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期 類別 內　　　　　　容

103.09.04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第一學期輔導工作委員會暨家庭教育委員會(劉國君委員.林秋萍

委員.游茂堅委員)

103.09.10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健康檢查工作會議(林秋萍委員.蔣雪容委員)

103.09.18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第一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1次工作會議(王雅華委員)

103.09.20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第一學期家長成長研習講座志工(李桂芬會長.林世忠委員.林妡

員.林秀英委員.陳麗萍副秘)

103.09.20 會務

下午:家長代表大會選務會議暨健檢第１次籌備會議(李桂芬會長.陳嘉釧副會長.

林世忠委員.張運菁委員.吳宗憲委員.許素招委員.林瑋琦委員.戴子珊委員.王雅

華委員.吳淑貞委員.蔣雪容委員.玉珍顧問.陳麗萍副秘)

103.09.29 校務 中午:103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特教推行委員會(游茂堅委員.徐有祥代表)

103.10.01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高三畢業紀念冊製作籌備會(張運菁委員)

103.10.03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第1次急難救助會議(林瑋琦委員)

103.10.04 會務 上午:103學年度家長代表大會

103.10.07 校外 上午:「創藝台北、攜手築夢」星星王子畫展(李桂芬會長)

103.10.07 校務 中午:103學年度松山工農新聘.續任老師歡迎餐會(李桂芬會長)

103.10.13 會務
下午:健檢第2次籌備會議(李桂芬會長.李德明副會長.蔣雪容委員.劉國君委員.

陳惠娟委員)

103.10.13 會務
下午:性平特教聯合小組會議(李桂芬委員.李德明副會長.游茂堅委員.劉國君委

員.陳惠娟委員)

103.10.15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1-7次學生獎懲會議(陳麗萍委員)

103.10.15 校務 中午:103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研訂會議(李桂芬會長)

103.10.16 校務 中午:103學年度第1次體育委員會議暨衛生工作小組會議(陳麗萍委員)

103.10.24 會務 晚上:103學年度家長會第一次委員代表會議(全體委員)

103.10.27-29 校務
早上:103學年度一年級新生健檢(總召:劉國君常委 蔣雪容委員 所有夥伴三天超過

45人次)

103.10.27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李桂芬會長)

103.10.29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2次教育儲蓄專戶管理小組會議(林瑋琦副會長 蔣雪容

委員)

103.10.30 校外
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第十二 . 十三屆新舊會長聯誼餐會(李桂芬會長 王

熙隆常委)

103.10.31 校務

晚上:103學年度家長成長研習講座志工支援( 林瑋琦副會長 吳宗憲副會長 張運菁

委員 陳麗萍委員 陳文玲委員蔣雪容委員 林世忠委員孟鑫莉家代 江淑娥委員 莊

雅惠小姐 王小桃小姐)

103.11.04 校外 晚上:臺北市高職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第十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李桂芬會長)

103.11.07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家長會長性別平等教育專業知能研習活動(李桂芬會長 劉國君常

委 張惠卿委員)

103.11.08 校外 上午:103學年度台北市國中家長會－會務專修研習班支援志工(王熙隆常委)

103.11.08 校外
上午:103學年度南湖高中校慶;103學年度內湖高中校慶;103學年度中正高中校慶

(李桂芬會長 王熙隆常委)

103.11.12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高三畢業紀念冊廠商初審及評審說明會(陳麗萍委員)

103.11.13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10307行政會報(李桂芬會長)

103.11.16 校外 上午:臺北市高職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第十三屆會員代表大會(李桂芬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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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16 校外 下午: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第十三屆會員代表大會(王熙隆常委)

103.11.20 校外 上午:103學年度特教推行委員會運作知能研習(游茂堅委員)

103.11.21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高一親山淨山暨實習農場健行第一次工作籌備會 (劉國君常委)

103.11.22 校外 上午:103學年度台北市高中職家長會－會務專修研習班(李桂芬會長 王熙隆常委)

103.11.24 校務 上午:104年度招生工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吳宗憲副會長)

103.12.04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學生校外教學活動第一次評選委員會(黃永銓委員)

103.12.05 校務 上午:104年度國際教育旅行規格審查會議(李桂芬會長)

103.12.10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8次學生獎懲會議(陳麗萍委員)

103.12.11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第一次學生服儀規範委員會議 (林藝芳代表 孫瑞凰代表)

104.01.06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第一學期升學工作審查委員會第３次會議(陳新哲常委)

104.01.07 校務 下午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３次教育儲蓄專戶管理小組會議(蔣雪容委員)

104.01.12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9~13次學生獎懲會議(陳麗萍委員)

104.01.13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第1學期招生工作審查委員會第4次會議(吳宗憲副會長)

104.01.15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第2次午餐供應委員會會議(林駿瑋委員)

104.01.16 校外 中午:103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特教推行委員會(游茂堅委員)

104.01.20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淨山活動工作會議(劉國君委員)

104.01.21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淨山活動(家長會全體)

104.01.23 校務 晚上:103學年度上學期期末委員會(全體委員)

104.01.23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第5次急難救助會議(林瑋琦委員)

104.01.26 校務 下午:104學年度畢業舞會第一次籌備會議 (劉國君常委)

104.02.01 活動

全天:104學年度學測支援(吳宗憲副會長 李德明副會長 林瑋琦副會長 王熙隆常委

陳新哲常委 陳麗萍委員 林世忠委員.張運菁委員.蔣雪容 委員 林世忠委員 許素招

委員 戴子珊委員)

104.02.06 校外 上午:104年第1次防制校園霸凌增能研習(陳啟光.李伯燿委員.馮曉華)

