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                  110.2.18 

週

次 

月

份 

星期 預                   定                  行                事                  曆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校長室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輔導室 

準

備

週 

二 14 15 16 17 18 19 20 

   

 

 △17-25 日適性安置輔導網路報名 

 

一 二 21 22 23 24 25 26 27 

△22 日開學日 

△22 日發第一次校 

務會議開會通知 

 

△22 日九年級第八節輔導課開始 

△22 日科博文報名開始 

△22 日發放學習扶助上課調查單 

△22 日第一次領域召集人會議(4) 

△22-24 日九年級藝才班及科學班報名 

△23 日晚自習報名截止 

△23 日八年級英語字彙王比賽(午-5) 

△24-25 日九年級第三次模擬考(1-5 冊) 

△24-25 日七八年級學藝股長訓練(早修) 

△25 日九年級升學報名宣導(6) 

△25-26 日七八年級國數補考(午) 

△26 日科博文報名截止 

△26 日社群領召會議(午) 

△26 日晚自習開始 

△二月份服儀檢查 

△本週朝會開始 

△20-21 日 新竹市 110 年中小學游泳 

錦標賽 

△22 日整理環境(早修)、導師時間

(1)、開學典禮(八年級)(2)、正式 

上課(3) 

△23-25 日新竹市 110 年中小學田徑 

錦標賽 

△24、26 日幹部訓練(午) 

△24-28 日 2021 港都盃全國田徑錦 

標賽 

△25 日社團選組(5) 

△25 日國防暨防災教育影片宣導 

(午) 

△25 日七年級子宮頸疫苗衛教影片

宣導(午) 

△26 日全校複合防災預演(早修) 

△2/22-3/2 學生繳交註冊費 

△委託合作社辦理學生體育

服採購 

△校舍安全管理檢核表陳報

市府 

 

△22 日諮商輔導申請開始 

△22 日期初教育優先區會議 

△22 日期初家庭教育會議 

△22 日期初生涯發展會議 

△22 日全校輔導工作會議 

△22 日資優鑑定初選評量申請 

△22 日繳交校內科展作品的實驗過程及進

度表 

△23 日資優鑑定初選評量申請 

△23 日技藝學程行前說明會(午) 

△24 日 7、8 年級資優班班親會(18:30) 

△24 日特教課後照顧班開始 

△25 日八年級群科參訪(801-810)(午-7) 

△25 日技藝學程(一) 

△25 日資優班教學研究會(一)(午) 

△25 日七年級部分班級生命教育講座(7) 

△25 日資優社團與選修課開始上課 

△26 日技藝競賽暨集訓報名說明會(午) 

△26 日公告縮短修業年限辦法 

 二 

二 28       

△28 日和平紀念日 

放假 

△1 日和平紀念日補

假 

△6 日班親會 

△2 日七、九年級英語字彙王比賽(午-5) 

△2 日科博文第一次教學研究會(午) 

△2 日科博文錄取公告 

△2-5 日科博文繳費 

△3 日學習扶助開始上課 

△3-5 日七八年級英社自補考(午) 

△4 日科博文講座(一) 

△4 日科博文開始上課 

△5 日寒假優良作業名單送回教務處截止日 

△5 日繳交寒假心得寫作優良作品 

△三月份服儀檢查 

△2 日體育設施安檢 

△3 日體育委員會議 

△4 日全校複合防災演練(早修) 

△4 日七年級反菸拒檳講座(7) 

△4 日社團選組確認 

 

 

△電梯保養及安全檢查 

△飲水機水質檢測 

△公物維修及校園環境整理 

△2-5 日技藝競賽校內報名 

△2 日下午高關懷樂學班上課開始  

△3 日期初特推會(午) 

△3 日九年級適性輔導安置報名截止 

△4 日技藝學程(二) 

△4 日八年級群科參訪(811-819)(午-7) 

△4 日資優班科博文科學講座(5-7) 

△4 日家長讀書會(一)(9:30-11:30)  

