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暨暑假行事曆 102.06.10 

月
份 

星期 
 
週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重              要              行              事   ▲重要行事  □考試日 （）放(補)假日   

△新生及一般行事 高一高二考試、補考及重修班行事 高三(畢業班)行事 

六 

月 

17 2 3 4 

 

5 

畢典 

6 7 8 

▲6/1~6/16 美術班畢業美展(6/1開幕茶會) 

▲6/8~6/9 戲劇班高一年度公演(19:30) 

▲6/7 國中基測考場佈置(全日照常上課) 

△6/8~6/9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本校為考場) 

▲6/5高二轉組甄試(13:00~15:00勤學樓 3F) 

▲6/3~6/5 下午 4:00高三補考科目網路登記 

▲6/5 第 58 屆畢業典禮、畢業花束義賣 

發放高三學年成績單、指考准考證 

▲6/6-6/28 圖書館平日開放至 21：00 

(6/7自習室暫停開放，當日自習場地另行公告) 

18 9 10 11 (12) 13 14 15 

▲6/10~6/14 宮古姊妹校交流活動週 

▲6/12 端午節(放假) 

▲6/13 高一實彈射擊 

▲6/14 生命教育講座(高一週會、導師會議) 

▲6/14 水上運動會 

▲6/10~6/14美術.舞蹈.戲劇班高一二術科期末考 

▲6/13 音樂班高一高二音基聽寫期末考 

▲6/10 公布高三補考考程 

▲6/11 畢業典禮檢討會議 

▲6/13 高三第 2 學期學分補考 

▲6/14 公布高三補考後學期成績(上網查詢) 

▲6/14~6/17_16:00 高三重修學分班報名 

19 16 17 18 19 20 21 22 

▲6/17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 

△6/17~6/25 新生銜接課程第一梯次上課 

▲6/18 校慶檢討會(第一會議室) 

▲6/18 期末社長會議 

▲6/19 高一高二期末學生事務委員會 

▲6/20 期末宿舍會議 

▲6/20_13:30~16:30教師生命教育專題研習 

▲6/21 第七節社團評鑑與聯合成發 

▲6/21 圖書館書籍流通停止 

▲6/17~6/21舞蹈班高一二術科補考及補救教學 

▲6/17~6/18 音樂班高一二術科期末會考 

▲6/20音樂班作曲組期末會考暨視唱期末考 

▲6/17起 受理申請大學入學同等學力證明  

    「歷年成績單」或「修業證明書」      

▲6/17 公布指考試場分配表 

      (自行查閱報紙或上網查詢) 

▲6/19_12:00公告高三重修班繳費名單(網路) 

▲6/20 高三重修學分班繳費 

   (時間：9：00~13：00、地點：教務處) 

20 23 24 25 26 27 28 29 

▲6/26 擴大行政會報 

▲6/26 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會議 

△6/26~6/27 高中申請.甄選入學報名 

▲6/27 赴新加坡交流行前說明會(19:00) 

▲6/28高一高二休業式、大掃除、校務會議 

▲6/28_13:00~17:00全體教師研習 

△6/28 高中申請入學領件審查 

▲6/25_ 17:00 舞蹈班高一二術科課程結束 

▲6/26~6/27 高一高二期末考 
▲6/24 公告高三重修班上課名單(網路) 

21 30 

 

1 

指考 

 

2 

指考 

 

3 

指考 

4 

 

5 

返校 

6 

▲7/1 暑假開始、多元入學招生委員會 

▲7/1~7/11 雕塑資優營-原創公仔創作 

△7/2戲劇.舞蹈班採學術科入學放榜(9:00) 

△7/2 高中職申請入學放榜(11:00) 

△7/3 戲劇班採學術科成績入學新生報到 

△7/3 美術班選校登記場地布置(中正堂) 

△7/4 舞蹈班新生報到暨新生家長座談會 

△7/4美術班聯合甄選入學採學科術科成 

績選校登記與報到作業(本校中正堂) 

△7/4音樂班採學術科成績入學新生報到(竹中) 

△7/4申請入學新生報到與說明會(14:00~16:00) 

▲6/30 教師高一高二成績繳交截止日 

▲7/5高一高二返校日(8:30領成績單) 

