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能工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行事曆(107/8~108/2)
週 建 當週

教務處

次 週 日期

1 13

2 1

3 2

5 4

6 5

實習處暨各科

△8/30 新生班收取補助資料作業開始。
△國教署新生特殊身份查調查驗作業開始。
△新生一年級收取相片(學生證製作業)。
△建教生進廠
△9/1 各科新生轉班截止
8/27 △新生基本資料核對
8/31 △班級清查人數
△寄發 105 下(建)成績單
△製作 105 下(正)(實)(建)學期成績優良名單
△8/20-23 僑生班入學獎金發放
★8/27~8/28(建乙)一、二年級期末考
★8/30 開學

△8/28 大掃除
△二三年級開學典禮
△一年級新生開學典禮
△友善校園宣導週(8/30-9/7)
△陳報教育部期初表報
△學生到校方式調查（含証件

△整理新生學籍資料
△班級人數清查
△舊生特殊身份查驗查調結果家長確認單繳回
△9/7 新生各類補助資料截止
△9/7 教育部學產基金 3000 元助學金繳件截止
9/3 ▲9/7 正規實用班 2.3 年級 106 下學期總成績 40-59
分補考
9/7

△週會：校務宣導
△友善校園宣導週(8/30~9/5)
△畢旅、畢冊、公訓廠商招標說明會
△家長會代表推舉
△社團志願線上選填
△家電訪實施
△性別平等委員會會議
△全校特殊疾病調查
△學生基本資料調查
△學生宿舍相關資料填報
△9/6 日各班導師交回特定人員調查表
△9/7 班級幹部會議
△二、三年級班級家長會代表推舉

9/17

發放）

△週會：防震防災演練示範
△9/20 防震防災預演（第七節）
△9/21 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活動
△畢聯會開會

9/21

△9/24 中秋節放假
△各縣市校外清寒獎學金受理申請
9/24 △調查四技二專升學簡章需求
9/28 △製作新生班學生證

10/5

△僑生學費補助申請
△時尚科務會議
△多媒體設計科期初科務會議
△餐飲科期初科務會議
△處務會議

△技藝教育課程暨專班開訓典禮
△召開特殊推行委員會期初會議
△召開學生穩定就學措施實施計畫

△9/14 汽車科辦理期初科務會議
△時尚科一年級美髮選手選拔
△9/13~14 辦理工業配線檢定

△9/13(四)高關懷新生篩選暨家庭狀況調查業
務說明

△辦理僑生中秋節活動(三節)
△09/17~09/21 辦理 10704 及發
證報名
△9/18 汽車科辦理 10703 及發證堆高機
△9/20.21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
△電機電子群期初科務會議
△9/18~20 辦理自來水配管檢定

△9/19(三)教師全體參加 IEP 研習

△週會：學務處併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交通安全 △時尚科一年級洗髮測驗
宣導
△時尚科二年級真人彩妝測驗
△防溺宣導
△永信盃排球錦標賽
△全國柔道錦標賽
△寄家長通知書
△週會：教務處宣導
△第四季校安檢測
△反詐騙宣導
△10/2-10/3 流感疫苗注射
△家長會代表開會
△家長委員會開會

10/1

△處務會議

△10/8 僑生懇親會
△10/10 僑生成果展(台北)
△10/13~28 僑生返鄉

7 6

△10/10 國慶日放假
△銷過曠作業第一次結算
△10/8 公佈考試日程表/座位表
10/8 △10/13 一年級新生(低收、中低、身障)查驗結果公
告
10/12 △各類統計報表上網填報
△學生異動、轉入各冊報廳
★10/11~10/12(正)(實)第一次段考、(建甲)期中考

△10/29 起辦理 10704 及發證技能檢定

8 7

△班級清查人數
△週會：輔導室宣導
△新生畢業生教育程度報部
△拍教職員工個人、團體照
10/15
△一年級新生特殊身份(低收、中低、身障)查驗結果 △拍高三個人、團體照
10/19 家長確認單繳回
△愛滋病防治講座
△二年級實彈射擊(正/實)

9 8

10 9

11 10

△寄發(正)(實)第一次段考、(建甲)期中考成績單

△科集會
△10/23 菸害防治暨戒菸教育
△性別平等暨性教育宣導
△防制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11/2 建教班作業抽查及教學進度審查
△頒發愛校運動獎學金

△週會：校務宣導
△11/4 全國技能檢定第三梯次學科測驗。
△10/30 菸害防治暨戒菸教育
△時尚科期中科務會議
△寄家長通知書
△11/1 餐飲科其中科務會議
△11/1-11/2 新生健康檢查
△10/29 烘焙麵包檢定
△住宿生座談
△處務會議
△週會：撼動 H.D.A 團體實施反毒暨反霸凌宣（2
小時）

10/22
10/26

10/29
11/2

輔導室

△8/22-8/31 中等學校各類科技藝競賽第二階段報
名
△8/30-31 建教班學生輪調進廠。

△9/10 行天宮助學金截止
△週會：實習處宣導
△班級清查人數
△學生自治會班級代表推舉
△三年級宣導四技二專管道
△社團開始實施
9/10 △學產補助上傳至僑泰高中
9/14 ▲9/14 建教班 2.3 年級 106 下學期總成績 40-59 分補
考
★寄發(建乙)一、二年級期末考成績單
★頒發 106(下)正、實、建(甲)學期成績優良獎學金
△新生報表網路填報

