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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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869 音樂(1)

/C426 教室

310867 歷史

/C426 教室

310868 生物

/C426 教室

310742 照顧服務概論

/C426 教室

2022/01/11 

(二)

310744 心理學

/C426 教室

310866 數學(1)

/C426 教室

310872 耕莘入門(1)

/C426 教室

310741 口腔組織解剖

學

/C426 教室

2022/01/12 

(三)

310873 全民國防教育
(1)

/C426 教室

310864 國文(1)

/C426 教室

310743 口腔衛生導論

/C426 教室

310870 資訊科技

/S702教室

2022/01/13 

(四)

310865 英文(1)

/C426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口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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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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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735 牙科器械概論

/C425 教室

2022/01/11 

(二)

310151 心理學

/C204 教室

31008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3 教室

31009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4 教室

310734 牙科公共衛生學

/C425 教室

2022/01/12 

(三)

310738 口腔醫學英文(一)

/C425 教室

310740 長期照護概論

/C425 教室

310736 營養學與實作

/C425 教室

2022/01/13 

(四)

310081 飲食文學

/D304 教室

310091 飲食文學

/D305 教室

310739 急救學

/C425 教室

310082 歌詞文學

/D105 教室

310092 歌詞文學

/D205 教室

310737 吞嚥障礙的評估

與訓練

/C425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口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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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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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121 性別教育

/D304 教室

310130 性別教育

/D305 教室

310110 華文小說賞析

/D304 教室

310122 華文小說賞析

/D305 教室

310730 臨床口腔照護

學

/C206 教室

2022/01/11 

(二)

310215 嬰幼兒食品製

作

/C418 教室

310729 居家照護與實

務

/C206 教室

2022/01/12 

(三)

310726 人際關係與溝

通

/C206 教室

310131 旅遊文學

/D305 教室

2022/01/13 

(四)

310234 心理衛生

/C206 教室

310111 電影與英文

/D102 教室

310113 電影與英文

/D103 教室

310132 電影與英文

/D104 教室

310112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2 教室 /D303 教室

310114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4 教室 /D305 教室

31012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1 教室 /D402 教室

31013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3 教室

310747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205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口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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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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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724 社區口腔衛生照

護實務

/C420 教室

310238 失智症照顧

/C420 教室

310054 中文閱讀與表達

/D302 教室

310057 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國際情勢

/D303 教室

2022/01/11 

(二)

310929 科學與宗教

/D304 教室

2022/01/12 

(三)

310722 居家督導實務

/C420 教室

310240 自立支援照顧 

/C420 教室

2022/01/13 

(四)

310183 高齡者園藝輔

助療法

/D303 教室

/D304 教室

310173 高齡健康料理

/D302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口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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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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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2022/01/11 

(二)

310199 吞嚥困難之營

養照護與飲食製作

/D302 教室

2022/01/12 

(三)

310745 全人健康與靈

性關懷

/C114 教室

2022/01/13 

(四)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口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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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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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849 音樂(1)

/S203教室

310847 歷史

/S203教室

310848 生物

/S203教室

2022/01/11 

(二)

310846 數學(1)

/S203教室

310852 耕莘入門(1)

/S203教室

2022/01/12 

(三)

310853 全民國防教育
(1)

/S203教室

310844 國文(1)

/S203教室

310850 資訊科技

/S703教室

2022/01/13 

(四)

310845 英文(1)

/S203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幼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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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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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2022/01/11 

(二)

310151 心理學

/C204 教室

31008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3 教室

31009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4 教室

310206 教保課程模式

/C103 教室

2022/01/12 

(三)

310617 幼兒發展

/S204教室

310620 家庭教育概論

/S204教室

2022/01/13 

(四)

310209 環境與健康

/D305 教室

310081 飲食文學

/D304 教室

310091 飲食文學

/D305 教室

310082 歌詞文學

/D105 教室

310092 歌詞文學

/D205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幼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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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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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121 性別教育

/D304 教室

310130 性別教育

/D305 教室

310110 華文小說賞析

/D304 教室

310122 華文小說賞析

/D305 教室

2022/01/11 

(二)

310215 嬰幼兒食品製

作

/C418 教室

2022/01/12 

(三)

310626 嬰幼兒健康照

護

/C418 教室

310131 旅遊文學

/D305 教室

2022/01/13 

(四)

310624 早期療育

/C418 教室

310214 0-3歲托育環

境規劃

/D202 教室

310111 電影與英文

/D102 教室

310113 電影與英文

/D103 教室

310132 電影與英文

/D104 教室

310112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2 教室 /D303 教室

310114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4 教室 /D305 教室

31012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1 教室 /D402 教室

31013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3 教室

310747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205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幼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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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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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121 性別教育

