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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臺南高商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重要行事曆 

週 

次 

星            期 預    定    執    行    事    項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南商學生是負責、努力、誠樸、最優質的禮貌青年！ 

預

備

週 

1/30 1/31 2/1 2 3 4 5 圖：2/1  11103 梯次中學生寫作比賽投稿開始 

一 6 7 8 9 10 11 12 

教：2/7 補考、2/10 期初校務會議、2/7 至 2/11 期初教學研究會暨課程小組會議、2/11 第五節(13:10)正式上課 

學：友善校園週、2/8 教育儲蓄專戶委員會議、2/11環境大掃除(7:30-9:00)、導師時間(9:00-09:50)、開學典禮(10:00-12:00) 

實：2/8-2/9 會二甲校外實習-金玉堂 

輔：2/10 輔委會、家教小組會議 

進：2/11 期初學生事務會議（1630）、2/11 開學典禮 

二 13 14 15 16 ○17  ○18  19 

教：2/14 早上 1-4 節 高一、高二複習考、2/14-7/31 學習歷程課程學習成果上傳及認證、2/14-2/17 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報名及資格審查、2/16 第 8 節補

5/20 第 5 節、2/17 第 8 節補 5/20 第 6 節、2/18 第 8 節 補 5/20 第 7 節、2/17-2/18 高三第 3次模擬考、2/18 綜職科高三校外職場實習開始 

學：藥物濫用防制宣導週、2/14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午餐供應委員會議、2/15 社團改選、2/16 班會、週會(幹部訓練) 

實：2/15 商二、資二校內合作社實習開始 

圖：2/16 圖書館館委會、2/14~2/18 圖書館志工招募面試 

輔：2/16 輔導股長訓練(第 6 節團諮室)、2/16 輔導月報一 

進：2/16 幹部訓練 

三 20 21 22 23 24 25 26 

教：2/21 第八節輔導課開始、2/21 綜職科學扶課開始、2/21-2/25 身障生鑑定提報、2/23 特教推行委員會 

學：環境教育週、2/23 班會、週會、模範生選拔、期初學生事務會議暨特定人員會議、健康促進委員會議、2/24 賃居生及工讀生座談 

實：2/21-2/22 商教會會計能力測驗報名、2/23 職場英文初賽 

圖：讀書會專刊 145 期出刊 

輔：2/25-5/20 心靈光廊「生活裡的味道」影像展、2/23 學生心衛講座(第 6-7 節) 

空：2/21~2/25 辦理加(退)選課 

四 27 28 3/1 2 3 4 5 

2/28 和平紀念日放假 

教: 3/1 學測成績-公告、3/2-3/4 重補修線上選課、3/2-3/4 四技二專技優保送繳交報名費 

學：肺結核防治宣導週、班會、社團活動(一)、禮貌楷模、勤勞楷模選拔 

實：3/1-3/2 即測即評第二梯-飲料調製丙級檢定及會計事務-資訊丙級檢定報名、3/2 商業簡報比賽、3/5 起即測即評第一梯-電腦軟體應用乙級及丙級、 

圖：3/1-3/13 陳暉榮個展 

輔：3/1-4/29 憶童趣彈珠台活動、3/2 和自己好好在一起(一)、3/2 輔導月報二、3/2 沙遊小團體一 

進：3/2 高三畢業團體照拍攝(19:00)  

五 6 7 8 9 10 11 12 

教：3/9 綜職科高三 110-2 轉銜會議暨實習輔導會議 

學：交通安全宣導週、3/9 班會、社團活動(二) 

實：3/9 資處科一年級職場參觀 

輔：3/9 大學申請入學說明會、3/9 和自己好好在一起(二)、3/9 沙遊小團體二、3/10 人際小團體(一) 

空：3/06 第一次面授日 

六 13 ○14  ○15  16 17 18 19 

教：3/14-3/15 高三第 4次模擬考、3/14-3/18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報名、3/15 四技二專技優保送-放榜、3/16-3/23 科大繁星-報名 

學：服務學習週、3/16 班會、社團活動(三) 

實：3/16 文書處理比賽及職場英文複賽、3/19 商教會商業管理能力測驗 

輔：3/16 和自己好好在一起(三)、3/16 沙遊小團體三、3/17 人際小團體(二) 

進：3/14 進修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報名開始 

空：3/13 第二次面授日 

七 20 21 22 23 24 25 26 

教：3/21-3/23 第一次段考、3/21-3/25 課程諮詢教師高一.二.高三第一次入班團體諮週、3/21-3/24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一階段報名、3/24-25 大學申請-

