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行事曆
週次
月份
(假日)

星期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二月
二月

1
3

4

5

6

7

8

重要行事曆(新店校區)

圖書館：2/1-6/30 108-1圖書館藝文展覽活動徵件作業
2 嬰幼兒保育科：2/1假日在職專班幼兒園教保實習
(1080201-0731)
9

重要行事曆(宜蘭校區)
圖書館：2/1-6/30 108-1圖書館藝文展覽活動徵件作業

預備

教務處：2/11專、兼任教師共融會議；2/11~2/23延修生選
課註冊；2/14-2/26加退選作業
學務處：2/11-2/22學生就學貸款申請書第二聯收件；2/14
二 月 10 11 12 13 14 15 16 期初導師會議(T405：導師08：30-16：30)
全人教育中心：2/11全人教育中心專兼任教師共融會議
護理科：108/2/11-2/22(103入實習A、B組)臨床護理實務
實習

教務處：2/11專、兼任教師共融會議；2/11~2/23延修生選
課註冊；2/14-2/26加退選作業
學務處：2/11-2/22學生就學貸款申請書第二聯收件；2/14
期初導師會議(A209：導師08：30-16：30)
全人教育中心：2/11全人教育中心專兼任教師共融會議
護理科：108/2/11-2/22(103入實習A、B組)臨床護理實務
實習

一
(1)

教務處：2/17科目抵免(含證照)申請截止日；2/18開學暨
正式上課；2/18~2/25學生畢業證照(3照1證)認證申請；
2/18~2/20應屆畢業生第二次畢業學分審查；2/20在職專班
(口照科)開學暨正式上課；2/23補行(3/1)上班、上課；
2/23在職專班(幼保科)開學日；2/14-2/26加退選作業
學務處：2/18-2/22友善校園宣導週；2/18補交各類學雜費
減免線上申請暨收件截止；期初ISP會議(S112：特教生)
總務處：2/18日間部五專學雜費繳費截止日；2/23在職專
二 月 17 18 19 20 21 22 23
班學雜費繳費截止日
全人教育中心：2/22全人教育中心會議(7,8節)
圖書館：2/18-2/23新書通告-紙本及網路公告、
2/18~3/18108獎補107-2電子書、圖書、非書資料閱選薦
購、2/18-3/31教師指定參考書專區書籍置放申請
護理科：108/2/19-108/3/15(104入實習A組)各科護理學實
習第二站；108/2/19-108/3/15(104入實習B組)內外科護理
學實習(1)第一批次

教務處：2/17科目抵免(含證照)申請截止日；2/18開學暨
正式上課；2/18~2/25學生畢業證照(3照1證)認證申請；
2/18~2/20應屆畢業生第二次畢業學分審查；2/23補行(3/1)
上班、上課；2/14-2/26加退選作業
學務處：2/18-2/22友善校園宣導週；2/18~3/17期初工作
會報暨ISP會議(A-301：特教生及相關人員)；2/18補交各
類學雜費減免線上申請暨收件截止
總務處：2/18日間部五專學雜費繳費截止日
全人教育中心：2/22全人教育中心會議(7,8節)
圖書館：2/18-2/23新書通告-紙本及網路公告、2/18~3/18
108獎補107-2電子書、圖書、非書資料閱選薦購、2/183/31教師指定參考書專區書籍置放申請
護理科：2/19108/2/19-108/3/15(104入實習A組)各科護理
學實習第二站

二
(2)

24 25 26 27 28 1

教務處：2/24在職專班正常上課；2/25五專部延長註冊截
止日；2/27申請107-1學期成績更改截止日；228和平紀念
日(放假一天)；3/1調整放假；3/2在職班延長註冊截止日
學務處：2/25法治教育影展(T410：1-3年級3名15：2017：20)；2/25體適能運動班開始；2/25-3/17品德深耕計
畫-兩校區「冒險挑戰」莘市浪人挑戰賽；2/27-5/1瑜珈課
程(DB02：師生12：10-13：20)
2 總務處：2/25第1次行政會議
全人教育中心：2/26全人教育中心教評會議(7,8節)
圖書館：2/28和平紀念日休館；3/1-3/31期刊裝訂暫停調
閱；3/1-4/31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資訊組)
護理科：2/25護理科科務會議(1)第7-8節
嬰幼兒保育科：3/1托嬰機構實習(1080301-0731)；3/1特
教及兒童相關機構實習(1080301-0731)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2/27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科務會議

