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第 15屆活動日誌(截至 106年 10月 20日) 

 

時    間 活動名稱 地   點 

105/11/13 15屆選舉 中山女高 

105/11/19 
士商校慶 

大理校慶 

北士商 

大理高中 

105/11/23 
14,15屆 

秘書財務交接 
中山女高 

105/11/27 同性婚姻對我們孩子教育的影響說明會 Y17 

105/11/28 
教育局/未來 2-5年教育政策推動施政重點說明會 

曾燦金局長 

北市府市政大樓 4樓北區 

402會議室 

105/11/30 日本教育制度的過去與展望 大理高中 

105/12/02 本會第一次理監聯席會議 育成高中 

105/12/02 本會第一次監事會議 育成高中 

105/12/03 

建中校慶 

啟智校慶 

啟明校慶 

中山校慶 

西松校慶 

建國中學 

啟智學校 

啟明學校 

中山女高 

西松高中 

105/12/10 
高中家長會 

會務研習 
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105/12/10 
景文校慶 

明倫校慶 

景文高中 

明倫高中 

105/12/12 北一女校慶 北一女 

105/12/15 啟明學校聖誕傳愛音樂會 中油國光廳 

105/12/16 本會特教委員會工作會議 育成高中 

105/12/16 本會授證典禮第一次籌備會 育成高中 

105/12/17 靜修女中百年校慶 靜修女中 

105/12/17 高職學生家長會聯合會授證典禮 臻愛會館(內湖店) 

105/12/24 文德女中校慶 文德女中 

105/12/29 教育及 12年國教委員會工作會議 育成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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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30 大誠高中校慶 大誠高中 

105/12/30 台北市教育局辦理高中高職博覽會第一次籌備會 育達商職 

105/12/30 台北市 105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會議 臺北市立大學 

105/12/30 台北市高中以下教師獎勵計畫會議 市政大樓 

105/12/31 中山女高感恩餐會 中山女高 

106/01/02 本會授證典禮第二次籌備會 育成高中 

106/01/08 本會授證典禮 臻愛會館(京華城店) 

106/01/10 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授證典禮 王朝大酒店 

106/01/11 
台北市公私立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座談會 

陳景峻副市長 
西松高中 

106/01/11 產學與升學輔導委員會(大學考招研討) 育成高中 

106/01/12 拜訪教育部體育署 體育署 

106/01/13 慰問 HBL北市參賽學校 高雄巨蛋 

106/01/14 台北市因應 107學年新課綱暨大學考招理念說明會 成功高中 

106/01/15 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授證典禮 彩蝶宴 

106/01/17 本會辦理高中博覽會第一次籌備會 育成高中 

106/01/20 台北市高中高職家長會長協會(北長協)授證典禮 北市府 B1元福樓白馬廳 

106/01/24 開南大學參訪 開南大學 

106/02/06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與 Iamschool合作發表 台北市政府 

106/02/07 本會辦理高中博覽會第二次籌備會 兄弟飯店 

106/02/10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6年新春聯誼餐會 元福樓餐廳 

106/02/13 廖文靜主秘調任北市青少年發展處處長佈達典禮 北市青少年發展中心 

106/02/15 台北市教育局辦理高中高職博覽會第二次籌備會 育達商職 

106/02/17 本會第二次理監聯席會議 士林高商 

106/02/21 
國際交流委員會及特教委員會 

拜訪啟聰學校及衛理女中 
啟聰學校&衛理女中 

106/02/27 國立師大附中 70週年校慶音樂會 國家音樂廳 

106/03/02 國際交流委員會拜訪景美女中及木柵高工 景美女中&木柵高工 

106/03/03 產學及升學輔導委員會工作會議 三重怡客咖啡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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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06 台北市學生輔導諮詢會 106年度第一次會議 市政大樓 

106/03/09 公關及體衛委員會工作會議 育成高中 

106/03/09 拜會台北市教育局特教科 台北市政府 

106/03/10 台北市教師會高中職委員會 伯朗咖啡 

106/03/10 理解與再對話:適性揚材的大學考招設計論壇 淡江大學台北校區 

106/03/11 文山特教 15周年校慶 文山特教 

106/03/12 台北市高中職博覽會 北市府廣場 

106/03/15 106台北北區技職嘉年華暨產業設備捐贈典禮 惇敘工商 

106/03/17 
台北市 106學年度(暨配套 107特色招生申辦) 

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實驗審查 
台北市政府 

106/03/17 台北市衛生局校園食安記者會 北市府中庭 

106/03/17 世大運健康操教學觀摩會 北一女 

106/03/20 國教署徵詢明年寒假與春節放假調整事宜會議 市政大樓 

106/03/20 拜訪中華體總 體育大樓(朱崙街 

106/03/24 教育暨 12年國教委員會第一次工作會議 台大社科所 

106/03/24 國際交流委員會拜訪永春高中 永春高中 

106/03/25 全國高中高職家長會長協會授證典禮 臻愛會館 

106/03/27 第一屆高中生辯論邀請賽籌備會 育成高中 

106/03/28 泰北高中設計科群成果展 Y17 

106/03/29 體衛委員會第二次工作會議 金華國中 

106/03/31 明道大學參訪 明道大學 

106/04/02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設計組畢業成果發表 松山文創 

106/04/06 第一次常務理事會 陽明高中 

106/04/06 台北市教育局推動「家長學」計畫草案會議 市政大樓北區 402室 

106/04/08 第一屆高中生辯論邀請賽 育成高中 

106/04/09 師大附中校慶 師大附中 

106/04/14 2017木棉花節 陽明高中 

106/04/15 
台北市 106年度國中高中高職身心障礙學生 

親子育樂活動 
文山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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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15 2017世大運國際教育融入課程成果嘉年華 台北市政府廣場 

