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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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8/1(三)13：30-17：00教職員工AED+CPR訓練(大禮堂)；8/3(五)07：45-12：00
教職員工體檢(大禮堂)
學務處：8/1(三)13：30-17：00教職員工AED+CPR訓練(A209)
總務處：8/1開放在校生列印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學雜費繳費單據。
總務處：8/1開放在校生列印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學雜費繳費單據。
圖書館：8/1-12/31圖書館藝文展覽活動徵件作業
圖書館：8/1-12/31107-2圖書館藝文展覽活動徵件作業
嬰幼兒保育科：8/1幼保科科務會議

教務處：8/6公布暑修Ⅰ符合畢業名單；8/6寄發在職班新生繳費單
圖書館：8/6~8/10個資稽核結果通知；8/6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活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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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8/13寄發新生繳費單及註冊資料
研究發展處：8/14起107年即測即評及發證第三梯次開考
圖書館：8/13-8/17個資稽核結果建議及改善事項查核
護理科：8/14-8/28辦理107年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
嬰幼兒保育科：8/14起辦理107年保母人員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

教務處：8/13寄發新生繳費單及註冊資料
圖書館：8/13-8/17個資稽核結果建議及改善事項查核
健康餐旅科：8/15健康餐旅科科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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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8/20-9/30中、西文期刊續訂調查
護理科：8/20-9/7(105入)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基本護理學實習暑假第四批次；8/239/14(103入實習B組)各科護理學實習第二站；8/23-9/14(104入實習A組)內外科護理學實
習(1)第一批次

圖書館：8/20-9/30中、西文期刊續訂調查
護理科：107/8/24-9/14+9/1(103入實習B組)各科護理學實習第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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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8/27公布新生編班(含學號)名單
總務處：8/27第1次行政會議
圖書館：8/27-8/31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我考核評鑑統計)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8/29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科務會議

教務處：8/27公布新生編班(含學號)名單
總務處：8/27第1次行政會議
圖書館：8/27-8/31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我考核評鑑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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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9/3專、兼任教師共融會議；9/3~9/14延修生選課註冊；9/3公布暑修Ⅱ符合畢業
名單學務處：9/2(日)新生搬行李；9/2(日)宿舍幹部期初共融16：00-17：20(C105)；
9/3(一)~9/5(三)新生品德探索體驗學習營；9/5(三)13：20-17：20社團迎新(大禮堂)一年
級新生；9/5(三)07：30-12：00新生健檢(大禮堂)；9/6(四)期初導師暨學輔工作經驗傳承
會議
全人教育中心：9/3全人教育中心專兼任教師共融會議
嬰幼兒保育科：9/3幼保科五專幼兒園教保實習1070903-1080131

教務處：9/3~9/14延修生選課註冊；9/3公布暑修Ⅱ符合畢業名單；9/3專、兼任教師共融
會議
學務處：9/3(一)-10/5(五)期初工作會報暨ISP會議；9/6(四)08：00-21：00協助新生入住活
動(各宿舍)；9/6(四)期初導師暨學輔工作經驗傳承會議；9/7(五)-9/9(日)新生品德探索體
驗學習營
全人教育中心：9/3全人教育中心專兼任教師共融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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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9/10註冊暨正式上課；9/12在職專班(口照科)開學暨正式上課；9/15在職專班
(幼保科)開學暨正式上課；9/9科目抵免(含證照)申請截止日；9/10~9/17學生畢業證照(3
照1證)認證申請；9/12應屆畢業生第一次畢業學分審查
學務處：9/9學生暑假收假入住；9/10(一)09：00-10：00新生開學祈福典禮(大禮堂)；
9/10(一)15：20-17：20期初班級暨社團幹部訓練；9/10(一)補交各類學雜費減免線上申請
暨收件截止(兩校區)；9/10-9/14期初大掃除；9/10-9/23新生班導師夜間宿舍輔導；9/109/11(一~二年級)18：40宿舍期初大掃除；9/10-14友善校園週；9/10-10/5期初個別化支持
計畫(ISP)會議
總務處：9/10日間部五專學雜費繳費截止日；9/15在職專班學雜費繳費截止日
全人教育中心：9/10全人教育中心生命教育組協助兩校區開學典禮祈福；9/14全人教育
中心教評會議(7,8節)
圖書館：9/10新生始業輔導智慧財產權宣導；9/10-10/31智慧財產權新生前測；9/10新書
通告-紙本及網路公告；9/10-10/9預定購置電子書、圖書、非書資料閱選薦購(核心)、
9/10-10/11「教師指定參考書專區」書籍置放申請
口腔衛生與健康照護科：9/12口腔衛生與健康照護科科務會議

