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次數 月份 日期 事項

8/14-21/2016 2016 世界杯青棒賽 at TAYLOR, MICHIGAN

08/27/16 教務會議 [1] at Ward

1 09/10/16 上學期開學 [教室] / 註冊 [走廊]

各班師長座談會 / 選舉家長代表 [教室] 

幹部會議 [走廊]

課外活動諮詢及報名 [走廊]

中秋節 [9/15]

2 09/17/16 家長代表推選家長會長 [電郵]

防火演習

課外活動開始

慶祝雙十國慶晚會 [9/20]

3 09/24/16 家長大會 [1]  [A101] - 推舉校長、副校長

教務會議 [2] [C350] 

臺灣書院華語文推展活動-密西根大底特律區主流學校華語讀書月活動 [10/1 到 10/29]

民俗體育觀摩示範，包含扯鈴、踢毽子、轉陀螺等

孔子誕辰紀念日 [9/28]

4 10/01/16 照相 - 班級教師與幹部

讀書月開始

10/08/16 停課 - 教會

雙十國慶日 [10/10] 

5 10/15/16

10/22/16 停課 - 教會

台灣光復節 [10/25]

6 10/29/16 讀書月結束

豐收節遊行

7 11/05/16 讀書月頒獎、照相 [教室] 

義賣 [走廊]

華語測驗

王小姐"子女教育基金準備"講座 [A101]

8 11/12/16 教務會議 [3] [C350] 

新年表演籌備會議 [1] [E-Back]

國父誕辰記念日（中華文化復興節） [11/12], 晚會 [11/13]

9 11/19/16 家長大會 [2] [A--]

11/26/16 停課 - 感恩節 [11/27]

10 12/03/16 新年表演籌備會議 [2] [E-Back]

11 12/10/16 教務會議 [4] [C350] 

12/17/16 停課 - 教會

12/24/16 停課 - 寒假, 行憲紀念日, 聖誕節 [12/25]

12/31/16 停課 - 寒假

12 01/07/17

13 01/14/17 教務會議 [5] [C350] 

新年晚會會議 [3] [E-Back]

14 01/21/17 農曆除夕 [1/27] 

春節 [1/28]

01/28/17 停課 - 教會

15 02/04/17 下學期預註冊 [走廊]

何美生女士試辦三期免費的普拉提課程(1) [   ]

02/11/17 中國新年慶祝會 [Ward Church, North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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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02/18/17 下學期預註冊 [走廊]

課外活動諮詢及報名 [走廊]

上學期結束

何美生女士試辦三期免費的普拉提課程(2) [   ]

王啟明夫婦提供"未來退休的準備計畫"講座 [A101]

次數 月份 日期 事項

17  

二

月

02/25/17 下學期開學 [教室] / 註冊 [走廊]

教務會議 [6]  [C350] 

何美生女士試辦三期免費的普拉提課程(3) [   ]

校內演講、看圖說故事 與 多媒體比賽會議 [1] [E-Back]

18 03/04/17 SAT II 考試 [教室] 

校內演講、看圖說故事 與 多媒體比賽報名開始 [走廊]

校內演講、看圖說故事 與 多媒體比賽會議 [2] [E-Back]

家長大會 [3] [A101]

婦女節 [3/8]

19 03/11/17 教務會議 [7] [C350] 

植樹節 [3/12]

20 03/18/17 校內演講、看圖說故事 與 多媒體比賽會議[3] [E-Back]

21 03/25/17 校內演講、看圖說故事 與 多媒體比賽 [C307/309, C317/319, C350, E501/502]

22 04/01/17

04/08/17 停課 - 教會

23 04/15/17 參加校際學生的個別訓練 [教室] 

24 04/22/17 教務會議 [8] [C350] 

畢業典禮籌備會議 [1] [E-Back]

25 04/29/17 校際演講、看圖說故事 與 多媒體比賽比賽 [C307/309 & Knox Hall]

26 05/06/17 畢業典禮籌備會議 [2] [E-Back]

母親節 [5/8]

27 05/13/17

28 05/20/17 家長大會 [4] / 副校長提名  [A101]

教務會議 [9] [C350] 

畢業典禮籌備會議 [3] [E-Back]

05/27/17 停課 - 陣亡將士紀念日 [5/29]

端午節 [5/30]

29 06/03/17

30 06/10/17 認字比賽 [教室]

下學年預註冊 [走廊]

31 06/17/17 下學年預註冊 [走廊]

學年結業式暨畢業典禮 [C307/309]

1/21/2017

一.如有更動將由電郵通知。最新行事曆請參閱學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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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有更動將由電郵通知。最新行事曆請參閱學校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