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行事曆    111.2-111.7 
週 

次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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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207 

| 

0211 

●2/10(四)上午 11:00 適

性分組審查小組會議(校

長室) 

●2/10(四)下午各領域共

同備課時間 

●2/11(五 )開學 (發註冊

單.成績單) 

第一節導師時間 

第二節開學典禮 

第三節正式上課 

  

●2/07(一 )~2/14(一 )全國

北區 5人制足球賽(台北市

紅館) 

●2/11(五)學保調查，特殊

疾病調查 

●2/11(五 )~2/17(四 )友善

校園週 

●2/11(五)友善校園-網路

安 全 暨 霸 凌 防 制 宣 導

(13:00-13:45 全校學生.

活動中心) 

●服裝儀容檢查.安全檢查 

●2/11(五)社團開始 

●2/11(五)校園菸檳危害防

制「送愛到學校」教師增

能研習(五、六節,全校教

師.會議室) 

●輔導工作會議(期初) 

●高關懷學生、高風險家

庭、午餐補助學生調查 

●2/09(三)期初特殊教育

推行委員會會議(暫定) 

●2/11(五)資源班正式上

課 

●2/11(五)學校推展家庭

教育課程與活動(期初) 

●生涯輔導紀錄手冊檢核

(九年級) 

 

 

●2/10(四)13:00 校務

會議(線上) 

●2/11(五)校舍安全管

理檢核 

●2/11(五)班級公物檢

查 

 

2 

0214 

| 

0218 

●2/14(一)~3/10(四)新北

市特色招生專業群科報

名 

●2/18(五)學校本位國際

教育精進計畫(SIEP)課

程發展與教學-教師場

(第 5.6 節.全校教師.會

議室) 

●2/18(五)學校本位國際

教育精進計畫(SIEP)國

際交流-學生場(第 5 節.

全校學生.活動中心) 

●2/15(二)學藝股長訓練

(午休，會議室) 

●2/16(三)學習扶助開班

調查 

●2/17(四)~2/18(五)九年

級第三次模擬考 

●2/17(四)~2/18(五)八年

級複習考 

●2/14(一)~2/16(三)111 中

小聯運田徑(台北市田徑

場) 

●2/15(二)開始測量全校身

高身高體重視力 

●2/17(四)秩序糾察隊訓練

(午休) 

●2/17(四)衛生糾察隊訓練

(午休) 

 

●2/16(三 )~2/24(四 )特

教適性輔導安置網路報

名作業 

●2/17(四)第一次模擬志

願選填輔導會議(午休.

九導.會客室) 

●音樂班術科課程開始 

 

●2/14(一)公物維修 

●飲水設備維護 

 

 

 

3 

0221 

| 

0225 

●2/21(一)學習扶助開始 

●2/21(一)高中藝才班術

科  測驗報名 

●2/21(一)第八節輔導課

開始 

●2/21(一)九年級夜讀開

始(實體) 

●2/22(二)成績評量委員

會暨畢業生資格審查會 1 

●2/22(二)課發會 1 

●2/24(四)第二學期戶外

教育籌備會(七八年級導

師，中午，會議室) 

●2/22(二)午休 12:20 特定

人員資格審查會議、防治

藥物濫用小組 

●2/23(三)午休 12:20 性別

平等會議、防制校園霸凌

因應小組會議 

●九年級畢冊第一次校對 

 

●學校推動家庭教育工作

小組會議(期初) 

●2/21(一)-3/4(五) 音樂

班高中術科考試上網報

名 

●2/21(一 )-2/22(二 )音

樂班七八年級術科期初

考 

●2/22(二)技藝班開始上

課 

●2/22(二)專業團隊服務

開始 

●2/24(四)第一次志願模

擬選填【適性輔導檢核

表】回收 

●2/24(四)音樂班學術科

導師會議(期初) 

●2/25(五)下午音樂比賽

全國賽前音樂會(和基

隆高中聯合) 

●2/25(五)~3/4(五)特教

適性輔導安置紙本報名

●2/21(一)午餐會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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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送件 

4 

0228 

| 

0304 

●2/28(一)228和平紀念日

放假 

●各領域教學研究會 1 

●3/2(三)110 學年度部分

領域雙語教學計畫教師

增能工作坊(一)(第 3.4

節會議室) 