教務處：9/9科目抵免(含證照)申請截止日；9/10註冊暨正式上課；9/10~9/17學生畢業證
照(3照1證)認證申請；9/12應屆畢業生第一次畢業學分審查
學務處：9/9(日)08：00-21：00學生暑假收假入住(各宿舍)；9/10(一)14：30-15：20新生
開學祈福典禮(四宿)；9/10(一)15：20-17：20期初班級幹部訓練；9/10(一)補交各類學雜
費減免線上申請暨收件截止(兩校區)；9/10(一)18：40-21：00宿舍期初大掃除(各宿舍)；
9/10(一)16：30-18：20輔導股長培訓(A-203)；9/10-9/23新生班導師夜間宿舍輔導
總務處：9/10日間部五專學雜費繳費截止日
全人教育中心：9/10全人教育中心生命教育組協助兩校區開學典禮祈福；9/10全人教育
中心生命教育組協助兩校區開學感恩祈福禮(9/10、9/12)；9/14全人教育中心教評會議
(7,8節)
圖書館：9/10新生始業輔導智慧財產權宣導；9/10-10/31智慧財產權新生前測；9/10-1071
新書通告-紙本及網路公告、9/10-10/9107學校經費預定購置電子書、圖書、非書資料閱
選薦購(核心)、9/10-10/11「教師指定參考書專區」書籍置放申請
健康餐旅科：9/12健康餐旅科科務會議
數位媒體設計科：9/10數媒科科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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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9/17五專部延長註冊截止日；9/22在職班延長註冊截止日
學務處：9/17教職員體適能開始；9/17(一)15：20-17：20社團博覽會(禮堂)；
9/17(一)15：30-16：20第一次學生伙食輔導會議(S208)；9/17(一)16：30-17：20第一次服
務環保會議(S208)；9/17-11/28(每週三)12：10-13：20瑜珈課程(韻律教室)，共11堂-全校
師生；9/17(一)-9/21(五)期初大掃除；9/17(一)15：30-17：20輔導股長培訓(團輔室)；
9/17
總務處：9/17第2次行政會議
全人教育中心：9/21全人教育中心會議(7,8節)
圖書館：9/17資圖諮詢委員會議；9/17二手書說明會；9/17資訊安全小組會議；9/17資料
庫教育訓練；9/17校園保護智財權小組會議
護理科：9/17護理科科務會議(1)第7-8節；9/17護理科一年級科週會(中午12：30)；9/17
護理科學會技術闖關活動(第7-8節)；9/17護理科耕莘講座活動(第7-8節)；9/18-10/12(103
入實習B組)各科護理學實習第三站；9/18-10/12(104入實習A組)內外科護理學實習(1)第
二批次
嬰幼兒保育科：9/17幼保科五專托嬰機構實習1070917-1080131

教務處：9/17五專部延長註冊截止日
學務處：9/17(一)13：00-17：00新生暨教職員工體檢；9/17教職員體適能開始；9/17-9/30
交通安全宣導(各班教室)；9/17(一)15：20-17：20期初社團幹部訓練(聖三合一中心)；
9/17(一)18：40-21：00宿舍逃生演練(行政樓前及各宿舍)；9/17(一)13：30-17：00新生體
檢(四宿)；9/17(一)18：00-20：30轉學轉科生聚會(A-203)
總務處：9/17第2次行政會議
全人教育中心：9/21全人教育中心會議(7,8節)
圖書館：9/17資圖諮詢委員會議9/17二手書說明會；9/17資訊安全小組會議；9/17資料庫
教育訓練；9/17校園保護智財權小組會議
護理科：9/17護理科科務會議(1)第7-8節；9/17護理科學會技術闖關活動(第7-8節)；
107/9/18-10/12(103入實習B組)各科護理學實習第三站
健康餐旅科：9/17餐旅科科週會一、二年級(第7、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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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9/24中秋節(放假一天)
學務處：9/24(一)18：30-20：30住宿生中秋聯歡活動(操場)；10/8(一)15:30-17:20就貸減
免宣導講座(S208)；9/25(二)18：40-20：10環保手做DIY系列2(二樓微生物示教室)-一年
級每班2位及個勞；9/25(二)-10/5(五)新生高關懷施測(各班教室)；9/26(三)12：10-13：20
轉科生聚會(團輔室)；9/27(四)12：10-13：20轉學生聚會(團輔室)
圖書館：9/24中秋節休館；9/25-閱讀推廣活動；9/25-教職員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9/26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科務會議

