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靜宜大學教務處  通知 

地    址：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 7段 200號 

承 辦 人：陳佩菱 

電子郵件：plchen@pu.edu.tw 

聯絡方式：04-26328001轉 11111 

傳    真：04-26321884 

受文者：全校專、兼任教師、各學系(院、系、所、中心、室)秘書 

發文日期：111年 3月 4日 

發文字號：靜教綜字第 1110001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附件一-會考、監試申請及試卷印製、核銷相關作業、附件二-靜宜大學期中(末)考試作業準

則、附件三-靜宜大學學生考試請假及補考辦法、附件四-靜宜大學學生考試規則 

 
主旨：110學年度第 2學期期中、期末考試時間及相關事宜，敬請  查照。 

說明： 

一、 本學期期中考及期末考週考試時程： 

【期中考】：111年 4月 18日至 4月 22日。 

【期末考】：111年 6月 13日至 6月 17日。 

【大四期末考】：111年 5月 23日至 5月 27日。 

二、 本學期期中及期末統一會考考試時程： 

【期中統一會考】：111年 4月 16日(六)、4月 17日(日)。 

【期末統一會考】：111年 6月 11日(六)、6月 12日(日)。 

三、 教師個人如欲申請統一會考或需研究生協助監試，請於 3月 7日(一)至 3月 17日(四)登入 e校

園服務網『統一會考暨協助監考調查』系統申請。學院統整性課程會考，由學院秘書統一申請。

詳細說明請參閱附件一。 

四、 統一會考、隨堂考協助監試申請及試卷印製、核銷與教師監考須知等，請參閱附件一。 

五、 統一會考日期、時間及試場資訊，於考試前兩週公佈於綜合業務組網頁→校內考試以及寄發至

學生電子郵件信箱，請任課教師轉知各班學生。 

六、 本校另訂有資訊應用概論會考、英文實力養成課程會考，此時間請勿安排考試，避免學生衝堂。 

(1). 資訊應用概論：111年 4月 21日(四)15:10~17:00，6月 16日(四)15:10~17:00 

(2). 英文實力養成課程：111年 4月 14日(四)15:10~17:00，5月 19日(四)15:10~17:00。 

七、 本校期中、期末考試相關作業依據『靜宜大學期中(末)考試作業準則』、『靜宜大學學生考試規

則』及『靜宜大學學生考試請假及補考辦法』辦理。(附件二～四) 

八、 如遇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停課，致影響考試作業，考試方式另行通知。 

九、 如貴單位有外籍教師者，請系秘書轉知本通知相關訊息，以利外師遵循。 

 
正本：全校專、兼任教師、各學系(院、系、所、中心、室)秘書 

副本：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教務長

https://dorac.pu.edu.tw/var/file/59/1059/img/441/0208.pdf
https://dorac.pu.edu.tw/var/file/59/1059/img/441/0208.pdf
https://dorac.pu.edu.tw/var/file/59/1059/img/441/0205.pdf
https://dorac.pu.edu.tw/var/file/59/1059/img/441/0206.pdf
https://dorac.pu.edu.tw/p/412-1059-2464.php?Lang=zh-tw
http://web.pu.edu.tw/~pu101b0/3_TEST_INFO/computer-exam/computer-ex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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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會考、監試申請及試卷印製、核銷相關作業 

考試相關作業 週次 時程 

會考、監試線上申請 3～4 111.03.07～111.03.17 

期中會考及隨堂考試卷電子檔繳交 6 111.04.03前 

期中試卷印製 7 111.04.08(暫訂) 

期中統一會考 8 111.04.16～111.04.17 

期中考週-隨堂考 9 111.04.18～111.04.22 

期中監試人員監考費及試卷印製核銷 10 另行通知 

大四期末考 
14 

111.05.23～111.05.27 

期末會考及隨堂考試卷電子檔繳交 111.05.29前 

期末試卷印製 15 111.06.02(暫訂) 

