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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
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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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教育部110年6月23日臺教高(一)字第1100083979號函知「有關學校如因應

110學年度指定科目考試延期而擬調整大一新生入學相關事項」及大學招生委員會

聯合會110年6月22日招聯字第1100000216號辦理

⚫ 因應疫情提高警戒，為保護應考學生及試務人員健康安全，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

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評估，110學年度指定科目考試延期至7月28日至30日辦理

⚫ 鑒於110指考延期辦理，110學年度考試入學分發之登記分發志願日程配合順延至

110年8月18日至8月21日，公布錄取名單延至8月31日

⚫ 各校得視其相關作業需求，於符合大學法及其施行細則所定授課滿18小時為1學分之

原則，配合110指考延期，調整大一新生入學日，並將調整後之行事曆報部憑辦

110學年度行事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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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校開學時間彙整

110學年度行事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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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開學時間 變更後開學日期 期末結束日期 備註

本校(現況) 9月13日 - 111年1月14日
• 待討論，維持或延後開學期程
• 110學年度第2學期111年2月21日開學

國立台灣大學聯盟
(台大、台師大、台科大)

9月1日
【延後三周】
9月22日

111年1月25日
• 學期周數為18周
• 110學年度第2學期111年2月14日開學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清華、陽明交通、中央)

9月13日 尚在討論中 111年1月25日

台北醫學大學 9月13日
【延後一周】
9月22日

111年1月21日
• 期末考週維持1月10-14日，剩餘1周由課程

教師與學生討論後安排上課或自學
• 110學年度第2學期111年2月21日開學

中國醫藥大學 9月13日
【維持】
9月13日

111年1月14日
• 學期周數為18周
• 110學年度第2學期111年2月21日開學

成功大學 9月6日
【延後一周】
9月15日

111年1月14日
• 學期周數為18周
• 110學年度第2學期111年2月14日開學

中山大學 9月6日
【延後一周】
9月23日

111年1月21日
• 期末考週維持1月10-14日，剩餘1周由課程

教師與學生討論後安排上課或自學
• 110學年度第2學期111年2月14日開學



作業內容 6月17日行政會議通過
方案一

(維持9月13日開學)

方案二
(延後至9月22日或23日開學)

開學日 9月13日 【維持】9月13日 【延後】9月22日 or 9月23日

學

生

選

課

預選課 8月18日至9月1日
【延後】

8月30日至9月10日(12時)

【延後】

8月30日至9月15日(12時)

第一階段

加退選
9月6日至9月10日(12時)

【延後】

9月10日(15時)至9月17日(12時)

【延後】

9月15日(15時)至9月24日(12時)

第二階段

加退選
9月10日(20時)至9月22日(12時)

【延後】

9月17日(18時)至9月29日(12時)

【延後】

9月24日(18時)至10月1日(12時)

人工加退選 9月22日(15時)至9月24日(17時)
【延後】

9月29日(15:00)至10月5日(17時)

【延後】

10月1日(15時)至10月8日(17時)

◼ 行事曆：110學年度第1學期行事曆需與各單位進行調查，並進行修正

◼ 其他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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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行事曆(3/4)
6月25日新生入學服務
整合計畫會議討論之共
識，建議以9月23日為
開學日，初步凝聚共識

各單位作業時程



作業內容
6月17日行政會議通過

(9月13日開學)

方案一
(維持9月13日開學)

方案二
(延至9月22日或23日開學)

◼ 新生註冊日 9月6日 9月6日
9月17日
異動原因：開學延後1周

◼ 開學典禮 9月7日 9月7日
9月15日
異動原因：開學延後1周

◼ 博士學位資格考試申請 9月13日至9月24日 9月13日至9月24日
9月22 or 23日至10月1日
異動原因：開學延後1周

◼ 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申請 9月13日 9月13日
9月22 or 23日
異動原因：開學延後1周

◼ 期中考 11月8日至11月12日 11月8日至11月12日
11月15日至11月19日
異動原因：開學延後1周

◼ 休學申請截止日 1月7日 1月7日
1月14日
異動原因：開學延後1周

◼ 期末考 1月10日至1月14日 1月10日至1月14日
1月17日至1月21日
異動原因：開學延後1周

註：上述作業內容與時程僅為列舉之項目，仍待本次防疫會議確立方案後，進一步與相關單位進行調查各作業時程，以利提

後續相關會議審議並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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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行事曆(4/4)



課程因應

8



◼ 依據教育部110年6月11日臺教高通字第1100072591號函辦理，內容如下：

⚫ 碩博士學生學位考試得採線上（同步視訊）方式進行，並請維持考試之公正公平公開

；若經系所評估仍須以實體考試方式進行，應對學位考試場域之環境及防疫安全有完

善規劃，全場人員須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離且不開放旁聽，室內人數不得逾5人

⚫ 碩博士生修業年限除依大學法第26條及大學法施行細則第21條規定辦理外，針對修

業年限將於109學年度第2學期屆滿且確受疫情影響研究者，得專案向學校申請額外

再延長修業年限。(經電話詢問教育部承辦人，至多延長到110年10月31日)