104.02.12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第二學期親師座談會第一次工作協調會(李桂芬會長)

104.02.25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議(李桂芬會長)

104.02.26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第二學期{輔導工作委員會}暨{家庭教育委員會}會議(陳新哲、游

茂堅、林秋萍、蔣雪容、陳惠娟委員)

104.03.04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升學工作審查委員會第4次會議(吳宗憲副會長)

104.03.06 會務 晚上:104學年度春節晚會(全體家長會成員)

104.03.10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獎第一次審查會議(顏汝吟委員)

104.03.12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陳啟光委員段世玢常務委員)

104.03.12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第2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一次工作會議 (劉國君常委)

104.03.16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急難救助會議(林瑋琦副會長)

104.03.16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第二學期親師座談會第二次工作協調會(李桂芬會長)

104.03.19 校務
下午:104學年度畢業舞會第二次籌備會議 (李桂芬會長 林瑋琦副會長 張運菁秘書

長 .劉國君常委.王熙隆常委 蔣雪容委員)

104.03.24 會務 下午:104學年度畢業舞會第三次籌備會議 - 廠商簽約

104.03.26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第2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小組會議(李桂芬會長)

104.03.30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各類學生獎學金審核討論會議(李桂芬會長)

104.04.01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防治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林瑋琦副會長 馮曉華

委員)

104.04.02 校務 下午:召開慶祝66週年校慶活動第1次工作籌備

104.04.02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特教推行委員會(李桂芬會長)

104.04.08 校務 中午:103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5次會議(李桂芬會長)

104.04.08 會務 晚上:103學年度第二次家長代表大會(全體班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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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4.08 會務

晚上:104學年度遴選校長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李桂芬會長 吳宗憲副會長 陶威中

副會長 林瑋琦副會長 劉國君常委 蔣雪容委員 吳淑貞委員 張運菁秘書長 游茂堅

委員 陳麗萍委員 戴子珊委員 段世玢委員 陳惠娟委員 陳啟光委員 謝明澤代表 )

104.04.09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生服儀規範委員會議(游茂堅委員 )

104.04.11 會務 全日:103學年度第三次家長代表大會(全體班級代表)

104.04.13 校外 上午:104學年度遴選校長初審會議(李桂芬會長)

104.04.19 校外 上午:104學年度遴選校長覆審會議(李桂芬會長)

104.04.23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特教推行委員會(李桂芬會長)

104.04.29 會務 下午:104學年度四技二專統測第一次籌備會議

104.05.01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獎第2次審查會(黃大華代表.顏汝吟委員)

104.05.02-03 會務 全日:104學年度四技二專統測(總召:吳宗憲副會長 )

104.05.04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1－6次學生獎懲會議(陳麗萍委員)

104.05.05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104級)畢業典禮第1次工作籌備會議(李桂芬會長)

104.05.08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李桂芬會長)

104.05.09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入學招生工作審查委員會第７次會議(吳宗憲副會長)

104.05.09 校務 全日:松山工農66週年校慶(全體家長代表及委員)

104.05.09 會務
下午:104學年度畢業舞會第五次籌備會議(李桂芬會長 林瑋琦副會長 劉國君常委

吳淑貞委員 戴子珊委員 )

104.05.17 會務 晚上:103學年度下學期期中委員會(全體委員31位,出席26位)

104.05.22 校務 上午:103學年度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議(顏汝吟委員)

104.05.23 校務 晚上:103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８次會議(李桂芬會長)

104.05.25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104級)畢業典禮第2次工作籌備會議(李桂芬會長)

104.05.25 校外
晚上:台北市104學年度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擴大檢討會議(李桂芬會

長)

104.05.26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入學招生工作審查委員會第8次會議(吳宗憲副會長)

104.06.01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104級)畢業典禮第三次工作籌備會議(李桂芬會長)

104.06.03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104級)畢業典禮(李桂芬會長以及委員)

104.06.04 校務 上午:104學年度第1學期教科圖書評選委員會(謝明澤代表)

104.06.09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畢業舞會工作協調會(李桂芬會長吳宗憲副會長 陶威中副會長)

104.06.15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7-9次學生獎懲會議(劉國君常委)

104.06.25 校務 下午:103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學檔案觀摩會暨⋯推動小組會議(李桂芬會長)

104.06.29 校務
中午:103學年度期末特教推行委員會(李桂芬會長 游茂堅委員 張惠娟委員 孟鑫莉

家代)

104.07.21 校務
上午:貴生校長轉任歡送會(李桂芬會長 林瑋琦副會長 許素招委員 林秋萍委員 李

美櫻委員)

104.07.28 會務 晚上:104學年度校長送舊迎新聚餐(李桂芬會長以及委員,詳如簽到表)

104.08.01 會務 上午:臺北市１０４學年度校長布達典禮

104.08.01 校務

下午:臺北市松山工農卸新任校長交接典禮(李桂芬會長吳宗憲副會長 陶威中副會

長 李德明副會長 林瑋琦副會長 劉國君常委 王熙隆常委 張運菁委員 吳淑貞委員

蔣雪容委員 彭立鑫委員  )

104.08.04 校務 下午:104學年度第1學期教科圖書評選委員會(李桂芬會長)

104.08.14 校務 上午:104學年度行事曆會議(李桂芬會長)

104.08.14 校務 下午:104學年度第1學期學校日工作第一次籌備會(李桂芬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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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8.27 校務 下午:104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暨家庭教育委員 會議(游茂堅委員)

104.08.28 校務 下午:104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李桂芬會長 蔣雪容委員)

104.09.03 校務 下午:104學年度第1學期學校日工作第二次籌備會(李桂芬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