▲7/5中午~7/8_16：00高一高二 

補考科目網路登記 

▲6/30 高三考場服務場地佈置 

▲7/1~7/3 大學指考、高三考場服務 

七 

月 
暑假 

7 8 9 10 11 12 13 

▲7/9 上午 澳門培正中學師生來訪 

▲7/9~7/10 領導力大聯盟： 

當我們一起走過領導路夏令營 

▲7/11 公布高一高二補考考程 ▲7/8 高三(畢業班)重修學分班開課 

14 15 16 17 18 19 20 

▲7/15~8/23舞蹈班高一高二暑期術科加強課 

▲7/16~8/2 新加坡訪問團赴星國交流 
▲7/18高三暑輔開始上課(7/18~8/21) 

公布高三編班名單、領取高三學科教科書 

▲7/15~7/16高一高二第 2學期學分補考 

(穿校服.攜帶學生證及 2B 鉛筆等文具) 

▲7/17高一高二補考後學期成績上網查詢 

、產生重讀名單 

▲7/17~7/19_12:00高一高二 

重修學分班報名(網路報名) 

▲7/18寄發指考成績單(至考生通訊地址) 

▲7/18 公布大學考試入學招生名額(含回流)

▲7/18~7/27 大學考試入學繳交登記費 

▲7/ 20大學考試入學選填志願說明會(輔導室) 

21 22 23 24 25 26 27  

▲7/22_12:00公告高一二重修班繳費名單(網路) 

▲7/23 高一高二重修學分班繳費 

(時間：09:00~13:00 地點：教務處) 

▲7/24公告高一高二重修班上課名單(網路) 

▲7/25 高一高二重修學分班開課 
(7/25~8/21，8/22 共同命題科目統一考試) 

▲7/22~7/25 大學指考成績受理複查 

▲7/22~7/26大學考試入學選填志願輔導(輔導室) 

▲7/24~7/28大學考試入學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28 29 30 31 1 2 3 

△7/31 高中職登記分發入學放榜 

△8/1 登記分發入學新生報到與說明會 

△8/1_102 學年度新生套量校服日 

  

八 

月 

暑假 

4 5 6 7 8 9 10 

△8/4 高一特色課程班甄選報名17:00截止 

▲8/6 註冊須知暨四聯單定稿會議 

△8/7 高一特色課程班甄選 

  (報名費 150元及家長同意書現場繳交) 

△8/8前 新生套量校服者繳交服裝款項 

△8/9 高一特色課程班甄選公布錄取名單 

 

▲8/6 大學考試入學放榜 

▲8/6~8/12 大學考試入學受理複查 

▲8/9登記重讀高三截止日(高三學分數<1/2者) 

11 12 13 14 15 16 17 

△8/12 申請學雜費減免、助學貸款截止日 

△8/12~8/16 新生銜接課程第二梯次上課 

△8/12~8/21 舞蹈班新生暑期術科加強課 

  

18 19 20 21 22 23 24 

▲8/21 中午公布高一二編班名單於首頁 

▲8/21 行事曆定稿 

△8/22~8/23 新生始業輔導 

△8/22 新生申請學生專車、住宿截止日 

 

▲應屆畢業生學生證加蓋已修業期滿章

後，請高三同學自行留存，如有使用悠

遊卡，可以學生優惠價使用至 10 月 31 

日，餘額 11 月起至各捷運站辦理退費。 

1 25 26 27 28 29 

 

30 

開學 

31 

▲8/25 祖父母節 

▲8/28 舞蹈班班務會議 

▲8/29 暑假結束 

▲8/29 10:00 校務會議、12:00 導師會議、 

13:00 全校教師性別平等研習 

▲8/30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日、 

正式上課、領取教科書 

▲8/30 高一高二始業考試 

▲5/22~9/30 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調查 

(請由本校首頁復興快報鏈結調查網頁，

填報自己最終升學就業去向) 

九

月 
2 1 2 3 4 5 6 7  ▲高三第一次學測模擬考(日期另行公告)  

※若有更動請參閱http://www.fhsh.tp.edu.tw公布 ※總機 28914131分機：教學組 731、792； 註冊組 732、733；教官室 714、715； 學生活動組 728、777；設備組 750；網管中心 769 

http://www.fhsh.tp.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