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南港高工106-1學期行事曆

本行事曆公佈於校網
首頁【學校行事曆】
週
一、全校性考試、活動
月 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8 預 21 22 23 24 25 26 27
備
■08/29 暑假結束
■08/30 106-1註冊、開
學、正式上課
9 一 28 29 30 31 1 2 3

二、行政推動事項

三、教務處、實習處、圖書館

【教】08/28-08/30 教師課表公告及調整
【教】08/28-08/30 教師教學進度表上傳
【教】08/28-09/01 各科106-1期初教學研究會暨社群研習
【教】08/28 召開外籍生入校說明會
【教】08/30~9/6課業輔導申請，9/8前繳費
【實】08/19-09/04德國工業科技實習及文化見學團出國見學
【實】08/29召開實習會議
【實】08/29-09/07 第三梯次全國技能檢定團體報名
【實】08/30-09/06實習課程職業安全衛生宣導

【學】8/22 新任導師研習
【學】8/24-8/25新生始業輔導
【學】8/30開學典禮
【官】8/30學生幹部訓練
【官】8/30-9/5友善校園週

六、校務、行政、
各項委員會議
【總】08/26 總變電站維修全校停 ■08/21 擴大行政會議
電
暨行政研習
【人】08/30 考績函報教育局
■08/30 106-1期初校
【人】08/30 兼行政教師不休假加 務會議
班費事宜
【人】08/30 106學年度教評會委
員暨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
選舉投票
五、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

【圖】09/04 校內106-1國語文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報名截止
【教】09/04 暑假作業考試(1-3 節)(二年級)
【教】09/05-09/07 重補修網路選課(只開設暑期未開成的課程)
【教】09/07 暫定外籍生上臺自我介紹
【教】09/07-9/08 綜高三年級第1次學測模擬考
【教】09/08 教學進度表查核(紙本交至教學組及上網填報完畢)
【教】09/10 臺北市106年度語文競賽教師組活動

【輔】09/04 學校日工作會議
【輔】09/06 校友返校座談會
【官】09/07 特定人員審查會議
【學】09/04 繳交優良學生候選人名單
【學】09/04 高一、高三班會
【學】09/04 班級教室情境佈置開始
【學】09/08 繳交優良學生候選人備審資料
【學】新生盃班級籃球鬥牛賽開始報名
【學】SH150活動開始實施
【學】校園跑步運動開始實施

【人】09/04 各項委員會函聘作業 ■09/04 行政會議
【人】09/04 辦理106年緩召作業
事宜
【人】09/08 前教師成績考核獎金
預借發給

【圖】09/11 校內106-1國語讀書心得寫作比賽收件截止
【圖】09/15 106學年度九月份校園訊息出刊
【教】09/11 公告校內英語歌唱比賽實施計畫
【教】09/12-09/13 臺北市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類)複賽
【教】09/13-09/21 全民英檢中級說寫報名
【教】09/11 課業輔導開始上課
【教】09/12 重補修繳費(16:00~17:00)

【學】09/11 高二週會-租稅教育講座(訓育組)
【學】09/11 高二導師會議
【官】09/15 複合式災害逃生演練(預演)
【官】09/16 辦理強化家長反毒知能研習(學校日)
【輔】09/13 校友返校座談會
【輔】09/16 學校日
【輔】09/16 成長關懷學生家長會議
【輔】09/16 親職講座-多元入學管道準備與輔導

【人】09/11-09/12 公務人員106
年5-8月平時考核表送各單位評
分
【總】09/15-09/16 校園草皮修剪
(暫定)

【圖】09/18 校內106-1小論文寫作比賽報名截止
【實】09/21 實習工場區防災防震演練
【特】09/22 期初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教】09/22 臺北市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類)複賽(僅限各組之演說及朗讀
項)
【教】09/24 臺北市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本土語言類)複賽

【官】09/18 期初護苗會議
【學】
09/18 高三導師會議
【學】09/22 教師節、祖父節海報比賽
【學】09/22 優良學生初評
【官】09/21 國家防災日複合式災害逃生演練(正式)
【輔】09/22 留察生協同輔導會議
【輔】09/22 專業醫師校園心理衛生諮詢
【學】09/18起新生盃班級籃球鬥牛賽

【總】09/21 各科實施工場安全教 ■09/18 行政會議
育防震防災演練
■09/22 期初特推會
【總】09/22 防災教育宣導
【總】09/21-09/22 消防例行檢修
(暫定)

