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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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374 初級中西點心製作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5 教室

310407 資訊科技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5 教室

2021/11/09 (二)
310376 生態旅遊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5 教室

310405 歷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5 教室

310378 餐飲管理概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5 教室

310410 全民國防教育(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5 教室

2021/11/10 (三)
310406 音樂(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5 教室

310402 國文(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5 教室

310379 觀光學概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5 教室

2021/11/11 (四)
310403 英文(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5 教室

2021/11/12 (五)
310404 數學(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5 教室

考試班級：H511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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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385 食品營養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7 教室

310384 採購實務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7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14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095 地理與文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097 飲食文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411 藝術生活(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7 教室

2021/11/10 (三)
310103 音樂劇入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2021/11/11 (四)

310098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252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2021/11/12 (五)
310383 旅遊管理與實務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7 教室

考試班級：H521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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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021 健康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389 餐旅英語(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9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08 地方旅遊創生規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9 教室

310136 台灣原住民文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137 性別教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35 歌劇介紹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9 教室

310149 歌劇介紹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39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144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138 寓言故事選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42 寓言故事選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2021/11/10 (三)

2021/11/11 (四)

310143 電影與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310150 電影與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020 情緒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2021/11/12 (五)
310386 旅程設計與規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9 教室

考試班級：H531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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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011 精品咖啡與烘焙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室

310390 中級餐旅英語(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5 教室

310232 高齡健康料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62 實用台灣閩南語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063 藝術鑑賞與視覺文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064 高齡音樂律動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06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國際情勢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036 吞嚥障礙評估與訓練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391 國際禮儀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5 教室

2021/11/10 (三)

2021/11/11 (四)

2021/11/12 (五)

考試班級：H541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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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011 精品咖啡與烘焙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室

310394 中級餐旅英語(1)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室

310232 高齡健康料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62 實用台灣閩南語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063 藝術鑑賞與視覺文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064 高齡音樂律動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06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國際情勢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036 吞嚥障礙評估與訓練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396 國際禮儀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室

2021/11/10 (三)

2021/11/11 (四)

2021/11/12 (五)

考試班級：H542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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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232 高齡健康料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62 實用台灣閩南語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063 藝術鑑賞與視覺文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064 高齡音樂律動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06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國際情勢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036 吞嚥障礙評估與訓練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2021/11/10 (三)

2021/11/11 (四)

2021/11/12 (五)

考試班級：M541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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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421 化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0428 健康與護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0424 資訊科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2021/11/09 (二)
310420 公民與社會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0500 人類發展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0427 全民國防教育(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2021/11/10 (三)
310423 音樂(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0417 國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0502 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2021/11/11 (四)
310418 英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0501 護理學導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2021/11/12 (五)
310422 生物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310419 數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1 教室

考試班級：N511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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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433 化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0438 健康與護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0436 資訊科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2021/11/09 (二)
310432 公民與社會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0503 人類發展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0440 全民國防教育(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2021/11/10 (三)
310435 音樂(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0429 國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0504 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2021/11/11 (四)
310430 英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0505 護理學導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2021/11/12 (五)
310434 生物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310431 數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2 教室

考試班級：N512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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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445 化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0450 健康與護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0448 資訊科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2021/11/09 (二)
310444 公民與社會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0506 人類發展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0452 全民國防教育(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2021/11/10 (三)
310447 音樂(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0441 國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0507 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2021/11/11 (四)
310442 英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0508 護理學導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2021/11/12 (五)
310446 生物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310443 數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3 教室

考試班級：N513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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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457 化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0462 健康與護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0460 資訊科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2021/11/09 (二)
310456 公民與社會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0509 人類發展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0464 全民國防教育(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2021/11/10 (三)
310459 音樂(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0453 國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0510 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2021/11/11 (四)
310454 英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0511 護理學導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2021/11/12 (五)
310458 生物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310455 數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4 教室

考試班級：N51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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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752 化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0757 健康與護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0755 資訊科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2021/11/09 (二)
310751 公民與社會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0659 人類發展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0759 全民國防教育(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2021/11/10 (三)
310754 音樂(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0748 國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0660 營養學與實驗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2021/11/11 (四)
310749 英文(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0661 護理學導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2021/11/12 (五)
310753 生物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310750 數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5 教室

考試班級：N515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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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514 基本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14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教室

310015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教室

310016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教室

310017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教室

310018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教室

310095 地理與文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097 飲食文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467 藝術生活(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2021/11/10 (三)
310512 解剖生理學與實驗(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103 音樂劇入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465 閱讀與寫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2021/11/11 (四)

