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行事曆【學生版】
★教務處 ●學務處、教官室 ■輔導室 ◆總務處、圖書館、研發處等
週次

日

一

二

三

2 2/18 2/19◎春節
◎春節
●友善
校園週

2/20◎春節

3 2/25 2/26
■大學 ★國中輔導課開始
博覽會 ★國中學習增能班第一期開始
@台大體 ★校長、教務主任觀課及教室走察開始
育館 ★公告大學繁星推薦校內登記順位
●SH150 ★寄發大學術科考試成績單
推動開 ★公告高三第 1 次定期考查範圍
始(2/25- ●收國中部公服卡
6/22) ●開始測量全校身高體重視力及健康
促進活動開始
●整潔秩序評分開始
●廁所認養計畫開始
■高國中資源班開課

2/27
2/28◎和平紀念日(放假一日)
■「職」入我心~生涯體驗心
得校內初選交件截止
■國九技藝教育課程開始上課(暫)
●教室佈置開始
★校內繁星作業學生說明會(12：10)

四

2/21◎註冊、開學
2/22★國九第 3 次模擬考
●高中部：開學典禮暨友善校園宣導(1.2 ★繳交校內科展書面資料
節)、導師時間暨高三領取教科書(3.4節) ★國中補救教學名單公布
●國中部：導師時間暨(1.2 節）、
■國中部特教生(在校生)鑑定開始
開學典禮暨友善校園宣導(3.4 節)
●學生會年度預算檢討(12:10)
●人為災害演練宣導(配合友善校園週宣導實施) ●社聯會年度預算檢討(12:35)
●高國中幹部訓練(2/26-3/2)
●全體衛糾大會(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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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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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榕城文藝獎截稿收件日
●教室佈置複檢開始
◆抽水馬達巡檢、廁所反偷拍
巡檢(3/1-6)
■高中藝術才能班術科測驗報名
(3/1-7)
●106-2 社長大會(12:10)

五

六

2/23★國九第 3 次模擬考
2/24
★106-2 安心就學申請截止
■大學博
★寄發大學學測成績單
覽會
★發放大學繁星推薦用校排名百分比成績單 @台大體育
★發放大學個人申請及科大申請集體報名志願表 館
■高三備審資料初稿繳交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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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社團開始(8)

3/2
3/3
◆電梯保養
◆第一次晨讀檢核
★校內繁星現場登記作業(12：10)
★國七八補行評量(12:30-14:00)
●體育班大班會(5)
●國八社團選社(6）
■高三面試儀態與應答技巧講座(6-7)
■國九適性入學暨綜高宣導(7)
★高二英文歌唱比賽(7-8)(高一觀摩)

4 3/4

3/5
3/6
★公告高一二、國中第一次定期考查範圍與考程 ●校級幹部大會(12:10)
★校內科展作品佈置(上午)及作品安全審查(下午)★校內科展評審(5-6)
●榕城文藝獎評審(3/5-15)
■高中部特教生鑑定開始
◆飲水機巡檢保養
◆各棟樓頂排水巡檢(3/5-15)
●106-2學期全校防災演練預演(14:50-15:20)

3/7
3/8★高三第 1 次指考模擬考
3/9★高三第 1 次指考模擬考
3/10
★大學個人申請集體報名志願表繳交截止 ★國九學生多元學習表現成績 ●教育盃體操賽(3/8-10)
●教育盃
★校內科展作品展(3/7-9)
封存日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體操賽
■高職特招甄選入學說明會(12:30) ★開放高三教室留班晚自習(3/8-15) 校內收件截止
(3/8-10)
●教育盃體操賽(3/8-10)
◆第一次國中閱讀心得繳交
■臺大杜
●新加坡學習之旅報名(3/8-29) ●高一國七環境教育暨防災教育宣導講座(7) 鵑花節
●新加坡學習之旅說明會(12:10) ■國八家庭教育講座(7)
●學校日+高一選組家長說明會+宿舍拆
除說明會(18:10)