△5 日個案月報表上傳  

△5 日校內科展作品繳交截止日 

△6 日八年級技職教育家長宣導講座(10:00-

12:00) 

△6 日學長姊回娘家暨建教合作班宣導擺攤

(9:00-12:30) 

三  1 2 3 4 5 6 

三 三 7 8 9 10 11 12 13 

 △8 日晨讀開始 

△8 日語文競賽演說及朗讀組抽籤(午休) 

△9 日七年級學習扶助輔導小組會議 

△11 日九年級升學輔導會議(7) 

 

△8-12 日 110 年新北市青年盃田徑 

賽 

△8-12 日 110 年中小學校際籃球錦 

標賽 

△9 日七導會報 

△9-15 日 110 年全中運羽球資格賽 

△11 日社團活動(一) 

 

△飲水機巡檢保養 △8 日九年級輔導股長生涯手冊抽查說明

(午) 

△10 日資優鑑定工作人員會議(午休) 

△11 日家長讀書會(二)(9:30-11:30)  

△11 日技藝學程(三) 

△12 日資優初試七年級學生服務會議(午休) 

△12 日資優鑑定初選評量試場配置圖公布 

△12 日七年級網路成癮宣導(朝)  

△12 日九年級生涯發展手冊抽查 

△12 日資優班校外教學(全日) 

四 三 14 15 16 17 18 19 20 

△15 日繳交第一次

校務會議提案 

 

△15 日文學光華語文競賽(午-7) 

△16 日八年級學習扶助輔導小組會議 

△16 日第一次定期考命題收件截止 

△18 日油印送件截止(13:00) 

△19-25 日一般油印服務暫停 

△20 日九年級全科補考日(8:00) 

△16 日八導會報 

△18 日社團活動(二) 

△18 日七年級子宮頸疫苗施打(上午) 

△公物維修 

△校園綠美化暨環境整理 

△14 日資優鑑定初試 

△18 日家長讀書會(三)(9:30-11:30)  

△18 日技藝學程(四) 

△19 日科學暨數學競試報名截止 

△20 日教育優先區家長家庭教育講座(10:00-

12:00) 

五 三 21 22 23 24 25 26 27 

△22 日第一次校務 

會議提案審查 

(12:30) 

 

△教務處段考準備週 

△22 日第一次課發會(3-4) 

△24 日第一次學科成績上傳開始 

△25 日八年級英語演講比賽報名截止 

△段考前一週朝會暫停 

△23 日全校教師會議 

△24 日結核病防治影片宣導(午) 

△25 日社團活動(三) 

△26 日七年級直笛比賽報名截止 

△校舍安全管理檢核表陳報

市府 

△22 日輔導工作會議&轉介會議 

△25 日家長讀書會(四)(9:30-11:30)  

△25 日技藝學程(五) 

△26 日公布資優鑑定初選後得參加複選名

單 

六 

三 28 29 30 31    
△29 日召開第一次 

校務會議(14:00) 

△2-5 日兒童節與清 

明節補假及放假 

 

△29-7 日第二次國中模擬志願選填 

△30-31 日第一次定期考 

△30-31 日晚自習暫停 

△30-31 日學習扶助暫停 

△1 日第一次定期考讀卡成績校對(早修) 

△四月份服儀檢查 

△1 日社團活動(四) 

 

△公物維修及校園環境整理 

△電梯保養及安全檢查 

△消防設備保養 

△30 日親子札記出刊  

△31 日資優鑑定初選評量結果複查申請 

△1 日科學暨數學競試(5-7) 

△1 日技藝學程(六) 

△1 日八年級生涯教育講座(部分班級)(7) 
四     1 2 3 

七 四 4 5 6 7 8 9 10 

△4 日清明節 △7 日中午 12 點第一次學科成績上傳截止 

△7 日溫世仁作文比賽校內收件截止 

△9 日發九年級會考准考證 

△9 日發下七八年級作業抽查辦法 

△6 日九導會報 

△6 日體育設施安檢 

△8 日交通安全教育影片宣導(午) 