/D304 教室

310130 性別教育

/D305 教室

310110 華文小說賞析

/D304 教室

310122 華文小說賞析

/D305 教室

2022/01/11 

(二)

310215 嬰幼兒食品製

作

/C418 教室

2022/01/12 

(三)

310631 嬰幼兒健康照

護

/C419 教室

310131 旅遊文學

/D305 教室

2022/01/13 

(四)

310629 早期療育

/C419 教室

310214 0-3歲托育環

境規劃

/D202 教室

310111 電影與英文

/D102 教室

310113 電影與英文

/D103 教室

310132 電影與英文

/D104 教室

310112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2 教室 /D303 教室

310114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4 教室 /D305 教室

31012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1 教室 /D402 教室

31013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3 教室

310747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205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幼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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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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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054 中文閱讀與表達

/D302 教室

310057 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國際情勢

/D303 教室

2022/01/11 

(二)

310925 科學與宗教

/C114 教室

2022/01/12 

(三)

2022/01/13 

(四)

310183 高齡者園藝輔

助療法

/D303 教室

/D304 教室

310173 高齡健康料理

/D302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幼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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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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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054 中文閱讀與表達

/D302 教室

31005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國際情勢

/D303 教室

2022/01/11 

(二)

310926 科學與宗教

/C115 教室

2022/01/12 

(三)

2022/01/13 

(四)

310183 高齡者園藝輔

助療法

/D303 教室

/D304 教室

310173 高齡健康料理

/D302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幼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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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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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2022/01/11 

(二)

310199 吞嚥困難之營

養照護與飲食製作

/D302 教室

2022/01/12 

(三)

2022/01/13 

(四)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幼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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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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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2022/01/11 

(二)

310199 吞嚥困難之營

養照護與飲食製作

/D302 教室

2022/01/12 

(三)

2022/01/13 

(四)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幼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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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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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859 音樂(1)

/S105教室

310857 歷史

/S105教室

310858 生物

/S105教室

310600 皮膚生理學

/C205 教室

/C204 教室

2022/01/11 

(二)

310856 數學(1)

/S105教室

310862 耕莘入門(1)

/S105教室

2022/01/12 

(三)

310863 全民國防教育(1)

/S105教室

310854 國文(1)

/S105教室

310860 資訊科技

/S704教室

2022/01/13 

(四)

310855 英文(1)

/S105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妝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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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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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2022/01/11 

(二)

310151 心理學

/C204 教室

31008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3 教室

31009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4 教室

2022/01/12 

(三)

310583 化學(2)

/C105 教室

310586 美容營養學

/C105 教室

2022/01/13 

(四)

310081 飲食文學

/D304 教室

310091 飲食文學

/D305 教室

310581 管理概論

/C105 教室

310082 歌詞文學

/D105 教室

310092 歌詞文學

/D205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妝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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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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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121 性別教育

/D304 教室

310130 性別教育

/D305 教室

310110 華文小說賞析

/D304 教室

310122 華文小說賞析

/D305 教室

2022/01/11 

(二)

310215 嬰幼兒食品製作

/C418 教室

2022/01/12 

(三)

310592 分析化學(1)

/C104 教室

310131 旅遊文學

/D305 教室

310590 化妝品化學

/C104 教室

2022/01/13 

(四)

310591 化妝品法規

/C104 教室

310222 時尚創意

/D203 教室

310111 電影與英文

/D102 教室

310113 電影與英文

/D103 教室

310132 電影與英文

/D104 教室

310112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2 教室 /D303 教室

310114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4 教室 /D305 教室

31012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1 教室 /D402 教室

31013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3 教室

310747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205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妝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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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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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054 中文閱讀與表達

/D302 教室

310057 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國際情勢

/D303 教室

2022/01/11 

(二)

310927 科學與宗教

/C103 教室

2022/01/12 

(三)

310593 化妝品專業英

文

/C203 教室

2022/01/13 

(四)

310183 高齡者園藝輔助

療法

/D303 教室 /D304 教室

310173 高齡健康料理

/D302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妝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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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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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054 中文閱讀與表達

/D302 教室

310057 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國際情勢

/D303 教室

2022/01/11 

(二)

310928 科學與宗教

/C203 教室

2022/01/12 

(三)

2022/01/13 

(四)

310183 高齡者園藝輔助

療法

/D303 教室 /D304 教室

310173 高齡健康料理

/D302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妝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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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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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2022/01/11 

(二)

310199 吞嚥困難之營

養照護與飲食製作

/D302 教室

2022/01/12 

(三)