教務處：9/24中秋節(放假一天)
學務處：10/8(一)15:30-17:20就貸減免宣導講座(視聽教室)；9/25(二)-10/5(五)新生高關懷
施測(各班教室)；9/28(五)自強活動
圖書館：9/24中秋節休館；9/25-閱讀推廣活動；9/25-教職員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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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10/1教務會議；10/2簽辦未註冊未復學勒令退學
學務處：10/1(一)15：20-17：20文化賞析(大禮堂)一到三年級各班30人；10/1(一)11：0017：00愛心捐血I(T樓空地)；10/2(二)18：40-20：10環保手做DIY系列3(二樓微生物示教
室)-一年級每班2位及個勞；10/1(一)15：30-16：20特色計畫~班級美感教育暨團體諮商1(班級教室)；10/1(一)11：30-12：00特定人員審查會；10/3(三)12：10-13：20男性關懷
團體(團輔室)
研究發展處：10/1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測；10/6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測
圖書館：10/1個資校內教育訓練10/1-10/31圖書館新生導覽10/1迎新影展10/1-12/28圖書
館藝文展覽活動
護理科：10/6~7護理科辦理高級心臟救命術(ACLS)考照活動(新店校區)
嬰幼兒保育科：10/1幼保科低年級科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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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行事曆

教務處：8/6公布暑修Ⅰ符合畢業名單；8/6寄發在職班新生繳費單
圖書館：8/6~8/10個資稽核結果通知；8/6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活動規劃
護理科：107/8/6-8/22+2(105入)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基本護理學實習暑假第三批次；
107/8/6-8/23+2(103入實習B組)內外科護理學實習(1)第三批次；107/8/6-8/23+2(104入實習
A組)內外科護理學實習(1)第一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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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10/10國慶日(放假一天)
學務處：10/8-10/12一年級法律常識暨防制藥物濫用測驗(各班教室)；10/9(二)18：0020：00卡拉OK歌唱初賽(T410)；10/13(六)08：00-12：00社區健康篩檢(大豐社福館空
地)；10/13(六)08：30-12：30腳踏車逍遙遊(新店碧潭)-師生共40名-可銷個勞
研究發展處：10/7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測；10/8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
測；10/13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測
圖書館：10/8迎新影展；10/10國慶休館
護理科：10/8護理科二年級科週會(中午12：30)
口腔衛生與健康照護科：10/8口腔衛生與健康照護科科週會

教務處：10/1教務會議；10/2簽辦未註冊未復學勒令退學
學務處：10/1(一)11：30-12：00特定人員審查會；10/1(一)15：30-17：20防震防災演練
(各班教室.行政大樓廣場.中餐教室前)；10/1(一)18：00-20：20團體輔導活動-1(韻律教室)
研究發展處：10/1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測
圖書館：10/1個資校內教育訓練；10/1-10/31圖書館新生導覽；10/1迎新影展；10/1-12/28
圖書館藝文展覽活動
護理科：10/1辦理耕莘講座活動(第7-8節)；10/1護理科一年級科週會(中午12：30)；
10/6~7護理科辦理高級心臟救命術(ACLS)考照活動(新店校區)