教務處：2/25五專部延長註冊截止日；2/27申請107-1學
期成績更改截止日；2/28和平紀念日(放假一天)；3/1調整
放假
學務處：2/25-3/17品德深耕計畫-兩校區「冒險挑戰」莘
市浪人挑戰賽；2/25體適能運動班開始
總務處：2/25第1次行政會議
全人教育中心：2/26全人教育中心教評會議(7,8節)
圖書館：2/28和平紀念日休館；3/1-3/31期刊裝訂暫停調
閱；3/1-4/31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資訊組)
護理科：2/25護理科科務會議(1)第7-8節
健康餐旅科：2/26健康餐旅科科務會議

三
(3)

三月

3

學務處：3/4伙食輔導會議I(S208 15：30-16：20)；3/4服
務環保會議I(S208 16：30-17：20)；3/4學生輔導委員會
(C308/A203：學輔委員會委員)
全人教育中心：3/8全人教育中心教評會議(7,8節)
9 圖書館：3/4-5/31圖書館藝文展覽活動；3/4個資窗口教育
訓練；3/4-3/31智慧財產權新生後測；3/4-5/31圖書館閱讀
推廣系列活動
護理科：3/4護理科五年級科週會(中午12：30)
嬰幼兒保育科：3/4幼保科科務會議(下午)

學務處：3/4學生輔導委員會(C308/A203:學輔委員會委
員)
全人教育中心：3/8全人教育中心教評會議(7,8節)
圖書館：3/4個資窗口教育訓練；3/4-3/31智慧財產權新生
後測；3/4-5/31圖書館閱讀推廣系列活動；3/4-5/31圖書館
藝文展覽活動
護理科：3/4護理科五年級科週會(中午12:30)

四
(4)

教務處：3/11教務會議；3/12簽辦未註冊未復學勒令退學
學務處：3/11與校長有約(T410：班級幹部15：20-17：
20)；3/12學生輔導委員會
全人教育中心：3/11四旬期愛德體驗活動
三 月 10 11 12 13 14 15 16
圖書館：3/11-6/7圖書館藝文展覽活動；3/11資料庫教育
訓練；3/11二手書說明會；3/11-4/30二手書重點募集時
間；3/13教職員資訊安全教育訓練(資訊組)
護理科：3/11護理科四年級科週會(中午12：30)

教務處：3/11教務會議；3/12簽辦未註冊未復學勒令退學
學務處：3/11服務環保會議I(A30215:30-16:20)；3/11伙委
會議I(A302 16:30-17:20)
全人教育中心：3/12四旬期愛德體驗活動
圖書館：3/11資料庫教育訓練；3/11二手書說明會；3/114/30二手書重點募集時間；3/11-6/7圖書館藝文展覽活
動；3/13教職員資訊安全教育訓練(資訊組)
護理科：3/11護理科二年級科週會(第六節)
數位媒體設計科：3/11數媒科科務會議

二/三月

4

5

6

7

8

週次
月份
(假日)

星期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重要行事曆(新店校區)

五
(5)

學務處：3/20校園暨交通安全委員會(S308會議室10：0011：00)
全人教育中心：3/22全人教育中心會議(7,8節)
護理科：3/18護理科三年級科週會(中午12：30)；3/18護
理科一年級「解剖生理學與實驗(1)」小期中考(15：3016：30)；3/18護理科三年級「內外科護理學(2)」小期中
三 月 17 18 19 20 21 22 23
考(14：30-15：30)；3/18護理科三年級「兒科護理學」小
期中考(15：40-16：40)；108/3/19-108/4/12(104入實習A
組)各科護理學實習第三站
研究發展處：3/17 108年第1梯次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嬰幼兒保育科：3/18幼保科低年級科月會(預定)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3/18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科月會

六
(6)

學務處：3/25愛心捐血活動(T樓空地：師生11：00-17：
00)；3/30-31全國社團評鑑暨觀摩
總務處：3/25第2次行政會議
三 月 24 25 26 27 28 29 30 圖書館：3/25資料庫教育訓練
護理科：3/25護理科二年級科週會(中午12：30)；3/25護
理科科務會議(2)第7-8節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3/27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科務會議

七
(7)

