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教室狀況, Contacts, 工作~
2014-01-01 (週三)
下午7點 - 下午7:30

001 工管系 進技工三甲

2014-01-02 (週四)
上午10點 - 下午12點

工作~

日曆： 工作~

下午2點 - 下午5:30

工作~

日曆： 工作~

下午7:25 - 下午9:30

201 金融系

2014-01-03 (週五)
下午1:30 - 下午4點

002 計網中心(軟體組)

下午6:30 - 下午9:30

002、201 光通所

2014-01-06 (週一)
上午8:30 - 下午12點

資001 圖書館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資201 資工系

2014-01-07 (週二)
下午7點 - 下午9點

002 財管系

2014-01-08 (週三)
下午7點 - 下午7:30

001 工管系 進技工三甲

2014-01-09 (週四)
下午7:25 - 下午9:30

201 金融系

2014-01-13 (週一)
下午6:20 - 下午9:30

001 會計系

2014-01-14 (週二)
上午9:30 - 上午11點

201 機械系

2014-01-15 (週三)
下午1:30 - 下午5點

001 機械系

下午2:01 - 下午3:01

201 計網中心

下午3:30 - 下午5點

002 機械系

下午7點 - 下午7:30

001 工管系 進技工三甲

電腦教室狀況, Contacts, 工作~
2014-01-17 (週五)
上午2:30 - 上午5:30

202 計網中心

2014-01-19 (週日)
上午9點 - 上午11:30

201 機械系

2014-01-21 (週二)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202 計網中心

下午2:30 - 下午5:30

202 計網中心

2014-01-22 (週三)
下午2點 - 下午4點

201 研發處

2014-01-23 (週四)
上午8:45 - 下午12:15

201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2014-02-11 (週二)
上午9點 - 下午5:30

001 教發中心

2014-02-12 (週三)
上午9點 - 下午5:30

001 教發中心

下午2點 - 下午4點

201 計網中心

2014-02-14 (週五)
下午2點 - 下午5點

201 TA教學平台教育訓練

2014-02-18 (週二)
下午1:30 - 下午4:30

001 體育室

2014-02-21 (週五)
上午10點 - 上午11點

202 計網中心

2014-02-22 (週六)
下午1:30 - 下午4:30

201 體育室

2014-02-24 (週一)
上午8:30 - 下午12:30

201 教發中心

2014-02-25 (週二)
上午10點 - 下午12點
下午3點 - 下午5點

202 計網中心
202 計網中心

電腦教室狀況, Contacts, 工作~
2014-03-01 (週六)
下午8點 - 下午10點

資001 機械系

2014-03-04 (週二)
下午8:30 - 下午9:30

0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03-06 (週四)
下午7點 - 下午9:30

001 工管系

2014-03-08 (週六)
下午8點 - 下午10點

資001 機械系

2014-03-11 (週二)
下午5:30 - 下午9點

102 課外活動組-福智青年社

2014-03-17 (週一)
下午2:30 - 下午5:30

002 電子系

2014-03-20 (週四)
上午9:20 - 下午12點

201 計網中心

上午10點 - 下午12點

202 計網中心

下午2:30 - 下午4點

202 計網中心

2014-03-24 (週一)
上午10點 - 下午12點
下午2:30 - 下午5:30

202 計網中心
002 電子系

2014-03-25 (週二)
下午6點 - 下午9:30

001 課外活動組-攝影社

2014-03-28 (週五)
下午2點 - 下午5:30

201 教發中心

2014-03-31 (週一)
上午9點 - 下午12:30

201 教發中心

下午2:30 - 下午5:30

002 電子系

2014-04-07 (週一)
下午2:30 - 下午5:30

001 電子系

2014-04-08 (週二)
上午10點 - 上午11點

202 計網中心

電腦教室狀況, Contacts, 工作~
2014-04-09 (週三)
下午2點 - 下午5:30

201 教發中心

2014-04-12 (週六)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上午10點 - 下午12點

201 企管系
002 金融系

2014-04-15 (週二)
上午9:30 - 上午11:30
下午12點 - 下午1點

001 機械系
201 資工系

2014-04-16 (週三)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001 工管系

下午2點 - 下午5:30

201 教發中心

2014-04-20 (週日)
全天

生日快樂！

2014-04-20 (週日) - 2014-04-21 (週一)
日曆： Contacts

2014-04-21 (週一)
下午2點 - 下午3:30

202 研發處

2014-04-22 (週二)
上午11點 - 下午1點

201 資工系

下午6點 - 下午9:30

201 課外活動組-攝影社

2014-04-23 (週三)
下午1:40 - 下午3:10

201 研發處

2014-04-25 (週五)
上午9點 - 下午4點

202 會計系

2014-04-28 (週一)
下午2:30 - 下午5:30

001 電子系

2014-04-29 (週二)
下午12點 - 下午1點
下午1點 - 下午6點

201 資工系
001 校外-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2014-04-30 (週三)
上午8:30 - 下午2點

