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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30) 【暫訂】外國學生春季班招生報名
(8/3) 台綜大學士班轉學考試放榜
(8/3-8/7) 碩士班研究生申辦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8/13-8/24) 【暫訂】學生第一學期課程初選
(8/13-9/17) 學生申請超修學分、校際選課
(8/17-10/20) 【暫訂】學士班身心障礙甄試招生學系訂定校系分則

八
23 24 25 26 27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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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6.15

(8/24-10/16) 【暫訂】學士班繁星推薦暨個人申請入學、考試入學分發訂定校系分則
(8/31) 109學年度第一次新增設課程登錄截止

(8/17) 【暫訂】碩博士班暨學士班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聯席
會議-110學年度碩甄及特殊選才、109學年度兩岸高
階、110學年度碩博班各學制名額協調、僑生及港澳
生單招簡章
(8/26) 攻頂大學聯盟新進教師研習營

(8/31) 各學院彙送本學年度第一次校課程委員會提案截止
(8/31) 【暫訂】111學年度各系所招生名額提報教育部
(8/31前) 系所(受評鑑單位)完成自我評鑑委員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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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月) 院、系所(中心)、相關行政單位教師評鑑資料建置及確認

(9/4) 台綜大新進教師專業知能研討會

(9/1-9/11) 學生申辦抵免學分、雙主修、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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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11)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檢核畢業資格
(9/3-9/17) 【暫訂】各學系訂定運動績優生校系分則
(9/7) 研究所、大學部新生報到及註冊、轉學生註冊、舊生註冊(學生開始上課)
(9/7) 前一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考
(9/7-9/17) 導師輔導學生選課
(9/7-9/21) 【暫訂】各系所訂定碩博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
(9/10-9/17) 【暫訂】學生第一學期課程加退選
(9/20-9/25) 系所協助通知未達學期應修學分學生加選、未達開班人數課程協調學生加退選
(9/11) 任課教師送交前一學期請假補考成績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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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系所完成教師申請更正前一學期考試總成績截止
(9/14) 教師補登學士班服務學習課程前一學期考試總成績截止

九

(9/15) 【暫訂】109學年度第一次校課程委員會
(9月中下旬) 【暫訂】109學年度第1學期教師數位教學知能研習

(9/14) 教師補登研究所前一學期學期考試總成績截止
(9/14-10/23) 【暫訂】海外僑生及港澳生第一梯次單獨招生報名
(9/17) 本學期異動課程相關資料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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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9/25) 大學部學生申辦成績優異提前畢業
(9/21-9/25) 大學應屆畢業生申辦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9/21-9/25) 各系所協助提醒學生上網確認選課紀錄、學生辦理選課紀錄更正
(9/21-10/6) 各系所協助核對教師授課時數清冊
(9/21-10/13) 【暫訂】兩岸高階招生考試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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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暫訂】第165次教務會議提案截止
(9/26) 10/2彈性放假，補行上班日
(9/30前) 系所(受評鑑單位)完成自我評鑑委員會確認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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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0/13) 【暫訂】碩甄招生考試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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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中秋節放假，10/2彈性放假一天
(10/1-10/31) 【暫訂】外國學生春季班系所審查作業
(10/1-12/31) 系所(受評鑑單位)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
(10/8-10/15) 【暫訂】系所推薦碩甄及兩岸高階命題、閱卷、審查、面試委員
(10/9-10/10) 10/9國慶紀念日補假一天，10/10國慶紀念日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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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提案截止
(10/14-11/18) 【暫訂】學士班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及特殊選才招生學系訂定校系分則
(10/15-10/30) 【暫訂】學士班轉學生甄試招生學系訂定簡章
(10月中旬) 完成全校教學助理培訓線上課程觀看
(10/21-11/4) 【暫訂】學士班運動成績優良甄審甄試招生學系名額及運動類別調查

(10/5) 【暫訂】碩博士班暨學士班第二次招生委員會聯席
會議-繁星推薦暨個人申請招生校系分則；身障生、
碩博班暨碩專(含高階)簡章
(10/15) 【暫訂】第165次教務會議
(10/16) 【暫訂】110學年度第一次招生策略規劃委員會
(10月中旬) 【暫訂】109學年度第1學期數位教學工作坊
(10/23) 109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

(10/24) 高中英語能力聽力測驗(第一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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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109年度第2次新增設課程登錄截止

