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学年度第 1 学期 5 月份行政历(20210419 修订) 

周

次 
日期 事项 

进行 

日期 

负责 

单位 

合作 

单位 
时间 备注 

 

- 1 - 

 

15 

03/05 

- 

09/05 

第 1 学期期末考 03/05 – 07/05 教务处 全体教师   

呈交联课团体财政报告(至 4 月) 04/05(二) 联课处 学会财政   

第 3 次科组长会议 04/05(二) 教务处 科组长 13:30 会议室 

联课团体顾问老师会议(3) 04/05(二) 联课处 联课顾问 13:30 – 15:00 大讲堂 

第 12 次行政会议 05/05(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3:00 会议室 

第 2 次班导师会议 06/05(四) 训导处 班导师 13:30 – 15:30 会议室 

操行分数输入截止 07/05(五) 训导处 相关科任   

班导师评语输入截止 07/05(五) 训导处 班导师   

J1 生活规划课程(J1Y/T/J) 08/05(六) 辅导处 班导师 08:00 – 13:00 大讲堂 

周休日 08/05(六) ***    

16 

10/05 

- 

16/05 

全校班会 10/05(一) 训导处 联课处 07:30 – 08:50  

第 13 次行政会议 12/05(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3:00 会议室 

开斋节假期 13/05 – 14/05 ***    

周休日 15/05(六) ***    

17 

17/05 

- 

23/05 

悦读时光：国文书籍 17/05(一) 教务处 资源处 07:30 – 08:15 班导师 

J2 级主题班会 17/05(一) 训导处 班导师 08:15 – 08:50  

全校班会(6) 17/05(一) 训导处 班导师 08:15 – 08:50 J2 除外 

第 2 次销过申请开始 17/05(一) 辅导处 全体老师   

呈交成绩文件夹予科组长 最迟 19/05(三) 教务处 科组长   

第 14 次行政会议 19/05(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3:00 会议室 

联课团体执委会议 4 (主席/财政/秘书) 19/05(三) 联课处 学会执委 16:00 – 17:00  

国文演讲比赛(初赛) 20/05(四) 教务处 国文老师 14:30 – 16:30  

呈交成绩文件夹予教务处 最迟 21/05(五) 教务处 科任教师   

5 月份校务汇报会 22/05(六) 校长室 各处室 08:00 – 10:00 大讲堂 

J1 生活规划课程(J1F/L) 22/05(六) 辅导处 班导师 08:00 – 13:00 体育馆 

第 6 次学科备课会议 22/05(六) 教务处 科任老师 10:30 – 12:00  

18 

24/05 

- 

30/05 

悦读时光：国文书籍 24/05(一) 教务处 资源处 07:30 – 08:15 班导师 

S1 级主题班会 24/05(一) 训导处 班导师 08:15 – 08:50  

全校班会(7) 24/05(一) 训导处 联课处 08:15 – 08:50 S1 除外 

国文作文比赛 24/05(一) 教务处 国文科教师 10:00 – 11:10  

第 2 次销过申请截止 24/05(一) 辅导处 全体老师     

各级成绩输入截止/分数原稿交教务处 最迟 25/05(二) 教务处 科任教师   

卫塞节公共假期 26/05(三) ***    

国文演讲比赛(决赛) 27/05(四) 教务处 国文老师 10:00 – 12:25 大讲堂 

年中假期 29/05 – 30/05 ***    

31/05 

- 

13/06 

年中假期(续) 31/05 – 13/06 ***    

假期补救教学 31/05 – 03/06 教务处 相关老师 08:00 – 13:00  

国家最高元首诞辰 07/06(一) ***    

联课活动干部领导工作坊 04/06 – 06/06 联课处 团联会  Google Me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