■09/30 補行上班上課
(補國慶日調整放假)

【圖】09/25 召開圖書館委員會議
【圖】09/27 召開臺北市高職圖書館主任會議

■10/04 中秋節

【教】10月份各科舉辦社群研習

【學】09/25 高一週會-特教宣導活動(特教組)
【學】09/25 高一導師會議
【學】09/26 捐血活動
【學】09/28 慶祝教師節活動
【學】9/29 新生尿液篩檢(初檢)
【學】09/30 全校班會
【輔】09/25 學習檔案作業檢查(高二)
【學】10/02 全校班會-生命教育(輔導室)
【輔】10月生命教育宣導月
【輔】臺北市高職學習檔案競賽報名
【學】10/12-12/20健康促進健康體位活動
【輔】10/13 下午教職員工環境教育4小時研習

9 二 4 5 6 7 8 9 10

9 三 11 12 13 14 15 16 17

9 四 18 19 20 2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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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務處、教官室、輔導室

■10/09 國慶調整放假
10 七 9 10 11 12 13 14 15 ■10/10 國慶日
■10/11-10/13 第一次段
考

【教】10/11-10/13 第一次段考
【實】10/12-10/23 本校辦理台北市技術型高中第44屆國際技能競賽見學
團

■09/25 擴大行政會議
■09/25 圖委會

■10/02 行政會議
【總】10/14-10/15 校園草皮修剪
(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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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推動事項

三、教務處、實習處、圖書館
【圖】10/17 校內106-1小論文寫作比賽收件截止
【教】10/16 綜高新課綱諮詢輔導會議 I
【教】10/19 臺北市公私立高職閱讀擂臺賽初賽
【教】10/19-10/20 職科第一次模擬考
【教】10/20 英語歌唱比賽校內賽
【教】10/16-10/20 第2階段課業輔導申請暨繳費
【教】10/23 第2階段課業輔導開始上課
【教】10/23 一、二年級英文競試

10 八 16 17 18 19 20 21 22

10 九 23 24 25 26 27 28 29

【圖】10/31 全國第1061031梯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收投稿截止
【教】11月份各科舉辦社群研習
【教】11/1、2綜高三年級第2次學測模擬考
11 十 30 31 1 2 3 4 5

【教】11/06 一、二年級數學競試
【教】11/09 臺北市公私立高職閱讀擂臺賽決賽

11 十 6 7 8 9 10 11 12
一

【圖】11/15 全國第1061115梯次小論文寫作比賽投稿截止
11 十 13 14 15 16 17 18 19
二

11 十 20 21 22 23 24 25 26
三
■11/27-11/29 第二次段
12 十 27 28 29 30 1 2 3 考
四

【教】11/27-11/29 第二次段考
【實】11/28-12/01 106年度工業類科技藝競賽
【教】12月初北市英語歌唱比賽
【教】12/04 一、二年級國文競試
【教】12/04 起發放1062各科配課表
【教】12/04-12/15 各科1062期末教學研究會暨社群研習
【教】12/07 作業檢查
【教】12/11 綜高新課綱諮詢輔導會議II

12 十 4 5 6 7 8 9 10
五

12 十 11 12 13 14 15 16 17
六
【教】12/19-12/20 職科第二次模擬考
【教】12/21 召開106-1書評會
【教】12/19-12/20 綜高三年級第3次學測模擬考

12 十 18 19 20 21 22 23 24
七
12 十 25 26 27 28 29 30 31
八
■01/01 元旦
1 十 1 2 3 4 5 6 7
九

【教】1月份各科舉辦社群研習
【教】01/03 起進行106-2排課
【特】01/05 期末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四、學務處、教官室、輔導室
【學】10/16 優良學生發表
【學】10/17 新生尿液篩檢(複檢)
【學】10/18 上午優良學生普選、下午開票
【學】10/20 生命教育、法治教育海報設計比賽

