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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校舍安全管理檢核表 △建置生涯發展教育成果網頁
陳報市府
△辦理轉學生資料轉移工作
△26 日 民防訓練(14:00-17:00) △建立畢業生就學就業資料
△27 日公物維修及校園環境 △建立學生 AB 表
整理
△建立新生家庭狀況資料
△28-29 日廁所化糞池委外清 △八九年級 B 卡檢核
理
△27 日全校輔導知能研習(09:00-11:00)

△30-31 日進行全校消毒
△9/1-9/14 繳交註冊費
△公物維修及校園環境整理

△6 日發第一次校務
會議開會通知
△11 日中秋節調整
上班上課(補 9/20)

△6 日起實施正式課表
△6 日第一次領召會議(4)
△6 日起各領域教學研究共備會議
△6 日各班申請獎學金使用成績單及
在學證明截止
△7-8 日國九第一次模擬考
△7 日晚自習第一梯次報名截止
△7 日科博文報名截止
△9 日起週四教室日誌檢查開始
△10 日暑假作業統計名單截止日
△11 日國九第八節輔導課暫停

△8 日體育委員會議(10:00-11:30)
△8 日防災影片宣導(午)
△9 日社團補選
△9 日自行車筆試(午)
△10 日自行車路考(午)
△10 日 國家防災日預演(早)
△11-12 日全市運動會(游泳)

△8 日體育館耐震補強工程預 △5 日輔導月報表上傳
定竣工
△6 日期初生涯發展教育工作會議(4)
△6 日期初輔導室工作會議&轉介會議
△6 日特教課後照顧班開始
△8 日技藝學程行前說明會(午)
△8 日七八年級資優班班親會(18:30)
△8 日 3Q 達人報名開始
△9 日七年級情緒教育講座(7)
△9 日技藝學程(一)(午-7)
△10 日九年級高關懷樂學班報名截止
△10 日公告縮短修業年限辦法

△13 日第一次科博文教學研究會(午)
△13 日晚自習開始
△13 日晨讀開始
△14 日九年級學習扶助學習輔導小
組會議
△15 日科博文課程開始
△15 日科博文繳費開始
△16 日社群召集人會議(午)

△13 日社團確認
△14-16 日全市運動會(田徑)
△14 日九導會報(早)
△16 日社團活動(一)
△16 日糾察隊培訓(5-6)
△17 日國家防災演練日(9:21)

△16 日 111 學年度九 年級校
外教學活動標案評選 (暫
定)
△17 日 111 學年度八年級校
外教學案招標(暫定)
△飲水機保養
△消防設備維護保養
△公物維修及校園環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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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中秋節調整放 △22 日科博文繳費截止
假
△24 日 七年級試場規則宣導(朝會)
△21 日中秋節
△25 日全國語文競賽新竹市初賽(龍
△22 日繳交第一次校
山國小)
19 20 21 22 23 24 25 務會議提案
△25 日班親會

△30 日彙整班親會手冊資料
△1 日八九年級輔導股長領回生涯手冊
△1 日資優班專題研究課開始上課
△1 日個案轉介申請開始
△1 日期初特推會(12:30)
△1 日資源班始業輔導(午)
△2 日資優班社團與選修課開始上課
△3 日資優班教學研究會(一)
△全校學生家庭狀況調查表增修

△13 日全校學生輔導工作會議
△13 日期初家庭教育會議
△13 日期初教育優先區會議
△13 日輔導室工作會議&轉介會議
△13-17 日九年級興趣測驗施測
△16 日八年級生命教育講座(7)
△16 日技藝學程(二)(午-7)
△17 日七年級台灣女孩日朝會性平宣導
△17 日 3Q 達人報名截止

△23 日社團活動(二)
△23 日 110 學年度七年級校 △23 日資優班科學講座(一)
△23 日九年級朝會
外教學案評審(暫定)
△23 日技藝學程(三)(午-7)
△23 日八年級子宮頸疫苗(5-6)
△24 日校舍安全管理檢核表 △25 日教育優先區家長講座(一)(10:00△25 日家長反毒、交通安全、國防
陳報市府
12:00)
教育、防災教育宣導
△25 日新生家長特殊教育宣導
△25 日促進家長參與 12 年國教宣導講座
(10:00-12:00)