5 3/11
■臺大
杜鵑花
節

3/12
3/13●高二教育旅行(3/13-16) 3/14●高二教育旅行(3/13-16)
3/15●高二教育旅行（3/13-16） 3/16●高二教育旅行(3/13-16)
●段考前愛校截止日
★大學個人申請修訂集體報名 ★國中部英文抽背(7:40)
★高一二、國中開放教室留班自習
●推動健康促進活動
志願表繳交截止
★大學公告繁星推薦第 1-7 學群錄取名 (3/15-22)
★高一二國中第一次定期考查英聽廣播 ★科大申請校內集體報名志願 單暨第 8 類學群通過第一階段篩選名單 ★北市科展報名繳交作品資料(上午)
測試(8:05-8:10)
表繳交截止
★圖書館夜自習暫停(3/14-16)
◆繳交註冊三、四聯單收據(12：10)
■模擬面試校內委員場學生說明會(12:30) ■資優校本鑑定開始(暫)
●106-2 學期全校防災演練(14:50-15:20)
●高二教育旅行行前教育(8)

3/17

6 3/18 3/19
■臺北 ●高一排球推廣週(3/19-3/31)
市高中 ◆溫馨話家常家長讀書會-1(10:00)
高職博
覽會

3/20
3/21
3/22★高一二、國中第一次定
★大學繁星推薦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高中藝術才能班競賽入學報名(3/21-3/31) 期考查(含高中國文寫作競賽)
■大學甄選模擬面試校內委員場-1 ■大學甄選模擬面試校內委員場-2
■身心障礙學生升大學甄試看
學科考場(14:00-16:00)

7 3/25

3/26
◆第一次新書上架
◆溫馨話家常家長讀書會-2(10:00)
●全體衛糾大會(12:10)

3/27★高三第一次定期考查 3/28★高三第一次定期考查
3/29◎學期三分之一
3/30
3/31◎補
●學生會、社聯會正副主席選 ●學生會正副主席選舉政見發表會(朝會) ●學生會、社聯會正副主席選舉 ◆第二次晨讀檢核
上班上課
舉政見發表會(朝會)
■國九第 2 次模擬選填志願(3/28-4/13) 政見發表會(朝會)
★學習增能班第一期結束
■高二生
★大學個人申請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科大申請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國中優良學生推薦會(6)
命教育暨
■大學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新加坡學習之旅報名截止
■高三備審資料回饋講座(6)
特教宣導
說明會(段考結束後)
●高一國七法治教育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教(7) (7)
◆大同講堂-1(7)
■國八性
●畢冊三校(7)
別平等教
●高中優良學生推薦會(8)
育宣導(7)
●高一班
際排球賽預賽(7-8)

8 4/1
■4月
性別平
等教育
宣導月

4/2
★學習增能班第二期開始
◆抽水馬達巡檢、廁所反偷拍巡檢(4/2-6)
◆溫馨話家常家長讀書會-3(10:00)
●榕城好聲音初賽(18:00)

4/3
4/4◎兒童節(放假一日)
◆電梯保養
◆飲水機巡檢保養
★科展優勝學生作品發表(朝會)
■大學甄選模擬面試校外委員場
(下午)

9 4/8

4/9
★高中部作業抽查(國、歷、英)
●高三跳繩推廣週(4/9-20)
◆防汛巡檢疏通排水溝(4/9-13)
◆申請提高 5、6 月臨時用電需量
◆溫馨話家常家長讀書會-4(10:00)

4/10★國九手感練習
4/11★國九手感練習
4/12
4/13
●學校與學生代表有約-1(12:10) ★大學辦理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優良學生、學生會、社聯會主 ●體育班大班會(5)
●新加坡學習之旅甄選(17:20) 甄試(4/11~4/29)
席改選投票(早自習)
★國七八鄉土語言競賽(5-6)
■高中藝術才能班競賽入學報到(4/11)
★國中作業抽查(理化、生物、 ■高二英文自傳講座(7-8)
■身障學生12年就學安置高級中等學校結果 公民、健教)
●高一班際排球賽-決賽(7-8)
公告
●優良學生選舉開票(12:10）
●優良學生選舉投票講習(12:10）
■親職講座-1(14:10-16:00)

10 4/15

4/16
4/17
★高中部作業抽查(生、公、化、數)
★公告國九期末考範圍與考程
★數學及自然學科能力競賽報名(4/16-18)
■國中暑假職業輔導研習營報名開始(暫)
■身障學生12年就學安置高級中等學校報到
◆溫馨話家常家長讀書會-5(10:00)
●師生盃排球賽(12:10)

4/18
●全中運授旗(朝會)