研究生學位論文彈性配套措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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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已依學校規定期限提出申請於109學年度第2學期舉行碩、博士論文考試，並預定

於該學期畢業者，因應110年5月至7月疫情影響，相關修業年限、學雜費收取及後續

升學事宜，說明如下：

◆ 學生於110年10月31日前通過學位考試及完成離校手續者，視為109學年度第2學期畢業，

學校免收取學雜費。倘未能於110年10月31日前完成者，則視同延畢，學生應依學校規定

補繳110學年度第1學期學雜費

◆ 如碩士班學生已獲本校或他校博士班錄取者，錄取學校應同意渠等出具切結書後先行註冊

入學，惟渠等未能於110年10月31日前繳交學歷證明文件者，則依學校規定撤銷其入學資

格

研究生學位論文彈性配套措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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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110年5月26日防疫小組第38次會議決議，全校課程至7月31日止皆採遠距/

線上授課與線上評量進行。暑修與新生先修課程同步適用

◼ 8月份上課之課程，上課方式建議配套如下:

暑修與新生先修課程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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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 疫情警戒層級維持3級時：所有課程維持線上授課與線上評量方式進行

• 疫情警戒層級調降為2級時：仍建議授課教師採線上授課與線上評量為原則，若因課程需

求需面授或舉辦紙筆測驗時，需安排大型教室，保持室內間隔就座(梅花座)，並全程配戴

口罩。後續由本處視疫情變化進行滾動式修正

方案二

• 無論疫情警戒等級是否調降，8月份仍維持線上授課與線上評量方式進行至課程結束



學生實習
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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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教育部110年6月22日臺教高通字第1100084429號函轉「衛生福利部通知大專校院醫事類科實

習學生納入公費 COVID-19疫苗接種對象一案」辦理。

⚫ COVID-19疫苗第一類公費接種對象之「醫療院所之非醫事人員」，其中包括醫院編制內非醫

事人員、醫院值勤之醫事實習學生及衛生保健志工等。

⚫ 請設有醫事類科之大專校院，儘速辦理下列事項：

⚫ 請建立實習學生名冊，名冊內容應至少提供姓名、出生年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聯絡電話、預計

前往實習日程等相關資訊。

⚫ 請將實習學生及臨床實習指導教師名冊分別送交學生前往實習之醫療院所，並提醒該單位於實習學

生報到後將名冊提供地方衛生機關，俾利匯入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理系統（NIIS）後儘速安排疫

苗接種，降低疾病傳播之風險

⚫ 另醫事實習學生於實習過程中，如有未納入公費接種對象之臨床實習指導教師，亦請比照上述方式

辦理造冊事宜

學生實習因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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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電詢教育部有關實習學生疫苗施打事宜，教育部回復「需依不同實習單位類別而異，若實習單位員工為
目前施打對象，單位則需協助實習生依程序造冊安排疫苗施打，若實習單位員工尚未列為施打對象，則須
等待衛生福利部公告，待實習單位員工符合施打資格後，再併同實習生一併造冊及安排施打作業



學生實習因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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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科

現行機制 應變機制 修正後應變機制

國考規範 實習臨床課程
虛擬課程

(如：線上、視訊、

直播等)

其他課程
(如：模擬教室、業

師、臨床教師到校)

實習臨床課程

虛擬課程或其他課程
(如：線上、視訊、直播、

模擬教室、業師、臨床教師

到校等)

醫師
1920小時/48週 1920小時/48週 0小時/0週 0小時/0週 1920小時/48週 0小時/0週

100% 100% 0% 100% 0%

牙醫師
1920小時/48週 1536小時/38.4週 384小時/9.6週 0小時/0週 960小時/24週 960小時/24週

100% 80% 20% 50% 50%

藥師
640小時/16週 640小時/16週 0小時/0週 0小時/0週 448小時/11.2週 192小時/4.8週

100% 100% 0% 70% 30%

醫事
檢驗師

800小時/20週 400小時/10週 200小時/5週 200小時/5週 400小時/10週 400小時/10週

100% 50% 50% 50% 50%

醫事
放射師

1040小時/26週 880小時/22週 160小時/4週 0小時/0週 520小時/13週 520小時/13週

100% 85% 15% 50% 50%

◼ 依教育部106年6月22日臺教高通字第1100082533A號修正「大專校院醫事類科因
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實習課程應變機制」公函辦理



學生實習因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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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科

現行機制 應變機制 修正後應變機制

國考規範 實習臨床課程
虛擬課程

(如：線上、視訊、

直播等)

其他課程
(如：模擬教室、業師、

臨床教師到校)

實習臨床課程
虛擬課程或其他課程

(如：線上、視訊、直播、模擬

教室、業師、臨床教師到校等)