001 教發中心

電腦教室狀況, Contacts, 工作~
上午8:30 - 下午1:10

002 教發中心

2014-05-02 (週五)
下午1點 - 下午5:30

201 計網中心

2014-05-05 (週一)
下午2:30 - 下午5:30

001 電子系

2014-05-06 (週二)
上午11:30 - 下午2點

102 教發中心

2014-05-07 (週三)
下午6:30 - 下午9:30

002 企管系

2014-05-09 (週五)
上午8:30 - 下午4:30

002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下午6:30 - 下午9:10

001 企管系

2014-05-12 (週一)
上午10點 - 下午1點

102 人事室

2014-05-13 (週二)
下午6:30 - 下午9:30

001 企管系

2014-05-14 (週三)
下午6:30 - 下午9:30

002 企管系

2014-05-15 (週四)
上午10點 - 上午10:30

201 計網中心

2014-05-16 (週五)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202 企管系

下午2點 - 下午5:30

201 教發中心

下午6:30 - 下午9:10

001 企管系

2014-05-17 (週六)
上午10點 - 下午12點
下午1點 - 下午4:30

201 企管系
201 企管系

2014-05-20 (週二)
下午6:30 - 下午9:30

001 企管系

電腦教室狀況, Contacts, 工作~
2014-05-21 (週三)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資001 圖書館

下午2點 - 下午5:30

資001 圖書館

下午6:30 - 下午9:30

002 企管系

2014-05-22 (週四)
下午1:30 - 下午4點

201 計網中心

下午5:30 - 下午9點

102 福青社

下午5:30 - 下午9:30

102 課外活動組-福青社

下午8:20 - 下午10:05

201 國企系

2014-05-23 (週五)
上午11點 - 下午2點

202 企管系

下午1:30 - 下午4點

201 計網中心

下午6:30 - 下午9:10

001 企管系

2014-05-24 (週六)
上午9點 - 上午11:30
上午9點 - 下午5點
下午12點 - 下午1:30

102 電子系
202 基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校外)
102 計網中心

2014-05-25 (週日)
上午9點 - 下午5:30

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05-27 (週二)
下午5:30 - 下午9點

102 福智社

2014-05-28 (週三)
下午2:15 - 下午5點

201 教發中心

2014-05-29 (週四)
上午8點 - 下午5點
上午10點 - 下午12點
下午4點 - 下午5:30

201 東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中午關）
202 教務處
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05-30 (週五)
上午8點 - 下午5點

201 東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中午關）

電腦教室狀況, Contacts, 工作~
下午6:30 - 下午9:10

001 企管系

2014-05-31 (週六)
上午9點 - 下午4:30

201 財管系

上午9點 - 下午5:30

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06-06 (週五)
上午8:40 - 上午11:10
下午6:30 - 下午9:10

202 管考說明會
001 企管系

2014-06-07 (週六)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201 企管系

上午9點 - 下午5:30

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06-08 (週日)
上午9點 - 下午5:30

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06-09 (週一)
上午8:30 - 下午12點

202 進修推廣處

上午9:15 - 下午12點

201 教發中心

下午1點 - 下午5點

001 諮商輔導中心

下午1點 - 下午5點

002 諮輔中心

2014-06-12 (週四)
上午10點 - 下午12點

201 機械工程系

2014-06-13 (週五)
下午6:30 - 下午9:30

001 光通所

下午6:30 - 下午9:30

202 光通所

下午7:30 - 下午9:30

002 光通所

2014-06-14 (週六)
上午9點 - 下午5點

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06-15 (週日)
上午9點 - 下午5點

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06-17 (週二)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001 機械系期末考試

電腦教室狀況, Contacts, 工作~
2014-06-18 (週三)
上午9點 - 下午4點

001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上午9點 - 下午4點

202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2014-06-19 (週四)
下午1:30 - 下午4:30