△8 日九年級朝會 

△8 日社團活動(五) 

△8 日正確用藥班級藥局參訪 

△8 日七年級 3 對 3 籃球賽(5-7) 

△飲水機巡檢保養 △5 日個案月報表上傳  

△7 日資優鑑定複選評量申請 

△7 日資優鑑定工作人員會議(午) 

△7 日八年級技藝學程宣導(早修) 

△8 日技藝學程(七) 

△9 日資優鑑定 8 年級學生服務行前會議

(午) 

△9 日資優鑑定複選評量試場配置圖公布 

△9 日特需領域多元學習競賽(一)(午) 

△10 日資優鑑定複選評量 

△10 日適性輔導安置能力評估 

八 四 11 12 13 14 15 16 17 

 

 

△12 日第二次領域召集人會議(4) 

△13 日八年級英語演講比賽 

△13 日第二次彈性及藝能科成績上傳開始 

△15 日科博文期中研究會(午) 

△13 日八導會報 

△15 日社團活動(六) 

△15 日八年級健康促進宣導(7) 

△17-22 日 110 年全中運(雲林) 

 

△公物維修 △12 日竹市科展紙本送件日 

△12 日八年級技藝學程報名說明會(午) 

△12-23 日八年級技藝學程報名 

△12 日輔導工作會議&轉介會議 

△13 日科學奧林匹亞競賽代表隊校內遴選

報名開始(暫) 

△15 日家長讀書會(五)(9:30-11:30)  

△15 日技藝學程(八) 

△16 日特殊教育評鑑(9:00-12:00)  

△16 日科學奧林匹亞競賽代表隊校內遴選

報名結束 



九 四 18 19 20 21 22 23 24 

 △19-21 日九年級全民英檢奬勵申請 

△20-21 日八年級作業抽查 

△22 日七年級光華鬥惡龍(5-7) 

△22-23 日九年級第四次模擬考(1-6 冊) 

△24 日新竹市英語字彙王比賽 

△20 日七導會報 

△22 日社團活動(七) 

 

△校舍安全管理檢核表陳報

市府 

△22 日家長讀書會(六)(9:30-11:30) 

△22 日技藝學程(九) 

△23 日資優班教學研究會(二)(午休) 

 

十 

四 25 26 27 28 29 30  

 △26 日九年級變更就學區申請 

△27 日中午 12 點第二次彈性及藝能科成績

上傳截止 

△27-28 日七年級作業抽查 

△29 日第二次定期考命題收件截止 

△1 日新生報到(預定) 

△1 日收回暑期新生營隊報名表 

△27 日全校教師會議 

△28 日拒菸、檳學生大使培訓課程 

△29 日七年級直笛比賽(5-7) 

△29 日八年級拔河比賽 

△30 日母親節卡片比賽收件截止 

 

△校園安全維護 

△花木修剪 

△26 日資優鑑定通過名單公告 

△26 日國中科學奧匹國家代表隊光華名單

公布 

△26 日技藝競賽行前說明會(午) 

△26 日輔導工作會議&轉介會議 

△27 日繁星計畫報名開始 

△27 日全市綜合領域特教知能研習 

△28 日資優鑑定複選評量結果複查申請 

△28 日八年級家庭教育宣導(朝) 

△29 日繁星計畫報名截止 

△29 日家長讀書會(七)(9:30-11:30)  

△29 日技藝競賽 

△29 日九年級紓壓小團體(6-7) 

△30 日親子札記出刊 

△1 日資優班新生報到(預定) 

五       1 

十

一 
五 2 3 4 5 6 7 8 

 △3 日油印講義送印截止(13:00) 

△4-10 日一般油印服務暫停 

△5 日第二次學科成績上傳開始 

△6 日九年級升學輔導會議(6) 

△6 日九年級祈福活動(7) 

△教務處段考準備週 

△段考前一週朝會暫停 

△五月份服儀檢查 

△4 日體育設施安檢 

△6 日社團活動(八) 

