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校共同活動】規劃說明 
   自 100 學年度起，本校每週三固定安排【全校共同活動】時間，104 學年度起訂為週三 5-6 節課
之時段，這 2 節課學校沒有安排正式課程(部分特殊需求課程例外)，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這個時間安
排班會、系週會、全校週會等重要集會，以及各單位多元、豐富的校園活動(如演講、研習、競賽、社
團生活…等)，讓師生有更充分的時間參與及互動，以提升教師教學能力及培養學生多元能力，增進
師生情誼，強化學生輔導。 
◆大一新生 ◆班級代表 ◆全校教師 ◆全校導師          109-1-1 主管交流會議及第 1092101792 號簽呈通過 

週次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 

單位 
參加 
對象 地點/備註 

01【09/16】 

全校班代宣導會議 
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 
大學部班代 地點：正心樓 0112 教室 

【大學之道課程】 

學系大探索 
各班導師 大一新生 

【大學之道課程】 
地點：正心樓教室 
各系分配時段及教室(如附

件一)。 

02【09/23】 

【大學之道課程】 
以學習者(生/師)為核心之

跨領域終身學習(一) 

通識教育中

心 
大一新生 

【大學之道課程】 

地點：受限於教室使用人數，

各系依排定時間，分 4 週完

成，各系梯次、教室(如附件

二)。 

【大學之道課程】 
大學教育與學習(一) 

教務處 大一新生 

大一新生團體心理測驗第一

梯次 
學務處身心

健康中心 
大一新生 

地點：正心樓 6樓電腦教室/

時程表(如附件三)。 

醫學人文電影賞析 
圖資處圖書

服務 
全校學生自

由報名參加 地點：正心樓 0213 教室 

第 1 次教師提升能力研習 
教學資源暨

教師成長中

心 
全校教師 

【教師自由報名參加】 

地點：教室另行安排通知 

03【09/30】 

【大學之道課程】 
以學習者(生/師)為核心之

跨領域終身學習(二) 

通識教育中

心 
大一新生 

【大學之道課程】 

地點：受限於教室使用人數，

各系依排定時間，分 4 週完

成，各系梯次、教室(如附件

二)。 

【大學之道課程】 
大學教育與學習(二) 

教務處 大一新生 

大一新生團體心理測驗第二

梯次 

學務處身心

健康中心 
大一新生 

地點：正心樓 6樓電腦教室/

時程表如(附件三)。 

 
 
 
04【10/07】 
 
 
 

【大學之道課程】 
以學習者(生/師)為核心之

跨領域終身學習(三) 

通識教育中

心 
大一新生 

【大學之道課程】 

地點：受限於教室使用人數，

各系依排定時間，分 4 週完

成，各系梯次、教室(如附件

二)。 
【大學之道課程】 
大學教育與學習(三) 

教務處 大一新生 

CEPT 中級初試測驗 
(通識中心)
語言與文化

研究室 

全校學生自

由報名參加 地點：正心樓 0626~27 教室 



週次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 

單位 
參加 
對象 地點/備註 

 
 
04【10/07】 
 
 

醫學人文電影賞析 
圖資處圖書

服務 
全校學生自

由報名參加 
地點：正心樓 0213 教室 

第 2 次教師提升能力研習 
教學資源暨 
教師成長中

心 
全校教師 

【教師自由報名參加】 
地點：教室另行安排通知 

05【10/14】 

【大學之道課程】 
以學習者(生/師)為核心之

跨領域終身學習(四) 

通識教育中

心 
大一新生 

【大學之道課程】 

地點：受限於教室使用人數，

各系依排定時間，分 4 週完

成，各系梯次、教室(如附件

二)。 
【大學之道課程】 
大學教育與學習(四) 

教務處 大一新生 

【大學之道課程】 
班級經營_團體共識之架與

成形(一) 
校歌比賽準備週(一) 

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 
大一新生 

請各班依排定時間完成，各

系梯次、教室請參見(總表一)
資料。 

醫學人文電影賞析 
圖資處圖書

服務 
全校學生自

由報名參加 
地點：正心樓 0213 教室 

06【10/21】 

導師會議(一) 
學務處身心

健康中心 
全校導師 

地點：正心樓 0112、0211、
0212 教室 

導師校外賃居訪視研習(配
合導師會議辦理) 

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 
全校導師 地點：正心樓 0112 教室 

【大學之道課程】 
班級經營_團體共識之架與

成形(二) 
校歌比賽準備週(二) 

