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行事曆 (0222 開學版)
星期
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重要行事

週次
•1/20 休業式(9:00)、校務會議(10:00-12:00)
•1/20 期末共備研習(全校)
Google Meet & 線上資安研習說明(13:20-14:30)
自殺防治守門人研習(14:30-16:30)
•1/21 期初共備研習
國中部：國中部課程發展討論(8:30-9:30)
17 18 19 20 21 22 23
高中部：如何指導學習歷程檔案(10:00-12:00)
自主學習編班_ 高一二導(12:00-13:00)
卷卡合一說明 (13:20-15:30)
•1/21-29 國九寒輔
•1/22-23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學測考生服務

一
月

•1/25-29 高一資訊科技銜接課程
24 25 26 27 28 29 30 •1/27-30 高三教育旅行
•1/28-29 高一二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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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高三補考
•2/1-5 高一資訊科技銜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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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 寒假結束 農曆連假(11 除夕 12-16 春節)

14 15 16 17 18 19 20 •2/20 補班

二
月
1

•2/22-26 友善校園週
•2/22 註冊協調會(7:30-8:00)
國中轉學生編班抽籤會議(8:10-8:30)
•2/22 開學、發書、大掃除、第三節正式上課
•2/22 國九、高二高三輔導課開始(第 8 節)
•2/22 高一充實補強課程開始、高二 AB 班群多元選修開始
•2/22 高中幹部訓練(12:30-13:00)
•2/23-24 高三指考模擬考
•2/22-26 各科期初教學研究會
•2/23 國中幹部訓練(12:30-13:00)
•2/23 國九技藝班開始上課
21 22 23 24 25 26 27 •2/24 公布學測成績
•2/24 國中社團課程開始
•2/24 高二充實補強課程開始
•2/25 國七多元選修選課說明(第 4 節)
•2/25 高三繁星討論會(12:30-13:00)
•2/25 寄發學測成績通知單
•2/24-25 國九模擬考
•2/25 寄發術科成績通知單
•2/26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開始
•2/26 辦理繁星校內推薦說明會(12:10-13:00)
•2/26 高中社團課程開始
•2/26-28 繁星校內推薦系統模擬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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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2 個人申請及四技科大校內報名系統填寫志願
•3/8 國七校外教學(暫定)
•3/8-3/19 高一性向測驗施測
•3/8-3/12 第二次教學研究會
10 11 12 13 •3/9 學群講座(暫定)
•3/11 高中優良學生競選發表(第 4 節)
•3/12 國中優良學生競選發表(第 4 節)
•3/12 親師座談會(18:00-21:00)
•3/12 上午國中部七年級女生子宮頸疫苗施打(暫定)

三
月

5

3

7

4

•3/8-3/19 高一性向測驗施測
•3/17 繁星錄取名單公告
•3/18 高中優良學生投票(第 4 節-中午)
14 15 16 17 18 19 20
•3/19 國中優良學生競選投票(第 4 節)
•3/19 國九適性入學宣導家長說明會(線上)
•3/19-21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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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3/24-25 高國中第一次期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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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和平紀念日(3/1 補假)
•3/1-4 大學繁星推薦校內甄選作業
•3/2 國七八輔導課開始(第 8 節)
•3/2 高中導師會議
•3/3 國中導師會議
•3/3 國中生涯發展教育委員會期初會議
6 •3/3 學群講座(暫定)
•3/4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中午)
•3/4 高一、二法治教育(第 4 節)
•3/4 大學個人申請校系選填原則講座(18:00-20:00)
•3/5 國七、八人身安全教育(第 4 節)
•3/5 高一、二交通安全講習-機車安全駕駛校園巡迴教育(第 5
節)、大學教授如何看待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第 6 節)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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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高一校外教學(暫定)
•3/30 地震避難暨防災複合式演練 (朝會 )
•3/31 大學個人申請一階放榜
3 •3/31 高三升大學個人申請模擬面試意願調查
•4/1 上午國中部七年級女生子宮頸疫苗施打(暫定)
•4/1 高三模擬面試注意事項暨面試技巧說明會 (中午)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4 月)

9

•4/2-5 兒童節暨民族掃墓節放假
•4/6 高中導師會議
•4/6 教育人員防制校園霸凌巡迴宣導(中午)
•4/7 國中導師會議
10 •4/7-13 高三大學個人申請校內模擬面試
•4/8-9 國九畢業考
•4/8 高一愛滋病衛教宣導(第 4 節)
•4/9 國八班際拔河比賽(第 4 節)
•4/9 高二班際排球預賽(第 56 節)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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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國中英語演說朗讀比賽(下午)
•4/12-16 國七賴式人格測驗施測
•4/14-5/2 大學申請入學二階甄試
11 12 13 14 15 16 17
•4/15 高一情感教育宣導(第 4 節)
•4/16 國八英語合唱比賽(第 4 節)
•4/16 高二班際排球複賽(第 5-6 節)

