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同德家商 106 學年度第2學期重大行事曆(核定版)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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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1

2

8

9 10

(1)106-2第八節課業輔導開始上課(教學)
(2)發放輪調B班書籍(書籍)
(1)申請折抵學分開始日(註冊)

3

三月 11 12 13 14 15 16 17

學務處

教務處

四 (5~9)藝術生活科教學觀摩(教學)

五

(7)社團Ⅰ

(12)輪調B班各班導師確認班級書籍領用狀況截止(書
籍)
(12~16)流通科教學觀摩(教學)
(12~13)高一公民訓練
(15-16)三年級第三次校外模擬考(教學)
(14)校園防災演練
(15)預-均質化專業諮詢(設備)
(15)申請折抵學分截止日(註冊)

18 19 20 21 22 23 24

六

(19~20)第一次段考(教學)
(19)開始申請106暑假重補修(教學)

(21)社團Ⅱ

25 26 27 28 29 30 31

七

(29~30)106-2第一次作業抽查(教學)
(31)補4/6課程

(28)班際籃球賽複賽
(28)大掃除

1

八

(3)一、二年級第一次段考成績繳交截止日及三年級
期中考成績繳交截止日(註冊)

(3)制服日服儀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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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四月 15 16 17 18 19 20 21

九 (09-10)三年級第三次校外模擬考(教學)

十

(11)社團Ⅲ

(18)106-2國語文競賽(教學)

(23)107學年度教科書選書會議
22 23 24 25 26 27 28 十一 (25~30)輪調B班一、二、三年級交接假
(26~27)三年級第二次作業抽查(教學)

(25)社團Ⅳ

實習處

(1-16)個案追踪輔導
(1-16)轉學生、復學生追蹤輔
導
(1-16)身心障礙升學管道宣導

(2)汽車科辦理氣壓丙級學科與術科測試
(5)汽車科實用技能班業師協同教學開始

(7)升學就業博覽會

(13)動畫科預計辦理丙級檢定加強班
(13)時尚科義剪
(13)汽車科實用技能班校外參訪
(12)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15)上午召開廠校協調會、下午階梯二年級面試(暫定) (建教)
(16)107補評現場評估結束(建教)
(17)畢業成果展

(19)餐飲科實用技能班校外參訪
(24)就輔組107即測即評第一梯發證開始

(9)預計召開105學年度國教署補助「學生業界實習和職場體
驗」及「提升學生實習實作能力」、「協同教學」計畫書撰
寫協調會(專案)
(10)時尚科草療義剪
(13)就輔組預計辦理106學年度南投縣技藝教育課程競賽
(14)僑生聯合分發行政作業(僑生)
(14)輪調班面試 (建教)

(10)家委會第一次

(12-16)布克堡小型書展
(15)中學生閱讀心得投
稿截止

(19-31)高一青少年心理健康心
理測驗
(19-31)高二讀書策略心理測驗
(19-31)高三生涯興趣量表心理
測驗
(19-31)高一青少年心理健康心
理測驗
(31)中學生小論文投稿
(19-31)高二讀書策略心理測驗
截止
(19-31)高三生涯興趣量表心理
測驗

(9-20)生命教育宣導活動
(9-20)高三各科技大學入班
宣導
(9-20)生涯進路輔導

(18)106-6優質化 文藝
課程(一)

(25)建教考核(暫定) (建教)
(28)僑生資料輸入.掃描並檢核(僑生)

(23-27)106-6優質化-公
播藝術影片(中午)
(28)家委會親子教育
活動

(1-11)性別平等教育系列活
動

1

7

總務處、圖書館

(20)流通科預計辦理全校TQC檢定
(18)應外科校內英文單字比賽
(20)時尚科全國技能競賽-中區分區賽
(16)觀光科辦理商業類餐服選手選拔競賽

29 30

6

輔導室

(1)發放校內畢展邀請卡(實習)
(1)餐輪與時輪交接 (建教)
(2)餐飲科西餐烹調協同教學-餐二乙
(1)動畫科開始指導學生參加106年度全國高職專題製作競賽
(1)汽輪一甲換訓上班開始
(3)流通科預計辦理106-2乙級加強班
(1)時尚造型科協同教學-時尚三甲

8

2

3

4

5

(1~10)三年級教師教學滿意度調查線上填報(教學)
(5、6)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註冊)

9 10 11 12 十三 (11)三年級第八節課業輔導結束(教學)