(10/26) 【暫訂】109學年度第一次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

(10/26) 各學院彙送本學年度第二次校課程委員會提案截止
(10/26) 109學年度第1學期學分學程委員會提案截止
(10/26-11/3) 【暫訂】學士班特殊選才報名
(10/28-11/13) 【暫訂】海外僑生及港澳生單招第一梯次資料審查
(10/30前) 院彙整系所(中心)教師評鑑名冊送行政單位審核
(10/30) 111學年度特殊項目增設案逕提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
(10/30-11/10) 【暫訂】系所辦理碩甄及兩岸高階試務作業(資料審查、筆試、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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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20) 【暫訂】各系所訂定陸生研究所校系分則
(11/2-11/6) 期中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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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前) 各院確認教師評鑑名冊審查結果，送交完整名冊
(11月中旬) 各院繳交博士研究生優秀畢業論文獎獲獎名單截止
(11/16) 【暫訂】與各系所主管會商碩甄及兩岸高階最低錄取標準

十
一

(11/19) 【暫訂】碩甄及兩岸高階放榜

22 23 24 25 26 27 28 (11/23-11/27) 研究生申辦轉系所
(11/25-11/27) 【暫訂】兩岸高階正取生報到
(11/26) 【暫訂】第166次教務會議提案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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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12/4) 【暫訂】學生第一學期課程棄選
(11/30-12/24) 【暫訂】高階碩士學程在職專班招生考試報名

(11/9) 【暫訂】109學年度第1學期學分學程委員會議
(11/11) 西灣僑星獎學金審查會議
(11/18) 【暫訂】碩博士班暨學士班第三次招生委員會聯席
會議-碩甄及兩岸放榜；四技二專、110學年度外國
生、體育運動績優、寒轉、原民專班及博班簡章；
運動績優生甄審運動項目
(11/24) 【暫訂】109學年度第二次校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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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2/15) 各系所上網編排第二學期課表
(12/1-12/16) 【暫訂】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報名
(12/4-12/6) 【暫訂】特殊選才學系辦理甄試
(12/9-12/15) 【暫訂】學士班轉學生甄試報名
(12/10-12/14) 【暫訂】學士班轉學生甄試招生學系推薦「命題及閱卷」、「審查及面試」委員

(12月上旬) 高教深耕教學創新委員會

(12/12) 高中英語能力聽力測驗(第二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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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暫訂】外國生春季班放榜
(12/18-12/23) 【暫訂】系所推薦碩士班、碩專班(含高階)招生命題、閱卷、審查、面試委員

20 21 22 23 24 25 26 (12/20-12/27) 【暫訂】各單位推薦學科能力測驗巡視、主試、監試人員

(12/17) 【暫訂】第166次教務會議
(12/25) 109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

(12/20-12/27) 【暫訂】系所推薦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巡視、主試、監試」委員
(12/20-1/3) 學生填答109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意見調查
(12/23) 【暫訂】特殊選才放榜
(12/25) 學生申辦本學期休學截止
(12/25-12/29) 【暫訂】學士班轉學生甄試招生學系辦理甄試
(12/28-1/7) 【暫訂】系所辦理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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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2/5) 各系所辦理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含高階)招生資料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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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放假一天
(1/2-2/1) 各教師下學期擬授課課程課綱登錄
(1/4-1/8) 學期考試
(1/5) 【暫訂】學士班轉學生甄試招生學系主管會商最低錄取標準
(1/5-1/7) 【暫訂】學士班四技二專特殊選才推薦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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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公佈並受理學生更正曠課時數截止
(1/12-2/10) 【暫訂】僑生個人申請審查作業(海聯會)
(1/15) 任課教師送交學生學期總成績、請假補考試題截止
(1/15-3/31) 【暫訂】外國學生秋季班招生報名
(1/21) 【暫訂】學士班四技二專特殊選才招生學系主管會商最低錄取標準
(1/22) 本學期畢業研究生申請參加學位考試截止
(1/22-1/23) 學科能力測驗
(1/29) 本學期畢業研究生學位考試結束
(1/29) 公佈研究生轉系所核定名單
(1/29) 【暫訂】111學年度特殊項目增設提報教育部審核
(1/29~2/8) 【暫訂】學生第二學期課程初選
(1/29-2/18) 【暫訂】各學系訂定台綜大學士班轉學生招生校系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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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前) 各學術單位完成籌組教師評鑑委員會

