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新興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暑假暨第一學期行事曆 
2020.07.06核定 

週

次 

中

心

德

目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暑 

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總主管會議 休業式 

○學 教職員工交通安全座

談會 

○總教職員工會議 13:30 

暑假開始 

○輔 暑輔營(松農、金甌、

開平、稻護、強恕、

開南、靜修、泰北；

幼華) 

○輔 學輔中心資源班入班

準備班 08:25~16:05 

○科 科技中心教師研習第

一場 09:00~12:00 

○教 新生智力測驗暨服裝

套量 

○學服務學習：901 

○輔 暑輔營(育達、協和、

喬治、開南、志仁、

滬江、大誠、華岡、

幼華) 

○輔 學輔中心資源班入班

準備班 12:35~16:05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1梯 

○科 科技中心教師研習第

二場 09:00~12:00 

○輔 暑輔營(育達、協和、

喬治、志仁、華岡) 

○輔 學輔中心資源班入班

準備班 08:25~16:05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1梯 

○科 科技中心教師研習第

三場 09:00~12:00 

○輔技職博覽會 

暑 

2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輔 技職

博覽會 

○學服務學習：804、904 

○輔暑輔營(私大同) 

○科 科技中心教師研習第

四場 09:00~12:00 

○教 七八年級第三次定期

評量暨學期成績繳交

截止日 

○學服務學習：902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2梯 

○科 科技中心教師研習第

五場 09:00~12:00 

○學服務學習：903 

○輔暑輔營(南港高工)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3梯 

○科 科技中心教師研習第

六場 09:00~12:00 

 

暑 

3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8/1 

 ○教九年級暑期輔導開始 

○總主管會議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4梯 

○學服務學習：801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4梯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4梯 ○教 新生編班暨導師抽籤

10:30 
○學服務學習：802 

○輔暑輔營(景文高中)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5梯 

○輔暑輔營(景文高中)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5梯 

 

暑 

4 
 

8/2 8/3 8/4 8/5 8/6 8/7 8/8 

 ○教八年級暑期輔導開始 

○教新生暑期營隊開始 

○學服務學習：803 ○總行政會報 ○學服務學習：801 ○教新生暑期營隊結束  

暑 

5 
 

8/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總主管會議 

○科 科技中心暑期營隊第

一場 

○學服務學習：802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6梯 

○科 科技中心暑期營隊第

二場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7梯 

○科 科技中心暑期營隊第

三場 

○學服務學習：803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7梯 

○科 科技中心暑期營隊第

四場 

○教九年級暑期輔導結束 

○教八年級暑期輔導結束 

○科 科技中心暑期營隊第

五場 

 

暑 

6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輔學生 IEP 會議

(8/17~8/28)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8梯 

○學服務學習：901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8梯 

○總清洗水塔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8梯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9梯 ○學 發放七年級新生體育

服 

○學新生更換服裝(下午) 

○學服務學習：902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9梯 

○輔人口教育-祖父母節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9梯 

暑 

7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教備課週 

○總主管會議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10梯 

○學服務學習：903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10梯 

○總校務會議 8:30 

○總教職員工會議 10:30 

○輔 兒少保宣導(併入教職

員工會議)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10梯 

○師教師法研習

9:00~12:00 
○輔特教知能研習

13:00~16:00 
○學服務學習：804、904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11梯 

○輔自殺防治研習

9:00~12:00 
○教期初領召會議暨第一

次資訊推動小組及安

全健康上網推動會議

13:30~16:00 
○輔學校日籌備會(併領召

會議)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11梯 

○輔職探中心營隊第 11

梯 

1 
信

心 

8/30 8/31 9/1 9/2 9/3 9/4 9/5 

 開學、註冊、正式上課 

○教註冊工作會議 08:00 

○教發放教科書 

○學 紫錐花宣導暨友善校

園講座 10:25~11:10 

○學 開學典禮暨防疫宣導

11:20~12:05 

○總發放班級公物檢核表 

○學交通安全漫畫競賽 ○總行政會報 ○學校內環保知識競賽 

○輔樂齡學堂開課 

○學班會(1) 

○學社團說明會(第七節) 

○輔 109-1校內鑑定轉介說

會(配合導師會議) 

 

2 
尊

重 

9/6 ■ 9/7 ■ 9/8 ■ 9/9 9/10 9/11 9/12 

 ○教七年級學前測驗 

○學幹部訓練(朝會) 