002 資工系考試

2014-06-20 (週五)
下午1:30 - 下午4:30

資002資工系考試

2014-06-21 (週六)
上午9點 - 下午5:30

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06-23 (週一)
上午9點 - 下午5:30

資001光通所

2014-06-24 (週二)
上午9點 - 下午5:30

資001光通所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資201 電子工程系學會

2014-06-25 (週三)
上午9點 - 下午5:30

資001光通所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資201 電子工程系學會

2014-06-26 (週四)
上午9點 - 下午5:30

資001光通所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資201 電子工程系學會

2014-06-27 (週五)
上午10點 - 上午11點

資202計網中心

2014-07-02 (週三)
全天

202 冷氣汰舊更新

2014-07-02 (週三) - 2014-07-06 (週日)

2014-07-03 (週四)
全天

202 冷氣汰舊更新

2014-07-02 (週三) - 2014-07-06 (週日)

2014-07-04 (週五)
全天

202 冷氣汰舊更新

2014-07-02 (週三) - 2014-07-06 (週日)

電腦教室狀況, Contacts, 工作~
2014-07-05 (週六)
全天

202 冷氣汰舊更新

2014-07-02 (週三) - 2014-07-06 (週日)

2014-07-16 (週三)
下午2點 - 下午4:30

001 + 002 副校長室

2014-07-17 (週四)
下午12點 - 下午6點

201 社團法人管理科學學會

2014-08-07 (週四)
上午8:30 - 下午5:30

202 伊甸

2014-08-12 (週二)
上午9點 - 上午10點
下午3點 - 下午5點

資202 學生會 103級新生資料袋隨身碟CD備份
001 圖書館場佈

2014-08-13 (週三)
上午8:30 - 下午5點

資001 圖書館

2014-08-20 (週三)
上午9點 - 下午4點

資201高雄市農會

地點： 資201教室

2014-08-21 (週四)
下午1:30 - 下午5點

資202 體育雲開會

2014-08-27 (週三)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資201高雄市農會

地點： 資201

下午2:02 - 下午3:02

資 202雲科基本資料庫

2014-09-03 (週三)
下午2點 - 下午5點

資201 公文講習

2014-09-05 (週五)
上午8:30 - 下午7點

資202體育雲教育研討會

下午1點 - 下午5點

資201 校外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2014-09-09 (週二)
上午8點 - 下午12點
全天

資001教室打掃

電腦教室不外借

2014-09-09 (週二) - 2014-09-14 (週日)

電腦教室狀況, Contacts, 工作~
下午1:30 - 下午5:30

資201教室打掃

下午3:30 - 下午4:30

資001圖書館 分區教育訓練 推廣分享會 布置

2014-09-10 (週三)
全天

電腦教室不外借

2014-09-09 (週二) - 2014-09-14 (週日)

上午8點 - 下午12點

資202教室打掃

上午8:30 - 下午7點

資201體育雲教育研討會

上午9點 - 下午5點

資001圖書館 分區教育訓練 推廣分享會

地點： 0 0 1

下午1:30 - 下午5:30

資002教室打掃

2014-09-11 (週四)
全天

電腦教室不外借

2014-09-09 (週二) - 2014-09-14 (週日)

上午8:30 - 下午5:30

資002體育雲研習會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資001 研發處 教師評鑑系統說明會

下午2點 - 下午5點

資202 全校數位學習平台教育訓練

2014-09-12 (週五)
全天

電腦教室不外借

2014-09-09 (週二) - 2014-09-14 (週日)

上午8:30 - 下午7點

資002體育雲研習會

下午2點 - 下午5:30

資201 數位課程錄製軟體工作坊

2014-09-13 (週六)
全天

電腦教室不外借

2014-09-09 (週二) - 2014-09-14 (週日)

上午9點 - 下午5:30

資202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 網路及APP課程

地點： 資202

2014-09-14 (週日)
全天

電腦教室不外借

2014-09-09 (週二) - 2014-09-14 (週日)

2014-09-15 (週一)
上午8點 - 上午9點

開學

2014-09-16 (週二)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資202 工學院

電腦教室狀況, Contacts, 工作~
下午1:30 - 下午4:30

資002 資工系

地點： 資002

2014-09-17 (週三)
下午1:30 - 下午2:30

資002 資工系 善用圖書館與數位資源

2014-09-19 (週五)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資202 全校數位學習平台教育訓練

