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曁寒假行事曆【學生版】
★教務處 ●學務處、教官室 ■輔導室 ◆總務處、圖書館、研發處、美術學科中心等
週
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8 12/24 12/25
★高一二校本特色課程選課(12/25-29)
★國七領書(12:30-13:00)
●全體衛糾大會(12:10-13:00)

12/26
12/27
●與學生代表有約-2(社長、 ★高三期末考暨藝能科考試
聯會)+校園空間安全檢視
●國九戶外教育(12/27-29)
(12:10)
●高一週記抽查
●國九戶外教育行前教育(8)

12/28
12/29
★高三期末考暨藝能科考試 ●國九戶外教育(12/27-29)
●國九戶外教育(12/27-29) ★寄發第二次英聽成績通知單
★國中部輔導課結束
★高二健護科考試(7)
●畢冊美編訓練-5(7)
●高三包高中(15:40)

19 12/31 1/1 ◎元旦

1/2
★公告高一二、國中部第
3 次定期考查範圍與考程
◆電梯保養
■大陸北京學習之旅說明
會(12:30)
■大陸北京學習之旅報名
(1/2-16)

1/3
●高二週記抽查
■國九第 1 次模擬選填志願(1/3-9)
●期末高中社長大會(12:10)
◆日本關西地區學習之旅說明會(12:10)
★高中 101-108 班領書(12:30-13:00)

1/4
★轉組申請結束
★高中 GeoGebra 解題大賽
(3-4)

1/5
1/6
●生活競賽評分結束、廁所認養結束
★高中 109-116 班領書(12:30-13:00)
■國中多元能力開發教育成果展(14:30)
★高一二國防、體育科考試(7)

1/10
★開放教室留班夜自習(1/10-17)
●衛生組期末考前愛校截止日
★高中 201-208 班領書(12:30-13:00)

1/11

1/12
★國中部學習增能班第 2 期結束
■高國中資源班課程結束
★高中 209-216 班領書(12:30-13:00)

20 1/7

1/8
1/9
★高一二、國中部第 3 次定期考 ★回收二手教科書
查英聽廣播測試(8:05-8:10)
●衛生服務大會(12:10-13:00)

12/30

1/13
●SH15
0 推動
結束

21 1/14 1/15
●高中社團轉社週（1/15-22）

1/16

1/17★高一二、國中部第 3 次定期考 1/18★高一二、國中部第 3 1/19●二手衣回收開始
★國中部夜自習結束
次定期考
◎休業式(8:10)
★高中部第一學期輔導課結束
★國九領書(16:00-16:30)

1/20
■107
年技職
教育博
覽會

寒 1/21 1/22★調整上課
1
(上 106-2 學期第 1 週 2/12 課程)
★高中第 2 學期輔導課開始
◆發放 106-2 學期行事曆
◆校園植物健檢(1/22-24)
★106-2 安心就學申請開始
★網路公告期末考答案
★國八領書(7:30-7:50)
◆日本關西地區學習之旅甄選
(16:20)(暫)

1/23★調整上課
(上 106-2 學期第 1 週
2/13 課程)
■大陸北京學習之旅甄選
(16:20)

1/24★調整上課
(上 106-2 學期第 1 週 2/14 課程)
★高中部補考名單公布
★高中部夜自習結束
●環境總整理+期末大掃除(7-8)

1/27
★大學
學測-2

1/25◎寒假開始
1/26
★檢修普通教室、專科教室擴 ★大學學測-1
大機及資訊設備(1/25~2/14)
■國中生寒假職業輔導營
(1/25-31)
◆高一二學生線上繳交寒假
閱讀心得作業(1/25-2/21)
◆學測考場布置(9：00)
◆學測考場開放(14:00-16:00)

週
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寒 1/28 1/29
1/30
1/31
2
★國九寒假課業輔導(1/29-2/9) ■高三備審資料製作暨面試 【返校打掃(早)：703、111】
◆教室水電桌椅巡檢(1/29-2/2) 技巧準備講座(9:00-12:00) 【返校打掃(午)：202、204】
◆第一期門窗更新改善工程(1/29-2/13) 【返校打掃(早)：801、110】
●寒假返校打掃開始
【返校打掃(午)：106、107】
【返校打掃：(早)705、211】
【返校打掃：(午)103、207】

