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10~9:00

第二節

9:10~10:00

第三節

10:10~11:00

第四節

11:10~12:00

第五節

13:30~14:20

第六節

14:30~15:20

第七節

15:30~16:20

第八節

16:30~17:20

2021/06/15

(二)
310287 全人健

康與靈性關懷

310799 中級餐

旅英語(2)

310154 實用英

文

310155 中文經

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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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節50分鐘)

考試班級：H551　　　　　　　109學年度第2學期  畢業考_考試時間表

★畢業考時間同平時上課時間，每節50分鐘。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10~9:00

第二節

9:10~10:00

第三節

10:10~11:00

第四節

11:10~12:00

第五節

13:30~14:20

第六節

14:30~15:20

第七節

15:30~16:20

第八節

16:30~17:20

2021/06/15

(二)

310288 全人健

康與靈性關懷

310802 中級餐

旅英語(2)

310154 實用英

文

310155 中文經

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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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節50分鐘)

考試班級：H552　　　　　　　109學年度第2學期  畢業考_考試時間表

★畢業考時間同平時上課時間，每節50分鐘。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10~9:00

第二節

9:10~10:00

第三節

10:10~11:00

第四節

11:10~12:00

第五節

13:30~14:20

第六節

14:30~15:20

第七節

15:30~16:20

第八節

16:30~17:20

2021/06/15

(二)

310154 實用英

文

310155 中文經

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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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節50分鐘)

考試班級：M551　　　　　　　109學年度第2學期  畢業考_考試時間表

★畢業考時間同平時上課時間，每節50分鐘。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10~9:00

第二節

9:10~10:00

第三節

10:10~11:00

第四節

11:10~12:00

第五節

13:30~14:20

第六節

14:30~15:20

第七節

15:30~16:20

第八節

16:30~17:20

2021/06/15

(二)

310608 護理專

業問題研討

310282 全人健

康與靈性關懷

310609 安寧與

緩和療護概論

310154 實用英

文

310155 中文經

典閱讀

310126 綜合護

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310127 綜合護

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310125 綜合護

理學研討(1)-基

護.護理行政

310128 綜合護

理學研討(3)-產

兒科護理學

310129 綜合護

理學研討(1)-解

剖生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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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節50分鐘)

考試班級：N551　　　　　　　109學年度第2學期  畢業考_考試時間表

★畢業考時間同平時上課時間，每節50分鐘。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10~9:00

第二節

9:10~10:00

第三節

10:10~11:00

第四節

11:10~12:00

第五節

13:30~14:20

第六節

14:30~15:20

第七節

15:30~16:20

第八節

16:30~17:20

2021/06/15

(二)

310612 護理專

業問題研討

310283 全人健

康與靈性關懷

310613 安寧與

緩和療護概論

310154 實用英

文

310155 中文經

典閱讀

310126 綜合護

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310127 綜合護

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310125 綜合護

理學研討(1)-基

護.護理行政

310128 綜合護

理學研討(3)-產

兒科護理學

310129 綜合護

理學研討(1)-解

剖生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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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節50分鐘)

考試班級：N552　　　　　　　109學年度第2學期  畢業考_考試時間表

★畢業考時間同平時上課時間，每節50分鐘。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10~9:00

第二節

9:10~10:00

第三節

10:10~11:00

第四節

11:10~12:00

第五節

13:30~14:20

第六節

14:30~15:20

第七節

15:30~16:20

第八節

16:30~17:20

2021/06/15

(二)

310616 護理專

業問題研討

310284 全人健

康與靈性關懷

310617 安寧與

緩和療護概論

310154 實用英

文

310155 中文經

典閱讀

310126 綜合護

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310127 綜合護

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310125 綜合護

理學研討(1)-基

護.護理行政

310128 綜合護

理學研討(3)-產

兒科護理學

310129 綜合護

理學研討(1)-解

剖生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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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節50分鐘)

考試班級：N553　　　　　　　109學年度第2學期  畢業考_考試時間表

★畢業考時間同平時上課時間，每節50分鐘。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10~9:00

第二節

9:10~10:00

第三節

10:10~11:00

第四節

11:10~12:00

第五節

13:30~14:20

第六節

14:30~15:20

第七節

15:30~16:20

第八節

16:30~17:20

2021/06/15

(二)

310620 護理專

業問題研討

310285 全人健

康與靈性關懷

310621 安寧與

緩和療護概論

310154 實用英

文

310155 中文經

典閱讀

310126 綜合護

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310127 綜合護

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310125 綜合護

理學研討(1)-基

護.護理行政

310128 綜合護

理學研討(3)-產

兒科護理學

310129 綜合護

理學研討(1)-解

剖生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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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節50分鐘)

考試班級：N554　　　　　　　109學年度第2學期  畢業考_考試時間表

★畢業考時間同平時上課時間，每節50分鐘。



考試日期

第一節

8:10~9:00

第二節

9:10~10:00

第三節

10:10~11:00

第四節

11:10~12:00

第五節

13:30~14:20

第六節

14:30~15:20

第七節

15:30~16:20

第八節

16:30~17:20

2021/06/15

(二)

310624 護理專

業問題研討

310286 全人健

康與靈性關懷

310625 安寧與

緩和療護概論

310154 實用英

文

310155 中文經

典閱讀

310126 綜合護

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310127 綜合護

理學研討(2)-內

外科護理學

310125 綜合護

理學研討(1)-基

護.護理行政

310128 綜合護

理學研討(3)-產

兒科護理學

310129 綜合護

理學研討(1)-解

剖生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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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節50分鐘)

考試班級：N555　　　　　　　109學年度第2學期  畢業考_考試時間表

★畢業考時間同平時上課時間，每節50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