2014-09-20 (週六)
下午1:30 - 下午5點

002、202、201、001 進修學院

2014-09-22 (週一)
下午2點 - 下午5點

資202安裝AutoCAD

2014-09-27 (週六)
上午9點 - 下午5:30

資202 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 網路及APP課程

地點： 資202

2014-09-29 (週一)
上午9點 - 上午10點

資201 電子工程系 大學入門

上午10點 - 上午11點

資001 電子工程系 大學入門

上午11點 - 下午12點

資201 校友中心

地點： 資201

2014-09-30 (週二)
下午2點 - 下午3點

資002

2014-10-01 (週三)
上午8點 - 上午10點

資001 計算機概論

地點： 資001

上午8點 - 下午12點

資202 定修

上午9點 - 上午10點

資002 化材系 大學入門

地點： 資002

下午1:30 - 下午2:30

資001 文創系 大學入門

地點： 資001

下午1:30 - 下午2:30

資201 資工系 大學入門

2014-10-02 (週四)
下午1:30 - 下午2:20

資002 電機系 大學入門

下午2:30 - 下午4:20
地點： 資002

資002 人資系

電腦教室狀況, Contacts, 工作~
2014-10-03 (週五)
上午8點 - 下午5點

資202 數位推廣 AutoCAD

2014-10-04 (週六)
下午6:30 - 下午9:10

資001 電子系

下午8:20 - 下午10:05

資201 國企系

2014-10-06 (週一)
下午6:30 - 下午9:10

[預] 資202 財管系

2014-10-07 (週二)
下午5:30 - 上午12點

資102 福青社

下午6:30 - 下午9點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地點： 資202

2014-10-08 (週三)
上午12點 - 上午9點

資102 福青社

上午8點 - 下午12點

資202定修

下午3:30 - 下午5:30

資002 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地點： 資002

2014-10-09 (週四)
下午2點 - 下午5點

資002 東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地點： 資002

2014-10-11 (週六)
下午8:20 - 下午10:05

資001 國企系

2014-10-13 (週一)
下午2:30 - 下午3:20

資002 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2014-10-14 (週二)
上午10點 - 下午12點
下午5:30 - 下午9點

資202 工管系
資102 福青社

下午6:30 - 下午9點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地點： 資202

2014-10-15 (週三)
上午8點 - 上午10點

資001 四資工一甲

電腦教室狀況, Contacts, 工作~
2014-10-16 (週四)
下午7點 - 下午9點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地點： 資202

2014-10-18 (週六)
上午9點 - 下午4:30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地點： 資202

下午6:20 - 下午10點

資201國企系

2014-10-19 (週日)
全天
2014-10-19 (週日) - 2014-10-20 (週一)
日曆： Contacts

上午9點 - 下午4:30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地點： 資202

2014-10-20 (週一)
下午1:30 - 下午9:30

[預]資202 基峰資訊

2014-10-21 (週二)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資001機械系

上午10點 - 下午12點

資202 工管系

下午1:30 - 下午5:30

資001定修

下午5:30 - 下午9點

資102 福青社

下午7點 - 下午9點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10-22 (週三)
下午3:30 - 下午4:20

資002 圖書館

地點： 資002

2014-10-23 (週四)
下午1點 - 下午3點

資201 副校長室

下午1:30 - 下午4:20

資002 人資系

下午1:30 - 下午4點

資202 研發處

下午7點 - 下午9點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地點： 資202

2014-10-24 (週五)
下午1:30 - 下午4:30

資201 教發中心

電腦教室狀況, Contacts, 工作~
2014-10-25 (週六)
上午9點 - 下午4:30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10-27 (週一)
上午10:10 - 下午12點

資201教室-進推處-推廣教育中心(樂齡大學課程)

地點： 資201

2014-10-28 (週二)
下午5:30 - 下午9點

資102 福青社

下午7點 - 下午9點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10-29 (週三)
全天

全電腦教室定修

2014-10-29 (週三) - 2014-10-30 (週四)

2014-11-01 (週六)
上午9點 - 下午5點

資202 基峰資訊

2014-11-04 (週二)
下午5:30 - 下午9點

資102 福青社

下午7點 - 下午9點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11-05 (週三)
下午1:30 - 下午4:20

資001 四資四乙

地點： 資001

下午1:30 - 下午4:30

資002 教發中心

2014-11-06 (週四)
上午8點 - 上午9點

資001 電子系 四子三乙

下午1:30 - 下午4:20

資002 人資系

下午7點 - 下午9點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11-11 (週二)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資202 機械工程系

下午5:30 - 下午9點

資102 福青社

下午7點 - 下午9點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11-12 (週三)
下午1:30 - 下午4:20