期末統一會考 16 111.06.11～111.06.12 

期末考週-隨堂考 17 111.06.13～111.06.17 

期末監試人員監考費及試卷印製核銷 18 另行通知 

 

期中、期末統一會考與監試人員申請 

線上申請 

時程 

1. 期中、期末考試相關作業依據「靜宜大學期中(末)考試作業準則」辦理。 

2. 系統開放時程：111年 3月 7日(一) 07:00至 3月 17日(四) 23:59。 

3. 線上申請：登入 e校園服務網→各類系統功能→教務→點選『統一會考暨協助

監考調查』系統申請。 

(1). 期中與期末考依會考及監考需求分別填寫申請。 

(2). 操作手冊：綜合業務組→系統操作說明→教師使用→『統一會考暨協助監

考調查操作手冊』。 

4. 系統開放時間內，如監考需求有異動者，請直接上網重新申請即可；如系統已

關閉，請於考試前兩週洽綜合業務組陳小姐處理。 

申請條件 

統一會考 

1. 教師個人申請：同一科目，授課班級數達 3 班(含)或修習人數達 160 人(含)以

上，可申請統一會考，惟需配合本校統一會考日期，並事先告知學生將安排六、

日會考，以免影響學生假日活動。 

2. 學院統整性課程會考：由學院秘書統一申請。 

協助監試申請 

1. 統一會考：監試人員由綜合業務組安排。 

2. 期中(末)考週隨堂考：修習人數達 50人(含)以上，除由授課教師負責主試外，

得申請協助監考人員 1名，91人(含)以上可申請 2名，151人(含)以上可申請 3

名，且期中(末)考至多各申請 1次。 

考試節次 

及時間安排 

1. 統一會考： 

(1). 統一會考安排於週六、週日(考試時間請參閱 110(2)行事曆)，於考試前兩

週公佈試場資訊於綜合業務組→校內考試及寄發至學生電子郵件信箱，每

日預計安排四節次，惟該次會考考試科目數較多或考生衝堂情況嚴重時，

視情況安排於第五節次。 

(2). 每節次預設為 80分鐘，如需延長作答時間請於調查系統中另行選取。 

(3). 每日各節次起訖預設如下，實際起訖以公告日程表為準： 

節次 1 2 3 4 5 

時間 8:30～9:50 10:30～11:50 13:20~14:40 15:20~16:40 17:00~18:20 

2. 期中(末)考週隨堂考：於原授課時間及上課教室，由授課教師公告考試日期。 

https://dorac.pu.edu.tw/var/file/59/1059/img/441/0208.pdf
https://alcat.pu.edu.tw/
https://dorac.pu.edu.tw/
https://dorac.pu.edu.tw/var/file/59/1059/img/448/teacher04.pdf
https://dorac.pu.edu.tw/var/file/59/1059/img/448/teacher04.pdf
https://secretary.pu.edu.tw/var/file/45/1045/img/661575548.pdf
https://dorac.pu.edu.tw/p/412-1059-2464.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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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請假 

