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  級         班  級         班  級         班  級 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四四四七七四四四七七四四四七七 研研研研
周周周周 技技技技 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 究究究究

三三三三 一二四三四一二四三四一二四三四一二四三四 所所所所

年年年年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時  間  時  間  時  間  時  間 級級級級((((含日間重修含日間重修含日間重修含日間重修)))) 級級級級級 級級級級級 級級級級級 級級級級級 ((((含夜間重修含夜間重修含夜間重修含夜間重修))))
(1)  0(1)  0(1)  0(1)  0 06.10-06.14 ││││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6/106/106/106/10  ★  ★  ★  ★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6/10-176/10-176/10-176/10-17




(2)  0(2)  0(2)  0(2)  0 06.17-06.21 ││││
(3)  0(3)  0(3)  0(3)  0 06.24-06.28 ││││

(4)  0(4)  0(4)  0(4)  0 07.01-07.05 ││││

(5)  0(5)  0(5)  0(5)  0 07.08-07.12 ││││

(6)  0(6)  0(6)  0(6)  0 07.15-07.19 ││││

(7)  0(7)  0(7)  0(7)  0 07.22-07.26 ○○○○期中考期中考期中考期中考：：：：7777////22222222----26262626

(8)  0(8)  0(8)  0(8)  0 07.29-08.02 │⊕│⊕│⊕│⊕註冊註冊註冊註冊：：：：8888////5555　　　　遠距課程說明會 遠距課程說明會 遠距課程說明會 遠距課程說明會 / / / / 博覽會博覽會博覽會博覽會

(9)  1(9)  1(9)  1(9)  1 08.05-08.09 │☆│☆│☆│☆遠距遠距遠距遠距ⅠⅠⅠⅠ////ⅡⅡⅡⅡ階網路初選階網路初選階網路初選階網路初選：：：：8888////5555----12121212

(10) 2(10) 2(10) 2(10) 2 08.12-08.16 ││││遠距遠距遠距遠距ⅠⅠⅠⅠ////ⅡⅡⅡⅡ階段課程第一次面授階段課程第一次面授階段課程第一次面授階段課程第一次面授

(11) 3(11) 3(11) 3(11) 3 08.19-08.23 ││││

(12) 4(12) 4(12) 4(12) 4 08.26-08.30 ││││

(13) 5(13) 5(13) 5(13) 5 09.02-09.06 ││││ ☆☆☆☆網路初選網路初選網路初選網路初選：：：：9999////7777----13 13 13 13 

(14) 6(14) 6(14) 6(14) 6 09.09-09.13 ●●●●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9999////5555----11111111 ⊕⊕⊕⊕新生報到 新生報到 新生報到 新生報到 / / / / 註冊註冊註冊註冊：：：：9999////9999　　　　新生定向輔導營新生定向輔導營新生定向輔導營新生定向輔導營：：：：9999////8888----13131313　　　　 　　　　

7777 09.16-09.20 ▊│▊│▊│▊│遠距遠距遠距遠距ⅠⅠⅠⅠ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9999////16161616 ││││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9999////16161616 ││││新生報到新生報到新生報到新生報到　　　　⊕⊕⊕⊕註冊 註冊 註冊 註冊 / / / / 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9999////16161616

8888 09.23-09.27 ▊│▊│▊│▊│校外實習校外實習校外實習校外實習：：：：102102102102////9999////18181818----103103103103////9999////17171717 ││││四技四年級開始上課四技四年級開始上課四技四年級開始上課四技四年級開始上課：：：：9999////23 23 23 23 ⊕⊕⊕⊕舊生註冊 舊生註冊 舊生註冊 舊生註冊 ││││

9999 09.30-10.04 ▊│★▊│★▊│★▊│★遠距遠距遠距遠距ⅠⅠⅠⅠ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9999////30303030----10101010////7777 │★│★│★│★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9999////30303030----10101010////7777 │★│★│★│★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9999////30303030----10101010////7777

10101010 10.07-10.11 ▊│▊│▊│▊│ ││││ ││││

11111111 10.14-10.18 ▊│▊│▊│▊│ ││││ ││││

12121212 10.21-10.25 ▊│▊│▊│▊│ ││││ ││││

13131313 10.28-11.01 ▊│▊│▊│▊│ ││││ ││││

14141414 11.04-11.08 ▊│▊│▊│▊│ ││││ ││││

15151515 11.11-11.15 ▊○ ▊○ ▊○ ▊○ 遠距遠距遠距遠距ⅠⅠⅠⅠ期中考期中考期中考期中考：：：：11111111////11111111----15151515 ○ ○ ○ ○ 期中考期中考期中考期中考：：：：11111111////11111111----15151515 ││││

16161616 11.18-11.22 ▊│▊│▊│▊│期中停修申請期中停修申請期中停修申請期中停修申請：：：：11111111////18181818----29292929 ││││期中停修申請期中停修申請期中停修申請期中停修申請：：：：11111111////18181818----29292929 ││││

