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校行事曆 (定稿) 2020.2.27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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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行事曆

◎02/12 公布繁推在校學業成績
前 50%學生名單
◎02/17 與美國高中雙聯學制簽約
◎02/18 主管會報
◎02/25 發國中部教科書
◎02/25 開學，正式上課
◎02/25 國三補考
◎02/25 國高中一、二年級複習考
國一、二年級補考、高三補考
◎2/25 國中身心障礙學生適 性輔
導安置作業開始
◎02/26 高一、二補考
◎02/26 全校團體照
◎02/26 導師會報(防疫會議)

◎03/03 主管會報(防疫會議)
◎03/06 國三技藝教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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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5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寄發
學測成績單
◎02/25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寄
發術科考試成績單
◎02/25 發國中部教科書
◎02/25 開學，正式上課
◎02/25 國三補考
◎02/25 國高中一、二年級複習考
國一、二年級補考、高三補考
◎02/26 高一、二補考
◎02/27 08:10 繁星推薦系統使用
說明會
◎03/03-03/09 科展線上報名
◎03/03-03/04 國三第三次模擬考
◎03/04 13:10 繁星推薦校內推薦
◎03/04 原住民族語開始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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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月

04

教務處

4

◎線上防疫宣導
◎02/14 環境教育計畫上傳
◎02/18 處室會報
◎02/22 世界懷念日童軍活動
◎友善校園週宣導
◎資源回收宣導週
◎02/25 防疫表單調查
◎02/25 防疫小組會議
◎02/26 導師會報
◎02/26 特定及高關懷人員審查會
◎02/26 拍攝教職員團體照及國
高三畢業照
◎畢業紀念冊編輯會議【1】

◎03/02 畢業紀念冊封面設計暨
畢典邀請卡徵稿開始
◎03/03 國際教育小組會議
◎03/03 防疫小組會議
◎03/03 登革熱防治日
◎03/03 全校避難疏散演練(公播)
◎03/05 教職員反毒宣教
◎03/06 學生場反毒宣教
◎03/06 國中社團選課
◎03/07 童軍節活動
◎畢業紀念冊編輯會議【2】
◎03/10 國一二升旗
◎03/10 防疫小組會議
◎03/10 健康促進計畫專家會議
◎03/11 畢旅招標
◎畢業紀念冊編輯會議【3】
◎03/17 高中部升旗
◎03/17 防疫小組會議
◎03/17 處室會報
◎03/18 露營招標

◎03/09 國高中輔導課開始上課
◎03/10 主管會報(防疫會議)
◎03/10 國一二升旗

◎03/09 國高中輔導課開始上課
◎03/11-12 繁星推薦辦理繳費和
報名
◎第 1 次教學研究會

◎03/17 主管會報(防疫會議)
◎03/17 高中部升旗
◎國三第一次模擬志願選填試探
後輔導

◎03/18 公告繁星推薦及科技院
校第 1-7 類學群錄取名單、第
8 類學群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03/20-26 報名學科能力測驗
(或術科考試)之應屆畢業生上
網查詢高中在校成績證明
◎03/20 國中部校內國語文競賽
(6-7)

◎03/24 行政會報(防疫會議)
◎03/24 全校升旗
◎03/27 國高中部學生完成線上
A 表填寫

◎03/23-24 個申報名繳費
◎03/23-26 科大報名繳費
◎03/23 繁推第 1-7 類學群錄取
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廢棄物清理宣導週
◎03/24 全校升旗
◎03/24 防疫小組會議
◎03/24 午餐工作會議
◎03/25 導師會報

◎03/30(3-4)高三書面審查資料
撰寫講座

◎03/30 預計開始國高中扶助學習
◎03/31 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
結果公告
◎04/01 科技大學第一階段篩選
結果公告