三/四月

31 1

2

3

4

5

重要行事曆(宜蘭校區)

學務處：3/20校園暨交通安全委員會(A203 10：00-11：
00)
全人教育中心：3/22全人教育中心會議(7,8節)
護理科：3/18護理科一年級「解剖生理學與實驗(1)」小
期中考(15：30-16：30)；3/18宜蘭護理科四年級科週會
(中午12：30)；3/18護理科三年級「內外科護理學(2)」小
期中考(14：30-15：30)；3/18護理科三年級「兒科護理
學」小期中考(15：40-16：40)；108/3/19-108/4/12(104入
實習A組)各科護理學實習第三站

學務處：3/25與校長有約(A302：班級幹部15：20-17：
20)；3/30-31全國社團評鑑暨觀摩
總務處：3/25第2次行政會議
圖書館：3/25資料庫教育訓練
護理科：3/25護理科三年級科週會(第六節)；3/25宜蘭護
理科一年級科週會(中午12：30)；3/25護理科科務會議(2)
第7-8節
健康餐旅科：3/26健康餐旅科科務會議
教務處：4/4兒童節(放假一天)；4/5民族掃墓節(放假一
教務處：4/4兒童節(放假一天)；4/5民族掃墓節(放假一
天)
天)
；4/6-4/7在職專班正常上課
學務處：4/1品德深耕計畫講座活動(D4B1：一年級15：
6 學務處：4/1學生伙食輔導會議II(S208 15：30-16：20)； 30-17：30)
4/1服務環保會議II(S208 16：30-17：20)
全人教育中心：4/3畢業祈福禮
圖書館：4/2主題電影欣賞日；4/4婦幼節、4/5清明節休館 圖書館：4/2主題電影欣賞日；4/4婦幼節、4/5清明節休館
護理科：4/1護理科一年級科週會(中午12：30)
數位媒體設計科：4/1數媒科科務會議

學務處：4/8品德教育推動委員會議(08：30-09：30)
研究發展處：4/9-4/15即測即評及發證第一梯次報名
全人教育中心：4/12全人教育中心會議(7,8節)
9 10 11 12 13 圖書館：4/8資訊暨圖書諮詢委員會；4/9主題電影欣賞
日；4/11教職員資訊安全教育訓練(資訊組)
嬰幼兒保育科：4/8幼保科科務會議(下午)

八
(8)

四月

九
(9)

教務處：4/15-4/19期中考試週；4/20-4/21在職專班期中考
試
學務處：4/15-5/17 108-1學期各類學雜費減免申請暨紙本
四 月 14 15 16 17 18 19 20 繳交資料；4/15強化導師輔導知能研習(T405：導師、義
輔老師、學務人員9：30-12：00)
護理科：108/4/16-108/5/10(104入實習A組)各科護理學實
習第四站

十
(10)

教務處：4/22畢業班導師繳交畢業資格輔導紀錄表
教務處：4/22畢業班導師繳交畢業資格輔導紀錄表
總務處：4/22第3次行政會議
總務處：4/22第3次行政會議
研究發展處：4/22畢業生就業輔導委員會
研究發展處：4/22畢業生就業輔導委員會
全人教育中心：4/22復活節尋蛋慶祝活動；4/24畢業祈福
四 月 21 22 23 24 25 26 27
全人教育中心：4/22復活節尋蛋慶祝活動
禮第一梯(A209)
圖書館：4/23主題電影欣賞日
圖書館：4/23主題電影欣賞日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4/24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科務會議 護理科：4/22護理科校園徵才博覽會
健康餐旅科：4/23健康餐旅科科務會議

十一
(11)

四/五月

7

8

28 29 30 1

2

3

教務處：4/28期中成績登錄截止日；5/1寄發期中成績預
警通知
學務處：4/29~5/29期末ISP會議(S112：資源教室)
全人教育中心：4/29復活盃聖歌比賽
4
圖書館：5/1-6/30 108-1學期圖書館藝文展覽活動重點徵
件作業
護理科：4/29護理科科務會議(3)第7-8節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4/29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科月會

教務處：4/15-4/19期中考試週
學務處：4/15導師輔導活動(A302：學輔人員09：00-12：
00)；4/15-5/17 108-1學期各類學雜費減免申請暨紙本繳交
資料
護理科：108/4/16-108/5/10(104入實習A組)各科護理學實
習第四站