106/04/15 大安高工校慶 大安高工 

106/04/16 喜迎世大運 感恩五月天/大安森林公園場勘 大安森林公園 

106/04/19 台北市高中職教育實驗班論壇 Y17/國際會議廳 

106/04/22 會務研習 教研中心 

106/04/22 泰北高中校慶 泰北高中 

106/04/28 2017實驗教育在台北研討會 教師研習中心 

106/04/29 啟聰學校百年校慶 啟聰學校 

106/05/02 拜訪教育局曾局長及所屬各科室 北市教育局 

106/05/05 拜訪市長祈願祝福 北市府市長室 

106/05/05 喜迎世大運 感恩五月天活動流程確認 教育局體衛科 

106/05/05 校際關懷委員會「愛‧分享．學習」活動 中正高中 

106/05/06 喜迎世大運 感恩五月天 大安森林公園 

106/05/07 愛天使 中山堂廣場 

106/05/11 2017世大運教育系統執行及諮詢委員會議 市政大樓北區 402會議室 

106/05/12 午膳群英會籌備會 育成高中 

106/05/12 106年度感情教育講堂籌備會議 市政大樓 8樓綜企科 

106/05/13 
成功高中校慶/景美女中校慶/南港高工校慶/松山工

農/復興高中校慶 
各校 

106/05/13 全國教學卓越研習 台中烏日 

106/05/20 松山家商校慶 松山家商 

106/05/26 北市南湖高中第四屆數學班成果展 南湖高中 

106/05/31 本會第三次理監聯席會議 松山家商 

106/06/02 午膳群英會 Y17 

106/06/07 情感教育講座 Y17 

106/06/15 金華國中,實踐國中畢業典禮 金華國中、實踐國中 

106/06/15 公關委員會/積木展開幕晚會 華山 1914文創 

106/06/16 高中學生學習歷程 P與大學招生研討會 中正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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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20 產學參訪:中國文化大學 文化大學 

106/06/23 台北市文山特教畢業典禮 文山特教 

106/06/25 第四屆『羽您有約』北市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羽球邀請賽 臺北市大安運動中心 

106/06/28 台北市雙語教育教學之願景與未來論壇 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演講廳 

106/07/01 106年度優質學校頒獎典禮 大安高工 

106/07/05 第二次常務理事會 育成高中 

106/07/07 第一屆松山盃國際籃球邀請賽 松山高中 

106/07/08 本會舉辦「犇放世大運 籃球我最狂」三對三鬥牛賽 金華國中活動中心 

106/07/22 「做自己學習的主人」教育論壇(二日) 建成國中三樓會議室 

106/08/01 106學年度校長布達暨宣誓典禮 Y17國際會議廳 

106/08/01 西松、大理、附中、中正、協和祐德等各校布達典禮 各校 

106/08/01 新北市校長迎新送舊聯誼餐會 海霸王 

106/08/01 中正高中新校長就任聯誼餐會 華港城 

106/08/05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升格大學揭牌典禮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106/08/08 本屆會刊編輯籌備會議(一籌) 育成高中 

106/08/10 高中聯聯誼活動/宜蘭樂活之旅 宜蘭 

106/08/18 台港家長會聯會交流座談會 台大校友會館 

106/08/18 「中華適性教育發展協會」周年慶 慶泰大飯店 

106/08/20 技職達人講座 東方商職 

106/08/21 景美女中世界冠軍慶功宴 吳文達紀念館 

106/09/04 台北市敬師月季優良教師頒獎典禮 
  松山工農/總會長 

        李淑靖副總會長 

106/09/22 台北市政府 106年度敬師月感念師恩展演晚會 Y17/總會長暨全體理監事 

106/09/25 杏壇芬芳錄頒獎典禮 教研中心/總會長暨全體理監事 

106/10/07 歡樂反毒趴 扶輪揪團跑 

大佳河濱公園/總會長 

            郭曼如副總會長 

          胡語姍秘書長 

106/10/10 四學程百人攻頂七星山攜手同心為教育 七星山/總會長暨全體理監事 

106/10/20 台北市國際教育之願景與展望 教研中心/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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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未來活動預告 

 

時 間 活 動 預 告 

106/10/20 
本會第五次理監聯席會議暨 

新卸任會長代表相見歡 
臻愛會館  

106/10/25 美好時光成果發表 興雅國中 

106/10/29 認助清寒學生基金會 20周年慶 松山家商 

106/11/03 四學程感恩餐會 水源會館 

106/11/05 本會第 16屆會員大會 育成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