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光華女子高級中學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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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校務、學務、教務、輔導會議、 (28 日)PRO 教師專業及班級經營研習 (30 日)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協調會 (30 日)特教研習、特推會、IEP
十二年國教宣導研習(教師)(上午 (8:30-12:00 13:30-17:00)。
(13:30)、幼稚園開學、副班長到校 會議(14:00-16:30)。
8:30)、防護團演練(下午)。
(31 日)全校大掃除。
整理教科書。
(30 日)新進教師(8:30)及兼課教師 (8/30-9/5 日)友善校園週。
(31 日)營養午餐開始。
(12:00)座談會。(31 日)開學典禮(註
冊、發書)、下午正式上課。
(3 日)重補修、拔尖固本夜輔、晚自習
(3日)班會-商管群學生萊爾富實習 (4 日) 月光電影院- 性別篇
申請開始。(3-7 日)綜一學程分站說
說明會。
(18:00)、圖書館義工召募(中
明。(4-5 日)國中基測第一次模擬考。
(4 日)實習輔導會議。
午)。
(6 日)綠能教育種子教師知能研討會
(8日)優質化-商管群專題製作校外 (5 日)新生圖書館利用教育開
(地點:南台科大)。(7-9 日)綜一選課。
參觀。
始。(7 日)101 年度生命教育、性
(7 日)重補修、拔尖固本夜輔、晚自習
別平等教育、生涯規劃網路心得比
申請截止。
賽投稿截止日。
(10-12日)綜二三專門學程加退選課程 (10 日)社團1。
(10 日)優質化技藝成翼培育計畫(11-12 日)大學學測第一次模擬考。 (10-14 日)交通安全宣導週。
技藝傳承。
(12 日)術科免試申請截止。
(11 日)國家防災日全校防震疏散演 (12 日)商管群學生萊爾富實習開
(13 日)優質化英語廣播教學開始。
練第一次預演（升旗時）
。
始。幼保科琴法檢定。
(14 日)網路填寫教學進度表開始。
(15 日)優質化-商管群專題製作演
(15-21 日)均質化跨校網路開課週(各
講。
校擇一日辦理)。
(17 日)我在綜高的日子(綜二、三)(第 (17 日)一年級廖末喜舞蹈劇場校園 (18日)優質化-商科新手上路開始。(9/18~10/5 日)優質化─大鳥小
6 節)、高一、職一學年學分說明會(第 巡迴展講座(第8 節)
(19日)資科暨電子商務學程新手上 樹義工學姊培訓。
7 節)。
(18 日)國家防災日全校防震疏散演 路活動開始。
(21-22 日)國中部夜宿活動Ⅰ。
(18 日)均質化感恩攜手前瞻活動(國中 練第二次預演（升旗時）
。
(4-6 週) 幼保科與學程三年級教保
校長、主任)。
(19-20 日)一、三年級學生健康檢查。 活動實習檢定。
(19 日)能源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 E 化 (20-21 日)二年級公訓活動。
教材製作(地點:台南高商)。
(21 日)國家防災日全校防震演練（9
點21 分實施）
(24 日)教師學習診斷系統研習(第6、7 (24 日)社團2。校園巡迴衛生講座(第
(24 日)學習診斷測驗施測(高職
節)、重補修、拔尖固本夜輔、晚自習 8 節，二年級) 。
及綜高一年級，第8 節) 。
開始。
(24-28 日)節能減碳海報設計競賽收
(24-26 日)綜一加退選課程。
件。法律宣導週。
(27 日)能源科技種子教師成長工作坊 (25 日)家長代表大會。
活動(地點:屏東女中)。
(28 日)捐血活動。
(30 日)中秋節。
(1 日)全校大隊接力。
(1 日)商管群英文單字競賽I。
(4 日)優質化英語廣播教學單元測驗 (1-5 日)節能減碳資料收集競賽收 (3日)商管群第一次計概競試-早自
1。
件。
修。(5 日)銀管學程暑期影片比
(4-5 日)均質化六校合辦國中教師"均 (2日)第13屆學生自治會候選人披掛 賽─「老ㄟㄚ的影像故事」成
質化感恩攜手前瞻活動暨特色不一 彩帶。
果發表會。(6 日)觀餐三食品烘焙
樣"職涯探索研習活動。
(6 日)能源科技實作研習。
檢定班集訓開始
(8-9日)南區能源科技教育推動中心參 ㄧ年級週記抽查。
(13 日)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8 日)優質化－職涯系列講座之
訪活動(8-12 日)高中暨學術學程二、 (8 日)社團3。
ㄧ(高職及專門學程三年級，第 8
三年級自然組社會科及社會組自然科 (8-12 日)春暉宣導週。