4 3

學務處

△11/9 107(下) 特殊身份(身障類查調查驗)補助資料 △週會：輔導室宣導
繳件截止
△11/6 菸害防治暨戒菸教育
11/5 △重補修申請
△11/7-11/9 VEGA 排球比賽
△各科召開下學期選書會議
△11/7-11/9 三年級第一梯次畢旅
11/9
△家長會資料呈報國教署
△11/6 二年級實彈射擊

△汽車科 11/2 辦理期中科務會議
△多媒體設計科期中科務會議
△調閱各科實習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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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一)補救教學開始

△10/15(一)性別平等教育專題演講

△性別平等教育海報設計比賽

萬能工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行事曆(107/8~108/2)
週 建 當週

教務處

次 週 日期
△班級清查人數

12 11

13 12

11/12
11/16
11/19 △11/23 公佈考試日程表/座位表

11/26 △建(乙)106(下)成績優良名單製作
△收取 107(下)(建)國教署補助資料
13
11/30 △四技二專統測報名繳件
△各科繁星初選計畫審查

15 1

16 2

17 3
18 4
19 5

20 6

21 7

實習處暨各科

△週會：學務處(訓育、衛生組)宣導
△11/13 菸害防治暨戒菸教育
△檳榔防治講座
△11/12-11/13 二年級第一梯次公訓

△11/13-11/15 中等學校技藝競賽家事類科競賽
△餐飲科校內果雕比賽

△週會：教務處宣導
△銷過曠作業第二次結算

△第四梯即測即評及發證氣體
燃料導管配管檢定

△週會：實習處宣導
△環境教育講座
△發放一年級視力異常名單
△逾過曠學生家長到校座談
△寄家長通知書

△11/27-11/30 中等學校技藝競賽工業類科競賽

△週會：校務宣導、防制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補拍高三團體照(建教班)、個人照
△第二梯建教生基本資料卡建立

△12/4-12/6 中等學校技藝競賽商業類科競賽
△處務會議

12/3 ★(建乙)開學
△寄發(正)(實)第二次段考(建)期末考成績成績單
12/7 △班級清查人數

23 9
10
11

12

▲12/14 建教乙班 2.3 年級 106 下學期總成績 40-59 △科集會
分補考
△流感疫苗注射
△12/14
正規、實用作業抽查及進度審查
12/14
△頒發 106(下)建(乙)學期成績優良獎學金
12/17 △12/22 補課

△年終感恩親職教育活動

△嘉義縣、市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

△週會：學務處宣導
△12/20-12/22 三年級第二梯次畢旅

△12/18 資訊展參訪活動

△辦理親職教育工作坊活動

△週會：輔導室宣導
△12/27-12/28 二年級第二梯次公訓
△銷過曠作業第三次結算

△處務會議
△僑生新生清寒補助送僑委會
△僑生新生健保資料送健保局審核

△技藝教育課程暨專班結訓典禮

△正規實用班期末訓導會議
△107 年第一季校安檢測
△寄家長通知書

△各科繳交財產清冊
△1/3 餐飲科期末科務會議
△處務會議

△IEP 期末檢討會議暨下學期期初會議
△期末認輔會議

12/22
12/24
12/28
12/31 △12-31~1/1 元旦連假
1/4

△預計 107(下) 特殊身份(身障)查驗查調結果公告 △週會：教務實習處宣導
△期末大掃除
△二、三年級視力、身高、體重檢查
1/11
△家長會代表開會
1/7

1/14 ★1/15~1/16(正)(實)期末段考、(建乙)期中段考

△寒假期間學生打工及假期安
全教育宣導

△1/11 辦理期末科務會議
△TQC+ app inventor2 程式認證
△餐飲科選書會議
△實習課教學評量問卷調查
△電子電子群期末科務會議
△調閱各科實習工場日誌

△台南市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

1/18 △1/18(普)結業式
△各科行政電腦資料備份
△時尚科期末科務會議
△電算主機所有資料備份
△僑生新生健保加保
△多媒體設計科期末科務會議

1/21
1/25
1/28 △2/1 建教班作業抽查及教學進度審查
★寄發(正)(實)期末段考、(建乙)期中段考成績單
2/1

△寄家長通知書

△辦理僑生春節活動(三節)
△2/1~17 僑生返鄉

△建教班期末訓導會議
2/4 △2/2~2/10 春節假期
△預計 107(下) 特殊身份(中低、低收)查驗結果公告
2/8

△處務會議

△技藝教育課程程暨專班開訓典禮

2/11 ★2/11 開學
2/15
△12/23 補課
△全校開學典禮
△友善校園宣導週
2/18 △2/18 公佈考試日程表/座位表
▲2/22 正規實用班 1-3 年級 107 上學期總成績 40-59 △陳報教育部期初表報
2/22 分補考
△發放二、三年級視力異常名單
△班級清查人數
△學生到校方式調查（含証件發放）
★2/25~2/26 (建乙)期末段考

13

△嘉義縣、市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報名

12/10

△重補修開始

22 8

輔導室

11/23
★11/28~11/29(正)(實)第二次段考、(建甲)期末考

14

學務處

2/25
3/1 △2/28(四)和平紀念日放假

△全國檢定第三梯次電器修護乙級術科

△週會：校務宣導
△學生基本資料調查校正（轉學生、轉班生）
△學生宿舍相關資料填報
△寄家長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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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P 期初業務會議
△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頒獎典禮暨成果展
協調

△辦理學生穩定就學措施試辦實施計畫
△辦理親職教育工作坊之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