17171717 11.25-11.29 ▊│▊│▊│▊│ ││││ ││││

18181818 12.02-12.06 ▊│▊│▊│▊│ ││││ ││││

19191919 12.09-12.13 ▊│▊│▊│▊│ ││││ ││││

20202020 12.16-12.20 ▊│▊│▊│▊│ ││││ ││││

21212121 12.23-12.27 ▊│▊│▊│▊│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102102102102////12121212////23232323----103103103103////1111////10101010 ││││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102102102102////12121212////23232323----103103103103////1111////10101010 ││││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102102102102////12121212////23232323----103103103103////1111////10101010

22222222 12.30-103.1.03 ▊│▊│▊│▊│ ││││ │☆│☆│☆│☆網路初選網路初選網路初選網路初選：：：：102102102102////12121212////30303030----103103103103////1111////6666

23232323 01.06-01.10 ▊│▊│▊│▊│ ││││ ││││

24242424 01.13-01.17 ▊● ▊● ▊● ▊● 遠距遠距遠距遠距ⅠⅠⅠⅠ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 ： ： ： 1111////13131313----17 17 17 17 ● ● ● ● 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1111////13131313----17171717 ● ● ● ● 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1111////13131313----17171717

25252525 01.20-01.24 ▊│▊│▊│▊│遠距遠距遠距遠距ⅡⅡⅡⅡ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1111////20202020 ｜ ｜ ｜ ｜ 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1111////20202020 ││││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1/20

26262626 01.27-01.31 ▊△▊△▊△▊△ △ △ △ △ 103103103103////1111////30 30 30 30 除夕除夕除夕除夕 △△△△

27272727 02.03-02.07 ▊△▊△▊△▊△ △△△△ △△△△

28282828 02.10-02.14 ▊│⊕▊│⊕▊│⊕▊│⊕註冊註冊註冊註冊　　　　★★★★遠距遠距遠距遠距ⅡⅡⅡⅡ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2222////10101010----17171717 │⊕│⊕│⊕│⊕本周註冊本周註冊本周註冊本周註冊　　　　★★★★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2222////10101010----17171717 │⊕│⊕│⊕│⊕本周註冊本周註冊本周註冊本周註冊　　　　★★★★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網路加退選：：：：2222////10101010----17171717

29292929 02.17-02.21 ▊│▊│▊│▊│ ││││ ││││

30303030 02.24-02.28 ▊│▊│▊│▊│ ││││ ││││

31313131 03.03-03.07 ▊│▊│▊│▊│ ││││ ││││

32323232 03.10-03.14 ▊│▊│▊│▊│ ││││ ││││

33333333 03.17-03.21 ▊│▊│▊│▊│ ││││ ││││

34343434 03.24-03.28 ▊│▊│▊│▊│ ││││ ││││

35353535 03.31-04.04 ▊○ ▊○ ▊○ ▊○ 遠距遠距遠距遠距ⅡⅡⅡⅡ期中考期中考期中考期中考：：：：3333////31313131----4444////3333 ○○○○期中考期中考期中考期中考：：：：3333////31313131----4444////3333 ││││

36363636 04.07-04.11 ▊│▊│▊│▊│期中停修申請期中停修申請期中停修申請期中停修申請：：：：4444////7777----18181818 ││││期中停修申請期中停修申請期中停修申請期中停修申請：：：：4444////7777----18181818 ││││

37373737 04.14-04.18 ▊│▊│▊│▊│ ││││ ││││

38383838 04.21-04.25 ▊│▊│▊│▊│ ││││ ││││

39393939 04.28-05.02 ▊│▊│▊│▊│ ││││ ││││

40404040 05.05-05.09 ▊│▊│▊│▊│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5555////10101010----30303030 ││││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5555////10101010----30303030 ││││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5555////10101010----30303030

41414141 05.12-05.16 ▊│▊│▊│▊│ │☆│☆│☆│☆103103103103學年四技三初選學年四技三初選學年四技三初選學年四技三初選////102102102102學年暑修選課學年暑修選課學年暑修選課學年暑修選課：：：：5555////12121212----19191919 ││││

42424242 05.19-05.23 ▊│▊│▊│▊│ ││││ ││││

43434343 05.26-05.30 ▊│▊│▊│▊│ ││││ ││││

44444444 06.02-06.06 ▊●▊●▊●▊●遠距遠距遠距遠距ⅡⅡⅡⅡ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6666////3333----6666 ● ● ● ● 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6666////3333----6666　　　　▲▲▲▲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6666////7777 ● ● ● ● 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6666////3333----6666　　　　▲▲▲▲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6666////7777