310231 人力資源管理

/C103 教室

2022/01/13 

(四)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妝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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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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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2022/01/11 

(二)

310199 吞嚥困難之營

養照護與飲食製作

/D302 教室

2022/01/12 

(三)

310746 全人健康與靈

性關懷

/C115 教室

310231 人力資源管理

/C103 教室

2022/01/13 

(四)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妝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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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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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254 護理學導論

/D102 教室

310766 音樂(1)

/D102 教室

310764 化學

/D102 教室

310255 人類發展學

/D102 教室

310765 生物

/D102 教室

2022/01/11 

(二)

310762 數學(1)

/D102 教室

310770 耕莘入門(1)

/D102 教室

310763 公民與社會

/D102 教室

2022/01/12 

(三)

310771 全民國防教育(1)

/D102 教室

310760 國文(1)

/D102 教室

310253 營養學與實驗

/D102 教室

310767 資訊科技

/D102 教室

2022/01/13 

(四)

310761 英文(1)

/D102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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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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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257 護理學導論

/D103 教室

310778 音樂(1)

/D103 教室

310776 化學

/D103 教室

310258 人類發展學

/D103 教室

310777 生物

/D103 教室

2022/01/11 

(二)

310774 數學(1)

/D103 教室

310782 耕莘入門(1)

/D103 教室

310775 公民與社會

/D103 教室

2022/01/12 

(三)

310783 全民國防教育(1)

/D103 教室

310772 國文(1)

/D103 教室

310256 營養學與實驗

/D103 教室

310779 資訊科技

/D103 教室

2022/01/13 

(四)

310773 英文(1)

/D103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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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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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263 護理學導論

/D104 教室

310790 音樂(1)

/D104 教室

310788 化學

/D104 教室

310264 人類發展學

/D104 教室

310789 生物

/D104 教室

2022/01/11 

(二)

310786 數學(1)

/D104 教室

310794 耕莘入門(1)

/D104 教室

310787 公民與社會

/D104 教室

2022/01/12 

(三)

310795 全民國防教育(1)

/D104 教室

310784 國文(1)

/D104 教室

310262 營養學與實驗

/D104 教室

310791 資訊科技

/D104 教室

2022/01/13 

(四)

310785 英文(1)

/D104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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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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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266 護理學導論

/D105 教室

310802 音樂(1)

/D105 教室

310800 化學

/D105 教室

310267 人類發展學

/D105 教室

310801 生物

/D105 教室

2022/01/11 

(二)

310798 數學(1)

/D105 教室

310806 耕莘入門(1)

/D105 教室

310799 公民與社會

/D105 教室

2022/01/12 

(三)

310807 全民國防教育(1)

/D105 教室

310796 國文(1)

/D105 教室

310265 營養學與實驗

/D105 教室

310803 資訊科技

/D105 教室

2022/01/13 

(四)

310797 英文(1)

/D105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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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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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269 護理學導論

/D202 教室

310814 音樂(1)

/D202 教室

310812 化學

/D202 教室

310270 人類發展學

/D202 教室

310813 生物

/D202 教室

2022/01/11 

(二)

310810 數學(1)

/D202 教室

310818 耕莘入門(1)

/D202 教室

310811 公民與社會

/D202 教室

2022/01/12 

(三)

310819 全民國防教育(1)

/D202 教室

310808 國文(1)

/D202 教室

310268 營養學與實驗

/D202 教室

310815 資訊科技

/D202 教室

2022/01/13 

(四)

310809 英文(1)

/D202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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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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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272 護理學導論

/D203 教室

310826 音樂(1)

/D203 教室

310824 化學

/D203 教室

310273 人類發展學

/D203 教室

310825 生物

/D203 教室

2022/01/11 

(二)

310822 數學(1)

/D203 教室

310830 耕莘入門(1)

/D203 教室

310823 公民與社會

/D203 教室

2022/01/12 

(三)

310831 全民國防教育(1)

/D203 教室

310820 國文(1)

/D203 教室

310271 營養學與實驗

/D203 教室

310827 資訊科技

/D203 教室

2022/01/13 

(四)

310821 英文(1)

/D203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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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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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260 護理學導論

/D204 教室

310838 音樂(1)

/D204 教室

310836 化學

/D204 教室

310261 人類發展學

/D204 教室

310837 生物

/D204 教室

2022/01/11 

(二)

310834 數學(1)

/D204 教室

310842 耕莘入門(1)

/D204 教室

310835 公民與社會

/D204 教室

2022/01/12 

(三)

310843 全民國防教育
(1)

/D204 教室

310832 國文(1)

/D204 教室

310259 營養學與實驗

/D204 教室

310839 資訊科技

/D204 教室

2022/01/13 

(四)