節)。
第一次成績考查。
(12 日)十二年國教宣導研習(國
(10 日)國慶日。
一新生家長)
(15 日）一年級英檢模擬考、二三年級
(15 日)優質化-商一二、綜商二企 (10/15-11/15)學習檔案觀摩活
英文閱讀測驗(第6 節)。(17 日）國中
劃書製作專題演講（7-8 節）
動。
部教師教學體驗研習(下午)。(18 日)
(19日)餐飲科暨觀餐學程教師專業
新進及兼課教師線上成績輸入研習(下
研習。
午2:00)。(17-19 日)第一次成績考查、
(20 日)勞委會即發證學術科測試、
各科教學研究會(能源科技教學觀摩：
商科社區清掃志工。
自然科＆國文科)。(19 日)網路填寫教
學進度表結束。
(23-24 日)技職統測第一次模擬考。 (22 日)社團4。
(24 日)中英文輸入競賽活動。
(26-27日)高一多元智慧實驗班創意課 (23 日)第 13 屆學生自治會候選人政 (26 日)優質化--流服科、時尚設計
程夜宿活動。(26 日)高一、綜一知性 見發表(第 8 節，高中及學術自由參 學程校外教學。
之旅。(27 日)均質化跨校網路科技與 加)。
身心健康特論實作體驗課程(身心)。
(8:10-12:10) 。能源科技學生實作體
驗活動。(8:10-16:10)。
(29 日)全校國文競試(第6 節)。
(29 日)優質化健康促進--三年級舞 (29 日)商管群英文單字競賽 II。 (29 日) 學習診斷測驗解釋暨如
(1-2 日)大學學測第二次模擬考。
動夕陽(第8 節)。
(10/29-11/30 日)資科暨電子商務 何提升學習效果(職一，第8 節)、
(3 日) 均質化跨校網路發現府城教學 (30日)第13屆學生自治會全校票選。 學程創意特搜隊活動。(31 日)優質 一、二年級班級讀書會(第7 節)。
參觀活動。
化--幼保科暨幼保學程教保活動設 (31 日) 10110 梯次跨校網讀心得
計比賽。(11/1~11/9 日)幼保科活 寫作比賽截止。
動設計展。(2 日）觀餐三社區餐會 (2 日)國中部家長日(19：00)。
一。(3-4 日)全民英檢中級(複試)。
(5-9 日)第一次作業抽查。
(5 日)社團5。節能減碳專題演講（第 (6日)光華盃旅遊行程設計競賽(觀 (4 日)懇親會(全校、上午)。
(7-8 日) 國中基測第二次模擬考。
8 節每班2 人）
。
餐二、餐一)。
(9-10 日)國中部夜宿活動Ⅱ暨戶
(10 日)國家型能源科技教育人才培育 (6 日)第12、13 屆學生自治會交接典 (9 日)優質化—流服科服裝設計競 外教學。
計畫期末成果展(地點：高雄科工館)。 禮。
賽、時尚設計學程彩妝設計競賽、
銀族活動設計比賽。
(12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14：30)。
(12日)全校拔河比賽預賽(第6-8節) (11日)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考 (15 日) 10111 梯次小論文寫作比
(13 日)第5、6 屆學生議會交接典禮。 試。(13-15 日)101 學年度家事類學 賽截止。
生技藝競賽。
（16 日）觀餐三社區 (17 日)優質子計畫─班級讀書會
餐會二。(17 日)勞委會即測即評學 領導人研習。
科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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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優質化英語廣播教學單元測驗 (19 日)社團 6。(19 日)優質化健康 (18 日)商業職業教育學會英檢。
2。
促進--二年級舞動夕陽(第8 節)。 (19-23 日)優質化-商科企劃書製作
十
(19~23 日)掃具放置架 DIY 競賽收 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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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全校英文競試(第 6 節，代表參
加)、國際教育經驗分享(一、二年級第
7 節於禮堂)。全校數學競試(第 8 節，
代表參加)。(26-12/21 日)書單彙整。
(26~30 日)高中暨學術學程二、三年級
1 自然組社會科及社會組自然科第二次成
績考查。(27 日)綜合高中實地訪視。
(12/1)教師環境身心健康研習。
(3-5 日)第二次成績考查、各科教學研
究會(選書及能源科技教學觀摩：數學科
＆社會科)。
8 (8 日)均質化跨校網路科技與身心健康
特論實作體驗課程( 環境) 。
(8:10-12:10)