○學心臟病補檢 13:20 

○總主管會議 

○總交回班級公物檢核表 

○輔 彈性適性化課程、華

語補救教學課程開課 

○輔學輔中心開課 

○教九年級第一次複習考 

○教八年級期初評量 

○學社團選填截止 

○教九年級第一次複習考 

○教八年級期初評量 

○教 發放七、八年級班級

共讀圖書 

○教升學輔導會議 12:40 

○學空氣品質宣導(早修) 

○學導師會報(1) 

○學 期初護苗會議+期初交

通安全會議 

○學租稅宣導(週會 1) 

○學新生健康檢查 13:20 

○學社團開始上課 

 



 

 

3 
秩

序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教 九年級第八節輔導課

暨晚自習開始 

○教 成績評量輔導小組會

議及推動閱讀小組會

議 

○學 優良學生政見發表(早

修) 

○學全校地震逃生演練 

○總主管會議 

○輔 期初生涯發展工作會

議 11:20 

○輔學輔中心九年級第八

節開始 

○輔技藝班開訓 ○學七年級游泳課  ○學優良學生投票(早修) 

○學 家長及社區居民交通

安全宣導 

○輔 張老師基金會宣導(週

會 2) 

○輔學校日(暫定) 

○輔 區域衛星資優九年

級英語課程開始 

4 
安

全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教 七、八年級第八節輔

導課開始 

○教學習扶助課程開始 

○教週測開始 

○學全校防災演練(朝會) 

○總主管會議 

○輔 學輔中心七、八年級

第八節開始 

○輔期初特推會 

○輔校內鑑定提報截止日 

 ○學七年級游泳課 ○輔認輔工作會議 12:05 ○學校慶第一次籌備會 

○學護苗會議 

○學交通安全宣導(週會 3) 

○學午餐委員會 

補上班上課(補 10/2) 

○學敬師活動(週會 4) 

5 
專

注 

9/27 9/28 9/29 9/30 10/1 10/2 10/3 

○學 北市

環保知

識競賽 

○學朝會 

○學服裝儀容自主管理 

○總主管會議 

 ○學七年級游泳課 

○輔學輔聯繫會議 11:20 

中秋節 彈性放假  

6 
勇

敢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10 

 ○教 期初課發會暨第二次

領召會議 10:25 

○總主管會議 

○輔輔導工作會議、家庭

教育暨生命教育委員

會(接續課發會) 

 ○學七年級游泳課 

○總行政會報 

 補放假 國慶日 

7 
主

動 

10/11 10/12 10/13 10/14 ▲ 10/15 ▲ 10/16 10/17 

 ○總主管會議  ○學七年級游泳課 ○教第一次定期評量 ○教第一次定期評量 

○教 九年級教育會考說明

(週會 5) 

○學導師會報(2) 

○輔 七、八年級職業參訪

(下午) 

 

8 
機

警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10/23 10/24 

 ○學朝會 

○總主管會議 

 ○教 第一次定期評量成績
繳交截止 

○學七年級游泳課 
○輔 學輔中心校外教學(暫
定) 

○教發放七、八年級班級

共讀圖書 

○輔臺北市中輟復學輔導

研習(會議室) 

○學空氣品質宣導(早修) 

○學行三好生活，創造幸福

人生(週會 6) 

○輔親職教育講座(暫定) 

 

9 
盡

責 

10/25 10/26 10/27 10/28 ■ 10/29 ■ 10/30 10/31 

 ○教教師公開觀課週

(10/26~10/30) 
○學朝會 

○學班際拔河賽 

○總主管會議 

○輔學校日檢討會暨九年

級第二學期學校日籌

備會 11:20 

○學班際拔河賽 ○學班際拔河賽 ○教九年級第二次複習考 

○輔 輔導活動紀錄本第一

次檢核 

○教九年級第二次複習考 

○學禽流感宣導(朝會) 

○學 校慶預演 (暫定 )(第五

節) 

 

10 
智

慧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教教師公開觀課週

(11/2~11/6) 
○教第三次領召會議 10:25 

○教 英語文競賽(看圖、演

講)(第五、六節) 

○學校慶預演(暫定)(朝會) 

○學服裝儀容自主管理 

○總主管會議 

 ○總行政會報  ○學校慶預演(暫定)(早修) 

○學 校慶預演 (暫定 )(第五

節) 

第 52週年校慶 

11 
勤

勞 

11/8 11/9 11/10 11/11 11/12 11/13 11/14 

 校慶補假    ○教 班級書庫創意建置競

賽評分 

○教 英語文競賽 (聽力測

驗)(各年級)(早修) 

○教 英語文競賽(字彙)(各

年級)(週會) 

○學戶外升旗(早修) 

○學導師會報(3) 

 



 

 

12 
謙

虛 

11/15 11/16 11/17 11/18 11/19 11/20 11/21 

 ○學朝會(早修) 

