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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工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行事曆(111/2~111/8) 

週 
 

次 

建 
 

週 

當週 
日期 

教務處 學務處 實習處暨各科 總務處 輔導室 

1 10 
2/7 

2/11 

△2/11(五)開學(正式上課) 
 

△2/11:第 1 節環境消毒 
△2/11:第 2 節開學典禮 
△2/11:班級社團 

 △2/11 書庫發放書籍 
△發放 2 月份學生交通車劃撥單 
△2/11 下學期校車開始 

 

2 11 
2/14 

2/18 

△2/16~2/17 (建乙)二、三年級期末考 
★2/16(三) (正)(實)1-3 年級 110 上學
期總補考 
◎2/15 清查學生人數 
◎110-2 特殊身份(中低、低收、特境)

查驗結果公告 
◎轉/復學生特殊身份查調查驗上傳

截止 
◎頒發(正)(實) 110-1學期成績優良獎
學金 

△週會：各處室宣導 
△友善校園宣導週 
△防疫宣導 
△2/18:班級社團 

△2/17 辦理全國第 110 年第 3 梯次
電器修護乙級、印前製程乙級術科
測試 
 

△2/15 書單繳回最後期限日 
△2/18 正常書籍退書期限日 
 

△辦理學生穩定就學計畫-自我探索
【家庭、生涯至 111.6.30 止】 
△辦理師生家庭教活動~本土及多元
飲食文化(暫定) 

3 12 
2/21 

2/25 

★2/24 建教乙班學期總補考 
★2/26~2/28 和平紀念日連假 
◎2/21-2/22 期末考成績班級校對 
◎2/23 郵寄期末考成績單 
◎2/25 教育部低收學產 3000 元助學

金繳件截止 
◎繁星(2/24-3/15 登錄被推薦考生資
料) 

△週會：各處室宣導 
△整潔秩序競賽評比 
△視力檢查 
△2/25 社團線上選填 
  (正規及實用班) 

△建教班輪調進廠 △2/25 申請緩繳截止 
△2/25 註冊費分期繳費截止 
△就學貸款(學校聯)收件截止 
 

△特殊教育學生補救教學開始 
△辦理學生穩定就學計畫—咖啡/茶
藝美學 (暫定) 
 

4 1 
2/28 

3/4 

◎大學學測、術科考試成績公告 △戒菸教育宣導 
△愛滋病防治宣導 

△三年級建教班分派進廠作業 
 
 

△發放 3 月份學生交通車劃撥單 
△3/2 建教班返校發書 
△3/4 書單繳回最後期限日 
△職業安全衛生週 
△消防及校車逃生演練 

△辦理學生及家長自殺防治守門人
增能活動(暫定) 
△辦理生命教育專題演講(暫定)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專題演講(暫定) 
△辦理穩定學生就學活動-戶外活動
體驗(暫定) 

5 2 
3/7 

3/11 

◎(110)畢業生資料核對 
◎頒發(建)110-1 學期成績優良獎學

金 
◎教育部國教署補助特殊身份(新申
請、補件)收件截止 

△週會：各處室宣導 
△社團線上選填 
  (建教及僑生班) 
 

△3/7~3/11 受理 111 年第 1 梯次即
測即評及發證報名 

△3/7 交通車學生幹部會議 
 

△3/7 週會或 3/11 第五節辦理青少年
心理健康校園巡迴講座(張老師) 
 

6 3 
3/14 

3/18 

◎3/15 清查學生人數 
◎繁星(3/16-3/23 網路報名) 

△週會：防災疏散演練 
△防災教育 
△3/18 社團活動(1) 

△3/14-3/18 多媒體設計特色班報名 
△3/20 辦理 111 年第 1 梯次全國技
術士學術科測試 

 △辦理醫療機構-心理諮詢輔導服務 

7 4 
3/21 

3/25 

△3/21 公佈(正)(實)考試日程表及座
位表 
▲3/21 報名華語測驗報名 
△3/21(建甲)3 年級進度/作業抽查 
★3/24~3/25 正規、實用班第一次期
中考 
◎大學(3/21-3/25 申請入學報名) 

△週會：實習處科集會 
△3/25 社團活動(2) 

△111 學年度中等學校技能競賽-
校內初賽週 
 

 
 

△辦理學生穩定就學計畫-人氣甜點 

8 5 
3/28 

4/1 

◎4/1、4/6(正)(實)第 1 次段考成績班
級校對 
▲4/1 收取僑生班二、三年級甲丙班
(健保卡、存摺電子檔)5 月份申報稅
用 

△週會：各處室宣導 
△4/1 社團活動(3) 

 △發放 4 月份學生交通車劃撥單 
 

 

9 6 
4/4 

4/8 

★4/2~4/5 連假 4 日清明連假 
◎郵寄(正)(實)第 1 次段考成績單 

△宿舍防災疏散演練 
△4/8 社團活動(4) 

