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立建興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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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資源班新生安置會議 (22. 23 日)新生訓練
26 (22
(23 日)新進教師研習 (23.24.25 日)三年級資優班成年禮
(27 日)祖父母節 (29 日)教師研習.校務會議 (30 日)開學日.正式上課.輔導課開始
九月
一 27 28 29 30 31
2 (30 日)教室佈置比賽開始.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開始登記
1
(2 日)語文競賽文場.武場分區預賽
【8/30-9/1 友善校園週】
(4 日)特推會(升旗).技藝班開訓(班會時間).每週一母語日開始.社團選課 (5 日)課發會
(5) (6)
(5.6 日)三年級第一次複習考 (5-8 日)各領域教學研究會 (7 日)環保擂台校內賽
二 3
4
7
8
9 (7 日)資優班新生開訓典禮暨經驗傳承新住民子女海外培力計畫宣導說明會(升旗)
(8 日)國一家長人力資源調查.資優生縮修.交通補助費校內申請截止
第一次複習考
(8 日)資源班開訓典禮.期初認輔會議
【9/4-9/6 學科領域不及格補考週】
(11 日)社團正式上課.校內科展報名開始.二年級生命教育(友善動物年)講座
三 10 11 12 13 14 15 16 (13 日)獨立研究競賽校內報名截止 (16 日)語文競賽原住民語全市決賽
【9/11-9/15 校園防災教育週】
(17 日)語文競賽文場全市決賽 (18 日)導師會報.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 輔導老師研習
(18 日)(升旗)生涯教育輔導紀錄手冊導師.一年級生涯檔案及手冊使用說明會
四 17 18 19 20 21 22 (23) (18 日)(班會)暫定.資優場特推會(暫訂) (18 日-30 日)國三職涯性向測驗
(21 日)國家防災日.資源班親職教育暨 IEP/ITP 會議.資源場特推會(暫訂)
(23)班親會.資優班家長親職座談會暨 IGP 會議
五 24 25 26 27 28 29 (30) (24 日)語文競賽南區武場決賽 (25)三年級性平教育宣導講座 (29 日)校內美術比賽收件截止
補課 (30 日)10/9 國慶日調整放假補班補課.校內科展報名截止.青春曲出刊
4
六 十月 (2) 3
5
6
7 (2 日)寫作測驗..教室佈置完成開始評比.疑似特殊需求學生轉介會議
1
放假
(2-6 日)國二多元性向測驗開始 (3 日)全市數學競賽初賽 (4 日)中秋節放假
(8 日)小小解說員全市競賽(暫訂) (9 日)國慶日調整放假 (10 日)國慶日放假
(12) (13)
9 10
七 8
11
14 (12 日)全市美術比賽收件(暫訂) (12.13 日)第一次定期考
(13 日)下午班親會補假.全市微電影比賽截止收件.資優生田野實查(下午)
放假 放假
第一次定期考
(14 日)小小解說員全市競賽.臺南市環保擂台比賽.全國客家藝文競賽南區初賽
八 15 16 17 18 19 20 21 (16 日)一年級健康促進講座 (20 日)校內國語文競賽(文場)
(23 日)校慶藝文小角落開始.二三年級生涯紀錄手冊檢查 (26 日)法律達人擂台賽南區初賽
九 22 23 24 25 26 27 28 (27 日)校內國語文競賽(武場) (28 日)「家庭教育.青春飛揚」親職講座 (家長場)
【祖孫週、家庭教育週】
十一月 (2)
(30 日)導師會報.青春曲出刊 (1.2 日)三年級第二次複習考
十 29 30 31 (1)
3
4
(3 日)志工大會.臺南市獨立研究複審資料上傳截止
第二次複習考
(8 日)校慶運動會預演 (9.10 日)校慶運動會 (9 日)法律達人擂台賽複決賽
十一 5
6
7
8 (9) (10) 11 (10 日)全市魔法語花一頁書截止收件(暫訂) (11 日)國小組獨立研究複審-本校
(12 日)國中組獨立研究複審
(12 日)全市數學競賽複賽 (13.14 日)本市學生音樂比賽.師生鄉土歌謠比賽(暫訂)
十二 12 13 14 15 16 17 (18) (14 日)健體領域到校諮詢服務 (14-23 日)全市學生舞蹈比賽(暫訂) (17 日)獨立研究頒獎典禮
(18 日)國中小傳統藝術比賽(暫訂) (18.19 日)本校體適能檢測第 1.2 梯次(暫定)
十三 (19) (20) 21 22 23 24 25 (20 日)寫作測驗.一年級健康促進講座
(28) (29)
十四 26 27
30 十二月 2 (28.29 日)第二次定期考 (2.3 日)全市英語文競賽
1
第二次定期考
(4 日)青春曲出刊.一年級家長職業達人講座 (5.6.7 日)作業抽查英數自
十五 3
4
5
6
7
8 (9) (7 日)資源班戶外教學(暫定).個案研討會 (8 日)資優生田野實查.生涯檔案抽查
(9.10 日)本校體適能檢測第 3.4 梯次(暫定)
日)全市數學競賽決賽 (11 日)導師會報.志願選填與輔導教師研習(暫定)
十六 (10) 11 12 13 14 15 16 (10
(12.13.14 日)作業抽查國社
(21) (22)
十七 17 18 19 20
23 (21.22 日)三年級第三次複習考
第三次複習考
十八 24 25 26 (27) (28) (29) 30 (27.28 日)國一校外教學 (27.28.29 日)國二.國三校外教學 (29 日)一年級友善校園宣導活動
十九 31 元月 2
3
4
5
6 (1 日)元旦放假 (2 日)課發會 (2-5 日)各領域教學研究會
1
(5 日)高苑科大體適能檢測服務(暫定).明燈出刊
廿 7 (8) 9 10 11 12 13 (8 日)健體電腦期末筆試.國三志願試選填說明.國三適性輔導安置說明會(暫定)
(10-18 日)國三免試第 1 次志願試選填(暫訂) (12 日)期末認輔會議
(17) (18)
廿一 14 15 16
(19) 20 (17.18 日)第三次定期考 (19 日)休業式.校務會議 (20.21 日)資優生寒假營隊(暫定)
第三次定期考
(21-26 日)國中技藝競賽(暫訂) (22 日)技藝課程接續上課
一 21 (22) (23) (24) 25 26 27 (22-24 日)2/12-2/14 春節調整放假補行上課，為第二學期第一週
(25-26 日)三導認識技職體驗(暫訂) (25 日)寒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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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祖父母節、元/22(一)-24(三)第二學期開始上課第一週、元/25(四)-2/11(日)寒假、國三寒輔另訂、2/12(一)-2/20(二)春節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