45454545 06.09-06.13 ▊▊▊▊

46464646 06.16-06.20 ▊▊▊▊

47474747 06.23-06.27 ▊▊▊▊

48484848 06.30-07.04 ▊▊▊▊

49494949 07.07-07.11 ▊▊▊▊

50505050 07.14-07.18 ▊▊▊▊

51515151 07.21-07.25 ▊▊▊▊

52525252 07.28-08.01 ▊▊▊▊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１１１１、、、、符號說明符號說明符號說明符號說明：：：：( )( )( )( )四技三年級上學期上課周次四技三年級上學期上課周次四技三年級上學期上課周次四技三年級上學期上課周次　　　　▊▊▊▊校外實習時間校外實習時間校外實習時間校外實習時間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期中考期中考期中考期中考　　　　●●●●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　　　　△△△△休假休假休假休假　　　　▲▲▲▲校內活動校內活動校內活動校內活動　　　　
　　   　 　　   　　   　 　　   　　   　 　　   　　   　 　　   ☆☆☆☆初選 　初選 　初選 　初選 　★★★★加退選加退選加退選加退選　　　　⊕⊕⊕⊕當周當周當周當周((((日日日日))))註冊註冊註冊註冊。。。。
２２２２、、、、國定例假日依規定放假國定例假日依規定放假國定例假日依規定放假國定例假日依規定放假：：：：△△△△102/9/19(週四週四週四週四)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102/9/20彈性放假彈性放假彈性放假彈性放假（（（（102/9/14補行上班補行上班補行上班補行上班、、、、10/12補行上課補行上課補行上課補行上課））））
　　　　　　　　　　　　　　　　　　　　　　　　　　　　　　　　　　　　　　　　　　　　　　　　　　　　△△△△102102102102////10101010////10101010((((周四周四周四周四))))雙十節雙十節雙十節雙十節　　　　　　　　△△△△103103103103////01010101////01010101((((週三週三週三週三))))元旦元旦元旦元旦　　　　△△△△103103103103////1111////27272727----2222////7777寒假寒假寒假寒假《《《《1111////30303030((((週四週四週四週四))))除夕除夕除夕除夕》》》》
　　　　　　　　　　　　　　　　　　　　　　　　　　　　　　　　　　　　　　　　　　　　　　　　　　　　△△△△103103103103////2222////28282828((((週五週五週五週五))))228228228228紀念日紀念日紀念日紀念日　　　　△△△△103103103103////4444////4444((((週五週五週五週五))))兒童節兒童節兒童節兒童節　　　　△△△△103103103103////6666////2222((((週一週一週一週一))))端午節端午節端午節端午節
３３３３、、、、全校共同活動全校共同活動全校共同活動全校共同活動：　：　：　：　▲▲▲▲102/9/27(周五上午周五上午周五上午周五上午)防災演練防災演練防災演練防災演練　　　　▲▲▲▲102/10/17(周四周四周四周四)游泳比賽游泳比賽游泳比賽游泳比賽　　　　▲▲▲▲102/10/25(周五下午周五下午周五下午周五下午)第五屆永慶盃校園路跑第五屆永慶盃校園路跑第五屆永慶盃校園路跑第五屆永慶盃校園路跑
                                  　　　　　　　　▲▲▲▲102/10/26(周六周六周六周六)明志志工日明志志工日明志志工日明志志工日　　　　　　　　▲▲▲▲103/4/25(周五周五周五周五)校運會校運會校運會校運會。。。。
４４４４、、、、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103103103103////6666////7777((((週六週六週六週六))))。。。。
５５５５、、、、暑修暑修暑修暑修：：：：103/6/16-8/15；；；；暑修網路選課暑修網路選課暑修網路選課暑修網路選課103/5/12-19；；；；暑修繳費期間暑修繳費期間暑修繳費期間暑修繳費期間103/5/20-6/2。。。。
６６６６、、、、進修部行事曆簡述進修部行事曆簡述進修部行事曆簡述進修部行事曆簡述：：：：第一學期第一學期第一學期第一學期9/16開學開學開學開學，，，，11/11-16期中考期中考期中考期中考，，，，1/13-18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第二學期第二學期第二學期第二學期1/20開學開學開學開學，，，，3/28-4/3期中考期中考期中考期中考，，，，5/26、、、、5/31-6/6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
                

     明志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102學年度日間學制各科系上課及校外實習時間分配表學年度日間學制各科系上課及校外實習時間分配表學年度日間學制各科系上課及校外實習時間分配表學年度日間學制各科系上課及校外實習時間分配表　　　　　　　　　　　　102.12.10行政會議審議行政會議審議行政會議審議行政會議審議

次次次次

☆☆☆☆網路初選網路初選網路初選網路初選

延修生延修生延修生延修生 / 四技四四技四四技四四技四：：：：9 / 7-13 四技一四技一四技一四技一、、、、二二二二 / 七技七技七技七技：：：：9 / 10-13

☆☆☆☆網路初選網路初選網路初選網路初選 延修生延修生延修生延修生 / 四技四年級四技四年級四技四年級四技四年級: 102/12/ 30-103/1/6
四技一四技一四技一四技一、、、、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 / 七技七技七技七技: 102/12/ 31 - 10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