△實習作業抽查 
△暫定 4/7~4/14 辦理全國第 111 年
第 1 梯次中式麵食加工乙級術科測
試 

△4/8 交通車學生幹部會議 
 

△辦理學生穩定就學計畫-捕光捉攝
影師 

10 7 
4/11 

4/15 

△4/11 公佈(建甲)1.2 年級考試日程表
及座位表 
★4/14~4/15 一二年級建教班第一次
期中考 
◎繁星(4/12 資格及比序成績審查結
果公告) 

△週會：各處室宣導 
△4/13 一年級實彈射 
  擊訓練(中坑靶場) 
△4/15 班級社團 

△4/18-22 第 52 屆全國技能競賽南
區賽-配管與暖氣 
△建教班一二年級分派進廠作業 

  

11 8 
4/18 

4/22 

△4/18 公佈(建甲)3 年級考試日程表/
座位表 
★4/20~4/21 建教班三年級畢業考 
◎4/19 清查學生人數 
◎4/22、4/25 高 1 高 2(建)期中考成績

班級校對 
◎技優甄審(4/18-4/20 低收、中低收身

份登錄及繳交證明) 
◎繁星(4/19 考生排名查詢) 
◎甄選入學(4/20-5/4 中、低收身份、

原住民身份登錄及繳交證明)  

△週會：各處室宣導 
△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4/22 班級社團  
 

△辦理硬體裝修、網頁設計丙級術
科檢定 
△4/23多媒體設計特色班術科測驗 
△預計檢定考試中式麵食、西餐烹
調、飲料調製丙級 
△預計辦理自來水配管、氣體燃料
配管丙級術科檢定 
△4/20(起)辦理 111年第 1梯次即測
即評及發證測試 

  

12 9 
4/25 

4/29 

▲4/25(正)(實)3 年級畢業考考試日程
表/座位表公布 
△4/27(正)(實)1-3 年級進度/作業抽查 
△4/28~4/29 三年級正規實用班期末
考  
△4/30 華測  
◎4/25-4/26 高 3(建)畢業考成績班級

校對 
◎郵寄建教班成績單 
◎重補修調查 
◎繁星(4/28-5/4 選填志願序) 
★4/30~5/1 四技二專統測考試 

△週會：各處室宣導 
△菸害防制宣導 
△4/29 社團活動(5) 

△4/26~5/5 報名 111 年第 2 梯次全
國技能檢定 
△建教班三年級輪調 

△發放 5 月份學生交通車劃撥單 
 

 

13 10 
5/2 

5/6 

△5/6 公布(正)(實)1-2 年級考試日程
表/座位表 
◎5/5-5/6 高 3(正) (實)畢業考成績班

級校對 
◎大學(5/5-5/11 申請入學Ⅱ報名、勾

選 EP 審查資料) 
◎技優甄審(5/5-5/10 繳交報名費、資
格登錄及繳交證明) 

△週會：各處室宣導 
△防溺水宣導 
△5/6 社團活動(6) 

△5/2~5/6 受理 111年第 2梯次即測
即評及發證報名 

 

 △5/6 高三特教生轉銜會 
△辦理學生穩定就學計畫-母親節飾
品/馬克杯製作 

14 11 
5/9 

5/13 

★5/10~5/11 正規、實用班第二次期
中考 
△(建甲)進廠 
★科大至校宣導週 
◎郵寄高 3(正) (實)畢業考成績單 
◎繁星(5/10 錄取公告) 
◎聯合登記分發(5/9-5/13 資格審查勾

選作業) 

△週會：實習處科集會 
△5/13 社團活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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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工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行事曆(111/2~111/8) 

週 
 

次 

建 
 

週 

當週 
日期 

教務處 學務處 實習處暨各科 總務處 輔導室 

◎舊生國教署補助身份確認 

15 12 
5/16 

5/20 

★5/18~5/19 一二年級建教班期末考 
◎5/17 清查學生人數 
◎5/18-5/19 高 1、高 2(正) (實)期中考

成績班級校對 
◎郵寄高 3(正) (實)畢業考成績單 
◎技優甄審(5/17-5/20 網路報名、查看

EP 資料) 
◎甄選入學 (5/20-5/26 第一階段報

名；上傳第六學期修課紀錄) 
◎聯合登記分發(5/19-6/5 資格審查登

錄及繳件) 

△週會：各處室宣導 
△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5/20 社團活動(8) 

 △發放 6 月份學生交通車劃撥單 
 

△辦理學生穩定就學計畫-創意糕點/
創意粽 

16 13 5/235/27 

△5/25 高一、高二國語文競賽(初賽) 
★5/25(正)(實)3 年級與建教班一~二
年級學期補考 
△5/25(建乙)3 年級進度/作業抽查 
△(正)(實)選課作業開始 
◎5/23-5/24 高 1、高 2(建)期末考成績

班級校對 
◎郵寄高 1、高 2(建)期末考成績單 
◎技優甄審(5/27-6/1 網路上傳(或勾

選)EP 備審資料、繳交指定項目甄
審費用) 

◎甄選入學(5/27-5/30 考生確認第六
學期修課紀錄) 

△週會：各處室宣導 
△分發畢業紀念冊 
△5/27 班級社團 

 
 

