歌謠賞析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173 台灣閩南語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174 臺灣原住民文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2021/04/20 (二)

310110 跨文化與醫療照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111 跨文化與醫療照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581 內外科護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108 病歷閱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09 病歷閱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2021/04/21 (三)
310582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584 兒科護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2021/04/22 (四)
310583 教學原理與方法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017 休閒農場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7 教室

310055 護理問題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056 護理問題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2021/04/23 (五)

310053 優生學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310054 優生學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086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07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321 英文(6)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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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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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585 醫護術語(6)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70 華文小說賞析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171 旅遊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72 歌謠賞析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173 台灣閩南語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174 臺灣原住民文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2021/04/20 (二)

310110 跨文化與醫療照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111 跨文化與醫療照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586 內外科護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08 病歷閱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09 病歷閱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2021/04/21 (三)
310587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589 兒科護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2021/04/22 (四)
310588 教學原理與方法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017 休閒農場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7 教室

310055 護理問題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056 護理問題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2021/04/23 (五)

310053 優生學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310054 優生學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086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07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323 英文(6)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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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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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590 醫護術語(6)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170 華文小說賞析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171 旅遊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72 歌謠賞析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173 台灣閩南語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174 臺灣原住民文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2021/04/20 (二)

310110 跨文化與醫療照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111 跨文化與醫療照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591 內外科護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108 病歷閱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09 病歷閱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2021/04/21 (三)
310592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594 兒科護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2021/04/22 (四)
310593 教學原理與方法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017 休閒農場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7 教室

310055 護理問題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056 護理問題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2021/04/23 (五)

310053 優生學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310054 優生學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086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07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325 英文(6)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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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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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595 醫護術語(6)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170 華文小說賞析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171 旅遊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72 歌謠賞析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173 台灣閩南語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174 臺灣原住民文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2021/04/20 (二)

310110 跨文化與醫療照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111 跨文化與醫療照護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596 內外科護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108 病歷閱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09 病歷閱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2021/04/21 (三)
310597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599 兒科護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2021/04/22 (四)
310598 教學原理與方法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017 休閒農場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7 教室

310055 護理問題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056 護理問題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2021/04/23 (五)

310053 優生學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310054 優生學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086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07 健康飲食實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327 英文(6)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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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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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117 職涯教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118 職涯教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12 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113 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2021/04/20 (二)

310119 護理與社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120 護理與社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123 急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124 急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2021/04/21 (三)

2021/04/22 (四)

310115 健康行為促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116 健康行為促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121 高齡者活動設計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122 高齡者活動設計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2021/04/23 (五)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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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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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117 職涯教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118 職涯教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12 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113 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2021/04/20 (二)

310119 護理與社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120 護理與社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123 急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124 急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2021/04/21 (三)

2021/04/22 (四)

310115 健康行為促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116 健康行為促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121 高齡者活動設計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122 高齡者活動設計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2021/04/23 (五)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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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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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117 職涯教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118 職涯教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12 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113 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2021/04/20 (二)
310600 護理行政概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19 護理與社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120 護理與社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123 急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124 急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2021/04/21 (三)
310601 長期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2021/04/22 (四)

310115 健康行為促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116 健康行為促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121 高齡者活動設計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122 高齡者活動設計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2021/04/23 (五)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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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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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117 職涯教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118 職涯教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12 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113 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2021/04/20 (二)
310603 護理行政概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119 護理與社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120 護理與社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123 急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124 急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2021/04/21 (三)
310602 長期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2021/04/22 (四)

310115 健康行為促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116 健康行為促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121 高齡者活動設計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122 高齡者活動設計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2021/04/23 (五)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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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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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117 職涯教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118 職涯教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12 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113 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2021/04/20 (二)
310605 護理行政概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119 護理與社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120 護理與社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123 急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124 急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2021/04/21 (三)
310604 長期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2021/04/22 (四)

310115 健康行為促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116 健康行為促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121 高齡者活動設計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122 高齡者活動設計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2021/04/23 (五)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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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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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154 實用英文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155 中文經典閱讀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29 綜合基礎醫學研討(1)-

解剖生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133 臨床決策與照護品質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2021/04/20 (二)

310130 職場壓力與調適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131 職場壓力與調適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32 職場壓力與調適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607 綜合臨床實務能力檢測

(OSCE)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2021/04/21 (三)

310126 綜合護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27 綜合護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608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125 綜合護理學研討(1)-基

護.護理行政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128 綜合護理學研討(3)-產

兒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2021/04/22 (四)
310609 安寧與緩和療護概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606 護理倫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2021/04/23 (五)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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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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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154 實用英文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155 中文經典閱讀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29 綜合基礎醫學研討(1)-

解剖生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133 臨床決策與照護品質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2021/04/20 (二)

310130 職場壓力與調適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131 職場壓力與調適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32 職場壓力與調適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611 綜合臨床實務能力檢測

(OSCE)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2021/04/21 (三)

310126 綜合護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27 綜合護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612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125 綜合護理學研討(1)-基

護.護理行政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128 綜合護理學研討(3)-產

兒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2021/04/22 (四)
310613 安寧與緩和療護概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610 護理倫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2021/04/23 (五)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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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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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154 實用英文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155 中文經典閱讀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29 綜合基礎醫學研討(1)-

解剖生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133 臨床決策與照護品質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2021/04/20 (二)

310130 職場壓力與調適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131 職場壓力與調適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32 職場壓力與調適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615 綜合臨床實務能力檢測

(OSCE)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2021/04/21 (三)

310126 綜合護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27 綜合護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616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125 綜合護理學研討(1)-基

護.護理行政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128 綜合護理學研討(3)-產

兒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2021/04/22 (四)
310617 安寧與緩和療護概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614 護理倫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2021/04/23 (五)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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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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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154 實用英文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155 中文經典閱讀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29 綜合基礎醫學研討(1)-

解剖生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133 臨床決策與照護品質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2021/04/20 (二)

310130 職場壓力與調適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131 職場壓力與調適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32 職場壓力與調適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619 綜合臨床實務能力檢測

(OSCE)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2021/04/21 (三)

310126 綜合護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27 綜合護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620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125 綜合護理學研討(1)-基

護.護理行政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128 綜合護理學研討(3)-產

兒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2021/04/22 (四)
310621 安寧與緩和療護概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618 護理倫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2021/04/23 (五)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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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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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9 (一)

310154 實用英文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155 中文經典閱讀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29 綜合基礎醫學研討(1)-

解剖生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133 臨床決策與照護品質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2021/04/20 (二)

310130 職場壓力與調適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131 職場壓力與調適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32 職場壓力與調適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623 綜合臨床實務能力檢測

(OSCE)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2021/04/21 (三)

310126 綜合護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27 綜合護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624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125 綜合護理學研討(1)-基

護.護理行政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128 綜合護理學研討(3)-產

兒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2021/04/22 (四)
310625 安寧與緩和療護概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622 護理倫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2021/04/23 (五)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N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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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移動，並保持教室清潔及淨空。

二、考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