及補考 

1. 學生考試請假及補考辦法依據『靜宜大學學生考試請假及補考辦法』辦理。 

2. 學生考試請假，如為期中考試，由任課教師安排時間補考。如為期末考試之補

考，需上網申請。教師審核學生請假系統操作說明請至綜合業務組→系統操作

說明→教師使用查詢。 

教師監考 

須知 

1. 學生考試規則辦法依據『靜宜大學學生考試規則』辦理。 

2. 教師如自行舉行隨班考試者，務請嚴格監試，以免學生投訴；隨班考勿安排於

行事曆訂定之會考日期舉行考試，避免學生衝堂。 

3. 如於監試過程中發現學生舞弊行為，請務必當場處理，避免事後造成爭議。舞

弊情形詳實記錄於『學生考試違規即時處理表』(請至綜合業務組→表單下載→

教師使用→『考試』下載)，且告知學生並請其於處理表上簽名。如發現挾帶小

抄者，請舞弊學生同時於小抄上簽名，以留懲罰依據。 

4. 採口試考試者，請以錄音方式記錄考試，同時，試卷、學生報告、口試錄音等

資料，請教師自行保存一年存檔備查。 

試卷印製與核銷 

試卷印製 

方法 

1. 統一會考試卷：由綜合業務組委外廠商印製並負責監印。 

2. 期中、期末考週隨堂考試卷：二選一。 

(1). 教師或各單位自行負責印製及監印。 

(2). 委託本組委外廠商印製，委外印製僅提供期中、期末考週間考卷之印製(考

試時間請參閱 110(2)行事曆)。 

命題 

注意事項 

1. 下載『考試命題紙』：命題紙為 A4 大小，請儘量將試題填滿於命題範圍內，

以節省紙張，響應環保。命題紙格式請至綜合業務組→表單下載→教師使用→

考試→『考試命題紙』下載。 

(3). 『考試命題紙(會考用)』 

(4). 『考試命題紙(隨堂考用-含試卷印製申請單)』，為使試卷印製正確無誤，

隨堂考試卷需附「試卷印製申請單」一併轉成 PDF檔繳交。 

2. 試卷以 A4/A3雙面印製，以減少印刷耗材，無法配合印刷規格者，歉難受理。 

委外印製試

卷申請流程 

1. 試卷以 PDF檔提交，檔名為 

 『會考_考試日期(7碼)_班級_科目名稱_命題老師』 

 『隨堂考_考試日期(7碼)_班級_科目名稱_命題老師』 

例如『會考_1110416_企管三 A_經濟學_王大明』 

2. 試卷 PDF 檔請於繳交截止日前 E-mail 至本組承辦人信箱，以利印刷排程。待

承辦人收到信件確認檔案無誤後，將回覆 E-mail告知教師，務請教師留意。 

(1). 繳交時程 

 期中會考及隨堂考試卷：於 111年 4月 3日前繳交。 

 期末會考及隨堂考試卷：於 111年 5月 29日前繳交。 

(2). 綜合業務組承辦人：陳佩菱小姐，電話(04)26328001轉 11111。 

E-mail：plchen@pu.edu.tw 

信件主旨：『期中(末)會考/隨堂考試卷印製-命題老師姓名』 

3. 隨堂考試卷將於印製完成後，E-mail通知教師領取時程。考試用答案紙請至各

系辦公室或綜合業務組領取。 

4. 未依上述試題準備注意事項及繳交期限之試題，本組不負責印製，請由命題者

或各單位自行印製，敬請配合。 

試卷印製 

核銷 

1. 委外印製之試卷統一由本組核銷。 

2. 自行印製試卷之教師及教學單位，請將印製紙本收據或發票交由學系以單位彙

整後送至本組核銷，本組屆時將以 E-mail通知學系秘書繳交時程，期中、期末

考至多各申請 1次，逾期將不受理。 

3. 為便於稽核，自行印製之文件試卷底稿及收據影本，請各單位妥善保存至少一

年以利查核。 

 

https://dorac.pu.edu.tw/var/file/59/1059/img/441/0205.pdf
https://dorac.pu.edu.tw/var/file/59/1059/img/448/teacher11.pdf
https://dorac.pu.edu.tw/
https://dorac.pu.edu.tw/p/412-1059-2415.php?Lang=zh-tw
https://dorac.pu.edu.tw/var/file/59/1059/img/441/0206.pdf
https://dorac.pu.edu.tw/p/405-1059-19734,c2588.php?Lang=zh-tw
https://dorac.pu.edu.tw/p/412-1059-2588.php?Lang=zh-tw
https://secretary.pu.edu.tw/var/file/45/1045/img/661575548.pdf
https://dorac.pu.edu.tw/p/405-1059-20966,c2588.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