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 
大一新生 

請各班依排定時間完成，各

系梯次、教室請參見(總表一)
資料。 

CEPT 中高級初試測驗 
(通識中心)
語言與文化

研究室 

全校學生自

由報名參加 
地點：正心樓 0626~27 教室 

醫學人文電影賞析 
圖資處圖書

服務 
全校學生自

由報名參加 
地點：正心樓 0213 教室 

07【10/28】 

全校週會(一) 
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 
各班級代表 地點：正心樓 0112 教室 

房東座談會 
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 
房東、賃居

生代表 
地點：正心樓 1313 會議室 

第 3 教師提升能力研習 
教學資源暨 
教師成長中

心 
全校教師 

【教師自由報名參加】 
地點：教室另行安排通知 

08【11/04】 期中考週 

09【11/11】 CEPT 中級初試測驗 
(通識中心)
語言與文化

研究室 

全校學生自

由報名參加 
地點：正心樓 0626~27 教室 



週次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 

單位 
參加 
對象 地點/備註 

醫學人文電影賞析 
圖資處圖書

服務 
全校學生自

由報名參加 地點：正心樓 0213 教室 

10【11/18】 第 4 次教師提升能力研習 
教學資源暨 
教師成長中
心 

全校教師 
【教師自由報名參加】 
地點：教室另行安排通知 

11【11/25】 

【大學之道課程】 
班級經營_團體共識之架構

與成形--109 年校歌比賽 

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 
大一新生 

1.比賽地點：風雨球場 
2.比賽時間：13：00 開始 

CEPT 中高級初試測驗 
(通識中心)
語言與文化
研究室 

全校學生自

由報名參加 
地點：正心樓 0626~27 教室 

醫學人文電影賞析 
圖資處圖書

服務 
全校學生自

由報名參加 
地點：正心樓 0213 教室 

12【12/02】 第 5 次教師提升能力研習 
教學資源暨

教師成長中

心 
全校教師 

【教師自由報名參加】 
地點：教室另行安排通知 

13【12/09】 

導師會議(二) 
學務處身心

健康中心 
全校導師 

地點：正心樓 0112、0211、  
0212 教室 

CEPT 中級初試測驗 
(通識中心)
語言與文化
研究室 

全校學生自

由報名參加 
地點：正心樓 0626~27 教室 

14【12/16】 

全校週會(二) 
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 
各班級代表 地點：正心樓 0112 教室 

第 6 次教師提升能力研習 
教學資源暨

教師成長中

心 
全校教師 

【教師自由報名參加】 
地點：教室另行安排通知 

15【12/23】 

【大學之道課程】        
各學系宗旨與目標及其特色

發展 
各學系 大一新生 

【大學之道課程】 
地點：正心樓教室 
各系分配時段及教室(如附件

一) 

CEPT 中高級初試測驗 
(通識中心)
語言與文化
研究室 

全校學生自

由報名參加 
地點：正心樓 0626~27 教室 

16【12/30】 第 7 次教師提升能力研習 
教學資源暨
教師成長中
心 

全校教師 
【教師自由報名參加】 
地點：教室另行安排通知 

17【01/06】 各院、系、所自由安排 
18【01/13】 期末考週 

                  查看內容，請掃 Q-Rcode~



學系/課程活動 
日期/教室 

學系大探索                             
(兩梯次) 
第 1週 

大學教育與學習                
(四梯次) 

第 2、3、4、5週 

以學習者(生/師)為核心
之跨領域終身學習     
第 2、3、4、5週 

各學系宗旨與目標                
及其特色發展                                   
第 15 週 

校歌練習                              
(兩梯次) 
第 5~6週 

心理團測 
(兩梯次) 

第 2週、第 3週 

醫學系 
(9/16)甲班：0211 
(9/16)乙班：0221  

(10/14) 0112 第 6節                     
14：20~15：10 

(9/23) 0112 第 6節                     
14：20~15：10 

(12/23)甲班：0211 
(12/23)乙班：0221  

(10/21)0321 
第 5、6節 

13：30~15：10 

甲班(學號單數)：(9/23)0623            
13：30~13：55    

甲班(學號偶數)：(9/23)0625            
13：30~13：55                                     

乙班(學號單數)：(9/23)0622             
13：30~13：55    

乙班(學號偶數)：(9/23)0626            
13：30~13：55 

護理系 
(9/16)甲班：0222 
(9/16)乙班：0223 

(9/23) 0322 第 6節                      
14：20~15：10 

(10/7) 0322 第 6節                      
14：20~15：10 

(12/23)甲班：0222 
(12/23)乙班：0223 

(10/14)0211 
第 5、6節 

13：30~15：10 

甲班：(9/30)0625               
14：45~15：10 
乙班：(9/30)0626                       
15：45~15：10                                  