●3/4(五)第五節 111 年國

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

對象九年級;地點:會議

室 

 

 

 

●3/1(二)秩序.整潔生活競

賽開始 

●3/2(三)~3/8(二)111 中小

聯運籃球(正濱國中體育

館) 

●3/4(五)活力班開始 

●3/4(五)SH150 運動開始 

●3/4(五)發特殊疾病名單

給相關老師 

●3/4( 五 )辦理【杜絕菸

『影』】-健康促進數位

網路行銷媒材設計增能工

作 坊 - 第 二 場 (13:00-

16:30,崇右科大暫定) 

●3/1~3/13-110 學年度全國

學生音樂比賽(團體賽) 

●3/5(六)-3/6(日)全國學

生舞蹈比賽(屏東) 

●3/3(四)導師會報 1【日期

待定】 

●3/4(五)(暫定)友善校園-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宣 導

(13:00-13:45 全校學生.

活動中心) 

●3/2(三)音樂班家長會 

●3/4(五)鋼琴三重奏全

國賽 

 

 

 

5 

0307 

| 

0311 

●3/7(一)~3/15(二)台北

市特色招生專業群科報

名 

●3/10(四)教育會考報名 

●3/11(五)~4/1(五)藝才

班招生簡章索取 

●3/7(一)分流朝會開始 

●3/8(二)~3/11(五)111 中

小聯運排球(百福國中) 

●3/9(三)~3/15(二)網球隊

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資格賽(花蓮縣網球場) 

●3/11(五)週會-校內國語

文競賽(第 5.6.7 節.會議

室)【版本 A，配合過往市

賽時間】 

●3/12( 六 ) 家 長 日 - 親

職、家庭暨教育重大議

題講座(會議室、各班) 

●3/12(六)藝才班家長說

明會(信義國小) 

●3/12(六)技職教育宣導

(九年級家長) 

●適性化職涯性向電腦化

測驗(八年級) 

 

●3/7(一)校園安全檢

查 

●3/11(五)班級公物檢

查 

  

6 

0314 

| 

0318 

 ●3/14(一)朝會暫停(段考

前) 

●3/16~3/30-110 學年度全

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賽) 

●九年級畢冊第二次校對 

●3/16(三)教育儲蓄專戶

補助會議 (午休 .會客

室） 

●3/16(三)小六轉銜國中

資源班轉銜參訪 

●適性化職涯性向電腦化

測驗(八年級) 

 

7 

0321 

| 

0325 

●3/21(一)~4/1(五)藝才

班鑑定報名 

●3/23(三).3/24(四)第一

次定期評量 

●3/25(五)辦理概念為本

與探究策略工作坊-國中

場 

●3/21(一)-4/1(五)藝才

班招生報名 

●3/21(一)朝會暫停(段考

週) 

●3/25(五)普及化運動-大

隊接力 

●服裝儀容檢查.安全檢查 

 

●3/21(一)小提琴個人組

全國賽 

●3/22(二)鋼琴個人組全

國賽 

 

●監視系統維護 

●3/22(二)午餐會議 2 

 

8 

0328 

| 

0401 

●3/28(一)~4/12(二)基北

區免試入學模擬志願選

填 2 

●3/29(二)課發會 2 

●3/30(三)~3/31(四)九年

級題本練習 

 ●3/29(二)技藝競賽 

●3/30(三)藝術深耕美感

教育音樂送到校(建德

國小場)上午 

●4/1(五)藝術深耕美感

教育音樂送到校(七堵

●消防設備維護 

●3/28(一)校舍安全管

理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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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1(五)國際交流 SIEP

日本姊妹校交流學生遴

選(第 5~7節.會議室) 

●4/2-4/5清明連續假 

國小場)上午 

●技藝教育-各職群介紹

(八年級.輔導課導)(暫

定 

9 

0404 

| 

0408 

●4/6(三)、4/08(五)辦理

概念為本與探究策略工

作坊-國小場、國中場 

●各領域教學研究會 2 

 

●4/(四)導師會報 2【日期

待定】 

 

●4/7(四)音樂班九年級

術科模擬考 

●4/8(五)升學博覽會(活

動中心，九年級 )(5-7 

節)(暫定) 

●技藝教育-各職群介紹

(八年級.輔導課導)(暫

定 

●4/6(三)公物維修 

●4/8(五)班級公物檢

查 

 

