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事曆修正對照表
原行事曆 第一次修正後行事曆 10/07 修正後行事曆(紅字)

10/1 10/1 10/2
教務處 第二次科召會議

海島演劇-人權講座123(6-7)移至10/15

第二次科召會議

第一劑疫苗接種(導師5、6隨班)

基中講堂

第二次科召會議

第一劑疫苗接種(導師5、6隨班)

基中講堂

學務處 10/02
102期童軍輔導木章訓練

10/2~10/3(第二階段)

10/02
102期童軍輔導木章訓練

10/2~10/3(第二階段)

10/02
102期童軍輔導木章訓練

10/2~10/3(第二階段)

輔導室

圖書館

10/8 10/8 10/8
教務處 高一二學習歷程講座 5 高一二學習歷程講座 5

學務處 6.7反毒歌舞劇(取消) 基中講堂(6、7) 基中講堂(6、7)

10/09
110-1第ㄧ次品德戒菸教育

10/09
110-1第ㄧ次品德戒菸教育

10/09
110-1第ㄧ次品德戒菸教育

輔導室 高一興趣量表施測結束

高三學系探索量表施測結束

高一興趣量表施測結束

高三學系探索量表施測結束

高一興趣量表施測結束

高三學系探索量表施測結束

圖書館 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投稿截止(10/10

中午 12:00止 )

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投稿截止(10/10

中午 12:00止 )

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投稿截止(10/10

中午 12:00止 )

10/15 10/15 10/15
教務處

高一二學習歷程講座(移至10/08)

學務處
社團活動1(移至12/24)

海島演劇-人權講座123(6-7)

音樂班講座

海島演劇-人權講座123(6-7)

音樂班講座

圖書館 全國小論文比賽投稿截止(中午12時 全國小論文比賽投稿截止(中午12時 全國小論文比賽投稿截止(中午12時

10/22 10/22 10/23
教務處 第二次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二次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二次課程發展委員會

學務處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6.7)

 公告轉社結果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6.7)

 公告轉社結果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6.7)

 公告轉社結果

輔導室 10/23
閩南語檢定測驗

第一次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10/23
閩南語檢定測驗

第一次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10/23
閩南語檢定測驗

第一次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圖書館 10/24
全民英檢初中高級檢定

10/24
全民英檢初中高級檢定

10/24
全民英檢初中高級檢定

10/29 10/29 10/29
教務處

學務處 高一及高三防災、防震複合式演練

(取消)

第二劑疫苗接種(導師5、6隨班)

基中講堂

社團活動1

總務處 民防團訓練 民防團訓練 民防團訓練

輔導室           10/30
小團體活動

          10/30
小團體活動

          10/30
小團體活動

11/5 11/5 11/5
教務處 第三次科召會議

(11/6-11/14台灣科學節)

高二自然組科教館參觀

第三次科召會議

(11/6-11/14台灣科學節)

高二自然組科教館參觀

第三次科召會議

(11/6-11/14台灣科學節)

高二自然組科教館參觀

學務處 高一校外教學(移至11/19)

高二(社會組)及高三基中講堂

高一服務學習

高二(社會組)及高三基中講堂

高一服務學習

高二(社會組)及高三基中講堂

輔導室 大學博覽會6、7 大學博覽會6、7 大學博覽會6、7

圖書館

11/12 11/12 11/12
教務處 高三第二次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報名結

束(校內)

高三第二次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報名結

束(校內)

高三第二次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報名結

束(校內)

學務處 社團活動2 社團活動1 社團活動2

圖書館利用教育宣導結束圖書館利用教育宣導結束

10

11

5

圖書館利用教育宣導結束

6

7

8

9



圖書館            11/13
全民英檢中級檢定

           11/13
全民英檢中級檢定

           11/13
全民英檢中級檢定

11/19 11/19 11/19
教務處

學務處 草嶺古道健行暨淨灘活動(高二)

高一服務學習(移至11/05)

高一公民訓練

高二草嶺古道健行暨淨灘活動

高一公民訓練

高二草嶺古道健行暨淨灘活動

輔導室

圖書館

大學多元入學輔導講

座(6、7節)

高三家長多元入學說明會(19:00-20:30)

大學多元入學輔導講

座(6、7節)

高三家長多元入學說明會(19:00-20:30)

大學多元入學輔導講

座(6、7節)

高三家長多元入學說明會(19:00-20:30)

11/26 11/26 11/26
教務處 學生議題大會(1245-1400)

 社團活動3

學生議題大會(1245-1400)

 社團活動2

學生議題大會(1245-1400)

 社團活動3

輔導室

12/3 12/3 12/3
教務處 第二次期中考 第二次期中考 第二次期中考

輔導室 大學參訪 大學參訪 大學參訪

圖書館              12/4
原住民語言認證檢定

             12/4
原住民語言認證檢定

             12/4
原住民語言認證檢定

12/10 12/10 12/10
教務處 第二次招生策略委員會 第二次招生策略委員會 第二次招生策略委員會

302班實習音樂會(下午)

學務處 高二服務學習分享會(1245-

1400)(高一)(取消)

 社團活動4

社團活動3 高一服務學習分享(1245-1400)

社團活動4

10/11
110-1第ㄧ次品德戒菸教育

10/11
110-1第ㄧ次品德戒菸教育

10/11
110-1第ㄧ次品德戒菸教育

輔導室 認識大學講座(1) 認識大學講座(1) 認識大學講座(1)

圖書館            12/11
第二次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12/11
第二次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12/11
第二次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12/17 12/17 12/17
教務處 數學金頭腦

302班實習音樂會(下午)

數學金頭腦

302班實習音樂會(下午)

數學金頭腦(時間另覓)

302班實習音樂會(調至12/10)

學務處 高一服務學習分享

會(1245-1400)

 社團活動5

高一服務學習分享

會(1245-1400)

 社團活動4

學生第二劑疫苗接種(導師5、6隨班)

基中講堂

輔導室

圖書館

高一多元智能量表施測結束

認識大學講座(2)

高一多元智能量表施測結束

認識大學講座(2)

高一多元智能量表施測結束

認識大學講座(2)(取消)

12/24 12/24 12/24
教務處

學務處 聖誕節(社團表演

、外語歌唱比賽)6.7(取消)

社團活動5(社團成發表演) 社團活動5(社團成發表演)

輔導室

16

17

12

13

14

15


	110行事曆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