醫社系 
(9/16)甲班：1011 
(9/16)乙班：1013 

(10/14) 0112 第 5節                      
13：30~14：20 

(9/23) 0112 第 5節                      
13：30~14：20 

(12/23)甲班：1011 
(12/23)乙班：1013 

(10/21)0322 
第 5、6節 

13：30~15：10 

甲班：(9/30)0625               
13：55~14：20                                   
乙班：(9/30)0626              
13：55~14：20                                     

牙醫系 
(9/16)甲班：D06  
(9/16)乙班：D07 

(9/30) 0322 第 6節                      
14：20~15：10 

(10/14) 0322 第 6節                      
14：20~15：10 

(12/23)甲班：D06  
(12/23)乙班：D07 

(10/21)0225 
第 5、6節 

13：30~15：10 

甲班：(9/23)0622                                               
14：45~15：10                                   
乙班：(9/23)0623                                                      
14：45~15：10 

公衛系 
(9/16)甲班：0835 
(9/16)乙班：0837 

(10/14) 0112 第 6節                      
14：20~15：10 

(9/23) 0112 第 6節                      
14：20~15：10 

(12/23)甲班：0835 
(12/23)乙班：0837 

(10/21)0521 
第 5、6節 

13：30~15：10 

甲班：(9/23)0623                                                       
13：55~14：20 
乙班：(9/23)0625                                                        
13：55~14：20 

營養系 
(9/16)甲班：0811 
(9/16)乙班：0813 

(10/14) 0112 第 5節                  
13：30~14：20 

(9/23) 0112 第 5節                  
13：30~14：20 

(12/23)甲班：0811 
(12/23)乙班：0813 

(10/21)0221 
第 5、6節 

13：30~15：10 

甲班：(9/30)0622                                                     
13：55~14：20 
乙班：(9/30)0623                                                           
13：55~14：20 

餐飲系  (9/16)0513 (10/7) 0112 第 5節        
13：30~14：20 

(9/30) 0112 第 5節        
13：30~14：20 (12/23)0513 

(10/14)0212 
第 5、6節 

13：30~15：10 

(9/30)0623                            
14：45~15：10 

職安系  (9/16)0522 (9/30) 0321 第 5節        
13：30~14：20 

(10/14) 0321 第 5節        
13：30~14：20 (12/23)0522 

(10/21)0513 
第 5、6節 

13：30~15：10 

(9/23)0626  
13：55~14：20 

醫資系 (9/16)0831 (10/14)0112第 5節         
13：30~14：20 

(09/23)0112第 5節         
13：30~14：20 (12/23)0831 

(10/21)0516 
第 5、6節 

13：30~15：10 

(9/30)0623                          
14：20~14：45 

醫化系  (9/16)0816 (9/30) 0321 第 5節        
13：30~14：20 

(10/14) 0321 第 5節        
13：30~14：20  (12/23)0816 

(10/21)0523 
第 5、6節 

13：30~15：10 

(9/30)0622                          
14：45~15：10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各學系【大學之道】上課日期及教室總表   



學系/課程活動
日期/教室 

學系大探索                             
(兩梯次) 
第 1週 

大學教育與學習                
(四梯次) 

第 2、3、4、5週 

以學習者(生/師)為核心
之跨領域終身學習     
第 2、3、4、5週 

各學系宗旨與目標                
及其特色發展                                   
第 15 週 

校歌練習                              
(兩梯次) 
第 5~6週 

心理團測 
(兩梯次) 

第 2週、第 3週 

醫管系  (9/16)0815 
(9/30) 0322 第 6節                     

14：20~15：10 
(10/14) 0322 第 6節                     

14：20~15：10 
 (12/23)0815 

(10/21)0316 
第 5、6節 

13：30~15：10 

(9/23)0626                             
14：45~15：10 

應外系  (9/16)0812 
(9/23) 0321 第 5節                    

13：30~14：20 
(10/7) 0321 第 5節                    

13：30~14：20 
 (12/23)0812 

(10/14)0323 
第 5、6節 

13：30~15：10 

(9/30)0626                        
14：20~14：45 

生醫系 (9/16)甲班：0316  
(9/16)乙班：0325 

(10/7) 0112 第 6節                    
14：20~15：10 

(9/30) 0112 第 6節                    
14：20~15：10 

(12/23)甲班：0316  
(12/23)乙班：0325 

(10/14)0812 
第 5、6節 

13：30~15：10 

甲班：(9/23)0622                                                 
14：20~14：45 
乙班：(9/23)0623                                  
14：20~14：45 