教務處：10/10國慶日(放假一天)
學務處：10/8-10/12一年級法律常識暨防制藥物濫用測驗(各班教室)；10/8(一)13：0017：00拒毒萌芽反毒宣導(東光國中)；10/8(一)15：20-17：20文化賞析(聖三合一)；
10/8(一)15：30-17：20健促性教育防治-暨肺結核講座(A-209)；10/8(一)15：30-16：20服
務環保會議(一)A-208；10/8(一)16：30-17：20伙委會議(一)A-208
研究發展處：10/8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測
圖書館：10/8迎新影展；10/10國慶休館
護理科：10/8護理科三年級科週會(下午14：30)
數位媒體設計科：10/8數媒科科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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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10/14(日)09：00-17：00兩校區社團幹部訓練(宜蘭聖三合一)；10/15(一)15：3016：20特色計畫~班級美感教育暨團體諮商-2(班級教室)；12/31(一)-1/4(五)期末大掃除；
10/15(一)08：00-17：20共融-北區十一校策略聯盟(宜蘭聖三合一)；10/15(一)15：3016：20第二次學生伙食輔導會議(S208)；10/15(一)14：00-15：00特色計畫~班級
研究發展處：10/14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測；10/15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
測；10/20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測
圖書館：10/15-11/26二手書重點募集時間；10/15資料庫教育訓練；10/17教職員資訊安
全教育訓練
護理科：107/10/16-11/9(103入實習B組)各科護理學實習第四站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10/15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低年級科月會；10/17化妝品應用與管
理科高年級科月會
口腔衛生與健康照護科：10/17口腔衛生與健康照護科科務會議

學務處：10/14(日)09：00-17：00兩校區社團幹部訓練(宜蘭聖三合一）；10/15(一)08：
00-17：20共融-北區十一校策略聯盟(宜蘭聖三合一)；10/15(一)12：00-13：00學生助理
人員培訓工作坊(團輔室)；10/15(一)15：30-17：20輔導志工培訓-2(韻律教室)；
10/15(一)18：00-20：20團體輔導活動-3(韻律教室)；10/15(一)15：30-17：20健促菸害防
制-暨流感防
研究發展處：10/15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測
圖書館：10/15-11/26二手書重點募集時間；10/15資料庫教育訓練；10/17-教職員資訊安
全教育訓練
護理科：10/15護理科四年級科週會(中午12：30)；107/10/16-11/9(103入實習B組)各科護
理學實習第四站
健康餐旅科：10/17健康餐旅科科務會議

21 22 23 24 25 26 27

學務處：10/22(一)14：30-17：20三對三籃球比賽；10/15(一)12：00-13：00學生助理人
員培訓(團輔室)；10/22(一)15：20-17：20卡拉比賽決賽(大禮堂)一到三年級同學；
10/22(一)15：30-17：20環保肥皂DIY活動(微生物實驗室)-師生共40名，可銷個勞；
10/22(一)15：30-17：20團體活動(團輔室)；10/23(二)12：00-13：20團體輔導活動-2(團
輔室
研究發展處：10/21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測；10/22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
測
全人教育中心：10/26全人教育中心會議(7,8節)
圖書館：10/22迎新影展
護理科：10/22護理科科務會議(2)第7-8節

學務處：10/22(一)18：30-20：30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影展(A209)；10/22(一)15：30-17：20
健促菸害防制講座(A-209)；10/22(一)-11/23(二)性別平等教育比賽；10/22(一)15：3017：20輔導志工培訓(3)(韻律教室)；10/22(一)18：00-20：20團體輔導活動-4(韻律教
室)；10/22(一)15：30-16：20特色計畫~班級美感教育暨團體諮商-2(班級教室)
研究發展處：10/22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測
全人教育中心：10/26全人教育中心會議(7,8節)
圖書館：10/22迎新影展
護理科：10/22護理科科務會議(2)第7-8節；10/22護理科五年級科週會(中午12：30)

28 29 30 31

3

學務處：10/29(一)12：00-13：30新生高關懷導師座談(團輔室)；10/29(一)15：30-16：20
特色計畫~班級美感教育暨團體諮商-3(班級教室)；10/30(二)18：00-20：20生涯影展
II(S208)；10/30(二)12：00-13：20團體輔導活動-3(團輔室)
總務處：10/29第3次行政會議
研究發展處：10/29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測
圖書館：10/29迎新影展
護理科：10/29護理科三年級科週會(中午12：30)
嬰幼兒保育科：10/29幼保科科務會議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10/31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科務會議