教務處：4/28期中成績登錄截止日；5/1寄發期中成績預
警通知
學務處：4/29-4/30捐血(行政樓前廣場：師生09：00-16：
00)
全人教育中心：4/29復活盃聖歌比賽；5/1畢業祈福禮第
一梯(A209)
圖書館：5/15/1-6/30 108-1學期圖書館藝文展覽活動重點
徵件作業
護理科：4/29護理科科務會議(3)第7-8節

週次
月份
(假日)

星期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重要行事曆(新店校區)

教務處：5/5二技統一入學測驗考試；5/11、5/13二專在職
專班新生報到
學務處：5/6團體活動(S112：資源教室學生15：30-17：
20)；5/6戒菸種子培訓II(T405：1及3年級2名及社團15：
30-17：20)；5/6伙食輔導會議III(S208 15：30-16：20)；
5/6服務環保會議III(S208 16：30-17：20)；5/7性平影展
(S208演講廳：自由參加17：40-20：10)；5/7親密關係探
9 10 11
索團體輔導活動-7(S112團輔室：自由參加12：00-13：
30)
圖書館：5/6資料庫教育訓練；5/7主題電影欣賞日；5/10
教職員資訊安全教育訓練(資訊組)
護理科：5/6護理科二年級加冠典禮(第7-8節)
嬰幼兒保育科：5/6幼保科高年級科月會(預定)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5/6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科月會

重要行事曆(宜蘭校區)

教務處：5/5二技統一入學測驗考試
學務處：5/6反毒寶寶創意競賽(行政大樓二樓公佈欄,1-3
年級至少1組參賽15：30-17：20)；5/6~6/2期末工作會報
暨ISP會議(A-301：特教生及相關人員)；5/6團體輔導活
動-6(A301：自由參加18：00-20：30)；5/6疾病宣導
(A209：1-3年級8名15：30-17：20)；5/6服務環保會議
III(A30215：30-16：20)；5/6伙委會議III(A302 16：3017：20)
全人教育中心：5/8畢業祈福禮第二梯(A209)
圖書館：5/6資料庫教育訓練；5/7圖書館主題電影欣賞
日；5/10教職員資訊安全教育訓練(資訊組)
數位媒體設計科：5/6數媒科科務會議

十二
(12)

五月

十三
(13)

教務處：5/18~5/19國中教育會考
學務處：5/13(一)-15(三)三合一選舉(耕莘樓前川)
總務處：5/17發放本學期溢繳學雜費之退費
圖書館：5/13-5/18校園智慧財產權宣導週；5/13智財校外
五 月 12 13 14 15 16 17 18 專題講座
護理科：108/5/14-108/6/7(104入實習A組)各科護理學實習
第五站；108/5/14-108/6/14(104入實習B組)內外科護理學
實習(1)第二批次
嬰幼兒保育科：5/13幼保科科務會議(下午)

教務處：5/18~5/19國中教育會考
學務處：5/13(一)-15(三)三合一選舉
總務處：5/17發放本學期溢繳學雜費之退費
圖書館：5/13-5/18校園智慧財產權宣導週；5/13智財校外
專題講座
護理科：5/13護理科二年級加冠典禮(第7-8節)；108/5/14108/6/7(104入實習A組)各科護理學實習第五站

十四
(14)

教務處：5/20~5/22畢業班證照科目抵免及3照1證認證申
請
學務處：5/20~5/31各班操行評定前置作業；5/22五專一至
三年級週記調閱(12：00截止)；5/24幼兒園衛教(耕專附
幼：社團學生15：30-17：20)
研究發展處：5/25起假日即測即評及發證第一梯次開考
五 月 19 20 21 22 23 24 25 全人教育中心：5/20畢業祈福禮(新店-中華聖母堂)；5/24
全人教育中心會議(7,8節)
圖書館：5/20資料庫教育訓練
護理科：5/20護理科一年級「解剖生理學與實驗(1)」小
期末考(15：30-16：30)；5/20護理科三年級「兒科護理
學」小期末考(15：40-16：40)；5/20護理科三年級「內外
科護理學(2)」小期末考(14：30-15：30)