【學】10/23 高三生涯講座:智慧啟航(輔導室)
【學】10/26-10/27 新生胸部X光檢查
【學】10/23 高三導師會議
【學】10/27 班級教室情境評分
【輔】10/23-10/27 留察生期中評量
【輔】10/27 專業醫師校園心理衛生諮詢(二)
【官】10/25 學生期初獎懲會
【輔】10/31 認輔工作會議
【學】10/30 全校週會-交通安全宣導講座(教官室)
【學】10/31三年級運動會預賽
【學】10/31-11/1 高一新生健康檢查(身體理學及血液)
【學】11月人口政策宣導月
【學】11/03 第1次週記抽查
【學】11/03 北市音樂比賽行進管樂項目初賽(本校辦理)
【學】11/06 高三週會-人口政策宣導講座(衛生組)
【學】11/08 全校流感疫苗注射
【學】11/09一二年級運動會預賽
【輔】11/09 家庭教育委員會議
【學】11/13 高一導師會議
【學】11/13 高一週會-防災教育講座(經營組)
【學】11/13 高二週會-法治教育宣導(教官室)
【學】11/17 人口政策宣導月漫畫比賽
【學】11/17 全校田徑運動大會
【輔】11/13-11/17 校友返校座談會(轉考類群)
【輔】11/17 專業醫師校園心理衛生諮詢(三)
【學】11/20 高二導師會議
【學】11/24 卡拉OK初賽
【學】11/29 法律常識測驗
【學】12/01 第2次週記抽查
【輔】11/29 教師性別平等暨兒少保護研習
【學】12/04 高三週會- 防制藥物濫用宣導(教官室)
【學】12/04 高三導師會議
【學】12/07 心臟病篩檢
【學】12/04-12/08 高三畢冊製作

五、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

六、校務、行政、
各項委員會議

【總】10/19-10/20 消防例行檢修
(暫定)

■10/30 擴大行政會議

【總】11/11-11/12 校園草皮修剪 ■11/06 行政會議
(暫定)

【總】11/16-11/17 消防例行檢修
(暫定)
【總】11/13 高一週會-防災教育
講座(經營組)

【總】11/22~11/23第四季水質檢 ■11/20 行政會議
測
【人】12/01 公務人員106年年終 ■11/27 擴大行政會議
考績作業
【人】12/08 106年下半年(7-12
月)職務代理人名冊報送6
【總】12/9-12/10 校園草皮修剪
(暫定)

■12/04 行政會議

【學】12/11 高二導師會議
【學】12/11 起科際盃排球賽開始
【學】12/15 火災海報比賽、品德教育海報比賽
【官】12/13 學生期中獎懲會
【學】12/22 卡拉OK決賽
【輔】12/18-12/22 留察生期末評量

【總】12/16-12/17 消防例行檢修
(暫定)

【學】12/25 高一導師會議
【學】12/25起科際盃籃球賽開始
【官】12/27 學生德行評量會議
【輔】01/05 專業醫師校園心理衛生諮詢(四)

【人】12/25 107年約僱計畫報送 ■12/25 擴大行政會議
【人】12/30 106年年終工作獎金
作業

■12/18 行政會議

【人】01/05-01/10 公務人員106
年年終考績報局及預借作業
【人】01/05-01/10 公務人員106
年不休假加班費核發作業

■01/05 期末特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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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務處、教官室、輔導室
【學】01/08 全體導師會議

1 二 8 9 10 11 12 13 14
十
■01/16-01/18 期末考
二
1 十 15 16 17 18 19 20 21 ■01/19-01/23 補考
一
■01/19 休業式
■01/22 補行上課 #
二
■01/23 補行上課 #
1 十 22 23 24 25 26 27 28
■01/24 補行上課 #
二
■01/25 寒假開始
2 寒 29 30 31 1 2 3 4
假
2 寒 5 6 7 8 9 10 11
假
■02/12 調整放假 #
■02/13 調整放假 #
■02/14 調整放假 #
2 一 12 13 14 15 16 17 18
■02/14 寒假結束
■02/15 除夕
■02/16 春節開始
■02/19 春節調整放假
2 二 19 20 21 22 23 24 25 ■02/20 春節調整放假
■02/21 106-2註冊、實際
開始上課日

【教】01/16-01/18 期末考
【教】01/19-01/23 補考

【官】01/18 學生期末獎懲會議

【教】01/22 公告下學期英語讀者劇場校內比賽辦法(寒假可準備)

【學】01/22 全校班會

六、校務、行政、
各項委員會議
【人】01/10 107年約僱人員僱用 ■01/08 行政會議
名冊報送
【總】01/13-01/14 校園草皮修剪
(暫定)
【總】01/18-01/19 消防例行檢修
(暫定)
五、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

■01/22 行政會議

■02/05 行政會議
【總】02/17-02/18校園草皮修剪
(暫定)

【總】02/22-02/23 消防例行檢修
(暫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