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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18修訂

週

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30 8/31 9/1 9/2 9/3
教務處 109(2)學期補考 教務會議(期初)

教師共備研習

開學日

高二及高三第二梯次上傳

109(2)學期學習歷程檔案開始

大考中心學測預試測驗

大考中心學測預試測驗 大考中心學測預試測驗

第一次科召會議

學務處 期初學務會議 更換課桌椅(0810-0900)

導師時間、領書、全校大掃除

(09:10-11:10)

開學典禮(11:20-12:00)

友善校園週-全民國防教育課程

反毒影片收視 (課堂)

遠道證申請

校內工讀生申請

住宿生申請 (女生)

友善校園週-全民國防教

育課程反毒影片收視(課

堂)

 

友善校園週-全民國防教育課

程反毒影片收視(課堂)

 

 

 

幹部訓練7

圖書館 招募自願服務義工 圖書館利用教育宣導開始
輔導高三補完成109-2自主學

習成果報告

總務處 110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

會議

9/6 9/7 9/8 9/9 9/10
教務處 英文教學研究會(下

午)

藝能科教學研究會(上午)

自然科教學研究會(下午)

高三第一次高中英語聽力測

驗報名開始

社會教學研究會(上午)

數學科教學研究會(下午)

國文科教學研究會(下午) 高三學測第一次模擬考

高三第一次高中英語聽力測

驗報名結束(校內)

學務處
高三拍攝證件照

友善校園週-全民國防

教育課程反毒影片收

視(課堂)

 

高一廁所美化競賽開

始

友善校園週-全民國防教育
課程反毒影片收視(課堂)
友善校園週八堵所宣導(升
旗)
水域安全宣導
交通安全宣導
遠到證申請  (截止)
校內工讀生申請 (截止)
住宿申請(截止)
選社開始

高一二基中講堂6、7

輔導室 輔導義工招募開始 高一新生資料E化開始 輔導義工招募結束

圖書館 逾期書籍催還 自主學習(1)講座

9/11
總務處 工友日

(每隔週二為工友日)
補(9/20)上班上課

 IEP會議(12:00)

高三學測第一次模擬考

9/13 9/14 9/15 9/16 9/17
教務處 高一二三暑假作業抽查

IEP會議(12:00)

第一次學習歷程工作小組會

議

數學晨考

音樂班術科期初考

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

音樂班術科期初考

第一次招生策略委員會

學務處 工讀生審查會議(12：

10)

環境教育週(9/13-9/17)

全校體適能.游泳能力

檢測開始

109年國家防災演練第一次

預演

期初工讀生座談會(12：

00)(升旗)

選社結束

體育班發展委員會(12:00)

體育發展委員會(11:00)

特定人員審查會(12:10)  

 期初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12：00)

109年國家防災日正式演練

(09:21)

 高中職校園法律巡迴講座

(法治教育)第7節

公告選社結果

高一服務學習說明會56

9/20 9/21 9/22 9/23 9/24
教務處 彈性放假 中秋節 數學晨考

 IEP會議(12:00)

第一次優質化推動委員會 校內英文單字比賽

學務處 宿舍逃生演練(19：00)

班際籃球比賽競賽要點公告

期初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

組會議(12：00)

環境教育講座(全校6.7)
 全校大掃除 5
 親師座談會(18:00-20:50)

9/25
102期童軍輔導木章訓練

9/25~9/26(第一階段)
輔導室 高三學系探索量表施測

開始
高一新生資料E化結束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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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9/28 9/29 9/30 10/1
教務處 特教推行委員會

(12:10)

數學晨考

北區教務主任會議

高二及高三第二梯次上傳

109-2學期學習歷程檔案結

束

第二次科召會議

第一次疫苗接種

學務處 交通安全委員會(12：

10)

高一廁所美化競賽評分

整潔秩序競賽評分開始

教師節活動 期初校外租賃及住宿生座談

會(12：20)

全國防火防震演練體驗活動

第一次午餐供應會(12:10) 10/02
102期童軍輔導木章訓練

10/2~10/3(第二階段)

輔導室 高一興趣量表施測開

始

生涯講座(1)