310833 英文(1)

/D204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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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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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2022/01/11 

(二)

310151 心理學

/C204 教室

310152 醫護術語(A)

/D305 教室

310153 心理學

/C205 教室

310154 醫護術語(A)

/D401 教室/D402 教室

310155 心理學

/D203 教室

310156 醫護術語(A)

/D403 教室

310157 心理學

/D204 教室

31008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3 教室

31009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4 教室

310874 閱讀與寫作

/D105 教室

310274 基本護理學
(1)

/D105 教室

2022/01/12 

(三)

310878 生命教育

/D105 教室

310275 解剖生理學與

實驗(2)

/D105 教室

2022/01/13 

(四)

310875 英文(3)

/D105 教室

310081 飲食文學

/D304 教室

310091 飲食文學

/D305 教室

310082 歌詞文學

/D105 教室

310092 歌詞文學

/D205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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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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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2022/01/11 

(二)

310151 心理學

/C204 教室

310152 醫護術語(A)

/D305 教室

310153 心理學

/C205 教室

310154 醫護術語(A)

/D401 教室/D402 教室

310155 心理學

/D203 教室

310156 醫護術語(A)

/D403 教室

310157 心理學

/D204 教室

31008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3 教室

31009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4 教室

310879 閱讀與寫作

/D202 教室

310276 基本護理學
(1)

/D202 教室

2022/01/12 

(三)

310883 生命教育

/D202 教室

310278 解剖生理學與

實驗(2)

/D202 教室

2022/01/13 

(四)

310880 英文(3)

/D202 教室

310081 飲食文學

/D304 教室

310091 飲食文學

/D305 教室

310082 歌詞文學

/D105 教室

310092 歌詞文學

/D205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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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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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2022/01/11 

(二)

310151 心理學

/C204 教室

310152 醫護術語(A)

/D305 教室

310153 心理學

/C205 教室

310154 醫護術語(A)

/D401 教室/D402 教室

310155 心理學

/D203 教室

310156 醫護術語(A)

/D403 教室

310157 心理學

/D204 教室

31008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3 教室

31009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4 教室

310884 閱讀與寫作

/D203 教室

310282 基本護理學
(1)

/D203 教室

2022/01/12 

(三)

310888 生命教育

/D203 教室

310284 解剖生理學與

實驗(2)

/D203 教室

2022/01/13 

(四)

310885 英文(3)

/D203 教室

310081 飲食文學

/D304 教室

310091 飲食文學

/D305 教室

310082 歌詞文學

/D105 教室

310092 歌詞文學

/D205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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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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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2022/01/11 

(二)

310151 心理學

/C204 教室

310152 醫護術語(A)

/D305 教室

310153 心理學

/C205 教室

310154 醫護術語(A)

/D401 教室/D402 教室

310155 心理學

/D203 教室

310156 醫護術語(A)

/D403 教室

310157 心理學

/D204 教室

31008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3 教室

31009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4 教室

310889 閱讀與寫作

/D204 教室

310285 基本護理學
(1)

/D204 教室

2022/01/12 

(三)

310893 生命教育

/D204 教室

310287 解剖生理學與

實驗(2)

/D204 教室

2022/01/13 

(四)

310890 英文(3)

/D204 教室

310081 飲食文學

/D304 教室

310091 飲食文學

/D305 教室

310082 歌詞文學

/D105 教室

310092 歌詞文學

/D205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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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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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2022/01/11 

(二)

310151 心理學

/C204 教室

310152 醫護術語(A)

/D305 教室

310153 心理學

/C205 教室

310154 醫護術語(A)

/D401 教室/D402 教室

310155 心理學

/D203 教室

310156 醫護術語(A)

/D403 教室

310157 心理學

/D204 教室

31008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3 教室

31009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4 教室

310894 閱讀與寫作

/D205 教室

310288 基本護理學
(1)

/D205 教室

2022/01/12 

(三)

310898 生命教育

/D205 教室

310290 解剖生理學與

實驗(2)

/D205 教室

2022/01/13 

(四)

310895 英文(3)

/D205 教室

310081 飲食文學

/D304 教室

310091 飲食文學

/D305 教室

310082 歌詞文學

/D105 教室

310092 歌詞文學

/D205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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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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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2022/01/11 

(二)

310151 心理學

/C204 教室

310152 醫護術語(A)

/D305 教室

310153 心理學

/C205 教室

310154 醫護術語(A)

/D401 教室/D402 教室

310155 心理學

/D203 教室

310156 醫護術語(A)

/D403 教室

310157 心理學

/D204 教室

31008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3 教室

31009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4 教室

310899 閱讀與寫作

/C204 教室

310291 基本護理學
(1)