9

•4/19 高一二英文看圖說故事比賽(下午)
•4/19 學群講座(暫定)
•4/20-23 高二教育旅行(暫定)
18 19 20 21 22 23 24 •4/22-23 國九模擬考
•4/23 高一選課說明會(第 5 節)（五樓活動中心）
•4/23 高一選課暨班群家長說明會( 18：30~21: 00)
•4/23 國七菸害防制宣導(第 4 節)

25 26 27 28 29 30

•4/28-29 高三指考模擬考
•4/29 高二大學學系探索量表施測(單數班，第四堂)
•4/30 國七直笛比賽 (第 4 節)
1
•4/30 高一 Women@google 女力講座(13:10-15:00)
•4/30 高一二英文作文、單字比賽(第 5-6 節)
•109-2 高中特教鑑定送件(4 月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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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7 第三次教學研究會
•5/4 高中導師會議
8
•5/5 國中導師會議
•5/6 高二大學學系探索量表施測(雙數班，第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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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高三輔導課結束
•5/11-12 高一二國七八第二次期中考、高三期末考
•5/13 國九第八節輔導課結束
10 11 12 13 14 15 •5/13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公告統一分發結果
•5/13-14 個人申請登記志願序
•5/14 國中會考考場布置，下午停課
•5/15-16 國中教育會考

13

•5/17-21 作業抽查週
•5/18-20 高一選班群
•5/18-28 高二轉班群
•5/20 大學申請入學統一公告分發結果
•5/18 公佈補考名單
•5/20 高三補考
16 17 18 19 20 21 22 •5/20 國九生涯發展教育校外參訪-新竹賈桃樂學習主題館+國
家太空中心/台積電創新館（暫訂）
•5/20 高二排球決賽
•5/21 高二選課說明會(第 6 節)(5 樓活動中心)
•5/21 國七班際趣味運動會比賽。
•5/21 高二交通安全講習-交通規則人人守意外事故不再有(第 5
節)

14

•5/24 國中生涯達人演講（暫訂）
•5/27 國九生涯發展教育校外參訪-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創客基
地（暫訂）
23 24 25 26 27 28 29
•5/27 指考報名繳費截止
•5/27 高二學習歷程檔案重要事項宣導(第 4 節)
•5/28 高中水上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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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1 第四次教學研究會
•6/7 直升報到 優免公告分發序
•6/8 高中導師會議
•6/9 國中導師會議
10 11 12
•6/9 國中生涯發展教育委員會期末會議
•6/10 高一二藝能科期末考(第 4 節)
•6/11 國中藝能科期末考(第 4 節)
•6/11 高中社團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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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6/25 高二、國七八第八節輔導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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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6/4 校內直升報名
•5/31 國中部畢典預演(上午受獎人；下午全年級)(暫定)
•6/1 高中部畢典預演(上午受獎人；下午全年級)(暫定)
•6/2 109 學年畢業典禮(上午國中；下午高中)(暫定)
•6/3 高一班際拔河比賽
•6/3 高三重補修開始(暫定)
5
•6/4 寄發會考成績單
•6/4 直升入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3:20-4:10)
•6/4 家庭教育講座「正向聚焦的影響力-用有效肯定激發孩子
的無限潛能」-陳志恆心理師（18：30-21：00）
•6/4 國中水上運動會
•6/4 高一英崙獎決賽(第 5-6 節)(B1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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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端午節
•6/15 優免登記撕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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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7/1 高一二、國七八期末考
•7/1 暑假國中職業輔導研習營開始
3 •7/2 休業式、期末校務會議
•7/3 暑假開始
•7/3-5 大學指考、大學指考考生服務

9

•7/6 免試入學放榜
•7/7 公告高一二補考名單
10
•7/8-9 高一二補考
•7/8 免試入學報到

11 12 13 14 15 16 17
•7/19 寄發指考成績單
•7/19 大學考試入學選填志願說明會 (10：00~12：00)
•7/20-22 大學考試入學選填志願個別輔導 (9 :00~15:00)
18 19 20 21 22 23 24
•7/19-28 繳交登記分發登記費
•7/24-28 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