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三期末暨停課後行事曆 103/5/13 

月
份 

星期 

週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重         要         行         事 
校內活動 補考及重修班 大學考試入學 

五

月 

14 11 12 13 14 15 16 17 

▲5/12 高三學生圖書停止流通盤點 

▲5/14 高三班長辦理班級離校手續 

▲5/14~5/16 學生證蓋已修業期滿章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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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底，

餘額 11月起至各捷運站辦理退費。 

▲5/16 國中教育會考考場佈置 

▲5/17~5/18 國中教育會考(本校為考場) 

▲5/12 發放第 2 次模擬考成績單(註冊組) 

▲5/12~5/13 音樂班高三主副修期末考 

▲5/12~5/16舞蹈班高三術科補考補救教學 

▲5/14 發放「畢業條件」、「學分重修辦法」 

    、「高三期末暨停課後行事曆」(註冊組) 

▲5/15 音樂班高三理論作曲組暨音樂基礎 

[視唱及聽寫]期末考 

▲5/12 公告大學申請分發結果 

▲5/14指考團報.登記分發相關資訊團購 

▲5/14 大學申請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5/14~5/16 登記分發特種生審查繳件 

▲5/16 四技錄取生放棄、備取生遞補截止

▲5/16_9:10 申請放棄指考退報名費截止 

15 18 19 20 21 22 23 

 

24 

校慶 

▲校慶週 

▲5/21_14:30~15:30 大掃除、發放畢冊 

▲5/21_15:30~16:00 各處室報告、考前叮嚀 

▲5/22~6/4 高三正常上課 

▲5/23貼畢證照片(10:10_301~312、11:10_313~325) 

▲5/24 校慶 

▲5/20~5/21高三期末考 

▲5/24_13:00 高三期末考補考申請截止

(須繳交完成任課老師核章之「補考申請表」

及「准假單影本」至教務處教學組) 

▲5/21~5/23指考考生核對報名資料 

(電話02-23643677或大考中心網站查詢，

若發現與原報名資料不符，應於 5/23_16:00

前洽註冊組更正，逾期不予受理) 

▲5/21發放「指考百戰百勝備忘錄」(輔導室) 

▲5/21 特種生資格審查彙整繳件(註冊組) 

16 25 (26) 27 28 29 30 31 ▲5/26 校慶補假 ▲5/26 教師高三成績繳交截止日 ▲5/30 前 發放登記分發相關資訊 

六 

月 

17 1 (2) 3 4 

 

5 

畢典 

6 7 
▲6/2 端午節(放假一日) 

▲6/5 第 59 屆畢業典禮、畢業花束義賣 

▲6/3 公布高三補考名單 

▲6/3~6/5_13:00高三補考科目網路登記 

▲6/5 發放高三畢業證書、學年成績單 

▲6/5 發放指考准考證 

     (資料若有誤請於 6/6前洽註冊組更正) 

▲6/5~6/30 圖書館平日開放至 21:00 

18 8 9 10 11 12 13 14  
▲6/10_12:00 公布高三補考考程(網路) 

▲6/13高三第 2 學期學分補考 

▲6/10 公布特種生資格審查結果 

    (自行至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網站查詢) 

19 15 16 17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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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攜帶身分證辦理(申請修業證明另 

     備大頭照)，暑假僅上午時段受理申請 

▲6/16 公布高三補考後學期成績(網查) 

▲6/16~6/18_13:00高三重修班報名(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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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公布指考試場分配表 

      (自行查閱報紙或上網查詢) 

20 22 23 24 25 26 27 28  ▲6/24 公告高三重修班上課名單(網查)  

21 
29 

 

30 

 

1 

指考 

2 

指考 

3 

指考 

4 

 

5 

 
▲6/30 高一高二休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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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9 10 11 12  ▲7/7高三重修學分班開課(7/7~8/1)  

13 14 15 16 17 18 19  
▲7/18~7/21_13:00高一高二重修班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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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7/28 大學考試入學繳交登記費 