△27 日第一次校務會 △28 日八年級學習扶助學習輔導小
議提案審查(12:30)
組會議
△28 日第一次定期考命題收件截止
△29 日油印講義送印截止(13:00)
△30-6 日一般油印服務暫停
△30 日學習扶助篩選測驗結束

△10 月服儀檢查
△財產報廢
△27 日運動設施安檢
△28 日八導會報(早)
△30 日社團活動(三)
△30 日校慶運動會 100、200 公尺
計時決賽
△30 日自行車培訓(6)
△2 日新竹市環境知識競賽(市府大
禮堂 9:00)

△27 日樂學班鑑輔學會議(午)
△29 日親子小札記出刋
△29 日教師線上輔導知能研習(一)
△30 日愛的破冰講座(9:30)
△30 日技藝學程(四)(午-7)
△30 日校內奧林匹亞科學遊戲競賽報名開
始

△4 日召開第一次校
務會議(14:00)

△教務處定期考準備週
△本土語活動開始
△30-6 日一般油印服務暫停
△4 日第一次學科成績上傳開始
△4 日學習扶助課程意願調查
△5 日七年級學習扶助學習輔導小組
會議

△段考前一週朝會暫停
△5 日七導會報(早)
△7 日社團活動(四)
△7 日校慶運動會 800、1500 公尺
決賽 (午-7)

△4 日輔導室工作會議&轉介會議
△5 日輔導月報表上傳
△7 日校內奧林匹亞科學遊戲競賽報名截
止
△7 日技藝學程(五)(午-7)

△10 日國慶日
△11 日國慶日補假

△12-13 日第一次定期考
△14 日七年級校對定期考讀卡成績
(早)
△16 日全國語文競賽新竹市複賽(龍
山國小)

△本週朝會暫停
△13 日八年級隔宿露營說明會(7)
△13 日九年級校外教學說明會(7)
△14-15 日八、九年級校外教學

△12 日性向測驗施測說明會
△14 日技藝學程暫停一次
△14 日七年級職業達人講座(6-7)
△15 日資優班教學研究會(二)
△15 日愛心小天使培訓(午-七年級)

△18 日第二次領召會議(4)
△18 日八、九年級校對定期考讀卡
成績(早)
△18 日起各領域教學共備會議
△18-29 日公開觀課週
△20 日中午 12 點第一次學科成績上
傳截止
△21 日科博文暨資優班講座(一)(午7)

△19 日全校教師會報(早)
△公物維修及校園環境整理
△21 日社團活動(五)
△21 日 八年級陽光基金會反菸檳
與口癌預防宣導(7)
△21 日 110 年體育逆光飛翔天使校
園座談會
△23-31 日 110 年全國國中盃羽球錦
標賽

△18-22 日八年級性向測驗施測(一)(暫定)
△18 日輔導室工作會議&轉介會議
△19 日疑似特殊生心評鑑定工作說明會
(早)
△20 日七年級輔導股長生涯手冊說明(午)
△20 日八年級朝會生命教育宣導
△21 日家長讀書會(一)
△21 日資優班科學講座(二)(暫定)
△21 日技藝學程(六)(午-7)
△22 日特需領域多元學習競賽
△23 日資優班科學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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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30 日交通安全教育訓練
(10:00-12:00)
△九月份服儀檢查
△1 日開學典禮(八年級)(2)
△1 日友善校園週宣導活動(2)
△2 日期初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
△2 日社團選組(5)
△2 日幹部訓練(6-7)
△3 日期初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會
議
△3 日反霸凌影片宣導(午)
△3 日全民國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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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第二節正式上課
△1 日學習扶助篩選測驗開始
△1 日發下學期補考成績通知單
△1 日國九第八節輔導課開始
△1 日起七八年級暑假作業送任課老
師批閱
△1 日晚自習報名開始
△2 日公告正式課表
△2 日科博文報名開始
△3 日七、八年級領取班級圖書

1 2 3 4

26 27 28 29 30

事

△1 日開學

29 30 31

五
十

學務處

△26 日期初全校會議 △23 日新生班級、座號及學號公告 △23 日運動設施安檢
(13:00-14:00)
△26 日公告第一週課表
△26 日全校教師共備工作坊(8:3012:00)
△26 日校務會議代表投票日(12:0022 23 24 25 26 27 28
13:00 截止)
△27 日領域教師共備工作坊(13: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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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全校電力斷電檢修(暫
定)
△7 日 111 學年度八年級校外
教學案評選(暫定)
△公物維修及校園環境整理