◎03/29 女童軍自然研究專科章
考驗
◎03/31 防疫小組會議

21

28

學務處
◎01/30~02/06 丹麥姊妹校來訪

總務處

輔導室

◎02/20 填 報 共 讀 站 計 劃 進 度
（線上）

◎開學水電設施檢查
◎公文稽催

圖書館

◎發回國中部學生生涯發展紀
錄手冊與生涯檔案
◎2/25 國 中身心 障礙 學生適 性
輔導安置作業開始
◎02/26-03/13 3Q 達人校內甄選

◎03/04(12:30) 國 三 技 藝 教 育 隨
隊教師說明會
◎03/05(12:30) 國 三 技 藝 教 育 開
課說明會
◎03/06 國三技藝教育開始

◎03/05 早自習晨讀活動
◎03/06 資訊系統備份整理
◎03/31 共讀站計劃勞務採購決標
◎班級個人借閱流通統計

◎期初學生輔導工作推行委員 會
議、生涯發展教育工作推 行委
員會議、108-2 第一次特推會
◎高二身心障礙學生升學意願調查

◎03/12 早自習晨讀活動

◎逸仙西樓廁所整修計畫圖說完
成，工程上網招標

◎高關懷課程學生薦輔會議
◎國二「ㄧ日職場體驗」學習單
收件
◎國三第一次模擬志願選填試探
後輔導
◎03/16-03/20 國一「中學生生活
適應量表」施測-班級
◎03/20-22 身心障礙學生升大專
校院甄試筆試

◎03/19 早自習晨讀活動
◎03/15 高中閱讀競賽讀書心得
報名截止
◎03/17 處室會議

◎逸仙西樓廁所整修工程招標
◎公文稽催

◎國二性向及興趣測驗結果說明
-班級
◎03/24 召開 108-2 技藝教育遴
輔第一次會議
◎03/27 國高中部學生完成線上
A 表填寫

◎03/24 處室會議
◎03/25 中學生網站小論文競賽
報名截止

◎03/30(3-4)高三書面審查資料
撰寫講座

◎03/31 共讀站計劃勞務採購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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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月

◎04/06(3-4)高三面試技巧講座
◎04/07-04/09 第一次段考
◎04/07 主管會報(防疫會議)

◎04/07-04/09 第一次段考
◎04/11 國一新生報到
08:30-10:30

◎109 學年導師暨行政意願調查表
◎04/07 防疫小組會議
◎04/11-12 女童軍第一階段進成
考驗—花鹿營

◎04/13 高三模擬面試
◎04/14 主管會報(防疫會議)
◎04/14 國一二升旗
◎04/17（6-7）國二技藝教育選
讀宣導說明會

◎04/15-5/03 繁推第 8 類學群、
個申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面試)日期
◎04/16 段考成績繳交截止
◎第 2 次教學研究會

◎04/14 國一二升旗
◎04/14 處室會報
◎04/18-23 全中運
◎04/18-19 童軍工程自我挑戰營

◎04/21 主管會報(防疫會議)
◎04/21 高中部升旗

◎04/22-23 高三第五次模擬考
◎04/24 國二英語歌唱比賽、國
一自由參加(6-7)
◎04/27 高二英語歌唱比賽、高
一自由參加(3-4)
◎04/28-29 國三第四次模擬考
◎05/01 文昌祈福活動

◎04/21 高中部升旗
◎04/22 導師會報
◎04/22 環境教育議題宣導
◎檳榔防治宣導週
◎畢業班模範生市長獎和市長合影
◎04/28 全校升旗
◎05/01 健康促進網路輔導訪視

◎05/05 主管會報(防疫會議)
◎05/05 國一二升旗
◎國三第二次模擬志願選填試探
後輔導

◎05/05(二)下午 14：00「高雄
區公立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聯
合招考轉學生」第 1 次委員會

◎05/05 國一二升旗
◎教師會理事改選

◎05/11(3-4)高一測驗解釋-選組
輔導
◎05/12 主管會報(防疫會議)
◎05/15 技藝教育停課(看會考考場)