4/19
★國中作業抽查(數、史、地
科、國八生涯檔案）

4/20
◆第二次國中閱讀心得繳交
●高三班際跳繩賽(6)
●高中社團聯合成發(7-8)

4/21
●全國中
等學校運
動會(4/2126)

11 4/22

4/23
4/24★國九第 4 次模擬考
★北市科展作品佈置(上午)
★北市科展安全審查(下午)
★國九期末考英聽廣播測試(8:05-8:10)
★高中部作業抽查(物理、地理、地科)
★公告高中及國七八第二次定期考查範圍與考程
■國八性向測驗(4/23-27)
●國七八、高二籃球推廣週(4/23-5/4)
◆世界書香日活動推廣週
◆溫馨話家常家長讀書會-6(10:00)

4/25★國九第 4 次模擬考
★北市科展作品初審

4/26
★國中作業抽查(地理、英語、
作文、國七生涯檔案)
★北市科展作品複審

4/27
★高一升高二選組辦法公告、高一選組
開始(至 5/25)
■國七生命暨特教宣導(7)
■高一性別平等教育宣導(7)
◆大同講堂-2(7-8)
★高中數學暨自然學科能力競賽初賽(7-8)
●榕城好聲音決賽（18:00）

4/28
★高職專
業群科甄
選入學術
科測驗
(4/28-29)

12 4/29

4/30★高三第 2 次指考模擬考
5/1★高三第 2 次指考模擬考
★高一二及國七八第二次定期考查英聽 ◎勞動節
廣播測試(8:05-8:10)
★國九輔導課結束
●升高中體育班、運動績優生術科測驗 ★開放教室留班自習(5/1-8)
報名(4/30-5/2)
●段考前愛校截止日

5/2★國九期末考
★國七八英文抽背(7:40)
●社團紀錄簿抽查
◆抽水馬達巡檢、廁所反偷拍巡檢(5/1-7)

5/3★國九期末考
★教室日誌抽查
◆電梯保養
■身心障礙學生升大學甄試網
路選填志願(5/3-9)
●國九包高中(下午）

5/4
★大學指考校內報名作業(5/4-18)
◆飲水機巡檢保養
■國七八、高一二家庭教育班級讀書會(7)

5/5
●升高中
體育班、
運動績優
生術科測
驗

4/5◎民族掃墓節(放假一日)

3/23★高一二、國中第一次定期考查(含 3/24
高中國文寫作競賽)
■身心障礙學生升大學甄試 (3/23-25)
◆全國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校內收件截止
■國八技職參訪(下午)

4/6◎民族掃墓節調整放假

4/7

4/14
■高中藝
術才能班
術科測驗
(4/14-16)

週次

日

一

二

三

四

13 5/6

5/7
5/8★高三期末考暨藝能科考試 5/9★高三期末考暨藝能科考試
5/10
★大學公告個人申請錄取名單截止
★高一二、國七八第二次定期考查 ★高一二、國七八第二次定期考查
★大學個人申請正備取生上網
●升高中體育班、運動績優生放榜(17:00) ★大學指考分發證明文件審查 ★大學公告繁星推薦第八學群錄取名單 登錄就讀志願序(5/10-11)
繳交(5/8-6/1)
●國九改過銷過截止日
■高職技優甄審校內報名截止

14 5/13
■新住
民多元
文化週

5/14
★公告高三補考名單
★資訊學科能力競賽報名(5/14-16)
●高二班際籃球賽決賽(12:10)

15 5/20
★國中
教育會
考-2

5/21
5/22
5/23
5/24
★五專優免校內報名開始(5/21-23)
■107年大陸北京學習之旅
◆107年日本關西地區學習之旅(5/23-28) ■高中學長姐學習經驗分享-3(12:10)
★臺北市高中職優先免試入學第一類校 (5/22-26)
★五專優免校內報名結束
內報名(12:00-5/22 中午 12:00)
★臺北市高中職優先免試入學 ●班會紀錄簿抽查
★個人申請、繁星推薦第八學群錄取 第一類校內報名截止(12:00) ■高中學長姐學習經驗分享-2(12:10)
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高中學長姐學習經驗分享-1(12:10) ■國九技職參訪(下午)
★高三重修報名繳費(5/21-25)
●衛生服務大會(12:10)
★學習增能班第三期開始
●全體衛糾大會(12:10)

