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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9 年 7、8月暑假行事曆   109.7.6 

109.7.2行政會議通過 

日期 星期 行 事 摘 要 備 註 

07月 01日 三 科大技優甄審放榜 10:00 放榜 

07月 03日 五 大學指定科目考試 7/3~7/5 

07月 08日 三 科大甄選入學放榜 
查詢網址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apply/ 

07月 09日 四 高一、高二期末考試 7/9，7/10，7/13 考試 

07月 10日 五 免試入學新生報到(含運動績優生) 09:00~11:00 地點:活動中心 1樓 

07月 14日 二 

全校大掃除 08:00~09:00  

高二升高三教室搬遷 09:00~10:00 請導師協助教室搬遷事宜 

期末校務會議 10:00 地點:活動中心 3樓 

07月 15日 三 

暑假開始  

公告教科書單及驗書 
7/15~7/30 驗書(08:00~11:30) 

(請先至本校網站查看教科書單) 

暑假補救教學與輔導課開始 7/15~8/3，8/25~8/28(各班可視需求調整) 

返校打掃開始 
每週一、三、五上午 09:00 返校打掃(08:50集合) 

每週二、四上午 09:00 改過銷過(08:50 報到) 

教師登錄成績截止 請各位老師在 23:00 前送出(可於校外連線) 

07月 20日 一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補上傳截止(學生) 
請高一學生務必把握最後機會，逾時將無法

再上傳! 

07月 22日 三 
公告補考名單  

14:00 公告，各科學期成績可至本校網站查

詢(首頁左方常用連結/學生成績獎懲缺勤查詢)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補認證截止(教師)  

07月 24日 五 補考(專業科目) 

專業科目時間及試場：請洽各科辦公室 

(任課教師得視需要延長補考日期) 

(實習科目已由任課教師辦理完畢者,不再辦理) 

07月 27日 一 
補考(共同科目) 

7/27~7/28 
共同科目考試時間及試場：7/27前公告於本校網站 

109B重修選課科目公告 公告於本校網站 

07月 28日 二 重修班網路選課 
7/28(二)09:00~7/29(三)中午 12:00 

【請先行網路選課，若 8/3補考成績通過，則不需領

單繳費，視同取消重修】 

07月 30日 四 
教師送交補考成績截止 請於 17:00 前送出 

重修班正備取名單公告 17:00 前公告於本校網站 

07月 31日 五 重修班<正取生>領單並繳費 繳費:7/31(9:00~12:00)、8/3(9:00~12:00) 

08月 03日 一 

新生編班公告 

16:00公告於本校網頁 

*高一新生欲辦理休學者(如出國等因素),請於編班公

告後以電話向註冊組登記,並於 8/31 開學當日到校繳

費註冊再辦理休學(可由家長代辦) 

補考成績公告 10:00 公告於本校網站 

重修班<備取>成功名單公告 14:00 公告於本校網站 

科大登記分發放榜 https://www.jctv.ntut.edu.tw/union42/ 

08月 04日 二 
重修班開始上課  

重修班<備取生>領單並繳費 繳費: 8/4(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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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行 事 摘 要 備 註 

08月 05日 三 新任社團幹部研習 地點另行公告 

08月 07日 五 大學考試分發放榜 http://www.uac.edu.tw/ 

08月 10日 一 新生特殊(其他)身分學雜費減免申請 

8/10~8/11，08:30~11:30，地點：教務處 

(請於 7/30(四)後，至本校網頁，下載申請表並備

齊相關證件) 

08月 11日 二 註冊須知公告 如時間異動，請以本校網站公告為準 

08月 24日 一 

高一彈性學習課程選課 8/24~8/26 選課，9/3 公告 

教學預備週、教學研究會、科務會議 08/24~08/28 

高一導師會議 8/24(二)09:00~11:00 

08月 25日 

08月 26日 

二 

三 

新生始業輔導 

新生領取服裝 

(學習歷程檔案說明會) 

08:00 開始，活動時程詳見網站公告 

(中午供應桶餐,請自備餐具,每餐 60元) 

(發放高一書籍繳費單、免學費申請表、 

數位學生證個資同意書) 

08月 28日 五 

新進教師研習 09:00~12:00(含特教知能研習) 

學生事務會議 
12:00~13:00 
(學校日邀請函請導師轉發學生，9/3前請輔導幹事回

報各班參與人數) 

自殺防治守門人研習 

13:20~15:20 

(此研習為調訓性質，請導師、108、109學年度 

新進教師務必參加並完成簽到退) 

地點：活動中心 2樓演講廳 

期初校務會議 15:30活動中心 2樓演講廳(日進合開) 

08月 29日 六 學生學習歷程多元表現上傳截止 
請高一升高二學生務必把握最後機會，逾時

將無法再上傳! 

08月 31日 一 

發放註冊繳費四聯單、學期成績單、 

書籍繳費單 
高一新生學費預設皆為 0 元,但另有雜費及實習費等,

若不申請免學費補助者開學後須再補繳學費! 

開學典禮 
08:00~09:20操場 

(導師時間) 

全校領書、大掃除 

09:20~11:10 (任課老師隨班) 

開學典禮後即可領書，各班 15 位學生至活動中心 

5 樓領取(10:00 前完成) 

(08:00 前各班派 3位學生先行點書) 

班級幹部訓練 11:20~12:10 (任課老師隨班) 

09月 02日 三 

高一新生拍攝大頭照 全班集體拍攝(請務必到校,每人約 90 元) 

高一補申請特殊(其他)身分學雜費減免 
地點：教務處註冊組 
(備齊相關證件，並請攜帶四聯單辦理,暫勿先行繳費!) 

09月 03日 四 高三拍攝大頭照 

全班集體拍攝(請務必到校,每人約 90 元) 

(未到者需於 9/7前提供 3個月內半身 2吋的照片

電子檔，僅收照相館拍攝之照片) 

09月 12日 六 
學校日  

學習歷程檔案家長說明會 課程諮詢教師宣導說明 

09月 21日 一 高三畢旅 9/21~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