※ 各項招生考試時程均依109學年度行事曆預估，相關時程俟簡章訂定後再調整。

(1/15) 學科能力測驗監試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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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系所辦理碩士班甄試第一階段報到遞補作業截止
(2/1) 大學部申請五學年學碩士學位開始
(2/1) 大學部申辦修讀七學年學碩博學位開始
(2/1-2/5) 碩士班研究生申辦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2/6-2/7) 【暫訂】高階EMBA面試
(2/7) 【暫訂】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筆試
(2/10~2/16) 春節假期(2/10調整放假，2/11農曆除夕~2/16農曆初五)
(2/10-4/20) 各系所訂定下學年度各學制入學學生必修科目表
(2/14) 【暫訂】109學年度第3次新增設課程登錄截止
(2/14) 【暫訂】各學院彙送本學年度第三次校課程委員會提案截止
(2/17-2/22) 【暫訂】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閱卷
(2/17~2/26) 學生申辦抵免學分、大學部學生申辦雙主修、輔系
(2/17-2/26)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檢核畢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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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2/10彈性放假，補行上班日
(2/22) 大學部及研究生註冊、學生開始上課
(2/22) 前一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考
(2/22-3/4) 各系所導師輔導學生選課
(2/22-3/5) 【暫訂】學士班運動績優學生招生報名
(2/23-3/9) 【暫訂】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訂定學系須知
(2/24) 教師補登學士班服務學習課程前一學期考試總成績截止
(2/24-3/4) 【暫訂】學士班運動績優學生招生報名
(2/25) 【暫訂】第167次教務會議提案截止
(2/25-3/4) 【暫訂】學生第二學期課程加退選
(2/25-3/12) 系所協助通知未達學期應修學分學生加選、未達開班人數課程協調學生加退選
(2/25-4/14) 【暫訂】原民專班招生考試報名
(2/26) 【暫訂】海外僑生及港澳生單招第一梯次放榜
(2/26) 任課教師送交前一學期請假補考成績截止
(2/28前) 系所(受評鑑單位)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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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228和平紀念日放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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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28和平紀念日補假一天
3-5月 系所(受評鑑單位)完成實地訪評
(3/2) 教師補登研究所前一學期學期考試總成績截止
(3/2) 系所公告大學部學生申辦五學年學碩士學位核准名單截止
(3/2) 系所完成教師申請更正前一學期考試總成績截止
(3/4) 【暫訂】與各系所主管會商碩士班碩專班第一階段成績最低錄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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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 完成全校教學助理培訓線上課程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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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3/4) 【暫訂】各系所異動本學期課程資料截止
(3/5-3/9) 【暫訂】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推薦「命題及閱卷」、「審查及面試」委員
(3/5-3/31) 【暫訂】各學系訂定陸生學士班校系分則
(3/8-3/12) 大學部學生申辦成績優異提前畢業
(3/8-3/12) 各系所協助提醒學生上網確認選課紀錄、學生辦理選課紀錄更正
(3/8-3/19) 各系所協助核對教師授課時數清冊
(3/9) 【暫訂】碩士班碩專班(含EMBA)第一階段放榜
(3/10) 【暫訂】111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報告及輔導追蹤分析報教育部審核
(3/15前) 系所(受評鑑單位)決定辦理實地訪評時間
(3/15) 【暫訂】111學年度一般項目增設案報教育部審核
(3/15-6/11) 【暫訂】海外僑生及港澳生第二梯次單獨招生報名
(3/17) 【暫訂】繁星推薦公告錄取名單
(3/19-3/21) 【暫訂】各系所辦理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含高階EMPP)面試
(3/20) 【暫訂】學士班運動績優學生術科考試
(3/23) 【暫訂】與各系所主管會商碩士班碩專班第二階段及高階EMPP成績最低錄取
標準
(3/21) 【暫訂】學士班運動績優學生招生(術科考試)
(3/26) 【暫訂】碩士暨班碩專班第二階段及高階EMPP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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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暫訂】碩博士班暨學士班第四次招生委員會聯席
會議-碩士班暨碩專班第一階段及高階EMBA放榜;
產碩簡章
(3/9) 【暫訂】109學年度第三次校課程委員會
(3/18) 【暫訂】第167次教務會議
(3月下旬) 高教深耕教學創新委員會

(3/25) 【暫訂】碩博士班暨學士班第五次招生委員會聯席
會議-碩士班暨碩專班第二階段及高階EMPP放榜；
軍人專班簡章
(3/26) 台綜大學士班轉學生聯合招生考試委員會
(3/26) 109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

各院教師評鑑結果送教發中心並同時通知授評鑑教師
【暫訂】系所辦理碩士暨碩士在職專班(含高階)正取生報到、備取生遞補作業
【暫訂】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報名及上傳審查資料
【暫訂】博士班、金融產碩專班招生考試報名
【暫訂】外國學生秋季班系所審查作業
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提案截止
4/4兒童節、民族掃墓節放假，4/2、4/5補假
【暫訂】各系所推薦博士班、金融產碩專班及原民專班「命題及閱卷」、「審
查及面試」委員
(4/10) 【暫訂】運動績優學生招生考試放榜
(4/11) 【暫訂】109學年度第4次新增設課程登錄截止
(4/11) 【暫訂】各學院彙送本學年度第四次校課程委員會提案截止

(4/1前)
(4/1-4/8)
(4/1-4/9)
(4/1-4/14)
(4/1-4/30)
(4/2)
(4/2~4/5)
(4/8-4/15)