學務處：10/29(一)12：00-13：30新生高關懷導師座談(A203)；10/29(一)15：20-17：20期
中社團幹部訓練；10/29(一)15：30-16：20服務環保會議(二)A-208；10/29(一)16：3017：20伙委會議(二)A-208
總務處：10/29第3次行政會議
研究發展處：10/29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測
圖書館：10/29迎新影展
護理科：10/29護理科二年級科週會(中午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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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11/5期中考試週
學務處：11/5(一)9：30-12：00強化導師輔導知能研習-身心靈紓壓；11/5-11/30107學年
度第2學期各類學雜費減免申請暨繳交紙本申請資料(兩校區)；11/7(三)14：00-17：00諮
商團體工作坊(團輔室)；11/8(四)10：00-12：00特色計畫~導師知能研習之美感知能暨班
級經營研習(C308)
研究發展處：11/4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第三梯次

教務處：11/5期中考試週
學務處：11/5(一)9：30-12：00強化導師輔導知能研習-身心靈紓壓(A302)；11/5-11/30107
學年度第2學期各類學雜費減免申請暨繳交紙本申請資料(兩校區)；11/6(二)10：00-12：
00特色計畫~導師知能研習之美感知能暨班級經營研習(A203)
護理科：11/5護理科二年級基護實驗期中技術大考
數位媒體設計科：11/5數媒科科務會議

十一月 11 12 13 14 15 16 17

學務處：11/12(一)15：30-17：30愛滋講座(T410)；11/12(一)15：30-16：20第三次學生
伙食輔導會議(S208)；11/12(一)16：30-17：20第三次服務環保會議(S208)；
11/12(一)15：20-17：20期中社團幹部訓練暨服務學習培訓(T410)；11/12(一)15：3017：20手工藝工作坊(團輔室)；11/12(一)-11/16(五)期中大掃除
總務處：11/16發放本學期溢繳學雜費之退費
研究發展處：11/12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測
全人教育中心：11/12全人教育中心生命教育組追思已亡活動(7,8節)，兩校區聖堂；
11/16全人教育中心教評會議(7,8節)
圖書館：11/15-教職員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護理科：11/12護理科四年級科週會(中午12：30)；107/11/13-12/7(103入實習B組)各科護
理學實習第五站
口腔衛生與健康照護科：11/14口腔衛生與健康照護科科務會議

學務處：11/12(一)9：00-16：00-11/13(二)9：00-16：00健促性教育防治-暨愛心捐血(行政
樓前廣場)；11/12(一)18：40-21L：00宿舍期中大掃除(各宿舍)；11/12(一)15：30-16：20
特色計畫~班級美感教育暨團體諮商-3(班級教室)；11/12(一)14：30-17：20躲避球比賽；
11/12(一)拒毒萌芽反毒宣導(公正國小)；11/12-11/18廢電池回收活動
總務處：11/16發放本學期溢繳學雜費之退費
研究發展處：11/12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測
全人教育中心：11/12全人教育中心生命教育組追思已亡活動(7,8節)，兩校區聖堂
圖書館：11/15-教職員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護理科：107/11/13-12/7(103入實習B組)各科護理學實習第五站
健康餐旅科：11/14健康餐旅科科務會議
數位媒體設計科：11/12數媒科科週會

十一月 18 19 20 21 22 23 24

教務處：11/18期中成績登錄截止日；11/21寄發期中考成績預警通知單
學務處：11/19(一)14：30-15：30賃居座談會(S208)高年級；11/19(一)14：30-17：20躲避
球比賽；11/19(一)15：20-17：20校內大專優秀青年評選(T410)；11/19(一)15：20-17：
20品德深耕計畫講座(S303禮堂)一到三年級各班30人；11/19(一)-11/23(五)每天12：1012：30廢電池回收(B1餐廳蒸飯箱前)-全校師生銷班勞/個勞
研究發展處：11/19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測
全人教育中心：11/23全人教育中心會議(7,8節)
嬰幼兒保育科：11/19幼保科高年級科月會