報名、3/25-3/28 身障甄試 

學：生命教育週、3/23 班會、社團活動(四) 

實：3/20 全國技術士第一梯-門市服務丙級學科檢定、餐飲服務丙級學科檢定、國貿業務丙級學科檢定(上午學科、下午術科) 

圖：3/23 國貿科一年級自主學習宣導(班會) 

輔：3/23 學申請入學書審暨面試指導講座、3/23 和自己好好在一起(四)、3/23 輔導月報三、3/23 沙遊小團體四、3/24 人際小團體(三) 

進：3/21-3/23 第 1 次段考 

空：3/20 第三次面授日 

八 27 28 29 30 31 4/1 2 

教：3/28-3/30 英文作業抽查、3/28-3/31 綜職科勞工局就業轉銜晤談(暫定)、3/31 大學申請-一階結果公告 

學：永續教育週、3/30 班會、週會(愛無限樂團公益音樂會)、校慶府城文化體驗高三孔廟祈福活動 

實：3/30 程式設計比賽 

輔：3/29 教師心理健康體驗活動「牆上的植栽美感-家庭空間美化系列」、3/30 沙遊小團體五、3/31 人際小團體(四) 

空：3/27 第四次面授日 

九 3 4 5 6 7 8 9 

4/4-4/5 兒童節/清明節放假 

教：4/5 高三學習成果上傳截止、4/6-4/12 期中各科教學研究會暨教科書會議、4/7 高三學習成果教師認證截止、4/8-4/12 高三勾選學習歷程檔案、 

    4/9-4/12 全國身障運動會 

學：多元文化週、4/6 班會、社團活動(五) 

實：4/6 網頁設計比賽、4/6 商業廣告比賽 

輔：4/6 和自己好好在一起(五)、4/6 沙遊小團體六、4/6 教師心衛講座(第 6.7 節)、4/7 人際小團體(五) 

十 10 11 ○12  ○13  14 15 16 

教：4/11-4/13 數學作業抽查、4/11-4/21 高三生查核一至四學期學習歷程檔案、4/12-4/13 高三第 5 次模擬考 

學：菸害防治宣導週、4/13 班會、週會(校園複合式災害演練)、4/16-4/21 全中運 

實：4/11-4/13 電腦基金會-中英文輸入及 IT3 等檢定報名、4/16 商教會會計能力測驗、 

4/16 起即測即評第二梯-飲料調製丙級檢定、會計事務-資訊丙級檢定、4/11-4/22 廣設科科展&4/13 開幕式 

圖：4/13 商經科、會計科一年級自主學習宣導(班會) 

輔：4/13 甄選入學模擬面試籌備會、4/13 認輔教師研習(第 6-7 節.討論室 2)、4/14 人際小團體(六) 

進：4/13 第 5 節補 5/20 第 1 節、4/13 餐二職場體驗參訪(暫定) 

空：4/10 第五次面授日 

十

一 
17 18 19 20 21 22 23 

教：4/17 台南市市長盃語文競賽(文場)、4/18 綜職科職場參訪、4/18-4/22 提交高三學習歷程檔案、4/18-4/20 國文作業抽查、 

4/20 高一高二英文單字比賽、4/20-5/4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資格審查、4/22 特招考場布置，第 8節暫停、4/23(六)本校特色招生術科考試 

學：職業安全週、4/20 班會、週會(高二才藝競賽)、4/18-4/22 佰拾參班聯會主席競選週 

實：4/11-4/22 廣設科科展、4/21-4/23 第 51 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賽 

輔：4/20 升學輔導工作教師會議、4/20 輔導月報四、4/21 人際小團體(七) 

進：4/20 第 5 節補 5/20 第 2 節 

十

二 
24 25 26 27 28 29 30 

教：4/24 台南市市長盃語文競賽(武場)、4/25 身障甄試寄發成績單、4/28 高三第 8節輔導課最後一天、4/28-5/4 科大繁星-選填志願、 

4/29 下午全校 5-7 節正常上課，第 8節輔導課暫停(統測考場佈置)  

學：法治教育週、4/27 班會、週會(防制藥物濫用、交通安全、法治教育宣導講座) 

實：4/25-4/26 電腦基金會-中英文輸入及 IT3 等檢定報名、4/25-4/26 全國技術士第二梯-國貿業務丙級檢定報名、4/27 電腦繪圖比賽、4/29 餐飲服務比 