310098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252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2021/11/12 (五)
310466 英文(3)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考試班級：N521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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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516 基本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14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教室

310015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教室

310016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教室

310017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教室

310018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教室

310095 地理與文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097 飲食文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472 藝術生活(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2021/11/10 (三)
310515 解剖生理學與實驗(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103 音樂劇入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470 閱讀與寫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2021/11/11 (四)

310098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252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2021/11/12 (五)
310471 英文(3)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考試班級：N522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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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519 基本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14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教室

310015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教室

310016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教室

310017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教室

310018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教室

310095 地理與文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097 飲食文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477 藝術生活(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2021/11/10 (三)
310518 解剖生理學與實驗(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103 音樂劇入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475 閱讀與寫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2021/11/11 (四)

310098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252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2021/11/12 (五)
310476 英文(3)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考試班級：N523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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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522 基本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14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教室

310015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教室

310016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教室

310017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教室

310018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教室

310095 地理與文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097 飲食文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482 藝術生活(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2021/11/10 (三)
310521 解剖生理學與實驗(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103 音樂劇入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480 閱讀與寫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2021/11/11 (四)

310098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252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2021/11/12 (五)
310481 英文(3)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考試班級：N52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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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525 基本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14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教室

310015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教室

310016 心理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教室

310017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教室

310018 醫護術語(A)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教室

310095 地理與文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310097 飲食文學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0 教室

310487 藝術生活(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2021/11/10 (三)
310524 解剖生理學與實驗(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310103 音樂劇入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9 教室

310485 閱讀與寫作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2021/11/11 (四)

310098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7 教室

310252 基礎英文溝通訓練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08 教室

2021/11/12 (五)
310486 英文(3)

宜蘭/第一教學樓/T1-111 教室

考試班級：N525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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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022 醫護術語(C)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教室

310026 醫護術語(C)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教室

310028 醫護術語(C)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教室

310021 健康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025 健康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530 內外科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08 地方旅遊創生規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9 教室

310136 台灣原住民文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137 性別教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35 歌劇介紹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9 教室

310149 歌劇介紹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39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144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138 寓言故事選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42 寓言故事選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2021/11/10 (三)
310527 藥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2021/11/11 (四)

310143 電影與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教室

310150 電影與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教室

310531 兒科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310020 情緒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教室

310024 情緒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教室

310027 情緒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教室

310019 醫護法規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教室

310023 醫護法規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教室

2021/11/12 (五)
310529 身體檢查與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 教室

考試班級：N531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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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022 醫護術語(C)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教室

310026 醫護術語(C)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教室

310028 醫護術語(C)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教室

310021 健康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025 健康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535 內外科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08 地方旅遊創生規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9 教室

310136 台灣原住民文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137 性別教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35 歌劇介紹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9 教室

310149 歌劇介紹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39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144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138 寓言故事選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42 寓言故事選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2021/11/10 (三)
310532 藥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2021/11/11 (四)

310143 電影與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教室

310150 電影與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教室

310536 兒科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020 情緒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教室

310024 情緒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教室

310027 情緒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教室

310019 醫護法規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教室

310023 醫護法規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教室

2021/11/12 (五)
310534 身體檢查與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考試班級：N532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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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022 醫護術語(C)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教室

310026 醫護術語(C)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教室

310028 醫護術語(C)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教室

310021 健康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025 健康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540 內外科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08 地方旅遊創生規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9 教室

310136 台灣原住民文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137 性別教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35 歌劇介紹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9 教室

310149 歌劇介紹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39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144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138 寓言故事選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42 寓言故事選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2021/11/10 (三)
310537 藥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2021/11/11 (四)

310143 電影與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教室

310150 電影與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教室

310541 兒科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020 情緒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教室

310024 情緒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教室

310027 情緒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教室

310019 醫護法規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教室

310023 醫護法規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教室

2021/11/12 (五)
310539 身體檢查與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考試班級：N533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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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022 醫護術語(C)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教室

310026 醫護術語(C)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教室

310028 醫護術語(C)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教室

310021 健康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025 健康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545 內外科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08 地方旅遊創生規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9 教室

310136 台灣原住民文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137 性別教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35 歌劇介紹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9 教室

310149 歌劇介紹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39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144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138 寓言故事選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42 寓言故事選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2021/11/10 (三)
310542 藥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2021/11/11 (四)