20 21 22 23 24 25 26 

▲5/2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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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_12:00 公告高一二重修繳費名單(網路) 

▲7/23 高一高二重修班繳費 

      (時間：09:00~13:00 地點：教務處) 

▲7/26 公告高一高二重修班上課名單(網路) 

▲7/21 指考選填志願說明會(輔導室) 

▲7/22~7/25 指考選填志願輔導(輔導室) 

▲7/22~7/25 大學指考成績受理複查 

▲7/24~7/28 大學考試入學網路登記志願

(8/6放榜、8/6~8/12 受理複查) 

27 28 29 30 31 1 2 ▲8/8登記重讀高三截止日(高三學分數<1/2者) 
▲7/28高一高二重修班開課 7/28~8/22 

      (8/25 共同命題科目統一考試)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重修學分實施辦法 100.5.2 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一）98.10.26 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第 7、17 條。    （二）99.08.03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規定第 9、10、18 點。 

（三）99.12.08 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學學生重修學分實施要點。 

二、實施對象：學生學年成績不及格之科目，得申請重修。 

三、實施方式：  

 （一）專班重修：1.重修每一學分之上課節數為 6 節課。2.各科目申請且繳費人數達 15 人以上始開班。3.上課內容：重修內容以全學年課程為原則，教材採用開課學

年度各年級教科書版本或授課老師自編教材。4.收費標準：每節課每生收費 40 元。5.學年成績不及格但有某一學期成績及格者，仍應以重修全學年課程

為原則。若學生因個人因素欲申請及格學期免修，則應繳交切結書，同意重修定期考查範圍仍為全學年課程、重修考查成績即為重修之學年成績。

開班後學生不得要求更改重修課程範圍。 

（二）自學輔導：1.每一學分之面授指導節數為 3 節。2.各科目申請人數達 7 人、未達 15 人始開班。3.上課方式：由教師指定教材，學生自行修讀，並安排定期面授

指導、檢核進度與成效。教材內容以全學年課程為原則，教材採用開課學年度各年級教科書版本或授課老師自編教材。4.收費標準：每學分每生收費 240 元。5.

學年成績不及格但有某一學期成績及格者，仍應以或自學輔導全學年課程為原則。若學生因個人因素欲申請及格學期免 修，則應繳交切結書，同意自學輔導定

期考查範圍仍為全學年課程、自學輔導考查成績即為重修之學年成績。開班後學生不得要求更改或自學輔導課程範圍。 

四、學校已開設專班重修之科目，除有特殊情形並經學校核准者外，學生不得申請自學輔導。 

五、成績考查： 

 （一）成績考查方式分為日常考查及定期考查兩種。 1.「專班重修」成績考查比例：日常考查 50%、定期考查 50%。 

                                                2.「自學輔導」成績考查比例：日常考查 40%、定期考查 60%。 

 （二）日常考查之考查項目與計算比例由授課老師訂定，學生之出缺勤考核、上課秩序、環境公物維護及生活常規等表現得列入日常考查項目。 

 （三）「專班重修」與「自學輔導」皆須施行定期考查，由各科教學研究會依學科性質、教學節數之多寡訂定考查次數、範圍與計算比例。 

 （四）重修期間學生缺課時數達該科目重修教學總時數三分之一(含三分之一)者，不予成績考查。 

 （五）體育班、藝才班學生申請重修人數若未達單獨開班條件，得參加普通班重修班，上課節數比照普通班節數。 

 （六）重修後成績及格之科目，該學年度各學期均授予學分，其成績依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第 6 條所訂及格基準規定之及格分數登錄；重修後成績不及格之科

目，僅就重修前及格之學期授予學分，重修後不及格科目之學期成績，得就重修前後成績擇優登錄。 

六、重修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為原則。 

七、每學年度末由教務處依本要點提重修學分實施計畫確定報名時間、繳費時間、開課時間、課程，呈校長核定後公告。 

八、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未達畢業條件同學注意事項 (成績與畢業條件問題歡迎洽詢註冊組；重修班開課問題歡迎洽詢教學組。) 