(4/12) 【暫訂】運動績優學生招生考試放榜
(4/14-5/2) 【暫訂】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料審查、面試及筆試)
(4/15) 【暫訂】111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調查
(4/19) 109學年度第2學期學分學程委員會提案截止
(4/19-23) 期中考試
(4/21-5/16) 【暫訂】各系所辦理博士班、金融產碩專班及原民專班招生資料審查
(4/22-5/8) 【暫訂】陸生碩博士班審查及結果排序作業
(4/26-4/30) 學生申辦轉系所
(4/29) 【暫訂】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學系主管會商最低錄取標準
(4/30-5/16) 【暫訂】博士班、金融產碩專班及原民專班招生筆試及面試

(4/19) 【暫訂】109學年度第二次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議

(4/28) 【暫訂】110學年度第二次招生策略規劃委員會

國立中山大學一〇九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務行事曆
年 月

星 期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五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一
六
一
〇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七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行
(5/3-5/14)
(5/3-5/14)
(5/5-5/14)
(5/7)
(5/7-5/14)
(5/13)
(5/19)
(5/21)

事

預訂會議

各系所上網編排暑期班課表
【暫訂】台綜大學士班轉學生聯合招生考試報名
【暫訂】111學年度開設境外專班報教育部截止
【暫訂】學生第二學期課程棄選
【暫訂】第168次教務會議提案截止
【暫訂】與各系所主管會商博士班、金融產碩專班及原民專班最低錄取標準
【暫訂】博士班、金融產碩專班及原民專班放榜

(5/3) 【暫訂】109學年度第2學期學分學程委員會
(5/4) 【暫訂】碩博士班暨學士班第六次招生委員
會聯席會議-個人申請放榜

學生申辦學程證書

(5/28) 【暫訂】陸生碩博士班放榜
(5/31-6/4)
(6/1-6/15)
(6/1-7/2)
(6/2-6/5)
(6/6-6/20)
(6/10)
(6/10-6/15)
(6/11)
(6/14)
(6/15)
(6/15-7/2 )
(6/15-8/15 )
(6/18)
(6/21-6/25)
(6/21-6/28)
(6/21-7/5)
(6/24)
(6/24-8/16)
(6/29-8/7)
(6/30前)
(6/30)
(7/1-7/15)
(7/2)
(7/2)
(7/2-7/3)
(7/6-7/20)
(7/8)
(7/9)
(7/12)
(7/13)
(7/23)
(7/30)
(7/31前)

109.06.15

各系所推薦指定科目考試巡視及主、監試人員
各系所上網編排下學期課表
【暫訂】學生暑期班課程選課
【暫訂】系所辦理博士班、金融產碩專班及原民專班正取生報到、備取生遞補
作業
學生填答109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意見調查
【暫訂】111學年度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位專班或專業學(課)程報教育部截止
【暫訂】學士班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學系資料審查
學生申辦休學截止
端午節放假
公告外國生秋季班錄取生名單
【暫訂】海外僑生及港澳生單招第二梯次資料審查
【暫訂】外國生秋季班錄取生繳件及核發入學許可通知書
【暫訂】學士班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學系主管會商最低錄取標準
學期考試
【暫訂】軍人專班招生考試報名
【暫訂】學生暑期班課程繳費
公佈並受理學生更正缺曠課時數截止
【暫訂】各教師下學期擬授課課程課綱登錄
【暫訂】調查各系所111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單招簡章
函知教師評鑑結果
公佈轉系所核定名單(第一梯次)
【暫訂】各學系訂定特殊選才校系分則
任課教師送交學期總成績截止
任課教師送交學生請假補考試題截止
指定科目考試
【暫訂】系所訂定碩甄、高階及兩岸高階招生考試簡章
【暫訂】暑期班課程開始上課
【暫訂】陸生學士班放榜
【暫訂】台綜大轉學考筆試日期
【暫訂】與主管會商軍人專班最低錄取標準
本學期畢業研究生申請參加學位考試截止
公佈轉系所核定名單(第二梯次)、本學期畢業研究生學位考試結束
系所(受評鑑單位)自我評鑑結果送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查認可

※ 各項招生考試時程均依109學年度行事曆預估，相關時程俟簡章訂定後再調整。

【暫訂】109學年度第四次校課程委員會
109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數位教學知能研習
109年度優秀教學助理遴選
【暫訂】碩博士班暨學士班第七次招生委員會聯席
會議-博士班、金融產碩專班及原民專班放榜、111
學年度學碩博班招生名額總量
(6/3) 【暫訂】第168次教務會議

(5/11)
(5月中旬)
(5月中旬)
(5/20)

(6/11) 109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

(6/18) 【暫訂】指定科目考試監試座談會

(6月下旬) 教學傑出獎遴選委員會

(7/30) 【暫訂】台綜大學士班轉學生放榜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