310143 電影與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教室

310150 電影與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教室

310546 兒科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020 情緒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教室

310024 情緒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教室

310027 情緒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教室

310019 醫護法規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教室

310023 醫護法規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教室

2021/11/12 (五)
310544 身體檢查與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考試班級：N53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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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022 醫護術語(C)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教室

310026 醫護術語(C)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教室

310028 醫護術語(C)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教室

310021 健康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025 健康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550 內外科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08 地方旅遊創生規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9 教室

310136 台灣原住民文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 教室

310137 性別教育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35 歌劇介紹

宜蘭/第二教學樓/T2-109 教室

310149 歌劇介紹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39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144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310138 寓言故事選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 教室

310142 寓言故事選讀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 教室

2021/11/10 (三)
310547 藥理學(2)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2021/11/11 (四)

310143 電影與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教室

310150 電影與英文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教室

310551 兒科護理學(1)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310020 情緒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教室

310024 情緒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11教室

310027 情緒管理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9教室

310019 醫護法規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5教室

310023 醫護法規概論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7教室

2021/11/12 (五)
310549 身體檢查與評估

宜蘭/第一教學樓/T1-208 教室

考試班級：N535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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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552 產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310232 高齡健康料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62 實用台灣閩南語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063 藝術鑑賞與視覺文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064 高齡音樂律動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06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國際情勢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556 老人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310031 吞嚥障礙評估與訓練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036 吞嚥障礙評估與訓練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2021/11/10 (三)

310029 團隊溝通與合作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310034 團隊溝通與合作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555 精神衛生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310030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310035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2021/11/11 (四)
310554 社區衛生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310553 產兒科護理學實驗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310033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038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2021/11/12 (五)

考試班級：N541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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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557 產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232 高齡健康料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62 實用台灣閩南語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063 藝術鑑賞與視覺文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064 高齡音樂律動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06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國際情勢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561 老人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031 吞嚥障礙評估與訓練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036 吞嚥障礙評估與訓練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2021/11/10 (三)

310029 團隊溝通與合作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310034 團隊溝通與合作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560 精神衛生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030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310035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2021/11/11 (四)
310559 社區衛生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558 產兒科護理學實驗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033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038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2021/11/12 (五)

考試班級：N542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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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562 產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232 高齡健康料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62 實用台灣閩南語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063 藝術鑑賞與視覺文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064 高齡音樂律動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06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國際情勢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566 老人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031 吞嚥障礙評估與訓練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036 吞嚥障礙評估與訓練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2021/11/10 (三)

310029 團隊溝通與合作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310034 團隊溝通與合作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565 精神衛生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030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310035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2021/11/11 (四)
310564 社區衛生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563 產兒科護理學實驗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033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038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2021/11/12 (五)

考試班級：N543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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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567 產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232 高齡健康料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62 實用台灣閩南語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063 藝術鑑賞與視覺文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064 高齡音樂律動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06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國際情勢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571 老人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031 吞嚥障礙評估與訓練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036 吞嚥障礙評估與訓練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2021/11/10 (三)

310029 團隊溝通與合作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310034 團隊溝通與合作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570 精神衛生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030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310035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2021/11/11 (四)
310569 社區衛生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568 產兒科護理學實驗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033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038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2021/11/12 (五)

考試班級：N54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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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572 產科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232 高齡健康料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307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62 實用台灣閩南語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063 藝術鑑賞與視覺文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064 高齡音樂律動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06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國際情勢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576 老人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031 吞嚥障礙評估與訓練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5 教室

310036 吞嚥障礙評估與訓練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2021/11/10 (三)

310029 團隊溝通與合作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310034 團隊溝通與合作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310575 精神衛生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030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1 教室

310035 復健護理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3 教室

2021/11/11 (四)
310574 社區衛生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573 產兒科護理學實驗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310033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7 教室

310038 重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09 教室

2021/11/12 (五)

考試班級：N545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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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040 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041 健康行為促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577 長期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45 護理與社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042 急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578 護理行政概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2021/11/10 (三)
310044 高齡者活動設計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2021/11/11 (四)

2021/11/12 (五)

考試班級：N551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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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8 (一)

310040 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041 健康行為促進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580 長期照護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2021/11/09 (二)
310045 護理與社會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310042 急症護理學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310579 護理行政概論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3 教室

2021/11/10 (三)
310044 高齡者活動設計

宜蘭/第二教學樓/T2-211 教室

2021/11/11 (四)

2021/11/12 (五)

考試班級：N552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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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