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1週(2／23－2／29)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2/25-3/3友善校園週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2週(3／1－3／7)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處務會議 學務處   

2. 畢冊第一次校稿(3/6)    

3. 社團選社 3/5-3/19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3週(3／8－3／14)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辦理高一班際籃球賽(3/13,3/20,3/27) 學務處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4週(3／15－3／21)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辦理高一班際籃球賽(3/13,3/20,3/27) 學務處   

2. 導師會報(3/20)    

3. 辦理赴韓國際教育旅行收費    

4. 3/20教育參觀行程說明會(14:30-16:00)    

5. 3/20人為災害防護暨複合式災害防救演練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5週(3／22－3／28)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週記抽查(3/27) 學務處   

2. 賃居生座談會（3/27）    

3. 辦理高一班際籃球賽決賽(3/27)    

4. 第一次社團活動課 3/27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6週(3／29－4／4)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處務會報 學務處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7週(4／5－4／11)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實施高一游泳課(4/6) 學務處   

2. 第二次社團活動課(4/10)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8週(4／12－4／18)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捷風週(4/13-4/17) 學務處   

2. 導師會報(4/17)    

3. 畢冊班級頁及共同頁收稿(4/15)    

4. 辦理全校桌球、羽球排名賽(4/17-24)    

5. 文青會正副會長選舉(4/17)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9週(4／19－4／25)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辦理全校桌球、羽球排名賽(4/17-24) 學務處   



2. 高三週記普查(4/24)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10週(4／26－5／2)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處務會報 學務處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11週(5／3－5／9)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5/4-5/6高二教育參觀 學務處   

2. 5/8第三次社團活動課    

3. 高三整潔成績統計至 5/8    

彙整：                    總務主任：                          校長：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12週(5／10－5／16)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高一高二週記普查(5/15) 學務處   

2. 畢業紀念冊交貨(5/15)    

3. 5/15校刊印製完成交貨    

4. 防制校園霸凌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週 

(5/11-5/15) 

   

5. 第二次學務會議暨高三德行審查會議(5/19)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13週(5／17－5／23)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畢業盃排球賽暨班際排球賽(5/22~5/29) 學務處   

2. 校刊印製完成交貨(5/18)    

3. 第四次社團活動課 5/22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14週(5／24－5／30)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畢業盃排球賽暨班際排球賽(5/22~5/29) 學務處   

2. 赴韓國際教育旅行(5/25-5/31)暫    

3. 第五次社團活動課 5/29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15週(5／31－6／6)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處務會報 學務處   

2. 6/5高一國際文化月合唱比賽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16週(6／7－6／13)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辦理 108學年度住校生早晚餐團膳招標案

（6/8） 

學務處   

2. 高一水上安全宣導(6/12)、高ㄧ游泳課結束

(6/12) 

   

彙整：                    總務主任：                          校長： 

 

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17週(6／14－6／20)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6/19第六次社團活動課暨社團成果展 學務處   

2. 畢業典禮(6/15)    

3. 第三次學務會議暨高一高二德行審查 (6/19)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18週(6／21－6／27)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發放暑假家長聯繫函(6/22) 學務處   

2. 專車驗收會議（6/24）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19週(6／28－7／4)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高一、二秩序、整潔成績結算(7/4) 學務處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第 20週(7／5－7／11)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7/9-7/12社團線上評鑑 學務處   

 

彙整：                    總務主任：                          校長：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暑假第 1週(7／12－7／18)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7/14結業式、全校大掃除 學務處   

2. 辦理貧困學生營養午餐補助核銷    

3. 辦理學生營養午餐 5元加碼補助核銷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8下全校行事曆執行情形 



暑假第 2週(7／19－7／25)  108下 

預定行事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備註 

1. 公告暑期返校打掃及 109-1各班打掃區域 學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