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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10學年第二學期 行事曆

  ■星期六、日■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及補假 ■考試日期■開學日及休業日

月份 週次
星期 預定行程

3月

八

四

【11】開學日(正式上課)

【12】補考

【28】和平紀念日

【17-3/4】受理科技校院繁星校內報名

          作業

2月

【4】兒童節

【5】清明節

【12-13】第五次統測模擬考

【13】英語文競賽

【25-26】高三期末考

【27-29】高三作業抽查

【12】公告科技校院繁星報名資格及

           比序成績審查結果

【19】公告科技校院繁星考生排名查詢

【20-4】四技二專甄選入學考生報名資

              格、低收、中低收身分網路登

              錄及繳件

【28-4】科技校院繁星考生選填登記就

              讀志願序

【30-1】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4月

5月

十七

6月

【3】端午節

【16】完免、專長與技優生、實用技能

      學程錄取生報到

【27-29】高一、高二期末考

【30】休業式、

      期末校務會議

【2-9】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一階段篩

       選結果公告、第二階段報名

【3】日四技個人申請入學公告正備取

     名單

【9-10】分科測驗報名、大學申請入學

        錄取生登記就讀志願序

【15】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公告統一分發

      結果

【17-7/3】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二階段

          指定項目甄試

【23】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公告正備

      取生名單

【27-29】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正取

         生、備取生登記就讀志願序

【8】美容科校內技藝競賽複賽

【1-8】期末專業教室安全衛生檢核

【13】高一、高二圖書借閱比賽截止

      統計

【24】圖書館期末借閱圖書通知

【30】圖書館圖書盤點

【1】畢業典禮

【3】端午節

【24】交通安全講座

【27-29】期末考

【29】第五節休業式

【30】期末校務會議

【16】實用技能學程校內併校外實習

      行前說明會

【2/23-3/2】期初專業教室安全衛生

            檢核

【11】薪傳22期出刊 【11】圖書借閱比賽開始

【2/1-3/15】110-2學年度全國高級中

            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投稿

【2/1-3/15】小論文寫作比賽投稿

【15】圖書館利用教育開始

【11】開學日(第四節正式上課)

【11】幹部訓練

【18】防震防災演練

【15-18】高三校外教學(畢旅)

【28】和平紀念日

【14-15】第四次統測模擬考

【23-25】第一次期中考(23日、25日

                下午課程對調)

【28】上課日達1/3

【30】國語文競賽

【1-4】寄發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單、

           受理大學繁星校內報名申請作業

【11】公告校內科技校院繁星學生排

           序名單、公告校內大學繁星計畫

           推薦評定結果

【16-23】本校參加科技校院繁星學生

                 網路報名

【22】大學繁星計畫錄取公告

【22-24】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報名、

                日四技個人申請入學報名

【31】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

           結果公告

【1-11】全校定期健康檢查

【2】防震防災宣導、

         與校長有約

【9】讓情緒成為沒有顏色的標籤特殊

         教育宣導講座

【10】班際籃球賽

【16】全校路跑

【25】社團2、

           導師會議

【30】頭家好聲音初賽、

           交通安全宣導講座

【9】實習會議

【20】110年全國技術士第一梯次學科

       測試

【1】駐校心理師開始

【9】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16】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申請截止日

【1】繳回班級讀書會分組表

【15】宜蘭區跨校心得寫作比賽結束、

           全國小論文寫作比賽結束

【11】開學典禮、

      期初學務會議、

      友善校園週活動

【14】幹部訓練

【14-18】友善校園週

        (反毒反黑反霸凌)

【15-18】高三校外教學(畢旅)

【23】社團1

【11】藥物濫用講座

【18】健康講座

【23-25】第一次期中考

【6】社團3

【13】生涯講座(輔導室)

           教師輔導與管教工作坊-

           如何做學生生命中的貴人老師

           (盧蘇偉老師)

【20】高一班際團體創意歌唱比賽、

           教職員工CPR訓練(第一場)

【21】班際羽球賽

【27】社團4、

           導師會議

【10】在校生工業類丙級學科檢定

【11-25】學分抵免申請

【13】宜蘭縣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技藝

           競賽

【13-15】幼保科說故事暨韻律比賽

【21-22】 第50屆北區技能競賽

【4/26-5/5】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第二

                     梯次報名

【27】美容科校內技藝競賽初賽

【9】家庭教育小團體

【13】生涯講座

【11】大學/四技個人申請模擬面試

           開始

【15】高三圖書借閱比賽截止統計

【29】班級閱讀心得寫作單送請指導

      老師批閱

【4】兒童節

【5】清明節

【6】進修部非應屆獨招報名開始

【8】性別平等講座

【22】環境講座

【25-26】高三期末考

【30-5/1】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6】全校運動會

【7】校慶

【9】補假

【11-13】高一、高二第二次期中考

【21-22】國中教育會考

【20-26】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一階段

                報名

【24-27】高二校外教學參觀

【1】畢業典禮、

     社團6、

     高一、高二週記抽查(五篇)

【8】水上運動會、

     水域安全講座

【15】環境教育講座

【22】班聯會主席副主席選舉

【29】期末學務會議、

      全校大掃除

【30】休業式

【13】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模擬面試開始

【9】補假

【11-13】第二次期中考(11日、13日

                下午課程對調)

【14】上課日達2/3

【19】完全免試入學放榜

【21-22】國中教育會考(18日、20日

                下午課程對調)

【23-25】高一、高二作業抽查

【5-11】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考生報

              名資格審查登錄

【9-13】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發集體資

              格審查登錄

【10】科技校院繁星錄取公告

【17-20】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通過

                資格審查者網路報名

【19-5】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

              目甄試

【20-26】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一階段

                報名

【4】頭家好聲音決賽、

     高三週記抽查(三篇)

【6】全校運動會

【7】校慶

【13】社團5

【20】環境教育-影片欣賞

【24-27】高二校外教學參觀

【25】愛無限樂團

      (生命教育講座)、

      教職員工CPR訓練(第二場)

【31】導師會議

【3】就業博覽會

【5】美容科實習髮廊活動

【11】國中技藝班家政職群作品展示

           暨結訓典禮

【13-15】幼保科說故事暨韻律比賽

【16-19】流行服飾科服裝季活動

【16-20】餐飲科高三畢業成果展發表

                 活動

【17】雙軌旗艦說明會

【19】實用技能學程校內併校外實習

           檢討會

【25】就導專班就業獎勵金申請說明會

【27】美容科校內技藝競賽初賽

【4】技優甄審簡章說明會

【10】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簡章導讀

【18】轉銜評估會議

【25】班級閱讀心得寫作批閱完成繳

           回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