心理系 (9/16)0713 
(9/30) 0321 第 5節                    

13：30~14：20 
(10/14) 0321 第 5節                    

13：30~14：20 
(12/23)0713 

(10/21)0733 
第 5、6節 

13：30~15：10 

(9/23)0622                   
13：55~14：20 

物治系  (9/16)0712 
(9/30) 0322 第 6節                      

14：20~15：10 
(10/14) 0322 第 6節                      

14：20~15：10 
(12/23)0712 

(10/21)0736 
第 5、6節 

13：30~15：10 

(9/23)0625                     
14：45~15：10 

職治系  (9/16)0711 
(9/23) 0322 第 6節                    

14：20~15：10 
(10/7) 0322 第 6節                    

14：20~15：10 
 (12/23)0711 

(10/14)0737 
第 5、6節 

13：30~15：10 

(9/30)0622                        
14：20~14：45 

語聽系 (9/16)聽力組:0323                
(9/16)語言組:0326 

(10/7) 0112 第 5節                    
13：30~14：20 

(9/30) 0112 第 5節                    
13：30~14：2 

(12/23)聽力組:0323                
(12/23)語言組:0326 

(10/14)0311 
第 5、6節 

13：30~15：10 

聽力組：(9/23)0625                                                    
14：20~14：45 

語言組：(9/23)0626                                                    
14：20~14：45 

醫技系 (9/16)甲班：0311 
(9/16)乙班：0312 

(10/7) 0112 第 6節                           
14：20~15：10 

(9/30) 0112 第 6節                           
14：20~15：10 

(12/23)甲班：0311 
(12/23)乙班：0312 

(10/14)0312 
第 5、6節 

13：30~15：10 

甲班：(9/30)0625                                                           
13：30~13：55 
乙班：(9/30)0626                                                            
13：30~13：55 

醫影系 (9/16)甲班：0313 
(9/16)乙班：0315 

(9/23) 0321 第 5節                    
13：30~14：20 

(10/7) 0321 第 5節                    
13：30~14：20 

(12/23)甲班：0313 
(12/23)乙班：0315 

(10/14)0315 
第 5、6節 

13：30~15：10 

甲班：(9/30)0622                                                           
13：30~13：55 
乙班：(9/30)0623                                                          
13：30~13：55 

視光系 (9/16)0715 
(10/7) 0112 第 5節                      

13：30~14：20 
(9/30) 0112 第 5節                      

13：30~14：20 
(12/23)0715 

(10/14)0513 
第 5、6節 

13：30~15：10 

(9/30)0625                             
14：20~14：45 



109-1【學系大探索】、【各學系宗旨與目標及其特色發展】 
日期及教室分配表 

班級 
學系大探索 各學系宗旨與目標及其特色發展 

週次/日期 教室 週次/日期 教室 
護理一甲 

(1)09 月 16 日 

正心樓 0222 教室 

(15)12月 23日 

正心樓 0222 教室 
護理一乙 正心樓 0223 教室 正心樓 0223 教室 
醫技一甲 正心樓 0311 教室 正心樓 0311 教室 
醫技一乙 正心樓 0312 教室 正心樓 0312 教室 
生醫一甲 正心樓 0316 教室 正心樓 0316 教室 
生醫一乙 正心樓 0325 教室 正心樓 0325 教室 
醫影一甲 正心樓 0313 教室 正心樓 0313 教室 
醫影一乙 正心樓 0315 教室 正心樓 0315 教室 
職治系 正心樓 0711 教室 正心樓 0711 教室 

語聽聽力組 正心樓 0323 教室 正心樓 0323 教室 
語聽語言組 正心樓 0326 教室 正心樓 0326 教室 
視光系 正心樓 0715 教室 正心樓 0715 教室 
餐飲系 正心樓 0513 教室 正心樓 0513 教室 
應外系 正心樓 0812 教室 正心樓 0812 教室 

附件一 



 