2/1
■國中寒假職業達人講座
(10:00-12:00)
◆抽水馬達巡檢、廁所反偷
拍巡檢(2/1-6)
【返校打掃(早)：114、203】
【返校打掃(午)：702、102】

寒 2/4
3

2/8
2/9
★公布高中部補考通過名單 【返校打掃(早)：101、213】
【返校打掃(早)：215、104】 【返校打掃(午)：201】
【返校打掃(午)：113、209】

2/10
◆清洗
水塔

2/17
◎春節

2/5★高中部補考
2/6★高中部補考
★體育班升大學術科考試(2/5-7) 【返校打掃(早)：804】
◆巡檢抽測普通及專科教室設備 【返校打掃(午)：706】
◆飲水機巡檢保養
【返校打掃(早)：701、805】
【返校打掃(午)：704】

2/7
◆全校走廊及廁所燈具巡檢(2/7-13)
◆高瞻計畫高國中學生創客營
【返校打掃(早)：205、802】
【返校打掃(午)：210、108】

2/2
◆電梯保養
【返校打掃(早)：803、212】
【返校打掃(午)：115】

六

1 2/11 2/12
◎2/12~14 課程調整至 1/22~24 上課
★高中 316 體育班補考
【返校打掃(早)：109、206】
【返校打掃(午)：208、214】

2/13
2/14◎寒假結束
【返校打掃(早)：806、105】
【返校打掃(午)：112】

2/15◎除夕

2 2/18 2/19◎春節
◎春
節
●友
善校
園週

2/20◎春節

2/22★國九第 3 次模擬考
2/23★國九第 3 次模擬考
2/24
★繳交校內科展書面資料
★106-2 安心就學申請截止
■大學
★國中補救教學名單公布
★寄發大學學測成績單
博覽會
●學生會年度預算檢討（12:10）★發放大學繁星推薦用校排名百分比成績單 @台大
●社聯會年度預算檢討(12:35) ★發放大學個人申請及科大申請集體 體育
報名志願表
館)
●全體衛糾大會(12:10)
■高三備審資料評閱初稿繳交截止
●國八戶外教育(天文館)(下午)
●國七社團選社(6)
★國九補行評量(15:20-16:50)
●高中社團審查委員會（7）
●高中社團開始（8）

106-2 學期重要時程：
◎3/2(五)國七八補行評量
◎3/9(五)學校日暨親師座談會
◎3/13-16(二~五)高二教育旅行(暫)
◎3/22-23(四、五)高一二、國中第一次定期考查
◎3/31(六)補上班上課

2/21◎註冊、開學
●高中部：開學典禮暨友善校園宣導(1.2
節)、導師時間暨高三領取教科書(3.4 節)
●國中部：導師時間暨(1.2 節）、
開學典禮暨友善校園宣導（3.4 節）
●人為災害演練宣導(配合友善校園
週宣導實施)
●高國中幹部訓練（2/26-3/2）
★高中第二學期輔導課開始
★高中部夜自習開始
◆註冊三四聯單繳費期限(2/21-3/12)(暫)
◆高一二學生線上繳交寒假閱讀心得
作業截止
★第 5 節正式上課
★期初評量
高一：國(5)英(6)數(7)
高二：國(5)英(6)數(7)；2、3類組：化(8)

高三重要時程：
◎2/24-25(六、日)大學博覽會@台大體育館
◎2/26(一)公佈大學繁星推薦校內登記順位、校內繁
星作業學生說明會
◎3/2(五)校內繁星現場登記作業
◎3/7(三)大學個人申請集體報名志願表繳交截止
◎3/8-9(四、五)高三第一次指考模擬考

2/16◎春節

2/3

◎3/14(三)大學公告繁星推薦第 1-7 學群錄取名單暨
第 8 類學群通過第一階段篩選名單
◎3/15-16(四、五)高三第一次定期考查
◎3/20-21(二、三)大學甄選模擬面試校內委員場
◎4/3(二)大學甄選模擬面試校外委員場
◎4/11~4/29 大學辦理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