教務處：5/20~5/22畢業班證照科目抵免及3照1證認證申
請學務處：5/20~5/31各班操行評定前置作業；
5/22五專一至三年級週記調閱(12：00截止)
全人教育中心：5/24全人教育中心會議(7,8節)
圖書館：5/20資料庫教育訓練
護理科：5/20護理科一年級「解剖生理學與實驗(1)」小
期末考(15：30-16：30)；5/20護理科三年級「兒科護理
學」小期末考(15：40-16：40)；5/20護理科三年級「內外
科護理學(2)」小期末考(14：30-15：30)
健康餐旅科：5/21健康餐旅科科務會議

十五
(15)

學務處：5/27愛心捐血活動(德肋撒樓前空地：全校師生
11：00-17：00)；5/31畢業班勞作時數及個勞單繳交截止
總務處：5/27 第4次行政會議
全人教育中心：5/27畢業祈福禮(新店-中華聖母堂)
圖書館：5/27個資校內教育訓練；6/1-6/30 108-1學期圖書
26 27 28 29 30 31 1
館藝文展覽活動重點徵件作業
護理科：5/27護理科科務會議(4)第7-8節
嬰幼兒保育科：6/1幼保科學生學習成果展(上午)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5/27耕莘盃校際創意技藝競賽；
5/29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科務會議

十六
(16)

五/六月

六月

5

2

6

3

7

4

8

5

6

7

教務處：6/3畢業班休學申請截止日；6/6各科及健促組繳
交畢業班(證照、勞作教育)資格通過名冊；6/7端午節(放
假一天)
學務處：6/3伙食輔導會議IV(S208 15：30-16：20)；6/3
服務環保會議IV(S208 16：30-17：20)；6/3社團送舊
(S303：社團幹部畢業生17：20-18：20)；6/6畢業班操行
8
評定會議；6/6宿舍端午聯歡會(CB07：住宿生18：0020：00)
研究發展處：6/3各科校外實習申請；6/3-6/6即測即評及
發證第二梯次報名
圖書館：6/7端午節休館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6/3畢展

學務處：5/27拔河比賽於(14:30-17:20)；5/31畢業班勞作
時數及個勞單繳交截止
總務處：5/27第4次行政會議
圖書館：5/27個資校內教育訓練；6/1-6/30 108-1學期圖書
館藝文展覽活動重點徵件作業
護理科：5/27護理科科務會議(4)第7-8節

教務處：6/3畢業班休學申請截止日；6/6各科及健促組繳
交畢業班(證照、勞作教育)資格通過名冊；6/7端午節(放
假一天)
學務處：6/3服務環保會議IV(A302 15：30-16：20)；6/3
伙委會議IV(A302 16：30-17：20)；6/6畢業班操行評定會
議
研究發展處：6/3-6/6即測即評及發證第二梯次報名；6/3
各科校外實習申請
圖書館：6/7端午節休館
數位媒體設計科：6/3數媒科科務會議

週次
月份
(假日)

星期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七
(17)

六月

教務處：6/10休學申請截止日；6/10畢業考試；6/14五專
優先免試入學放榜
學務處：6/10轉銜評估會議(C308/A203：轉銜會議相關人
9 10 11 12 13 14 15
員)
護理科：108/6/11-108/7/5(104入實習A組)各科護理學實習
第六站

教務處：6/10休學申請截止日；6/10畢業考試；6/14五專
優先免試入學放榜
學務處：6/10轉銜評估會議(C308/A203：轉銜會議相關人
員)；6/14勞作時數及個勞單繳交截止
護理科：108/6/11-108/7/5(104入實習A組)各科護理學實習
第六站

十八
(18)

教務處：6/17期末考試週；6/17~6/21轉科申請；6/17畢業
班成績繳交截止日；6/18(假日)畢業班成績繳交截止日；
6/18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報到；6/19統計畢業成績優良頒獎
名單；6/19畢業資格審查；6/20公布符合畢業資格；6/22
畢業典禮
16
17
18
19
20
21
22
學務處：6/16勞作時數及個勞單繳交截止；6/17-7/5勞作
六月
教育時數線上登錄(導師)；6/17讀書會(S208/A302：學輔
人員9：30-12：00)；6/22畢業典禮(S303)
研究發展處：6/17各科校外實習申請
圖書館：6/17-6/30各單位個資文件查核
嬰幼兒保育科：6/17幼保科科務會議(下午)

