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北市立內湖高工105學年度第 2學期期末暨暑假行事曆106/06/30 
星期 

月份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 行 事 記 要(網底處為新生注意事項) 

六 

月 

25 26 27 28 29 30 1 ※ 6/23~7/5 高中職轉學考網路填寫報名表(承辦：百齡高中) 
※ 6/28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放榜 
※ 6/28~29 期末考 
※ 6/30 休業式/全校大掃除/校務會議/校內轉科考 
  07:40~08:10 全校大掃除 

08:10~09:00 導師時間/更換教室/教室公物點交/發放暑假作業及行事曆 
09:00 休業式    10:00 校務會議 

 

   期末考 期末考 休業式 

校務會議 

校內轉科考 

大學指考 

暑假開始 

七 

月 

2 3 4 5 6 7 8 ※ 7/1 暑假開始/公告暑假閱讀心得寫作書單(圖書館提供借閱) 
※ 7/1~3 大學指考 
※ 7/3~4 暑假國中生職輔營 
※ 7/3 線上成績登錄截止、繳交本學期成績冊送註冊組存檔 
※ 7/3 09:00班級返校打掃開始 
※ 7/4~7 在校生丙級技能檢定「工業電子」、「冷凍空調」術科測試 
※ 7/5~11 在校生丙級技能檢定「工業配線」術科測試 
※ 7/10、11 轉學考現場審件及繳費 
※ 7/10 網路公告一、二年級學科補考名單、補考時程 
※ 7/12 重修班及二年級暑期課輔班開始上課/公告106學年度第1學期教科書書單 
※ 7/13 新生統一報到(09:00~11:00)(教務處) 
※ 7/13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放榜 
※ 7/15 新生制服套量、繳費、發放(學務處) 
※ 7/17、18 一、二年級學科補考 
※ 7/20~21 08:30~11:30 受理新生申請減免學雜費(教務處) 
※ 7/22 高中職轉學考考試(試場：百齡高中)  
※ 7/24~28 新生專業課程探索報名（於內湖高工網站報名） 
※ 7/24~8/22 完成新生線上基本資料填寫(輔導室) 
※ 7/27 一、二年級全體返校 
※ 7/31~8/4 新生專業課程探索(課程內容及課程編班請於學校網頁查詢) 
   

 

大學指考 大學指考 

成績登錄截止 

106暑輔營 

    

普考試場 

 

普考試場 

9 10 11 12 13 14 15 
 

高考試場 

公告補考名單 

高考試場 

 

高考試場 

重修班課輔班 

開始上課 

新生統一 
報到 

 新生套量制服 

16 17 18 19 20 21 22 
 學科補考 學科補考  新生申請減免 

學雜費 

新生申請減免 

學雜費 

高中職 

轉學考考試 

23 24 25 26 27 28 29 
 新生線上基本

資料填寫開始 

新生專業課程

探索報名 

  返校日   

30 31 1 2 3 4 5 ※ 8/1 新任導師及新任教師研習、合作社業務交接 
※ 8/1~9/30 就學貸款申請(學務處) 
※ 8/2 轉學考放榜(16:00後) 
※ 8/7 高中職轉學生報到(09:00~12:00)/四技二專登記分發放榜 
※ 8/8 大學登記分發放榜 
※ 8/9~8/10 北市中等學校校長會議 
※ 8/15~19 全國技能競賽 
※ 8/15 暑期課輔班上課結束 
※ 8/23 公布新生編班名單(內湖高工網站公告)/新生輔導班長訓練 

新生線上基本資料填寫截止 
※ 8/24 高一IEP會議 
※ 8/24、25 新生始業輔導（07:40到校/2天全天/學務處） 
※ 8/28~9/1 工科科務會議 
※  8/28~29 校務會議/備課日 
※  8/30 

 
開學/正式上課 
08:10 開學典禮 
09:10 全校註冊(發放各項繳費通知單)/教室公物點交/各班領書 
11:10 班級幹部訓練 

 