教務處：11/18期中成績登錄截止日；11/21寄發期中考成績預警通知單
學務處：11/19(一)14：30-16：30賃居座談會(A208)；11/19(一)14：30-17：20躲避球比
賽；11/19(一)18：40-20：10宿舍幹部座談會(A-209)；11/19(一)15：30-17：20健促健康
體位-暨高血壓(A-209)；11/19(一)18：00-20：20團體輔導活動-5(韻律教室)；
11/19(一)15：30-17：20身心障礙專題座談-特教宣導(A-209)
研究發展處：11/19一年級UCAN就業職能平台檢測
全人教育中心：11/23全人教育中心會議(7,8節)

1

學務處：11/26(一)12：00-17：20校內社團評鑑(大禮堂)；11/26(一)130：0-15：30愛滋病
防治宣導(國中/小)；11/26(一)15：30-17：20環保講座(T410)-一年級每班10人及可銷勞
作時數；11/26-12/7班級輔導；11/27(二)12：00-13：20團體輔導活動-6(團輔室)；
11/29(四)14：00-17：00個案研討會(團輔室)
總務處：11/26第4次行政會議
全人教育中心：11/30全人教育中心教評會議(7,8節)
圖書館：11/26資料庫教育訓練；12/1-12/7圖書館週系列活動；12/1-12/31 107-2圖書館藝
文展覽活動重點徵件作業
護理科：11/26護理科科務會議(3)第7-8節
嬰幼兒保育科：11/26幼保科科務會議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11/28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科務會議

學務處：11/26(一)15：30-17：20校內社團評鑑(四宿)；11/26(一)15：30-16：20服務環保
會議(三)A-208；11/26(一)16：30-17：20伙委會議(三)A-208；11/26(一)15：30-17：20健
促健康體位-暨糖尿病(A-209)
總務處：11/26第4次行政會議
圖書館：11/26資料庫教育訓練；12/1-12/7圖書館週系列活動；12/1-12/31107-2圖書館藝
文展覽活動重點徵件作業
護理科：11/26護理科科務會議(3)第7-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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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12/3(一)15：20-17：20金融詐騙宣導講座(T410)；12/3(一)11：00-17：00愛心
捐血II(T樓空地)；12/3(一)15：30-16：20第四次學生伙食輔導會議(S208)；12/3(一)16：
30-17：20第四次服務環保會議(S208)；12/3(一)12：00-13：00自強活動-耶誕感恩活動
(團輔室)；12/4(二)12：00-13：20團體輔導活動-7(團輔室)
學務處：12/3(一)15：30-17：20一年級校歌暨愛國歌曲比賽(四宿地下室)
全人教育中心：12/3~12/14全人教育中心生命教育組聖誕系列活動-報佳音(兩校區)；
12/3全人教育中心生命教育組聖誕系列活動-點燈禮晚上18：00-19：00
護理科：12/3護理科五年級科週會(中午12：30)
口腔衛生與健康照護科：12/3口腔衛生與健康照護科科週會

十月

十月

十/十一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一月 4

十一/十二月

5

6

7

1

8

2

9

25 26 27 28 29 30

十二月 2

3

4

5

6

7

10 11 12 13 14 15

學務處：12/11(二)12：00-13：20團體輔導活動-8(團輔室)；12/12(三)五專一至三年級週
記調閱(8：00-12：00)；12/13(四)14：00-17：00個案研討會(團輔室)
全人教育中心：12/10全人教育中心生命教育組聖誕系列活動-傳光禮(7,8節)
圖書館：12/14-教職員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護理科：107/12/11-108/1/4(103入實習B組)各科護理學實習第六站
口腔衛生與健康照護科：12/10口腔衛生與健康照護科科務會議

學務處：12/12(三)五專一至三年級週記調閱(8：00-12：00)
圖書館：12/14-教職員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護理科：107/12/11-108/1/4(103入實習B組)各科護理學實習第六站
健康餐旅科：12/12健康餐旅科科務會議
數位媒體設計科：12/10數媒科科務會議

十二月 16 17 18 19 20 21 22

教務處：12/17教務會議；12/22補行(12/31)上班、上課
學務處：12/17(一)15：20-17：20期末社團幹部訓練暨服務學習成果發表(CB08)；
12/22(六)校慶、運動會暨啦啦隊比賽
全人教育中心：12/22全人教育中心生命教育組兩校區校慶開幕祈福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12/17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低年級科月會；12/19化妝品應用與管
理科高年級科月會