/C204 教室

2022/01/12 

(三)

310903 生命教育

/C204 教室

310293 解剖生理學與

實驗(2)

/C204 教室

2022/01/13 

(四)

310900 英文(3)

/C204 教室

310081 飲食文學

/D304 教室

310091 飲食文學

/D305 教室

310082 歌詞文學

/D105 教室

310092 歌詞文學

/D205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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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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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2022/01/11 

(二)

310151 心理學

/C204 教室

310152 醫護術語(A)

/D305 教室

310153 心理學

/C205 教室

310154 醫護術語(A)

/D401 教室 /D402 教室

310155 心理學

/D203 教室

310156 醫護術語(A)

/D403 教室

310157 心理學

/D204 教室

31008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3 教室

310093 基礎英文溝通

訓練

/D304 教室

310904 閱讀與寫作

/C205 教室

310279 基本護理學
(1)

/C205 教室

2022/01/12 

(三)

310908 生命教育

/C205 教室

310281 解剖生理學與

實驗(2)

/C205 教室

2022/01/13 

(四)

310905 英文(3)

/C205 教室

310081 飲食文學

/D304 教室

310091 飲食文學

/D305 教室

310082 歌詞文學

/D105 教室

310092 歌詞文學

/D205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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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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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121 性別教育

/D304 教室

310130 性別教育

/D305 教室

310110 華文小說賞析

/D304 教室

310122 華文小說賞析

/D305 教室

310295 內外科護理學(1)

/D302 教室

2022/01/11 

(二)

310158 醫護法規概論

/D302 教室

310162 醫護法規概論

/D303 教室

310169 醫護法規概論

/D304 教室

310215 嬰幼兒食品製作

/C418 教室

310161 醫護術語(C)

/D302 教室

310165 醫護術語(C)

/D303 教室

310168 醫護術語(C)

/D304 教室

310170 醫護術語(C)

/D305 教室

2022/01/12 

(三)

310299 身體檢查與

評估

/D302 教室

310131 旅遊文學

/D305 教室

310915 哲學與人生

/D302 教室

2022/01/13 

(四)

310297 藥理學(2)

/D302 教室

310111 電影與英文

/D102 教室

310113 電影與英文

/D103 教室

310132 電影與英文

/D104 教室

310112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2 教室 /D303 教室

310114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4 教室 /D305 教室

31012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1 教室 /D402 教室

31013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3 教室

310747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205 教室

310296 兒科護理學(1)

/D302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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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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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121 性別教育

/D304 教室

310130 性別教育

/D305 教室

310110 華文小說賞析

/D304 教室

310122 華文小說賞析

/D305 教室

310300 內外科護理學(1)

/D303 教室

2022/01/11 

(二)

310158 醫護法規概論

/D302 教室

310162 醫護法規概論

/D303 教室

310169 醫護法規概論

/D304 教室

310215 嬰幼兒食品製作

/C418 教室

310161 醫護術語(C)

/D302 教室

310165 醫護術語(C)

/D303 教室

310168 醫護術語(C)

/D304 教室

310170 醫護術語(C)

/D305 教室

2022/01/12 

(三)

310299 身體檢查與

評估

/D302 教室

310131 旅遊文學

/D305 教室

310915 哲學與人生

/D302 教室

2022/01/13 

(四)

310297 藥理學(2)

/D302 教室

310111 電影與英文

/D102 教室

310113 電影與英文

/D103 教室

310132 電影與英文

/D104 教室

310112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2 教室 /D303 教室

310114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4 教室 /D305 教室

31012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1 教室 /D402 教室

31013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3 教室

310747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205 教室

310296 兒科護理學(1)

/D302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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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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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121 性別教育

/D304 教室

310130 性別教育

/D305 教室

310110 華文小說賞析

/D304 教室

310122 華文小說賞析

/D305 教室

310310 內外科護理學(1)

/D304 教室

2022/01/11 

(二)

310158 醫護法規概論

/D302 教室

310162 醫護法規概論

/D303 教室

310169 醫護法規概論

/D304 教室

310215 嬰幼兒食品製作

/C418 教室

310161 醫護術語(C)

/D302 教室

310165 醫護術語(C)

/D303 教室

310168 醫護術語(C)

/D304 教室

310170 醫護術語(C)

/D305 教室

2022/01/12 

(三)

310299 身體檢查與

評估

/D302 教室

310131 旅遊文學

/D305 教室

310915 哲學與人生

/D302 教室

2022/01/13 

(四)

310297 藥理學(2)