△交通車站別時刻調整  

17 1 5/306/3 

★6/1 畢業典禮(暫定) 
★6/2 建教班開學(暫定) 
◎甄選入學(6/2 第一階段篩選公告；

6/3-6/10 第二階段報名、繳費、EP
備審資料上傳) 

◎重補修調查 

△週會：各處室宣導 
△5/31 畢業典禮預演 
△6/01 畢業典禮 

△建教班一二年級輪調進廠 △招生文宣第 2 波寄發  

18 2 
6/6 

6/10 

▲6/6~6/22 華語文能力測驗開始報名 
★6/3-6/5 端午節連假 
◎頒發(建)110-1 學期成績優良獎學

金 
◎技優甄審(6/9-6/19 各甄審學校進行

指定項目甄審) 

△週會：各處室宣導 
△建教班社團選填 
△6/10 班級社團 

△預計檢定考試中餐烹調丙級、烘
焙食品-麵包丙級 
 

 △6/10 補救教學結束 

19 3 
6/13 

6/17 

△(建乙)3 年級考試日程表/座位表 
◎甄選入學(6/17-7/3 指定項目甄試) 
 

△週會：各處室宣導 
△交通安全教育 
△6/17 社團成果發表 

△預計辦理電器修護丙級術科檢
定、工業配線、工業用管配管 
△6/15(起)辦理 111年第 2梯次即測
即評及發證測試 

  

20 4 
6/20 

6/24 

★6/20~6/21 建教班三年級期末考 
△6/20 公佈(正)(實)1.2 考試日程表及
座位表 
◎6/20 清查學生人數 
◎6/24 高 3(建)期末考成績班級校對 
◎技優甄審(6/23 公告甄審結果) 

△週會：各處室宣導 
△學生安全教育 
△6/24 社團活動(9) 

△建教班三年級輪調返校畢業 △暑假站別時刻調整 
 

 

21 5 
6/27 

7/1 

★6/27(建乙)3 年級學期補考 
★6/28~6/30 1~2 年級正規、實用班期
末考 
▲6/30 休業式 
▲7/1 暑假開始 
▲7/1 二年級收取建教僑生全班居留
證及 500 元費用(年度換證)  
△7/1 公佈(建乙)1.2 年級考試日程表/
座位表 
◎郵寄高 3(建)期末考成績單 
◎技優甄審(6/27-6/29 正、備取生上網

登記就讀志願序) 
◎聯合登記分發(6/28 資格審查結果
公告) 

△週會：實習處科集會 
△校園環境整理 
△暑假安全宣導 
△就學貸款宣導 

   

 6 
7/4 

7/8 

★7/5~7/6 一二年級建教班第一次期
中考 
◎技優甄審(7/5 放榜) 
◎甄選入學(7/6-7/9 正、備取生網路選

填志願序) 
◎收取補助款資料 

△週會：各處室宣導 
△7/08 社團活動(10) 

△辦理硬體裝修、印前製程(圖文組
版)丙級術科檢定 
△辦理工業電子丙級術科檢定 

  

 7 
7/11 

7/15 

△7/16 華測 
◎高 1、高 2(正) (實)期末考成績班級

校對 
◎郵寄高 1、高 2(正) (實)期末考成績

單 
◎甄選入學(7/13 分發放榜) 
◎聯合登記分發(7/14-7/18 集體繳費) 

△週會：各處室宣導 
△7/15 社團活動(11) 

   

 8 
7/18 

7/22 

△7/18(建乙)1-2 年級進度/作業抽查 
◎7/19 清查學生人數 
◎高 1、高 2(建)期中考成績班級校對 
◎郵寄高 1、高 2(建)期中考成績單 
◎甄選入學(7/15-7/21 依錄取學校規

定報到) 
◎7/15-8/21 轉科(學)受理報名 

△週會：各處室宣導 
△7/22 社團活動(12) 

△7/18~7/22 受理 111 年第 3 梯次即
測即評及發證報名 

  

 9 
7/25 

7/29 

◎聯合登記分發(7/28-8/2 網路選填志
願) 

△週會：各處室宣導 
△7/29 社團活動(13) 

   

 10 
8/1 

8/5 

△8/1 公佈(建乙)1.2 年級考試日程表/
座位表 
▲8/1 一年級收取建教僑生全班居留
證及 500 元費用(年度換證) 
◎8/1 學籍-110-2 期末異動名冊函報 

    

 11 
8/8 

8/12 

◎聯合登記分發(8/9 錄取公告及分發
查詢) 

    

 12 
8/15 

8/19 

★8/18~8/19 一二年級建教班期末考 
◎8/16 清查學生人數 

    

 13 8/22 ◎8/25-8/26 高 1、高 2(建)期末考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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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工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行事曆(111/2~111/8) 

週 
 

次 

建 
 

週 

當週 
日期 

教務處 學務處 實習處暨各科 總務處 輔導室 

8/26 班級校對 
◎郵寄高 1、高 2(建)期末考成績單 

1 14 
8/29 

9/2 

★8/29 建教乙班 1-2 年級學期補考 
★8/30 (二) 開學日 

△開學典禮 △8/29~9/7 報名 111 年第 3 梯次全
國技能檢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