九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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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 日公開觀課週
△25 日起學習扶助課程開始
△25 日第二次藝能及彈性課程成績
輸入開始
△28 日九年級會考宣導

△26 日運動設施安檢
△26 日飲水機保養
△25-29 日八年級性向測驗施測(二 2)(暫
△28 日社團活動(六)
△25 日校舍安全管理檢核表
定)
△28 日校慶運動會鉛球決賽 (午-7)
陳報市府
△28 日校內奧林匹亞科學遊戲競賽(5-7)
△28 日九年級朝會
△28 日水質檢測
△28 日家長讀書會(二)
△28 日技藝學程(七)(午-7)
△29 日七年級朝會家庭教育宣導
△29 日親子小札記出刋
△29 日教師線上輔導知能研習(二)
△30 日中研院參訪(暫定)

△4 日七年級光華鬥惡龍

△11 月服儀檢查
△1 日電梯保養及安全檢查
△1-5 日教室佈置評分
△2 日九導會報(早)
△2 日七八九年級流感疫苗施打(暫
定)
△4 日校慶運動會 400 公尺計時決
賽(午-7)
△4 日社團活動(七)
△4-5 七年級健檢(1-4)(暫定)

△12 日校慶運動會
△13 日校慶園遊會

△8 日第一次課程發展會議(3-4)
△11 日第二次科博文教學研究會

△ 本週朝會暫停
△9 日全校教師會報(早)
△11 日社團活動(八)(5)
△11 日校慶預演(6-7)
△12 日校慶運動會-各年級大隊接
力計時決賽(8 男 8 女)
△13 日九年級卡啦 OK 比賽

△15 日校慶補休

△16 日中午 12 點第二次藝能及彈性 △18 日社團活動(九)
課程成績上傳截止
△18 日九年級朝會
△16-18 日作業抽查說明會(午)
△18 日九年級升學宣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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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第二次定期考命題收件截止
△25 日油印講義送印截止(13:00)
△25 日英語字彙王報名開始
△25 日八年級英語演說比賽報名開
始
△26-3 日一般油印服務暫停

△29 日發第二次校務 △教務處定期考準備週
會議開會通知
△26-3 日一般油印服務暫停
△29 日第三次領召會議
△30 日第二次學科成績上傳開始
△3 日寒假作業收件截止
1 2 3 4
△8-9 日第二次定期考
△10 日早修定考讀卡成績校對

5 6 7 8 9 10 11

△13 日繳交第二次校 △13 日起學習扶助成長測驗開始
務會議提案
△14 日中午 12 點第二次學科成績上
傳截止
△14-15 日九年級作業抽查
12 13 14 15 16 17 18
△16 日資優班暨科博文講座(二)(午7)

26 27 28 29 30 31

△公物維修及校園環境 整理 △8 日新苗出刊
△協助校慶相關事宜
△11 日家長讀書會(四)
△11 日技藝學程(九)(午-7)
△特教宣導週、愛心義賣

△公物維修及校園環境整理

△本週因羽球選拔賽朝會暫停
△22 日飲水機巡檢保養
△22 日運動設施安檢
△23 日八導會報(早)
△24-26 日新竹市 110 年度中學羽
球校際聯賽暨 111 年全中運羽球
代表隊選拔賽
△25 日社團活動(十)

9 10 11 12 13 14 15

△20 日休業式
△20 日期末全校會議
(13:00)
16 17 18 19 20 21 22 △21 日寒假開始
△22 日調整上班(補
2/4)

△22 日輔導室工作會議&轉介會議
△25 日技藝學程暫停一次
△25 日七年級大專院校校外參訪(午-7)

△29 日電梯保養及安全檢查 △29 日親子小札記出刋
△29 日教師線上輔導知能研習(三)
△2 日家長讀書會(五)
△2 日技藝學程(十一)(午-7)

△10 日人權教育影片宣導(午)

△公物維修及校園環境整 理 △5 日輔導月報表上傳
△9 日家長讀書會(六)
△9 日技藝學程暫停一次

△13-17 日 109 學年度國中籃球聯 △公物維修及校園環境整理
賽乙級（新竹市）預賽 (暫定)
△13 日期末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會
議
△14 日常生活表現審查會議(早)
△14 日全校教師會報(早)
△16 日九年級朝會
△16 日八年級 CPR 認證(5-7)