教務處：12/17教務會議；12/22補行(12/31)上班、上課
學務處：12/22(六)校慶、運動會暨啦啦隊比賽
全人教育中心：12/22全人教育中心生命教育組兩校區校慶開幕祈福

十二月 9

週次
(假日)

月份

星期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十六
(16)

十二月 23 24 25 26 27 28 29

十七
(17)

十二/一月

十八
(18)

1

一月

30 31

6

7

開國
紀念
日

8

2

9

3

4

5

10 11 12

重要行事曆

重要行事曆

教務處：12/28休學申請截止日；12/28寄發復學通知書
學務處：12/24(一)-12/28(五)期末大掃除
總務處：12/24第5次行政會議
研究發展處：12/24各科校外實習申請
全人教育中心：12/28全人教育中心會議(7,8節)
護理科：12/24護理科科務會議(4)第7-8節
嬰幼兒保育科：12/24幼保科科務會議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12/26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科務會議

教務處：12/28休學申請截止日；12/28寄發復學通知書
學務處：12/24(一)15：20-17：20期末社團幹部訓練(聖三合一)；12/24(一)16：30-17：20
伙委會議(四)A-208；12/24-12/30期末大掃除；12/24(一)15：30-16：20服務環保會議
(四)A-208
總務處：12/24第5次行政會議
研究發展處：12/24各科校外實習申請
護理科：12/24護理科科務會議(4)第7-8節

教務處：12/31調整放假日；1/1開國紀念日(放假一天)
學務處：1/2-1/3宿舍期末大掃除
圖書館：1/1元旦休館

教務處：12/31調整放假日；1/1開國紀念日(放假一天)
學務處：1/2(三)18：40-21：00宿舍期末大掃除(各宿舍)
圖書館：1/1元旦休館

教務處：1/7~1/11轉科申請；1/7~1/13期末考試週
學務處：1/7(一)9：30-12：00學輔人員學習暨交流活動-讀書會
全人教育中心：1/7~1/9協助人事室兩校區期末感恩祈福禮；1/11全人中心會議(7,8節)
圖書館：1/7個資文件查核
護理科：108/1/7-2/1(103入實習B組)實習第七站臨床選習

教務處：1/7~1/13期末考試週；1/7~1/11轉科申請
學務處：1/7(一)9：30-12：00學輔人員學習暨交流活動-讀書會(A-209)；1/11(五)14：0018：00住宿生離校交通管制；1/11(五)學生寒假離校作業(各宿舍)
全人教育中心：1/7~1/9協助人事室兩校區期末感恩祈福禮；1/11全人中心會議(7,8節)
圖書館：1/7個資文件查核
護理科：1/7護理科二年級基護實驗期末技術大考；108/1/7-2/1(103入實習B組)實習第七
站臨床選習
教務處：1/17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
學務處：1/17(四)107-1操行評審會暨學生獎懲會
總務處：1/15開放列印107學年度第2學期學雜費繳費單據
護理科：108/1/14-2/1(104入實習A組)內外科護理學實習(1)第二批次；108/1/14-2/1+1(105
入)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基本護理學實習寒假批次
健康餐旅科：1/16健康餐旅科科務會議

一月

13 14 15 16 17 18 19

教務處：1/17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
學務處：1/17(四)107-1操行評審會暨學生獎懲會
總務處：1/15開放列印107學年度第2學期學雜費繳費單據
護理科：108/1/14-2/1+1(105入)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基本護理學實習寒假批次

一月

20 21 22 23 24 25 26

教務處：1/21延修生畢業資格審查；1/21~1/24復學生報到；1/23公布107-1符合畢業資格 教務處：1/21延修生畢業資格審查；1/21~1/24復學生報到；1/23公布107-1符合畢業資格
學生名單；1/24寄發學期成績單、預警通知及學退通知
學生名單；1/24寄發學期成績單、預警通知及學退通知

一月

27 28 29 30 31

總務處：1/28第6次行政會議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1/30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科務會議

總務處：1/28第6次行政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