1.請注意「學分補考」、「高三重修班」、「高一高二重修班」報名、繳費、開課時程，逾期不予受理。報名重修班前請先試算修畢是否可達畢業條件，所選課程不可衝堂。 

2.高中修業年限 5年(自入學高一起算含重讀不含休學)，此期間「未達畢業條件且尚未領取修業證明書」者，暑假可返校申請重修，唯須配合學校開課科目及報名繳費時程。 

3.未達畢業條件但修業期滿者，6/17起至大學入學報到前，得持身份證向註冊組申請大學入學同等學力證明：「歷年成績單」或「修業證明書」(修畢 120學分並攜帶照片 1張)，但

申請「修業證明書」後，就不可再要求重修換發「畢業證書」。「歷年成績單」或「修業證明書」都可作為大學入學同等學力證明之規定，請見大學申請簡章附錄二。 

4.補考後學年成績達重讀條件者(不及格學分數逾 1/2)，不得參加重讀年級重修班(含高三)，但高三重讀學生得申請修業證明書或歷年成績單離校，以同等學力就讀錄取之大學。   

 

◎參加補考及重修、領取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或歷年成績單流程圖 
 

 

 

 

 

 

 

 

 

 

 

 

 

 

 

 

 

 

 

 

 

 

 

 

 

 

        

        

※申請「修業證明書」後不可 

再要求重修換發「畢業證書」。 

 

 

 

 

 

 

 

 

 

 

 

 

 

 

 

 
 

 

否 

否 

否 

否 

高三期末考後 

結算學年成績 

參加 6/13 高三 

第 2 學期補考 

6/5 畢業典禮當日 

   領取畢業證書 

補考後 
成績是否達 
畢業條件？ 

持身分證明至註

冊組領畢業證書 

6/17起可持身分證

至註冊組申請修業

證明書(須修畢120學

分，攜帶大頭照)，或歷

年成績單，或 8/8

前申請重讀高三 

高中三年 
成績是否達 
畢業條件？ 

重修後 
成績是否達 
畢業條件？ 

高三不及格
學分數是否 
超過一半？ 

持身分證明至註

冊組領畢業證書 

申請同等學力證明 
 

在校未有重讀兩次

情形且尚未申請修

業證明書者，明年

可再返校報名參加

暑期重修學分班 

(配合學校開課報名日期) 

是 

是 

是 

是 

參加暑期重修班 

(高三課程 6/16 報名 

高一二課程7/18報名) 

100、99 學年度入學學生畢業條件如下： 

(97~98 學年度入學學生畢業條件請見家長學生手冊) 

畢業條件 普通班 音樂班 美術班 戲劇班 舞蹈班 體育班 

修業期滿 

及格學分數 
160/198 165 180 175 160 160/198 

必修、選修 

與專業科目 

及格學分數 

必修：

120/138 

選修： 

40/60 

專業：57 專業：60 專業：45 專業：60  

必修一般： 

80%(77/96) 

必修專業： 

85%(43/50) 

選修：40/52 

選修中右列 

類別合計至 

少修習8學 

分成績及格 

 第二外國語文    藝術與人文生活 

科技與資訊    健康與休閒 

全民國防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規劃   其他 

(藝才班自101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採計) 

藝術與人文 

生活科技與資訊  

健康與休閒 

全民國防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規劃 

必修各領域 

及格學分數 

 (後中核心課程) 

國文8、英文8、數學6~8、社會(歷史.地理.公民)6~10、自然(物理.化學.生物.地科)4~6、

藝術(音樂.美術.藝術生活)4、生活(生活科技.家政.資訊科技概論)4、體育4學分 

每學年學 

業總平均 
每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及格 

德行評量 

獎懲紀錄 
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備註： 

(1)學生修業期滿，成績考查不符合畢業規定，但已修畢一百二十個畢業應修學 

  分數者，得由學生主動申請或學校核發修業證明書。 

修業證明書一經核發，學生不得要求返校重修、補、延修或改發畢業證書。 

(2)未符合核發修業證明書條件之學生，由學校核發成績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