輔：4/27 教師輔導與管教研習「香香的摩法-教師身心照顧系列」 

進：4/27 期中學生事務會議(1630)、4/27 第 5 節補 5/20 第 3 節 

空：4/24 期中考 

十

三 
5/1 2 3 4 5 6 7 

4/30~5/1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臺南高商設有考場）。高三同學加油！ 

教：5/2-5/3 高三期末考、5/2-5/6 課程諮詢教師高三第二次入班團體諮詢週、5/4 綜職科校外教學、5/4-5/11 身障甄試選志願、 
5/5-5/11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繳交報名費及資格審查(5/10 前完成繳費) 、5/5-5/12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二階段報名及繳費、 

5/5-5/11 大學申請-1 階通過篩選考生上傳(勾選)審查資料、5/9-5/13 四技二專聯合分發資格審查登記 

學：交通安全宣導週、5/4 班會、週會(南商好聲音決賽)、5/5 軍事院校升學招募說明會 

實：5/5-5/7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 111 年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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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星            期 預    定    執    行    事    項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南商學生是負責、努力、誠樸、最優質的禮貌青年！ 

圖：5/4 資處科、觀光科一年級自主學習宣導(班會) 

輔：5/4 高三升學行前會、升學面試增能講座、5/4 教師家庭教育研習「饅不住的愛-家人暖胃系列」、5/5 人際小團體(八)  

進：5/2-5/3 高三期末考、5/4 第 5 節補 5/20 第 4 節、5/4 餐二職場體驗參訪(暫定)、5/6 公告高三補考名單 

十

四 
8 9 10 11 12 13 14 

教：5/10 科大繁星-放榜、5/11-13 高一、高二第 2次段考、5/12-5/13 提交高三第 6學期修課紀錄、5/17-5/20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報名 

學：孝道文化推廣週、5/11 班會、週會、運動安全暨班際球賽裁判講習、特教宣導(影片欣賞)、5/13 班際球賽開始 

實：5/9-5/10 即測即評第三梯-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會計事務-資訊丙級、中餐烹調-葷食丙級、網頁設計丙級檢定、 

印前製程－圖文組版丙級檢定等報名 

圖：5 /13 高三學生借閱排行榜統計截止 

輔：5/10 申請入學模擬面試、5/13 南商影城熱映中 

進：5/11-13 高一、高二第 2 次段考、5/9 高三第 1次補考 

空：5/08 第六次面授日 

十

五 
15 16 17 18 19 20 21 

教： 5/17-5/20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報名、5/18 綜職科高三期末 IEP 檢討會議、 

5/19 身障甄試分發結果公告、5/19 統測放榜、5/19-6/5 大學申請-二階甄試、5/19-6/8 四技二專登記分發-報名資格審查、 

5/20 國中教育會考試務會議、5/20 下午停課(於 2/16-2/18 之第 8節補課)、5/20-5/26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一階報名、 

5/21-5/22 國中教育會考(本校設考場) 

學：網路教育週、5/18 班會(班級送舊)、週會(畢業生歡送會) 

實：5/16-5/20 會計科納稅服務隊 

圖：5/19 自主學習專家諮詢輔導(一) 

輔：5/16-5/20 技專校院宣導 5/15 療癒內在自我-毛線娃娃創作(全日) 

進：5/16 高三第 2次補考、5/18 第 5 節補 5/20 第 5 節、5/20(五)國中會考停課於前五週補課 

空：5/15 第七次面授日 

十

六 
22 23 24 25 26 27 28 

教：5/23 特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5/23-5/27 課程諮詢教師高一.二第二次入班選課團體諮詢週、5/23-6/1 資源班高三 110-2 期末 IEP 會議暨轉銜會議、

5/25 課發會、5/25 高一高二英語作文比賽、5/27-6/1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EP 勾選上傳、 

學：食品安全教育週、5/25 班會、週會(畢業典禮預演) 

實：5/23-5/27 會計科納稅服務隊、5/28 上午在校生視覺傳達設計丙級學科檢定、會計事務-資訊丙級學科檢定、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丙級學科檢定、 

門市服務丙級學科檢定、網頁設計丙級學科檢定、5/28 下午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丙級術科檢定 

圖：5/26 自主學習專家諮詢輔導(二) 

輔：5/26 高三學生心理健康體驗活動「花枝亂站-花意療癒系列」、5/27-8/30 心靈光廊「四道人生」影像展、5/25 輔導月報五、5/25 輔導簡訊 110 期出刊 