物理

治療師

1440小時/36週 1080小時/27週 240小時/6週 120小時/3週 960小時/24週 480小時/12週

100% 75% 25% 66.67% 33.33%

職能

治療師

1440小時/36週 1080小時/27週 360小時/9週 0小時/0週 960小時/24週 480小時/12週

100% 75% 25% 66.67% 33.33%

臨床

心理師

1920小時/48週 1280小時/32週 640小時/16週 1280小時/32週 640小時/16週

100% 66.7% 33.3% 66.7% 33.3%

諮商

心理學

1500小時/43週 1200小時/34.4週 150小時/4.3週 150小時/4.3週 1000小時/29週 500小時/14週

100% 80% 20% 66.7% 33.3%

呼吸

治療師

無規範 - - - - -

100% 50% 50% 30% 70%

護理師
1016小時 812小時 51小時 153小時 508小時 508小時

100% 80% 20% 50% 50%



◼ 附設醫院實習學生相關措施

學生實習因應(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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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校110年6月9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三十九次會議決議，「有關110

學年度實習安排，請各學系應依教育部規定，研擬線上課程或實習之配套措施，若學系評估後仍需

實習之系所，請提供學生名冊、實習單位等資訊給教務處，但在提供名冊前，學系需與實習單位接

洽，確認該單位/機構目前是否能繼續讓學生實習及與實習單位協調協助實習生申請疫苗施打之可

行性，或者是否能將現場實習調整為線上課程補足實習時數，學系應有規劃相關配套。」

◆ 目前一般實習共計79名實習生將至附設醫院或其他附屬機構實習，15名實習生至校外醫院及長照

機構，其他機構60名實習生

學生實習因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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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教育部110年6月22日臺教高通字第1100084429號函轉「衛生福利部通知大專校院醫事類科實習學生
納入公費 COVID-19疫苗接種對象一案」，建議取得家長同意書，並請至醫療院所或長照機構實習之系所
，依據教育部程序，造冊請實習單位協助疫苗造冊事宜



招生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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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轉系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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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時間/方式/場地規劃
依110.6.16轉系考試委員會第1次臨時會決議：
報名時程照舊：110.7.2~110.7.7，考試日程如期；另依疫情變化訂有備案考試時程

於110.7.17(六)如期辦理筆試、牙醫美工術科

◼ 筆試：110.7.17上午辦理
[申請醫學、牙醫、藥學系之考生]

◼ 牙醫美工術科：110.7.17下午辦理
取消雕刻，僅考素描一項

◼ 牙醫學系、口腔衛生學系、公共衛生學系、醫務
管理暨醫療資訊學系、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及生物科技學系取消面試改為書審。

◼ 面試日期：各學系自訂(110.7.19~110.7.21[醫、

藥除外]；110.7.28[藥學]；110.7.29[醫學])，學系面試皆
以視訊辦理。

◼ 110.8.6放榜

[備案]倘疫情警戒提高，將延期辦理

◼ 筆試：110.7.31上午辦理
[申請醫學、牙醫、藥學系之考生]

◼ 牙醫美工術科：110.7.31下午辦理
取消雕刻，僅考素描一項

◼ 牙醫學系、口腔衛生學系、公共衛生學系、醫
務管理暨醫療資訊學系、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
學系及生物科技學系取消面試改為書審。

◼ 面試日期：各學系自(110.7.19~110.7.21[醫、

藥除外]；110.8.11[醫、藥學系])，學系面試皆以視
訊辦理。

◼ 110.8.20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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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行政院公布延長全國的三級警戒管制至110年6月28日，且參考教育部公告有關

大學指考延期至110年7月28日至7月30日辦理

◼ 110年6月11日「學士後醫學系第二次臨時招生委員會」會議決議：

⚫ 再次調整考試日期至110年7月24日舉行筆試，面試日期則調整至110年8月13日、14日辦理，

8月17日放榜，預計8月23日開始上課

⚫ 前次延期申請退費者，得再次參加應試，另依規定重新繳費

⚫ 考量北部學生須提前南下住宿，為減少不必要之移動及接觸，將第一節考科延後至10:00開始，

最後一節考試結束時間為16:50，各節次如下：

學士後醫學系入學招生考試(1/2)

考科 原訂 考科 修訂

英文 (80min) 8:30-9:50 普通生物及生化概(100min) 10:00-11:40

物理及化學/計算機概論與程
式設計(100min)

10:40-12:20
物理及化學/計算機概論與程
式設計(100min)

13:00-14:40

普通生物及生化概論(100min) 13:50-15:30 英文(80min) 15:30-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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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指考防疫規模，將修訂本項考試防疫計畫(併同前頁重要修正)再次向高市府

教育局提報計畫書：

1) 參考大學指考係以教室安排40人左右調降至20人為限，經本校招委會決議以校內教

室空間坪數(分大教室與小教室)換算可容納數原則下，將原20間調整為26間試場。

2) 闈內人員、監試人員、試務工作人員之健康管理：

參考大學指考工作人員約3000人將列於優先接種對象，鑒於本考試之考生來自全國各地（主

要來源：高雄台南32％、雙北30％、台中15％），經評估考生及校內人員之安全，以接種疫

苗者優先聘請為參與人員；目前規劃參與本項考試之各類人員（約195名）

3) 因應110.06.07「嚴重特殊傳染肺炎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來文，本校亦依規定落

實TOCC調查外，另須請考生簽署健康聲明書

學士後醫學系入學招生考試(2/2)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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