◎05/11 大學第 8 類學群第二階
段錄取名單公告
◎05/13 科技院校第二階段正、
備取名單公告
◎05/14-15 個申錄取生向甄選會
登記就讀志願序
◎05/15 會考考場布置
◎05/16~17 國中會考
◎05/19-21 第二次段考
◎05/21 個申甄選會公告統一分發
◎05/22 科大第一階段正、備取生
報到、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截止
◎05/22-25 科大第二階段備取生報
到、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截止
◎05/25 繁推第 8 類學群、個申
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05/25 109 學年度國高中教科
書需求調查
◎05/25 高三國三成績繳交截止
◎05/27-28 高三第六次模擬考
◎05/27 其他年級段考成績繳交
截止
◎05/29 預計畢業班補考名單公告
◎06/01-06/05 直升入學報名
◎06/02-03 高三補考
◎06/01 高中國語文競賽
◎06/03 國三補考
◎06/05 國三領取會考成績單

◎05/12 校安暨交通安全委員會
◎05/12 畢業典禮籌備會【1】
◎05/13 健康促進議題宣導

◎04/28 行政會報(防疫會議)
◎04/28 全校升旗
◎05/01(6-7)國一生涯特色闖關
活動

◎05/19-21 第二次段考
◎05/19 主管會報(防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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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5(3-4)國三高三勞動教育/
生命/生涯教育講座-校園影展
◎05/26 高中部升旗
◎05/26 行政會報(防疫會議)
◎國三學生完成生涯規畫書

◎06/02 主管會報(防疫會議)
◎06/02 全校升旗
◎06/02-06/05 高二公民訓練
六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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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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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數位廣播系統安裝完工

◎公文稽催

◎04/06(3-4)高三面試技巧講座
◎04/11 高雄市 109 學年度身心障
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能力評估

◎04/10 資訊系統備份整理
◎班級個人借閱流通統計
◎04/07 處室會報

◎04/13 高三模擬面試
◎04/13-04/17 技藝競賽選手培訓
◎04/17（6-7）國二技藝教育選
讀宣導說明會
◎召開 109 學年國中特教班及資
源班新生轉銜會議（教師）
◎04/21-04/23 高雄市技藝競賽

◎04/16 早自習晨讀活動

◎04/28 召開 108-2 技藝教育遴
輔第二次會議
◎04/30-05/06 身心障礙學生升大
專校院甄試網路選填志願
◎05/01(6-7)國一生涯特色闖關
活動
◎國 三第二次 模擬志願選填 試
探後輔導
◎05/08 完成 109-1 技藝教育遴輔
作業
◎召開 108 學年國中特教班及 資
源班新生轉銜會議（家長）

◎04/30 早自習晨讀活動
◎05/01 資訊系統備份整理

◎06/02 全校升旗
◎06/02 畢業典禮籌備會【2】
◎05/31 六一女童軍節慶祝大會
◎甄選 109 學年度升旗典禮志工

◎04/05 處室會議
◎班級個人借閱流通統計

◎05/11(3-4)高一測驗解釋-選組
輔導
◎05/14 身心障礙學生升大專校
院甄試分發結果公告
◎05/15 技藝教育停課(看會考考場)

◎05/19 導師遴聘委員會
◎05/19 處室會報
◎05/23-24 急救專科章研習營

◎菸害防治宣導週
◎05/25 高中部籃球賽【1】
◎05/26 高中部升旗
◎05/27 導師會報
◎05/28 捐血活動
◎05/29 國中部籃球賽【1】

◎04/23 早自習晨讀活動
◎04/21Ted TALK 閱讀分享周

◎Ted TALK 閱讀分享
◎05/19 處室會議

◎第二停車場車棚工程開工
◎公文稽催

◎國三學生完成生涯規畫書
◎05/25 發技藝教育結訓證書
◎05/25(3-4)國三高三勞動教育/
生命/生涯教育講座-校園影展
◎05/29(上午 7：30-8：00)高二
公民訓練行前說明會

◎5/25-5/29 一日館長週
◎05/28 早自習晨讀活動

◎06/01-06/05 高三傳承志工經驗
分享-班級
◎06/02-06/05 高二公民訓練
◎畢業生高關懷轉銜評估會議
◎高二身心障礙學生升學意願調查
◎收回國三學生生涯輔導紀錄
手冊檢核
◎發高中部應屆畢業生升學進
路調查表

◎05/31 共讀站計劃財務採購決標
◎06/02 處室會議
◎06/04 早自習晨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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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9 主管會報(防疫會議)
◎06/09 國中部升旗
◎06/08-09 國三畢業考
◎06/10-06/12 國三適性輔導講座
-職群講座
◎06/12 技藝教育結束