教務處：6/17期末考試週；6/17~6/21轉科申請；6/17畢業
班成績繳交截止日；6/18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報到；6/19統
計畢業成績優良頒獎名單；6/19畢業資格審查；6/20公布
符合畢業資格；6/22畢業典禮
學務處：6/17-7/5勞作教育時數線上登錄(導師)；6/17讀書
會(S208/A302：學輔人員9：30-12：00)；6/22畢業典禮
研究發展處：6/17各科校外實習申請
圖書館：6/17-6/30各單位個資文件查核
健康餐旅科：6/18健康餐旅科科務會議

重要行事曆(新店校區)

教務處：6/24寄發復學通知書；6/27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
學務處：6/27(四)在校班操行評定會議
總務處：6/24第5次行政會議
研究發展處：6/24-6/27即測即評及發證第三梯次報名
六 月 23 24 25 26 27 28 29
全人教育中心：6/28全人教育中心會議(7,8節)
圖書館：6/24個資校內教育訓練
護理科：108/6/24-108/7/12(106入)基本護理學實習暑假第
一批次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6/26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科務會議

六/七月

七月

4

5

教務處：6/24寄發復學通知書；6/27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
學務處：6/27(四)在校班操行評定會議
總務處：6/24第5次行政會議
全人教育中心：6/28全人教育中心會議(7,8節)
圖書館：6/24個資校內教育訓練
護理科：108/6/24-108/7/12(106入)基本護理學實習暑假第
一批次；108/6/24-108/7/12+1(104入實習B組)內外科護理
學實習(1)第一批次
健康餐旅科：06/24-07/03「108年度在校生專案檢定術科
考試」
教務處：7/1審查(隨班附讀)畢業資格；7/3公布完成隨班
附讀畢業生名單；7/4寄發學期成績單、預警通知及學退
通知；7/5寄發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分發成績通知
全人教育中心：7/1學生社團辦理關懷社會弱勢之服務學
習及生命教育體驗營隊7/1-7/5五天四夜
圖書館：7/1-7/31 108-1學期圖書館藝文展覽活動徵選結
果公告

30 1

2

7

教務處：7/10五專聯合免試入學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教務處：7/10五專聯合免試入學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護理科：108/7/8-108/8/26+1(104入實習B組)內外科護理學
9 10 11 12 13 護理科：108/7/8-108/7/26(106入)基本護理學實習暑假第 實習(1)第二批次；108/7/8-108/8/2(104入實習A組)臨床選
二批次；108/7/8-108/8/2(104入實習A組)臨床選習第七站 習第七站；108/7/8-108/7/26(106入)基本護理學實習暑假
第二批次

8

3

教務處：7/1審查(隨班附讀)畢業資格；7/3公布完成隨班
附讀畢業生名單；7/4寄發學期成績單、預警通知及學退
通知；7/5寄發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分發成績通知
6 全人教育中心：7/1學生社團辦理關懷社會弱勢之服務學
習及生命教育體驗營隊7/1-7/5五天四夜
圖書館：7/1-7/31 108-1學期圖書館藝文展覽活動徵選結
果公告

重要行事曆(宜蘭校區)

教務處：7/18轉學生放榜(暫訂)
研究發展處：7/14 108年第2梯次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七 月 14 15 16 17 18 19 20
全人教育中心：7/19全人教育中心會議(7,8節)
圖書館：7/15~7/26校園公用電腦安全查核(資訊組)

教務處：7/18轉學生放榜(暫訂)
研究發展處：7/17起平日即測即評及發證第二梯次開考
全人教育中心：7/19全人教育中心會議(7,8節)
圖書館：7/15~7/26校園公用電腦安全查核(資訊組)

七 月 21 22 23 24 25 26 27 教務處：7/22轉科審查會議(暫訂)；7/22~7/26復學生報到 教務處：7/22轉科審查會議(暫訂)；7/22~7/26復學生報到

七 月 28 29 30 31

總務處：7/29第6次行政會議
總務處：7/29第6次行政會議
護理科：108/7/29-108/8/16+1(104入實習B組)內外科護理
護理科：108/7/29-108/8/16(106入)基本護理學實習暑假第
學實習(1)第三批次；108/7/29-108/8/16+1(105入實習A組)
三批次
內外科護理學實習(1)第一批次；108/7/29-108/8/16(106入)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7/31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科務會議
基本護理學實習暑假第三批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