○總主管會議 

 ○總 109 年下半年自衛消防

編組演習(暫定) 

 ○學空氣品質宣導(早修) 

○學班會(2) 

 

13 
慎

重 

11/22 11/23 11/24 11/25 11/26 11/27 11/28 

 ○總主管會議      

14 
勤

學 

11/29 11/30 12/1 ▲ 12/2 ▲ 12/3 12/4 12/5 

 ○學服裝儀容自主管理 

○總主管會議 

 ○教第二次定期評量 ○教第二次定期評量 

○學 從服務看未來與希

望、兒童權利公約(下

午) 

○學戶外升旗(早修) 

○學生涯講座(週會 7) 

○輔 109-2 校內鑑定轉介說

明會(配合導師會議) 

○輔 區域衛星資優九年

級英語課程結束 

15 
果

斷 

12/6 12/7 12/8 12/9 12/10 12/11 12/12 

 ○教第四次領召會議 10:25 

○學朝會(早修) 

○學九年級校外教學 

○學教育盃網球賽

12/7~12/15 
○總主管會議 

○教 第二次定期評量成績
繳交截止 

○學九年級校外教學 

○學九年級校外教學 

○總行政會報 

○教發放七、八年級班級

共讀圖書 

○學戶外升旗(早修) 

○學導師會報(4) 

○輔特教宣導(週會 8) 

○輔 Open School 入校說

明會 

16 
明

辨 

12/13 12/14 12/15 12/16 12/17 12/18 12/19 

 ○教九年級作業觀摩

(12/14~12/18) 
○學朝會(早修) 

○總主管會議 

 ○教 國語文競賽(作文)(暫

定) 

○輔 Open School 入校說明

會 

○教 國語文競賽 (母語演

說、國語朗讀)(暫定) 

○學空氣品質宣導(早修) 

○學閱讀在新興(週會 9) 

 

17 
惜

福 

12/20 12/21 12/22 ■ 12/23 ■ 12/24 12/25 12/26 

 ○教八年級作業觀摩

(12/21~12/25) 
○學朝會(早修) 

○總主管會議 

○輔技藝班結訓 ○教九年級第三次複習考 ○教九年級第三次複習考 ○學戶外升旗(早修) 

○學期末社團展演(週會 10) 

○輔 九年級第二學期學校

日(暫定) 

 

18 
感

恩 

12/27 12/28 12/29 12/30 12/31 1/1 1/2 

 ○教七年級作業觀摩

(12/28~12/31) 
○學朝會(早修) 

○總主管會議 

○輔期末特推會 

 ○教 國語文競賽 (字音字

形、書法)(暫定) 

○教 國語文競賽 (母語朗

讀、國語演說)(暫定) 

○教升學輔導暨寒輔會議 

元旦  

19 
創

意 

1/3 1/4 1/5 1/6 1/7 1/8 1/9 

 ○教 期末課發會暨第五次

領召會議 10:25 

○學朝會(早修) 

○總主管會議 

○輔認輔紀錄本繳交 

○輔 期末生涯會議(併入領

召會議) 

 ○總行政會報 

○總發放班級公物檢核表 

○輔 輔導活動紀錄本第二

次檢核 

○學空氣品質宣導(早修) 

○學導師會報(5) 

○學期末護苗會議+期末交

通安全會議 

○學班會(3) 

○學午餐委員會 

 

20 
公

平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總主管會議  ○總交回班級公物檢核表 

○輔 Open School 入校說明

會 

○教 收回七、八年級班級

共讀圖書 

○教 七、八、九年級第八

節輔導課結束 

○學社團結束 

○輔學輔中心七、八、九

年級課後照顧班結束 

 

21 
誠

實 

1/17 ▲ 1/18 ▲ 1/19 1/20 1/21 1/22 1/23 

 ○教第三次定期評量 

○總主管會議 

○教第三次定期評量 

○學 全校大掃除(第六、七

節) 

休業式 

○學 教職員工交通安全座

談會 

○總教職員工會議 

寒假開始   

寒

假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總主管會議 ○教 第三次定期評量成績

繳交截止 

    

寒

假 
 

1/31 2/1 2/2 2/3 2/4 2/5 2/6 

 ○總主管會議  ○總行政會報    

寒

假 
 

2/7 2/8 2/9 2/10 2/11 2/12 2/13 

 ○總主管會議  功能性調整放假 除夕 春節  

 
        ▲定期考   ■複習考        ○教教務處   ○學學務處   ○總總務處   ○輔輔導室   ○科科技中心 

          ※行事曆如有特殊情形或異動，以學校網頁 Google 行事曆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