◎06/09-11 高三重補修報名
◎06/08-09 國三畢業考

◎06/12 國中部籃球賽【2】
◎06/12 國三複合式防災教育訓練
◎06/07 健康體位暨護眼宣導週
◎06/09 國中部升旗
◎06/08 高中部籃球賽【2】

◎06/10-06/12 國三適性輔導講座
-職群講座
◎06/12 技藝教育結束

◎06/11 早自習晨讀活動
◎06/12 資訊系統備份整理
◎班級個人借閱流通統計
◎06/09 處室會議

◎06/19 畢業典禮
◎06/20 補端午節上課

◎06/20 補上課(6/26 端午連假)

◎06/20 高三身心障礙學生轉銜
通報

◎06/18 早自習晨讀活動

◎06/25-26 端午連假
◎06/23 高中部升旗

◎06/22 高三重補修開始

◎06/16 處室會報
◎06/18 畢業典禮預演
◎06/19 畢業典禮
◎06/23 高中部升旗
◎06/24 國一二高一二導師會報
◎06/26 國際反毒日宣導

◎高中特教 108-2 期末暨 109-1
期初 IEP 會議

◎06/25 早自習晨讀活動

◎期 末學生輔 導工作推行委 員
會議、生涯發展教育工作推行
委員會議、108-2 期末特推會
◎收回國中部學生生涯發展紀
錄手冊與生涯檔案

◎06/30 處室會議
◎期末借閱流通統計
◎06/30 共讀站發包完成 ,製據撥
第一期款
◎07/01 共讀站計劃執行預達
30%
◎07/02 早自習晨讀活動

◎06/23 行政會報(防疫會議)
◎06/26(五)調整放假
◎06/30 主管會報(防疫會議)

◎07/04~07/09 2020 年智慧鐵人
競賽複賽工作人員及關主進行
場地佈置

◎06/29 公告暑期返校打掃班表
暨暑輔班級掃區
◎06/29 高中部社團成果展
◎06/30 午餐工作會議
◎06/30 國際教育小組會議

◎07/09-13 第三次段考(非畢業生)

◎07/06(一)至 07/12(日)下午
4:00 轉學考網路列印報名表、
准考證
◎07/15~07/16 智慧鐵人競賽複
賽佈置(忠孝、仁愛樓)
◎07/10 高一新生報到
◎07/09-13 第三次段考(非畢業生)
◎07/13 收資訊包
◎07/13 學生上傳學習歷程檔案
截止
◎07/19 期末成績輸入截止
◎07/17~07/19 2020 年智慧鐵人
競賽日
◎07/20-07/21(一、二)上午
9:00~11:30 轉學考現場報名
◎07/23 預計補考名單公告
◎07/25 高雄區公立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聯合招考轉學生轉
學考試
◎07/29-30 高一、二補考
◎07/30~08/05 智慧鐵人決賽布置
(忠孝、仁愛樓)
◎07/31 補考成績截止

◎發放暑假家長聯繫函
◎07/10 結算生活榮評學期成績
◎07/10 廢電池回收比賽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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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4 休業式及校務會議
21

12

13

14

15

16

17

18

22

19

20

21

22

23

24

25

暑1

26

27

28

29

30

31

1

暑2

2

3

4

5

6

7

8

9
16
23

10
17
24

11
18
25

12
19
26

13
20
27

14
21
28

15
22
29

八
月

◎07/14 期末大掃除
◎07/14 休業式

◎公文稽催
◎期末水電設施檢查

◎07/09 早自習晨讀活動
◎07/10 資訊系統備份整理

◎第二停車場車棚工程完工

◎08/03-08/14 上暑期輔導課(二週)
◎08/04-06 重補修報名
◎08/04(二)上午 9:30「高雄區公
立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聯合招
考轉學生」第 2 次委員會，下
午 2：00 放榜
◎08/06~08/09 智慧鐵人競賽日
◎08/10 重補修開始
◎8/26 重補修結束

◎社區共讀站計劃製據撥第 2 期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