/D302 教室

310111 電影與英文

/D102 教室

310113 電影與英文

/D103 教室

310132 電影與英文

/D104 教室

310112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2 教室 /D303 教室

310114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4 教室 /D305 教室

31012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1 教室 /D402 教室

31013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3 教室

310747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205 教室

310296 兒科護理學(1)

/D302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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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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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121 性別教育

/D304 教室

310130 性別教育

/D305 教室

310110 華文小說賞析

/D304 教室

310122 華文小說賞析

/D305 教室

310315 內外科護理學(1)

/D305 教室

2022/01/11 

(二)

310158 醫護法規概論

/D302 教室

310162 醫護法規概論

/D303 教室

310169 醫護法規概論

/D304 教室

310215 嬰幼兒食品製作

/C418 教室

310161 醫護術語(C)

/D302 教室

310165 醫護術語(C)

/D303 教室

310168 醫護術語(C)

/D304 教室

310170 醫護術語(C)

/D305 教室

2022/01/12 

(三)

310299 身體檢查與

評估

/D302 教室

310131 旅遊文學

/D305 教室

310915 哲學與人生

/D302 教室

2022/01/13 

(四)

310297 藥理學(2)

/D302 教室

310111 電影與英文

/D102 教室

310113 電影與英文

/D103 教室

310132 電影與英文

/D104 教室

310112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2 教室 /D303 教室

310114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4 教室 /D305 教室

31012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1 教室 /D402 教室

31013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3 教室

310747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205 教室

310296 兒科護理學(1)

/D302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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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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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121 性別教育

/D304 教室

310130 性別教育

/D305 教室

310110 華文小說賞析

/D304 教室

310122 華文小說賞析

/D305 教室

310320 內外科護理學(1)

/D401 教室

2022/01/11 

(二)

310158 醫護法規概論

/D302 教室

310162 醫護法規概論

/D303 教室

310169 醫護法規概論

/D304 教室

310215 嬰幼兒食品製作

/C418 教室

310161 醫護術語(C)

/D302 教室

310165 醫護術語(C)

/D303 教室

310168 醫護術語(C)

/D304 教室

310170 醫護術語(C)

/D305 教室

2022/01/12 

(三)

310299 身體檢查與

評估

/D302 教室

310131 旅遊文學

/D305 教室

310915 哲學與人生

/D302 教室

2022/01/13 

(四)

310297 藥理學(2)

/D302 教室

310111 電影與英文

/D102 教室

310113 電影與英文

/D103 教室

310132 電影與英文

/D104 教室

310112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2 教室 /D303 教室

310114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4 教室 /D305 教室

31012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1 教室 /D402 教室

31013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3 教室

310747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205 教室

310296 兒科護理學(1)

/D302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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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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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121 性別教育

/D304 教室

310130 性別教育

/D305 教室

310110 華文小說賞析

/D304 教室

310122 華文小說賞析

/D305 教室

310325 內外科護理學(1)

/D402 教室

2022/01/11 

(二)

310158 醫護法規概論

/D302 教室

310162 醫護法規概論

/D303 教室

310169 醫護法規概論

/D304 教室

310215 嬰幼兒食品製作

/C418 教室

310161 醫護術語(C)

/D302 教室

310165 醫護術語(C)

/D303 教室

310168 醫護術語(C)

/D304 教室

310170 醫護術語(C)

/D305 教室

2022/01/12 

(三)

310299 身體檢查與

評估

/D302 教室

310131 旅遊文學

/D305 教室

310915 哲學與人生

/D302 教室

2022/01/13 

(四)

310297 藥理學(2)

/D302 教室

310111 電影與英文

/D102 教室

310113 電影與英文

/D103 教室

310132 電影與英文

/D104 教室

310112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2 教室 /D303 教室

310114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4 教室 /D305 教室

31012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1 教室 /D402 教室

31013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3 教室

310747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205 教室

310296 兒科護理學(1)

/D302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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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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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121 性別教育

/D304 教室

310130 性別教育

/D305 教室

310110 華文小說賞析

/D304 教室

310122 華文小說賞析

/D305 教室

310305 內外科護理學(1)

/D403 教室

2022/01/11 

(二)

310158 醫護法規概論

/D302 教室

310162 醫護法規概論

/D303 教室

310169 醫護法規概論

/D304 教室

310215 嬰幼兒食品製作

/C418 教室

310161 醫護術語(C)

/D302 教室

310165 醫護術語(C)

/D303 教室

310168 醫護術語(C)

/D304 教室

310170 醫護術語(C)

/D305 教室

2022/01/12 

(三)

310299 身體檢查與

評估

/D302 教室

310131 旅遊文學

/D305 教室

310915 哲學與人生

/D302 教室

2022/01/13 

(四)