16 5/27

5/28
◆第二次新書上架
●國中部羽球交流賽(5/28-6/8)

17 6/3
●臺北
市高中
市長獎
頒獎典
禮

18 6/10

五
5/11
●國七、八班際籃球賽(5-6)
★國九下補行評量(15:20-16:50)
●高二班際籃球賽(7-8)

5/15◎學期三分之二
5/16
5/17★高三補考
5/18
■愛家 515 國際家庭日
●師生盃籃球賽(12:10)
★國九輔導課結束
◆第三次晨讀檢核
●高中社團評鑑-1(12:10)
●高中社團評鑑-2(12:10)
★國九夜自習結束
★公告高三補考結果
●國七、八班際籃球賽決賽(12:10) ■107年大陸北京學習之旅行前說明會(12:10) ★公告大學個人申請統一分發結果 ★學習增能班第二期結束
■身心障礙學生升大學甄試結 ★國九會考考生查看考場(15:00-17:00)
果公告(10:00)
●高中社團評鑑-3（12:10）
◆107年日本關西地區學習之旅行前
說明會(12:10)
■親職講座-2(14:10-16:00)

5/29

六
5/12

5/19
★國中教
育會考-1

5/25
5/26
★臺北市高中職優先免試入學第一類學 ◎台北
校登記及報到
科學日
★高二升高三轉組申請(5/25-6/8)
★高一升二繳交選組調查表截止
◆第三次國中閱讀心得繳交
★◆高中資訊學科能力競賽筆試(12:3013:00)、上機實作(15:20-18:00)
●體育班大班會(5)
★高一二英語演講比賽(6-8)
★國七八英文單字暨英聽測驗(7)
●高二水上運動會暨水安宣教(7-8)

5/30

5/31
6/1
★直升入學報名(5/31-6/8中午12：00) ●畢業典禮(下午)
●畢業典禮受獎預演(9:10)
●高二國八畢代大會（12:10）

6/2

6/4
6/5
★臺北市高中職優先免試入學第二類校 ●高一週記抽查
內報名(6/4-6/11 中午 12:00)
◆飲水機巡檢保養
●法治教育宣導月
●交通安全宣導月
●水安防溺宣導月
●國中社團靜態成果展
◆電梯保養
◆抽水馬達巡檢、廁所反偷拍巡檢(6/4-8)
■身障生升大學甄試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6/6
★寄發指考考試通知
●國七八聯絡簿抽查
●期末社長大會(12:10)

6/7
6/8
★Geogebra 設計交件截止暨解題 ★轉發國中會考成績單(網路查詢成績)
大賽(3-4)
★高二升高三轉組申請截止
●學校與學生代表有約-2(12:10) ★直升入學報名截止(12：00)
★國八升九升學輔導家長說明會 ●校級幹部交接(12:10)
(17:30)
●高一國七校歌歌唱比賽(5-6)
■國七生涯講座(7)
■高二中文自傳及讀書計畫講座(7)
●國中部才藝競賽(7-8)
●高一水上運動會暨水安宣教(7-8)
★公告直升錄取名單(18：00 前)
★高二數實班成果發表會(18:30)

6/9
●臺北市
國中市長
獎頒獎典
禮

6/11
6/12
★公告高一二國七八期末考範圍與考程
★臺北市專業群科(高職)甄選
■國九第 3 次模擬選填志願(6/11-20) 入學、高職技優甄審放榜
■高中藝術才能班甄選入學分發報名(6/11-6/15)★五專免試校內報名(6/12-14)
★直升正取生報到(9：00-11：00)
●回收高一二公服卡
★公告直升備取名單(12：00)
●衛生服務大會(12:10)
★臺北市高中職優先免試入學第二類校 ●國九惜別會預演(12:30)
內報名截止(12:00)
●全體衛糾大會(12:10)
★直升備取生報到(13:00-15:00)
★直升放棄錄取資格截止(16:00)

6/13
6/14
6/15
★五專優免放榜
★五專免試校內報名結束
★五專優免報到、放棄錄取資格截止
★臺北市專業群科(高職)甄選入學報到 ★校長、教務主任觀課結束
★地理奧林匹亞線上報名(暫)
■高職技優甄審錄取學生報到
●國九惜別會預演(5)
★國七八輔導課結束
●回收國中部公服卡
■高二家長備審資料說明會(18:40) ★學習增能班第三期結束
●高二週記抽查
●國九惜別會(上午)
★國八數學競試(7)
★高一：國防、體育科考試(7）
★高二：護理、體育科考試(7)