  
班級 

學系大探索 各學系宗旨與目標及其特色發展 

週次/日期 教室 週次/日期 教室 
牙醫一甲 

(1)09 月 16 日 

口腔大樓 D06 

(15)12月 23日 

口腔大樓 D06 
牙醫一乙 口腔大樓 D07 口腔大樓 D07 
醫一甲 正心樓 0211 教室 正心樓 0211 教室 
醫一乙 正心樓 0221 教室 正心樓 0221 教室 
醫社一甲 正心樓 1011 教室 正心樓 1011 教室 
醫社一乙 正心樓 1013 教室 正心樓 1013 教室 
心理系 正心樓 0713 教室 正心樓 0713 教室 
物治系 正心樓 0712 教室 正心樓 0712 教室 
營養一甲 正心樓 0811 教室 正心樓 0811 教室 
營養一乙 正心樓 0813 教室 正心樓 0813 教室 
公衛一甲 正心樓 0835 教室 正心樓 0835 教室 
公衛一乙 正心樓 0837 教室 正心樓 0837 教室 
醫化系 正心樓 0816 教室 正心樓 0816 教室 
醫管系 正心樓 0815 教室 正心樓 0815 教室 
職安系 正心樓 0522 教室 正心樓 0522 教室 
醫資系 正心樓 0831 教室 正心樓 0831 教室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大學之道】上課日期及教室分配表 

週次/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學系/正心樓教室(每週 2梯次/每梯次 1 小時) 

大學教育與學習 教室 以學習者(生/師)為核心之跨
領域終身學習 教室 

(2)09 月 23 日 
 第 5 節 13：30~14：20 醫影系、應外系 0321教室 營養系、醫社系、醫資系 0112教室 

 第 6 節 14：20~15：10 護理系、職治系 0322教室 醫學系、公衛系 0112教室 

(3)09 月 30 日 
 第 5 節 13：30~14：20 心理系、 職安系、 醫化系 0321教室 視光系、語聽系、餐飲系 0112教室 

 第 6 節 14：20~15：10 牙醫系、物治系、醫管系 0322教室 醫技系、生醫系 0112教室 

(4)10 月 07 日 
 第 5 節 13：30~14：20 視光系、語聽系、餐飲系 0112教室 醫影系、應外系 0321教室 

 第 6 節 14：20~15：10 醫技系、生醫系 0112教室 護理系、職治系 0322教室 

(5)10 月 14 日 
 第 5 節 13：30~14：20 營養系、醫社系、醫資系 0112教室 心理系、 職安系、 醫化系 0321教室 

 第 6 節 14：20~15：10 醫學系、公衛系 0112教室 牙醫系、物治系、醫管系 0322教室 

  請於上課當天務必攜帶學生證，以利刷卡，不採紙本簽到，謝謝! 

附件二 



 中山醫學大學身心健康中心  

109學年度大一新生團體心理測驗時程表 

施測日期 施測地點 時間 施測班級 

第一梯次
109.09.23 
(星期三) 

正心樓
0622 

13：30~13：55 醫學一乙(學號尾數單數) 
13：55~14：20 心理一 
14：20~14：45 生醫一甲 
14：45~15：10 牙醫一甲 

正心樓
0623 

13：30~13：55 醫學一甲(學號尾數單數)  
13：55~14：20 公衛一甲 
14：20~14：45 生醫一乙  
14：45~15：10 牙醫一乙 

正心樓
0625 

13：30~13：55 醫學一甲(學號尾數雙數)  
13：55~14：20 公衛一乙 
14：20~14：45 語聽一（語言組） 
14：45~15：10 物治一 

正心樓
0626 

13：30~13：55 醫學一乙(學號尾數雙數) 
13：55~14：20 職安一  
14：20~14：45 語聽一（聽力組） 
14：45~15：10 醫管一 

第二梯次
109.09.30 
(星期三) 

正心樓
0622 

13：30~13：55 醫影一甲 
13：55~14：20 營養一甲  
14：20~14：45 職治一 
14：45~15：10 醫化一 

正心樓
0623 

13：30~13：55 醫影一乙 
13：55~14：20 營養一乙  
14：20~14：45 醫資一 
14：45~15：10 餐飲一 

正心樓
0625 

13：30~13：55 醫技一甲  
13：55~14：20 醫社一甲  
14：20~14：45 視光一  
14：45~15：10 護理一甲 

正心樓
0626 

13：30~13：55 醫技一乙  
13：55~14：20 醫社一乙  
14：20~14：45 應外一  
14：45~15：10 護理一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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