資001 四資四乙

下午6點 - 下午9:15

資001 進碩企一甲

電腦教室狀況, Contacts, 工作~
2014-11-13 (週四)
上午8點 - 上午9點

資001 電子系 四子三乙

下午1:30 - 下午4:20
下午2點 - 下午5點

資002 13:30-16:20人資系

資202 電腦軟體安裝

下午7點 - 下午9點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11-14 (週五)
下午2點 - 下午5點

資201 電子系 期中考

2014-11-16 (週日)
上午9點 - 下午2點

資202 大學入門課程

2014-11-17 (週一)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資202 圖書館

2014-11-18 (週二)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預]資202 機械系考試

地點： 資202

下午5:30 - 下午9點

資102 福青社

下午7點 - 下午9點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11-19 (週三)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資002 四機一乙

下午1:30 - 下午4:30

資202 資管系(TQC考試)

下午7點 - 下午10點

資002 進四機一甲

2014-11-20 (週四)
上午8點 - 上午9點

資001 電子系 四子三乙

上午9點 - 下午5點

資202 中央大學

下午7點 - 下午9點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11-21 (週五)
下午2:30 - 下午3:30

資002 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2014-11-22 (週六)
全天

資201 MOS 上課

2014-11-22 (週六) - 2014-11-23 (週日)

上午9點 - 下午5點

資001 電子工程系學會

電腦教室狀況, Contacts, 工作~
上午9點 - 下午4:30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11-23 (週日)
上午10點 - 上午11點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11-24 (週一)
上午8:30 - 上午11:30

資201 教發中心

2014-11-25 (週二)
下午5:30 - 下午9點

資102 福青社

下午7點 - 下午9點

資202推廣教育中心

2014-11-26 (週三)
上午9點 - 下午12點

資202 碩資工一甲

地點： 資202

下午1:30 - 下午4:20

資001 四資四乙

下午3點 - 下午5:30

資202 綜教組

2014-11-27 (週四)
上午8點 - 上午9點

資001 電子系 四子三乙

下午2點 - 下午5點

資201 資202 計網中心 研習會

2014-11-28 (週五)
下午12點 - 下午6點

資201 資202 phtoshop

2014-11-29 (週六)
全天

資201 MOS 上課

2014-11-29 (週六) - 2014-11-30 (週日)

上午9點 - 下午4:30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地點： 資202

2014-12-01 (週一)
上午9:30 - 下午4點

資202 圖書館 13:00

2014-12-02 (週二)
下午1:30 - 下午5:30

資002 通識課程

地點： 資002

下午5:30 - 下午9點

資102 福青社

2014-12-03 (週三)
下午1:30 - 下午4:20

資001 四資四乙

電腦教室狀況, Contacts, 工作~
2014-12-04 (週四)
上午8點 - 上午9點

資001 電子系 四子三乙

2014-12-05 (週五)
下午2:30 - 下午3:30

資002 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2014-12-06 (週六)
全天

資201 MOS 考試

2014-12-06 (週六) - 2014-12-07 (週日)

2014-12-09 (週二)
下午5點 - 下午9:30

資102 福青社

下午6:30 - 下午9:10

資001 國際企業系

下午6:30 - 下午8點

資002 國企系 進國企二甲

下午6:30 - 下午9點

資202 推廣教育

2014-12-10 (週三)
下午1:30 - 下午4:20

資001 四資四乙

2014-12-11 (週四)
上午8點 - 上午9點

資001 電子系 四子三乙

2014-12-16 (週二)
上午8點 - 上午11點

資202 教發中心

下午5:30 - 下午9點

資102 福青社

下午6:30 - 下午9:10

資001 國際企業系

下午6:30 - 上午12點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12-17 (週三)
上午12點 - 上午9:30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上午8點 - 下午5:30

資202 ITM 國際認證

下午2點 - 下午5點

資001 衛保組

2014-12-18 (週四)
上午9:30 - 下午4點

資202 圖書館

下午1:30 - 下午4:20

資002 人資系

電腦教室狀況, Contacts, 工作~
2014-12-19 (週五)
全天
2014-12-19 (週五) - 2014-12-20 (週六)
日曆： Contacts

2014-12-23 (週二)
下午2:30 - 下午5:30

資001 四子一丙

下午2:30 - 下午5:30

資002 四子一丙

下午5:30 - 下午9點

資102 福青社

下午6:30 - 下午9:10

資001 國際企業系

2014-12-25 (週四)
下午1:30 - 下午2:30

資002 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2014-12-30 (週二)
下午7點 - 下午9點

資202 推廣教育中心

2014-12-31 (週三)
下午1:30 - 下午4:20

資001 四資四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