310297 藥理學(2)

/D302 教室

310111 電影與英文

/D102 教室

310113 電影與英文

/D103 教室

310132 電影與英文

/D104 教室

310112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2 教室 /D303 教室

310114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304 教室 /D305 教室

31012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1 教室 /D402 教室

310133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403 教室

310747 美食實用英語辭彙

/D205 教室

310296 兒科護理學(1)

/D302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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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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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054 中文閱讀與表達

/D302 教室

31005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國際情勢

/D303 教室

2022/01/11 

(二)

310175 復健護理

/D305 教室

310179 復健護理

/D205 教室

310177 重症護理學

/S702教室

310178 重症護理學

/S703教室

/S704教室

310332 社區衛生護理

學

/D205 教室

2022/01/12 

(三)

310346 精神衛生護理

學

/D304 教室

2022/01/13 

(四)

310174 高齡者園

藝輔助療法

/D302 教室

310183 高齡者園

藝輔助療法

/D303 教室

/D304 教室

310173 高齡健康料理

/D302 教室

310182 高齡健康料理

/D303 教室

310333 產科護理學

/D302 教室

310330 老人護理學

/D102 教室

310334 產兒科護理學

實驗

/D102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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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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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054 中文閱讀與表達

/D302 教室

31005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國際情勢

/D303 教室

2022/01/11 

(二)

310175 復健護理

/D305 教室

310179 復健護理

/D205 教室

310177 重症護理學

/S702教室

310178 重症護理學

/S703教室

/S704教室

310337 社區衛生護理

學

/D302 教室

2022/01/12 

(三)

310346 精神衛生護理

學

/D304 教室

2022/01/13 

(四)

310174 高齡者園

藝輔助療法

/D302 教室

310183 高齡者園

藝輔助療法

/D303 教室

/D304 教室

310173 高齡健康料理

/D302 教室

310182 高齡健康料理

/D303 教室

310338 產科護理學

/D303 教室

310335 老人護理學

/D103 教室

310339 產兒科護理學

實驗

/D103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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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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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054 中文閱讀與表達

/D302 教室

31005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國際情勢

/D303 教室

2022/01/11 

(二)

310175 復健護理

/D305 教室

310179 復健護理

/D205 教室

310177 重症護理學

/S702教室

310178 重症護理學

/S703教室

/S704教室

310922 科學與宗教

/D305 教室

310347 社區衛生護理

學

/D303 教室

2022/01/12 

(三)

310346 精神衛生護理

學

/D304 教室

2022/01/13 

(四)

310174 高齡者園

藝輔助療法

/D302 教室

310183 高齡者園

藝輔助療法

/D303 教室

/D304 教室

310173 高齡健康料理

/D302 教室

310182 高齡健康料理

/D303 教室

310348 產科護理學

/D304 教室

310345 老人護理學

/D104 教室

310349 產兒科護理學

實驗

/D104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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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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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054 中文閱讀與表達

/D302 教室

31005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國際情勢

/D303 教室

2022/01/11 

(二)

310175 復健護理

/D305 教室

310179 復健護理

/D205 教室

310177 重症護理學

/S702教室

310178 重症護理學

/S703教室

/S704教室

310352 社區衛生護理

學

/D304 教室

2022/01/12 

(三)

310351 精神衛生護理

學

/D305 教室

2022/01/13 

(四)

310174 高齡者園

藝輔助療法

/D302 教室

310183 高齡者園

藝輔助療法

/D303 教室

/D304 教室

310173 高齡健康料理

/D302 教室

310182 高齡健康料理

/D303 教室

310353 產科護理學

/D305 教室

310350 老人護理學

/D105 教室

310354 產兒科護理學

實驗

/D105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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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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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054 中文閱讀與表達

/D302 教室

31005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國際情勢

/D303 教室

2022/01/11 

(二)

310175 復健護理

/D305 教室

310179 復健護理

/D205 教室

310177 重症護理學

/S702教室

310178 重症護理學

/S703教室

/S704教室

310923 科學與宗教

/D401 教室

310357 社區衛生護理

學

/D305 教室

2022/01/12 

(三)

310341 精神衛生護理

學

/D403 教室

2022/01/13 

(四)

310174 高齡者園

藝輔助療法

/D302 教室

310183 高齡者園

藝輔助療法

/D303 教室

/D304 教室

310173 高齡健康料理

/D302 教室

310182 高齡健康料理

/D303 教室

310358 產科護理學

/D401 教室

310355 老人護理學

/D202 教室

310359 產兒科護理學

實驗

/D202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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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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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054 中文閱讀與表達

/D302 教室

31005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國際情勢

/D303 教室

2022/01/11 

(二)