6/16

19 6/17 6/18◎端午節(放假一日)
◆宿舍
拆除工
程(6/178/20)

6/19
6/20
★臺北市高中職優先免試入學 ★發放暑假作業
第二類學校登記及報到
●段考前愛校截止日
★回收二手教科書(6/19-20) ★開放教室留班自習(6/20-27)
★高一二、國七八期末考英聽
廣播測試(8:05-8:10)

6/21
6/22
★基北區公告免試入學實際招 ★公告高三重修課表
生名額、開放個人序位查詢
★高二：國防科考試(7)
■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志願
選填(6/21-28)
■國九選填志願家長說明會(18:40)

6/23
●SH150
推動結束

20 6/24

6/26

6/28★高一二、國七八期末考 6/29◎休業式(8:10)
★高中輔導課結束
★英數專修班轉入考(下午)
★夜自習結束
■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志願
選填截止(中午 12:00)
★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校內
報名截止(16：00)
●大掃除、班級淨空(15:30)

6/30

6/25★高三國九教科書進書
◆回收各班單槍遙控器(6/25-26)

6/27★高一二、國七八期末考

暑 7/1
7/2★大學指定科目考試-2
7/3★大學指定科目考試-3
7/4★高三重修開始
1 ★大學 ◆抽水馬達巡檢、廁所反偷拍巡檢(7/2-6) ★公告高一二補考名單
◆校園植物健檢(7/4-6)
指定科 ◆教室單槍投影機、布幕、電子白板檢修(7/2-8/17) ★公告期末考答案
目考試- ◆全校走廊及地下室燈具改善工程(7/2-30) ★公告高二升高三轉組編班結果
1
◆高壓變電室暨教學大樓變電室更新工程(7/2-30) ◆電梯保養
◎暑假 ◆專科教室改善工程(7/2-8/20)
★檢修普通教室及專科教室擴
開始 ◆第 2 期門更新工程(7/2-8/20)
大機(7/3-8/24)

7/5★高一高二補考
◆飲水機巡檢保養

7/6★高一高二補考
7/7
★國七新生報到(8:00)+新生編班智力測
驗(9:00)
◆高壓變電室更新工程全校停電(7/6 下
午 6:00-7/9 凌晨 6:00)

暑 7/8
2

7/9
★公告高一二補考通過名單(17:00)

7/10
7/11
7/12
★高中職免試入學及特招考試分發 ●107 年新加坡學習之旅(7/11-17)
★公告高二英數專修班轉入名單
放榜、藝術才能班獨招學校放榜 ★高一二重修報名並繳費(7/10-11)
★高一二重修報名並繳費(7/10-11) ★五專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藝術才能班聯招學校甄選入學撕榜及
報到
■身心障礙學生 12 年就學安置高中職
新生報到資格放棄截止日

7/13
★高中職免試入學及特招考試分發入學
報到(9:00-11:00)
■藝術才能班獨招學校報到
◆高壓變電室更新工程行政大樓及教學
大樓停電(7/13 下午 6:00-7/16 凌晨 6:00)

暑 7/15
3

7/16
★高一高二重修開始
★高中職免試入學、特招考試分發入
學、五專免試入學放棄錄取資格截止

7/17

7/20
7/21★英文
●榕城領袖營(7/19-20)
及數學專
■大學選填志願個別諮詢輔導（7/20-25） 修班放榜
■大學登記分發選填志願家長及學生說明會(10:00) (18:00)
◆高壓變電室更新工程教學大樓停電
■ 2018大
(7/20 下午 6:00-7/23 凌晨 6:00)
學校院博
覽會-1 @
台大體育
館(7/2122)(暫)

暑 7/22
4

7/23★全國科展(暫)

7/24★大學登記分發志願選填 7/25
(7/24-7/28 下午 4:30)

7/18

7/19
●榕城領袖營(7/19-20)
★寄發指考成績單

7/26★公告高一升高二編班結果 7/27
(下午)

7/14
★公告高
一高二重
修課表
(17:00前)

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