二年級週記抽查。
(26 日)商管群英文單字競賽III。 (26 日)優質化－職涯系列講座
(26 日)三年級班際籃球賽(第6、7、
之二(一年級及國中部一、二年
8 節)。
級，第8 節)。

12 月仁愛活動月。
(4--6 日)全國商業類學生技藝競賽。 (5 日)全校輔導知能研習(下
(8 日)優質化-僕人體驗(淨山活動)。 (4 日)商科暨商服學程教師專業研 午) 。
習、流服科暨時尚設計學程教師專業 (7-8 日)國中部夜宿活動Ⅲ。
6 7
研習。
(5 日)附設幼兒園親子活動。
(8 日)永續校園成果發表(地點:建與
國中)、銀管學程校外教學。
(10 日)綜一選課說明。(10-14 日)綜二、(10 日)社團7。
(10 日)營養午餐創意菜單設計比賽。 (10-14 日)圖書館週。
三專門學程選課說明。(14-20 日)綜高
(11 日)觀餐二、餐管一校外參觀。
網路選課。
(14-29 日)資科暨電子商務學程電腦
13 14 15 (14-15 日)高一多元智慧實驗班創意課
繪圖暨攝影展。
程夜宿活動Ⅱ。
(14 日) 101 年地方特考考場佈置。
(15-16 日)10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
公務人員考試。
(17 日)優質化一年級英語讀者劇場(第 (18 日)優質化-成長集品(全校禮貌 （17 日）觀餐三校內創意創業專題 (17~21 日)優質化─「探訪 21
6-7 節) 。
學生選拔及表揚)。
製作競賽。(20-21 日)優質化-幼保 世紀好職業」活動收件。
(18 日)國英數大會考（1-3 堂）
(21 日)校慶運動會預演(7~8 節)。 歡慶聖誕活動。(21 日）流行服飾科
20 21 22
(19-20 日)大學學測第三次模擬考。 (22 日)83 週年校慶運動會。
模擬動態競賽、時尚設計學程整體造
(20-21 日)國中基測第三次模擬考。
型動態競賽。(21 日)優質化─銀髮
(22 日)補31 日課。
族活動管理學程志工服務敬老活動。
(24 日)二年級閩南語演講比賽(第 6 (24 日)第八節優質化健康促進--一 設計學群設計繪畫比賽週。
(24 日)薪火相傳情牽光華生命
節)。
年級舞動夕陽。
(24 日)商管群會計學學科競試。
教育演講（一年級，第7 節）
。
(24-28 日)第二次作業抽查。
(26 日)商管群第二次計概競試-早自
27 28 29 (26~28 日)高三仁暨綜三仁第二學期社
修。
會、自然科選課。
(28 日)商一、資一、綜二商服及電
(27-28 日)技職統測第二次模擬考。
子商務學程資訊產業參訪活動(高雄
資訊展)。
(31 日)調整放假。
(4 日)商管群學生萊爾富實習結束。 (12/31~1/4 日)優質化─「探訪
(3 日)優質化英語廣播教學單元測驗3。
21 世紀好職業」活動網路觀摩。
(4 日)優質化英語單字線上評量結束。
(1 日)元旦。

1

2

3

4

(4 日)借書截止日。
(4-5 日) 國中部夜宿活動Ⅳ。

5 (1-5 日)均質化跨校網路期末線上測驗

暨問卷調查週(各校擇一日辦理)。
(7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書)。
(8~12 日)高中暨學術學程二、三年級自
廿 6 7 8 9 10 11 12 然組社會科及社會組自然科期末成績考
查。(11 日)重補修、晚自習、拔尖固本
夜輔結束。(12 日)學測祈福活動。
一
(15-17 日)期末成績考查、各科教學研
究會。
月 廿
(17 日)下午休業式。
13 14 15 16 17 18 19
一
(18 日)校務、教務、學務、輔導會議
(8:30)。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
(18-25 日)高綜三學測衝刺自習。
(21-25 日)寒假輔導

三年級週記抽查。
(7 日)體育常識測驗(第6 節)。

寒
假

(27-28 日)大學學力測驗。

1

2

(7 日)校務、教務、學務、輔導會議
3 4 5 6 7 8 9 (8:30)。
(9 日)除夕。
二
(10-12 日)春節。
預
10
11
12
13
14
15
16
(13-14 日)春節補假。
月
備
(15 日)彈性調整放假。
(18 日)開學典禮、下午正式上課。

一 17 18 19 20 21 22 23

(9 日)還書截止日。

(17 日)全校暨社區大掃除、下午 5 (19 日)電腦技能基金會中英文輸入 (17 日)寒假借書開始。
點關宿舍。
檢定。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7 日)商管群英文單字競賽IV。

(29-30 日)優質化-僕人體驗(學生領
導人才研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