310175 復健護理

/D305 教室

310179 復健護理

/D205 教室

310177 重症護理學

/S702教室

310178 重症護理學

/S703教室

/S704教室

310924 科學與宗教

/D402 教室

310362 社區衛生護理

學

/D401 教室

2022/01/12 

(三)

310341 精神衛生護理

學

/D403 教室

2022/01/13 

(四)

310174 高齡者園

藝輔助療法

/D302 教室

310183 高齡者園

藝輔助療法

/D303 教室

/D304 教室

310173 高齡健康料理

/D302 教室

310182 高齡健康料理

/D303 教室

310363 產科護理學

/D402 教室

310360 老人護理學

/D203 教室

310364 產兒科護理學

實驗

/D203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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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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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054 中文閱讀與表達

/D302 教室

31005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國際情勢

/D303 教室

2022/01/11 

(二)

310175 復健護理

/D305 教室

310179 復健護理

/D205 教室

310177 重症護理學

/S702教室

310178 重症護理學

/S703教室

/S704教室

310342 社區衛生護理

學

/D402 教室

2022/01/12 

(三)

310341 精神衛生護理

學

/D403 教室

2022/01/13 

(四)

310174 高齡者園

藝輔助療法

/D302 教室

310183 高齡者園

藝輔助療法

/D303 教室

/D304 教室

310173 高齡健康料理

/D302 教室

310182 高齡健康料理

/D303 教室

310343 產科護理學

/D403 教室

310340 老人護理學

/D204 教室

310344 產兒科護理學

實驗

/D204 教室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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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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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189 急症護理學

/D302 教室

/D303 教室

310190 急症護理學

/D304 教室

310188 高齡居家照護

與實務

/D205 教室

2022/01/11 

(二)

2022/01/12 

(三)

2022/01/13 

(四)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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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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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200 健康行為促進

/D302 教室

310203 健康行為促進

/D303 教室

310365 護理行政概論

/D302 教室

2022/01/11 

(二)

310366 長期照護

/D302 教室

310199 吞嚥困難之營

養照護與飲食製作

/D302 教室

310204 吞嚥困難之營

養照護與飲食製作

/D303 教室

2022/01/12 

(三)

310192 護理與社會

/C103 教室

310196 護理與社會

/D205 教室

2022/01/13 

(四)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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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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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189 急症護理學

/D302 教室

/D303 教室

310190 急症護理學

/D304 教室

310188 高齡居家照護

與實務

/D205 教室

2022/01/11 

(二)

2022/01/12 

(三)

2022/01/13 

(四)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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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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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200 健康行為促進

/D302 教室

310203 健康行為促進

/D303 教室

310367 護理行政概論

/D303 教室

2022/01/11 

(二)

310368 長期照護

/D303 教室

310199 吞嚥困難之營

養照護與飲食製作

/D302 教室

310204 吞嚥困難之營

養照護與飲食製作

/D303 教室

2022/01/12 

(三)

310192 護理與社會

/C103 教室

310196 護理與社會

/D205 教室

2022/01/13 

(四)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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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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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200 健康行為促進

/D302 教室

310203 健康行為促進

/D303 教室

310369 護理行政概論

/D304 教室

2022/01/11 

(二)

310370 長期照護

/D304 教室

310199 吞嚥困難之營

養照護與飲食製作

/D302 教室

310204 吞嚥困難之營

養照護與飲食製作

/D303 教室

2022/01/12 

(三)

310192 護理與社會

/C103 教室

310196 護理與社會

/D205 教室

2022/01/13 

(四)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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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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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200 健康行為促進

/D302 教室

310203 健康行為促進

/D303 教室

310371 護理行政概論

/D305 教室

2022/01/11 

(二)

310372 長期照護

/D305 教室

310199 吞嚥困難之營

養照護與飲食製作

/D302 教室

310204 吞嚥困難之營

養照護與飲食製作

/D303 教室

2022/01/12 

(三)

310192 護理與社會

/C103 教室

310196 護理與社會

/D205 教室

2022/01/13 

(四)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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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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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189 急症護理學

/D302 教室

/D303 教室

310190 急症護理學

/D304 教室

310188 高齡居家照護

與實務

/D205 教室

2022/01/11 

(二)

2022/01/12 

(三)

2022/01/13 

(四)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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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
第一節

08:20~09:20

第二節
09:4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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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0 

(一)

310189 急症護理學

/D302 教室

/D303 教室

310190 急症護理學

/D304 教室

310188 高齡居家照護

與實務

/D205 教室

2022/01/11 

(二)

2022/01/12 

(三)

2022/01/13 

(四)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考試時間表 考試班級：護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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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