圖書館 公告自主學習編組 圖書館委員會暨經典閱讀

推廣會議

高二及高三補上傳

109(2)自主學習成果結束

10/4 10/5 10/6 10/7 10/8
教務處 數學晨考

第一次編班轉組會議

教師第二梯次認證109-2學

期學習歷程檔案結束

高一二學習歷程講座5

學務處
導師會議1

基中講堂-性剝削議題講座

(6、7)

10/09
110-1第ㄧ次品德戒菸教育

輔導室 輔導工作委員會、生

命教育委員會暨家庭

教育委員會會議

期初認輔會議 輔諮中心基隆區駐點團體

督導(1) 13:30-16:30

高一興趣量表施測結束

高三學系探索量表施測結束

圖書館 逾期書籍催還 自主學習(2)

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及小

論文投稿格式檢視及修正

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投稿截

止(10/10中午12:00止)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教務處 國慶日補假 第一次期中考 第一次期中考

學務處
學生服裝儀容委員會(12：00)

海島演劇-人權講座123(6-7)

音樂班講座

圖書館 全國小論文比賽投稿截止(中

午12時止)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教務處 第二次課程發展委員會

學務處 第一次402會議 第一次學生獎懲委員會
(12:10)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6.7)

公告轉社結果

輔導室 生涯講座(2) 10/23
閩南語檢定測驗

第一次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圖書館 自主學習(3)

廣達游於藝學生導覽小尖

兵培訓

10/24
全民英檢初中高級檢定

10/25 10/26 10/27 10/28 10/29
教務處 數學科作業抽查(高

一)

數學科作業抽查(高二) 數學晨考

數學科作業抽查(高三)

學務處 越野賽跑第一次籌備會 第一次學生缺曠管制會

(12:10)
社團活動1

總務處 民防團訓練

輔導室 畢業生升學就業狀況

上網填報
          10/30
小團體活動

9

5

圖書館利用教育宣導結束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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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2 11/3 11/4 11/5
教務處 高三學測第二次模擬

考

英文科作業抽查(高

一)

高一英語朗讀比賽

高三學測第二次模擬考

英文科作業抽查(高二)。

數學晨考

英文科作業抽查(高三)

高三學科能力測驗報名開始

國語文競賽-作文

國語文競賽-硬筆字比賽

第三次科召會議

(11/6-11/14台灣科學節)

高二自然組科教館參觀

學務處 班際羽球比賽競賽要

點公告

轉社開始

高一校外教學說明會

週記抽查1

草嶺古道健行暨淨灘活動行

前說明會(導師)
轉社結束

 導師會議2 高一服務學習

高二(社會組)及高三基中講

堂

輔導室 大學博覽會6、7

圖書館 自主學習(4)

11/8 11/9 11/10 11/11 11/12
教務處 社會科作業抽查(高一)

高一高二英語閱讀比賽

全校生上傳學習歷程檔

案開始

社會科作業抽查(高二)

高三學科能力測驗報名結束

（校內）

數學晨考

社會科作業抽查(高三)

高三第二次高中英語聽力測

驗報名開始

國語文競賽-字音字形

國語文競賽-寫字

高三第二次高中英語聽力測

驗報名結束(校內)

學務處 流感疫苗接種

公告轉社結果

社長會議 社團活動2

輔導室 輔諮中心基隆區駐點團體

督導(2) 13:30-16:30

圖書館 逾期書籍催還            11/13
全民英檢中級檢定

11/15 11/16 11/17 11/18 11/19
教務處 自然科作業抽查(高

一)

基隆市學生音樂比賽

週(暫定)

自然科作業抽查(高二)

北二區學科能力競賽(暫定)

數學晨考

自然科作業抽查(高三)

學務處 草嶺古道健行暨淨灘活動行

前說明會(學生)

高二草嶺古道健行暨淨灘活
動
高一公民訓練

輔導室

圖書館 自主學習(5)

生涯講座(3) 大學多元入學輔導講

座(6、7節)

高三家長多元入學說明會

(19:00-20:30)

11/22 11/23 11/24 11/25 11/26
教務處 國文科作業抽查(高

一)

高二英語說故事比賽

國文科作業抽查(高二) 國文科作業抽查(高三) 學生議題大會(1245-1400)