 新生課程探索 新任導師及 
新任教師研習 

轉學考放榜    

八 

月 

6 7 8 9 10 11 12 
 轉學生報到  北市中等學校

校長會議 
北市中等學校
校長會議 

  

13 14 15 16 17 18 19 
  暑期課輔班 

上課結束 

    

20 21 22 23 24 25 26 
  完成新生線上

基本資料填寫 
公布新生編班 
新生輔導班長

訓練 

新生始業輔導 新生始業輔導  

27 28 29 30 31 1 2 
 備課日 

校務會議 

備課日 

 

註冊開學 

正式上課 

   

◎新生注意事項◎  ※※※ 開學後上課時間：每日07:40前到校 ※※※ 

項目 聯絡電話 內容 

※新生套量制服： 
7/15 

學務處生輔組 
26574874#203 

新生制服套量、繳費、發放時間：（1）8：30~10：00 電子科 （2）10：00~11：30 電機科 
（3）11：30~12：30 資訊科 （4）12：30~13：00 休息（5）13：00~14：00 控制科 （6）14：00~15：
00 冷凍科（7）15：00~16：00 應外科 （8）16：00~ 體育班  ※綜職班（門市服務科）隨到隨辦。 
費用 4,122元 

※學雜費減免： 
7/20~7/21 

教務處註冊組 
26574874#310 

#317 

請新生備妥資料，於 7 月 20 日、21 日(上午 8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至教務處辦理減免學雜費申請。 

※新生基本資料填寫： 
  7/24~8/22 

輔導室 
26574874#401 
        #405 

請新生於7/20-8/22在家裡上網，進入本校新生基本資料系統網址(http://203.71.74.51/ecampus)，完成

基本資料登錄。帳號為新生的身分證字號，密碼為民國出生年月日6碼(如民國78年9月9日請輸入780909)。

請於期限內完成登錄，逾期未完成者，將統一於新生始業輔導當日課程結束後，留校至本校電腦教室完成。

填寫說明可至本校網站新生專區查詢。建議使用Chrome、Firefox瀏覽器。 

※新生專業課程探索： 
7/31~8/4 

教務處教學組 
26574874#312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http://www.nihs.tp.edu.tw（帳號:身分證字號、密碼：生日六碼 ex 85 年 2 月 3 日為
850203），報名時間 7/24~7/28止。上課時間 7/31~8/4，每日 08:00~12:00，請穿國中制服(或舒適合乎
禮儀服裝。請勿穿著內衣、背心、短褲、涼鞋、拖鞋)。自由參加，費用預計 600 元左右。課程內容以高
職專業課程為主（非國英數科目）。 

※新生始業輔導： 
8/24~8/25 

學務處學活組 
26574874#202 
學務處生輔組 
26574874#203 

07:40到校，請穿著本校體育服(請勿穿著內衣、背心、短褲、涼鞋、拖鞋)。攜帶個人 2 吋照片五張以上
及文具用品填寫個人基本資料。攜帶零錢由學校代訂便當(約 60 元)，亦可蒸飯。 
新生始業輔導期間非重大事由請勿任意請假，未參加者，於開學後擇日補實施。請假請洽學務處(2657-4874
分機 203)（請檢附相關證明完成請假手續 ex:訃聞、住院證明等）。 

※新生暑假作業： 教務處教學組 
26574874#312 

暑假作業內容公告於學校網站 http://www.nihs.tp.edu.tw，開學後繳交暑假作業並實施測驗。 

※補    考：因故未參加補考者不得要求另行安排補考時間，參加補考學生一律穿著制(校)服且必須攜帶學生證或貼有照片之有效證件以供識別，
否則不得參加應試。 

※返校打掃：暑假返校打掃班級由衛生組另行通知。當日無法返校打掃者，補打掃工作須於暑假期間完成，未經同意，不得於開學後補打掃，暑假 
            返校打掃未到且未完成補掃工作者，未到一次記警告一支。 
※其    他：暑假期間同學務必格外遵守秩序，注意交通安全及生活規律，不得涉足電動玩具店、撞球場等影響身心健康之場所；並嚴禁吸食違禁

藥物，暑假校外言行仍依校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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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