△13 日輔導室工作會議&轉介會議
△14-17 日下學期技藝學程缺額報名
△16 日家長讀書會(七)
△16 日資優班科學講座(三)(暫定)
△16 日技藝學程(十二)(午-7)
△17 日樂學班校外教學(暫定)

△20 日校園綠美化環境
△22 日期末特推會(午)
△24 日校舍安全管理檢核表 △23 日家長讀書會(八)
陳報市府
△23 日技藝學程暫停一次

△27 日第二次課程發展會議(3-4)
△28 日八年級英語演說比賽
△28-29 日七年級作業抽查
△30 日第三次藝能及彈性課程成
績開始上傳
△30 日學習扶助成長測驗結束

△27 日運動設施安檢
△28 日八導會報(早)
△30 日社團活動(十三)

△公物維修

△27 日輔導室工作會議&轉介會議
△27 日生涯發展教育期末會議(3)
△28 日樂學班校外服務
△29 日親子小札記出刋
△29 日教師線上輔導知能研習(四)
△29 日樂學班結業式(午)
△30 日資優班科學講座(四)(暫定)
△30 日技藝學程(十三)(午-7)

△3-7 日各班繳回班級圖書
△3 日晨讀最終回
△4 日第三次定期考命題收件截止
△4 日英語字彙王說明會(午)
△5 日油印講義送印截止(13:00)
△5-13 日九年級試模擬選志願選填
△6-12 日一般油印服務暫停
△6 日八年級節慶嘉年華展覽
△7 日學習扶助課程結束

△1 月服儀檢查
△4 日七導會報(早)
△6 日九年級朝會

△3 日電梯保養及安全檢查
△3 日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註
冊減免調查
△5 日飲水機巡檢保養
△6 日公物盤點

△5 日九年級資優班班親會
△5 日輔導月報表上傳
△6 日九年級身障適性安置家長說明會
(18:30)
△6 日技藝學程(十四)(午-7)
△7 日資優班期末教學研究會

△教務處定期考準備週
△期末班級教室教學設備盤點
△6-12 日一般油印服務暫停
△10 日學習扶助寒假班意願調查
△12 日學習扶助期末會議(午)
△13 日科博文教學研究會(午-5)
△14 日科博文課程結束

△段考前一週朝會暫停
△13 日社團活動(十四)

△公物維修

△10 日全校學生輔導工作會議
△10 日期末輔導室工作會議
△13 日資優班社團成果發表會
△13 日技藝學程(十五)(午-7)
△14 日生涯手冊繳回團輔室保管
△14 日學生 B 卡繳回資料組查核

△公物維修及校園環境整理

△辦理轉學資料轉移工作

1

2 3 4 5 6 7 8

△17 日八年級朝會網路教育宣導
△18 日技藝學程(十)(午-7)
△19 日家庭教育成果網頁建置完成

△段考前一週朝會暫停
△全市音樂比賽週
△12 月服儀檢查
△30 日七導會報(早)
△2 日社團活動(十一)

△20 日第二次校務會 △21-22 日八年級作業抽查
△21 日九導會報(早)
議提案審查(12:30) △23-24 日九年級第二次模擬考(竹竹 △23 日社團活動(十二)
苗區)(暫定)
△23 日八年級健康促進講座(7)
19 20 21 22 23 24 25
△23 日文學光華語文競賽報名開始
△25-26 日全國語文競賽(桃園市)
△27 日召開第二次校
務會議(14:00)
△31 日開國紀念日補
假
△1 日開國紀念日放
假

△1-5 日八年級性向測驗施測(三)(暫定)
△4 日家長讀書會(三)
△4 日技藝學程(八)(午-7)
△5 日資優班教學研究會(三)

△17 日九年級第八節輔導課最終日 △20 日全校大掃除(2)
△18-19 日第三次定期考
△20 日休業式典禮(七年級)(3 )
△19 日學期補考命題開始收件
△20 日統一放學(12:00)
△19 日下午發寒假作業、發新學期
教科書、收回教室日誌
△24 日中午 12 點全科成績上傳截止
，並交回計分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