△8 日民富光華管樂音樂會 

 

△公物維修及校園環境整理 

△電梯保養及安全檢查 

△3 日繁星計畫公告錄取名單 

△3 日輔導工作會議&轉介會議 

△5 日個案月報表上傳 

△6 日家長讀書會(八)(9:30-11:30) 

△6 日技藝學程(十) 

△7 日竹市科展評審日 

△7 日實用技能班報名說明會(午) 

△七年級母親節家庭教育活動 

十

二 
五 9 10 11 12 13 14 15 

△10 日發第二次校 

務會議開會通知 

 

△11 日九年級學習扶助輔導小組會議 

△13-14 日七八年級第二次定期考 

△13-14 日 學習扶助暫停 

△13 日九年級第八節輔導課最後一天 

△13 日晚自習結束 

△15-16 日國中教育會考 

△11 日九導會報 

△11 日九年級日常生活表現審查會

議(早修) 

 

△佈置國中教育會考考生服

務處 

△飲水機巡檢保養 

△10-14 日實用技能班校內報名 

十

三 
五 16 17 18 19 20 21 22 

 △15-16 日國中教育會考 

△17-18 日技優甄審入學報名 

△18-19 日九年級第二次定期考 

△19 日中午 12:00 七、八年級第二次學科 

成績上傳截止 

△21 日中午九年級學科成績上傳截止 

△22 日 110 年全國語文競賽新竹市初賽 

△17 日七年級校外教學行前說明會 

(暫定)  

△18 日七年級校外教學(暫定) 

△20 日九年級朝會(升學宣導) 

△20 日社團活動(九) 

 

△校舍安全管理檢核表陳報

市府 

△17-21 日 110 學年度適性導師報名 

△17-21 日提供適性導師查詢特殊需求新生

資料 

△19 日繁星計畫家長說明會 

△20-21 日高中職五專升學宣導(1-4) 

△20 日資優班成果發表會預演(5-7) 

△20 日技藝學程(十一) 

△20 日校內技藝競賽頒獎 

△20 日九年級部分班級生命教育宣導(6-7) 

△21 日資優班專題成果發表會 

十

四 
五 23 24 25 26 27 28 29 

△24 日繳交第二次 

校務會議提案 

 

△24 日第三次領域召集人會議 

△25 日九年級各科成績上傳截止並交回計

分手冊 

△26 日七八年級學習扶助篩選測驗開始 

△27 日暑假作業收件截止 

△28 日九年級下學期補考日 

△28 日暑期新生營隊報名截止 

△科博文講座(二) 

 

△25 日八導會報 

△27 日社團活動(十) 

△27 日光華感恩音樂會 

△27 日九年級朝會 

△28 日歡送畢業生海報收件截止 

△29 日光華弦樂團音樂會 

△召開校舍規劃委員會會議 

△協辦光華感恩音樂會相關

事宜 

△九年級班級公物盤點 

△24 日輔導工作會議&轉介會議 

△24 日七八年級輔導股長生涯手冊抽查說

明會(午) 

△24 日繳交適性導師報名表截止日 

△26 日適性導師遴選會議(午) 

△27 日技藝學程(十二) 

△27 日九年級性別教育宣導(朝) 

△28 日樂學班校外教學(暫) 

△28 日七八年級生涯手冊抽查 

△28 日特需領域多元學習競賽(二)(午) 

十

五 

五 30 31      

△31 日第二次校務

會議提案審查

(12:30) 

 

△2-8 日高中優先免試志願選填 

△3 日七年級光華知識王(5-7) 

△3 日八年級定向運動競賽(6-7) 

△4 日九年級桌遊比賽(1-4) 

 

△六月份服儀檢查 

△31 日世界無菸日學生大使推廣活

動(午) 

△1 日七導會報 

△1 日九年級畢業資格審查(午) 

△3 日社團活動(十一) 