進：高三心橋總檢查、5/25 畢業祝福 

十

七 
29 30 31 6/1 2 3 4 

6/1 畢業典禮、6/3 端午節放假 

教：6/2-6/9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二階報名勾選上傳 

學：健康促進週、6/1 畢業典禮 

進：6/1 畢業典禮 

空：5/29 第八次面授日 

十

八 
5 6 7 8 9 10 11 

教：6/9-6/19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指定項目甄審、6/9-6/20 大學分科測驗-報名 

學：家庭教育週、6/8 班會、週會(高一英語歌唱比賽) 

圖：6/9 預備自主學習成果展 

輔：6/8 面試實作營(模擬面試) 

十

九 
12 13 14 15 16 17 18 

教：6/15 高一高二英語演講比賽、6/15 特招甄選入學新生放榜(禮堂撕榜)、6/15 綜職科及資源班高一高二 110-2 期末 IEP 檢討會議暨 111-1 期初 IEP 會

議、6/15 特教知能親職講座、6/17-7/3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二階甄審 

學：人權教育週、6/15 班會、社團活動(六) 

實：6/12 在校生視覺傳達設計丙級術科檢定、6/18 電腦基金會-中英文輸入及 IT3 等檢定 

圖：6/15 廣設科、應外科一年級自主學習宣導(班會) 

輔：6/15 和自己好好在一起(六)、6/15 賴氏人格測驗 

進：6/15 期末學生事務會議(1630) 

空：6/12 第九次面授日 

二

十 
19 20 21 22 23 24 25 

教：6/20-6/24 各科期末教學研究會暨課程小組會議、6/23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放榜、6/24 高一高二第 8 節輔導課最後一天上課、 

6/24 綜職科高二實習職場底定 

學：性別平等教育週、6/22 班會、週會(性別平等教育講座)、期末學生事務會議 

圖：6/20-6/24 自主學習成果展(南商藝廊) 、6/22 高一二學生借閱排行榜統計截止 

進：6/22 一、二年級心橋總檢查 

空：6/19 第十次面授日 

二

十 
26 27 28 29 30 7/1 2 

教：6/30 期末校務會議、6/27-6/29 高一高二期末考、6/30 綜職科及資源班身障生 IEP 繳交 

學：水域安全週、6/29 班會、週會、6/30 休業式 

實：7/1 起即測即評第三梯-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會計事務-資訊丙級、中餐烹調-葷食丙級、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印前製程－圖文組版丙級檢定、 

7/1 會二甲校外實習-金玉堂、7/1-7/31 觀光科校外實習-晶英酒店 

進：6/27-6/30 高一高二期末考、6/30 休業式 

空：6/26 期末考 

 3 4 5 6 7 8 9 
教：7/5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放榜、7/8 高一高二補考 

實：7/4-7/7 會二甲校外實習-金玉堂、7/1-7/31 觀光科校外實習-晶英酒店 

進：7/5公布高一高二補考名單、7/7高一高二第 1次補考 

 10 11 12 13 14 15 16 

教：7/11-7/12 大學分科測驗、7/12 國中免試入學放榜、7/13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放榜、7/14 國中免試入學報到，高一新生全體返校(禮堂)、 

7/15 四技二專聯合登記分發-註冊組集體繳費 

實：7/16 全國技術士第二梯-國貿業務丙級檢定(上午學科、下午術科) 、7/1-7/31 觀光科校外實習-晶英酒店 

進：7/11公布高一高二第 2次補考名單、7/13 高一高二第 2次補考 

 17 18 19 20 21 22 23 
教：7/18-8/12 高二高三暑期輔導、7/19-7/25 四技二專聯合登記分發-學生個別繳費 

實：7/1-7/31 觀光科校外實習-晶英酒店 

 24 25 26 27 28 29 30 
教：7/28-8/2 四技二專聯合登記分發-選填志願 

實：7/1-7/31 觀光科校外實習-晶英酒店 

 31 8/1 2 3 4 5 6 教：7/31 高一、高二學習歷程檔案上傳截止日 

 7 8 9 10 11 12 13 
教：8/8-8/12 新生學習扶助課程 

實：8/8-8/12 商經科高二校外實習-金玉堂 

 14 15 16 17 18 19 20 
教：8/16-9/4 高一、高二學習歷程檔案勾選 

實：8/15-8/19 商經科高二校外實習-金玉堂 

 21 22 23 24 25 26 27 實：8/22-8/26 商經科高二校外實習-金玉堂 

 28 29 30 31    8/30 註冊、發教科書、開學典禮、正式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