社團活動3

輔導室
輔諮中心牌卡工作坊

(9:30-16:30)

11/29 11/30 12/1 12/2 12/3
教務處 第二次期中考 第二次期中考 第二次期中考

輔導室 大學參訪

圖書館
自主學習(6)

             12/4
原住民語言認證檢定

12/6 12/7 12/8 12/9 12/10
教務處 第四次科召會議 國語文競賽-國語朗讀

國語文競賽-閩南語朗

讀

第二次招生策略委員會

302班實習音樂會(下午)

學務處 捐血活動

愛滋病宣導暨防制

藥物濫用及菸、檳

害宣導

越野賽跑第二次籌備會 導師會議3 高一服務學習分享會

(1245-1400)

社團活動4

10/11
110-1第ㄧ次品德戒菸教育

輔導室 高一多元智能量表施

測開始

生涯講座(4) 輔諮中心基隆區駐點團體

督導(3) 13:30-16:30

認識大學講座(1)

圖書館 逾期書籍催還            12/11
第二次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14

15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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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12/14 12/15 12/16 12/17

教務處 高三學測第三次模擬考 數學晨考

高三學測第三次模擬考

第二次優質化推動委員會

議

國語文競賽-國語演說

國語文競賽-閩南語演說

數學金頭腦 (時間另覓)

學務處 第二次402會議 第二劑疫苗接種

輔導室

圖書館 自主學習(7)
高一多元智能量表施測結束

12/20 12/21 12/22 12/23 12/24
教務處 英語科教學研究會(下

午)

藝能科教學研究會(上午)及

自然科教學研究會(下午)

數學晨考

社會科教學研究會(上午)

數學科教學研究會(下午)

國文科教學研究會(下午)

202班實習音樂會(下午)

學務處 期末工讀生座談會 第二次學生缺曠管制會

(12:10)

社團活動5(聖誕節活動)

輔導室 輔諮中心校園危機處遇輔

導知能工作坊

12/27 12/28 12/29 12/30 12/31
教務處 音樂班室內樂音樂會

暨考試(上午)

第二次學習歷程工作小組會

議

數學晨考

多元入學委員會
111年元旦補假

學務處 週記抽查2 期末校外租賃、校內住宿生

座談

整潔秩序競賽評分結束

越野賽跑

圖書館 自主學習(8)

自主學習計畫撰寫及執行

歷程分享會

1/3 1/4 1/5 1/6 1/7

教務處 音樂班合奏合唱期

末考

數學晨考 IEP期末檢討會(12:00) 第五次科召會議

學務處 第二次午餐供應會
(12:10)

期末導師會議 第二次學生獎懲委員會
(12:10)

高一校歌比賽1245-1400

高二課程學習成果發表會67
圖書館 逾期書籍催還

1/10 1/11 1/12 1/13 1/14
教務處 高三期末考 高三期末考

音樂班聽寫期末統考

音樂班術科期末考 音樂班術科期末考

第三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
第二次編班轉組會議

學務處 社團活動6

輔導室 期末認輔會議 發放輔導義工證明

1/17 1/18 1/19 1/20 1/21
教務處 轉學考報名開始 高一二期末考 高一二期末考 高一二期末考 寒假開始

1/21～1/23學科能力測驗

總務處 期末校務會議 1/22
補(2/4)上班

1/24 1/25 1/26 1/27 1/28
教務處 教師繳交學期成績截

止

轉學考報名截止

升大學術科聯合考試

(音樂1/25-1/28)
轉學考

多元入學委員會

學期補考登記

全校返校日

升大學術科聯合考試

(美術1/27-1/28)

1/31 2/1 2/2 2/3 2/4

       除夕 春節 春節 春節 彈性放假

2/7 2/8 2/9 2/10 2/11

教務處
全校生上傳110-1學期

學習歷程檔案結束

2/14教師認證110-1學
期學習歷程檔案結束

 學期補考 學期補考  

教務會議及各領域教師共

備日

       開學日

學務處 升大學術科聯合考試

(體育2/7-2/9)

輔導室 全校教職員輔導暨特教

知能研習(下午)

圖書館 高一、二自主學習檔

案上傳結束

21
寒假1

22
寒假2

23
寒假3

24
寒假4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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