△3 日九年級班際羽球賽 

△公告午餐公辦民營標案 

△公告畢業紀念冊招標案 

△公物維修及校園環境整理 

△飲水機水質檢測 

△電梯保養及安全檢查 

△消防設備保養維護 

△30 日親子札記出刊 

△31 日樂學班結業式(午) 

△31 日畢業生追蹤調查說明會(午) 

△2 日期末特推會(午) 

△3 日技藝學程(十三) 

△4 日全國科展紙本送件日 

△5 日個案月報表上傳  
六   1 2 3 4 5 

十

六 
六 6 7 8 9 10 11 12 

△7 日召開第二次校 

務會議(14:00) 

△7 日第二次課發會(3-4) 

△7-10 日七八年級全民英檢獎勵申請 

△10 日科博文校外教學(暫定) 

△8 日全校教師會議 

△8 日體育設施安檢 

△8 日七、八年級日常生活表現審 

查會議(早修) 

△10 日社團活動(十二) 

△10 日師生盃羽球賽(6-7) 

△飲水機巡檢保養 

△花木修剪 

△7 日期末生涯發展教育會議 

△7 日公告九年級適性安置結果 

△10 日資優班科學講座(三) 

 

十

七 
六 13 14 15 16 17 18 19 

△14 日端午節放假 

 

△14 晨讀結束 

△15 日第三次定期考命題收件截止 

△15-18 日繳回班書 

△16 日油印講義送印截止(13:00) 

△17-23 日中午 12:00 高中職免試志願選填 

△17-23 日一般油印服務暫停 

△18 日學習扶助課程結束 

△17 日九年級感恩活動(午-7) 

△17 日社團活動(十三) 

△17 日畢業典禮受獎學生預演(1-3) 

△18 日畢業典禮預演(1-4) 

△19 日畢業生市長獎、傑出表現獎

市府頒獎典禮 

△15 日 110 學年度第一 學期

註冊減免身分調查 

△17 日 110 學年度畢業紀念

冊評審會議(6-7) 

△佈置畢業典禮會場 

△公物維修 

 

△18 日資優班期末教學研究會(午休) 

△18 日九年級 B 表繳回輔導室 

△19 日志願選填諮詢(9:00-12:00) 

 

十

八 

六 20 21 22 23 24 25 26 

 △23 日下午 3：30 九年級畢業生及家長回 

校領、簽、交 110 年竹苗區高級中等學 

校免試入學報名表 

△23 日學習扶助期末會議 

△24 日科博文教學研究會 

△教務處段考準備週 

△段考前一週朝會暫停 

△21 日畢業典禮(上午) 

△24 日社團活動(十四) 

 

△九年級交回班級鑰匙冷氣

卡、遙控器 

△七、八年級班級公物盤點 

△校舍安全管理檢核表陳報 

    市府 

△21 日期末輔導室工作會議 

△21 日全校輔導工作期末會議 

△21 日志願選填諮詢(13:00-15:00)(暫定) 

△21-25 日國小高關懷轉銜會議 

△24 日資優班社團成果發表 

 

十

九 

 

六 27 28 29 30    

△2 日休業式 

△2 日期末全校會議

(13:00) 

△3 日暑假開始 

 

 

 

△30-1 日第三次定期考 

△1 日公告九年級暑輔課表 

△1 日下午收回教室日誌，領取暑假作業 

△1 日教室搬遷(6)、教科書發放(7) 

△1 日補考命題收件開始 

△2 日校務會議代表選舉(13:00) 

△7/6 日中午 12 點七、八年級各科成績上 

傳截止並交回計分手冊 

△1 日期末大掃除(午-5) 

△2 日期末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議 

△2 日期末交通安全教育年度工作計

畫檢討 

△2 日統一放學(午) 

 

△七、八年級班級公物盤點 

△綜合大樓老舊廁所整修工

程預定竣工 

 

△29 日特教課後照顧班結束 

△2 日七、八年級 B 表繳回輔導室 

△7/5-7/9 日辦理轉出轉入學生輔導資料轉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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