(1)制服日服儀檢查
(2)班際籃球賽決賽
(2)大掃除

(9)校園路跑

五月
(17~18)一、二年級第二次段考暨三年級期末考(教學) (16)社團
13 14 15 16 17 18 19 十四
(17)發放106學年度暑期輔導意願調查表(教學)
(19)園遊會

(24~25)106-2一、二年級第二次作業抽查(教學)

20 21 22 23 24 25 26 十五 (23)三年級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
(25)一、二年級第二次段考成績繳交截止日(註冊)

(23)班際足球賽預賽
(23)大掃除

(1)三年級輪調班交接 (建教)
(2)流通科預計辦理校外參訪
(3)僑生資格審查(僑生)
(5)僑生排名設定(僑生)(4)汽車科預計辦理校外參訪

(2)106-6優質化 文藝
課程(二)

(07-11)就輔組107即測即評第二梯報名
(8)預分發結果下載(僑生)
(9)烘焙食品科就業導向專班學生實習開始(專案)
(12)參加正式分發意願勾選(僑生)
(10)時尚科草療義剪
(9)食品科辦理烘焙選手選拔競賽

(15)正式分發完成(僑生)
(18)錄取會議召開(僑生)
(19)榜單公告(僑生)
應外科科 大學校參訪
(25)就輔組預計辦理106南投縣技藝教育課程競賽成果
展

(16)博客來投稿截止
(三年級)

(26)家委會第二次

(31)106暑假重補修截止收件(教學)
(31)統計三年級教師教學滿意度並上簽(教學)

27 28 29 30 31

(30)大掃除
(30)畢業典禮預演
(31)畢業典禮採排

(28)大紀元時報收件
截止(餐二甲、餐二
乙)
(31)博客來投稿截止
(一、二年級)

(28)輪調B梯行前說明會 (建教)
(29)烘焙食品科就業導向專班學生實習結束(專案)

十六
2

(1)發放107學年度第八節課輔意願調查表(教學)

8

9 十七

(4-15)106學年度暑假重補修課程與班別安排(教學)
(4)發放輪調班A班一、二年級書籍(優質化)

(1)畢業典禮
(5)制服日服儀檢查
(6)班際足球賽決賽

(7)輪調A梯返校座談 (建教)
(8)分發通知書送各駐外館轉傳錄取學生(僑生)

(11~15)一、二年級教師教學滿意度調查線上填報(教
學)
(15)106-2一、二年級第八節課業輔導結束(教學)
10 11 12 13 14 15 16 十八 (11)輪調A班一、二年級各班導師確認班級書籍領用
狀況截止(設備)
(15)申請校內轉科班開始日

(13)社團Ⅵ

(11)就輔組107-1技藝教育合作班計畫書送審

17 18 19 20 21 22 23 十九 (18)端午節放假

(20)師生盃籃球賽

3

六月

1

(1)餐輪與時輪交接 (建教)
(2)新南向國家考察參訪(僑生)
(8)時尚科期末盤點 (6)汽輪一甲返校上課開始

4

5

6

7

(15)人間福報投稿截
止(餐一甲、餐一乙)

(22)就輔組107即測即評第二梯發證開始

(25-27)時尚科預計辦理丙級加強班
(24)統計教師教學滿意度並上簽(一、二年級)(教學）
(29)暑假反毒暨安全要求
(25)106-2期末教學研究會
24 25 26 27 28 29 30 二十
(27~29)一、二年級期末考(教學)
事項宣導
(29)申請校內轉科班截止日
3

4

5

6

7

(7/2~8/25)106暑假重補修開始上課(教學)
(6)一、二年級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註冊)
(6)公告招收轉學生(註冊)

1

2

8

9 10 11 12 13 14

(9)106暑期輔導暨一年級階梯班暑假課程開始上課(教
學)

15 16 17 18 19 20 21

(18)第一次在校生返校日(發二三年級註冊單)(暑輔停
課)
(18)一、二年級補考(教學)(暑輔停課)

七月

29 30

(30)106暑期輔導結束複習考(教學)

(29)期末館務會議及
圖書館委員會
(30)期末家委會第三
次
(2)開始館藏盤點
(5)106-2期末校務會議

(2~4)畢業旅行
(9)餐輪時輪基訓開始(預定) (建教)
(9)時尚科技藝競賽選手暑訓開始

(24)僑生17000學費補助申請(僑生)

22 23 24 25 26 27 28

(25)IEP期末檢討會議
(25)輔導工作期末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