10 

0411 

| 

0415 

●4/15(五)雙語融入領域

教學教師增能社群(一) 

⧭4/15( 五 ) 與 作 家 有 約

13:00-14:45(會議室) 

⧭4/15(五)國際交流行前

準備課程(一) 

●4/15(五)會考准考證寄

發 

●4/16(六)~4/18(一)高中

藝才班術科測驗 

 

 

●九年級畢冊第三次校對 

●4/13(三 )~4/18(一 )跆拳

道隊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

動會(花蓮縣中正體育館) 

●4/15(五)~4/21(四))卡巴

迪隊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

動會(花蓮縣吉安國中) 

●4/14(四)音樂班共同課

期中考 

●技藝教育-各職群介紹

(八年級.輔導課導)(暫

定) 

 

11 

0418 

| 

0422 

●4/19(二)~4/20(三)九年

級全真模擬考 

●4/20(三)辦理概念為本

與探究策略工作坊-國小

場 

●4/22(五)雙語融入領域

教學教師增能社群(二) 

●4/22(五)國際交流行前

準備課程(二) 

●八年級游泳與自救教學為

期五週(暫定) 

 

●4/22(五)八升九技藝班

遴輔說明會 (午休 .八

導)(會客室)(暫定) 

●八升九年級技藝班申請

作業 

●4/22(五)普通班教師特

教知能研習暨學生特教

宣 導 (週 會 )(全 校 師

生)(活動中心)(暫定) 

●4/18(一)校舍安全管

理檢核 

●4/19(二)公物維修 

 

12 

0425 

| 

0429 

●4/23(六)~4/24(日)高級

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

群科甄選術科測驗 

●4/27(三)高中藝才班術

科測驗成績公告 

●4/29(五)雙語融入領域

教學教師增能社群(三) 

●4/29(五)國際交流行前

準備課程(三) 

●4/30(六)藝才班招生鑑

定考試 

●服裝儀容檢查.安全檢查 

 

●4/28(四)第二次模擬志

願選填輔導會議(午休.

九導.會客室) 

●多元智能量表電腦化測

驗(七年級) 

●4/26(二)午餐會議 3 

 

13 

0502 

| 

0506 

●5/2(一)~5/6(五)免試入

學變更就學區申請  

●5/6(五)雙語融入領域教

學教師增能社群(四) 

●5/3(二)課發會 3 

●5/6(五)國際交流行前準

備課程(四) 

●5/2(一 )朝會暫停 (段考

前) 

●5/06(五)週會-服務學習

演講(全校學生 .活動中

心) 

 

●5/02(一)八升九年級技

藝班申請調查 

● (五月份)家庭教育暨輔

導重大議題入班宣導開

始(各班) 

●多元智能量表電腦化測

驗(七年級) 

●5/5(四)第二次志願模

擬選填【適性輔導檢核

表】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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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509 

| 

0513 

●5/10(二)、5/11(三)第

二次定期評量 

●5/9(一)~5/12(四)基隆

完全免試報名 

●5/13(五)雙語融入領域

教學教師增能社群(五) 

●各領域教學研究會 3 

●5/13(五)國際交流行前

準備課程(五) 

●5/9(一 )朝會暫停 (段考

週) 

●5/13(五)週會-自治市長

選舉 

●5/(四)導師會報 3【日期

待定】 

 

 

●5/10(二 )-5/11(三 )音

樂班新生報到 

●5/13(五)九年級會考祈

福活動 

●5/13(五)下午八年級社

區高中參訪－基隆海事

(暫定) 

●家庭教育暨輔導重大議

題入班宣導(各班) 

●飲水設備維護 

 

15 

0516 

| 

0520 

●5/16(一)~5/20(五)作業

抽查(七、八年級) 

●5/17(二)發九年級成績

單(暫定) 

●5/18(三)九年級夜讀結

束 

●5/19(四)九年級輔導課

結束 

●5/19(四)基隆完全免試

放榜 

●5/19(四)基隆完全免試

撕榜 

●5/20(五)雙語融入領域

教學教師增能社群(六) 

●5/20(五)國際交流行前

準備課程(六) 

●5/21(六)~5/22(日)國中

教育會考 

●5/20(五)週會-校內國語

文競賽(第 5.6.7 節.會議

室)【版本 B，配合過往市

賽時間】 

●5/21(六 )-5/22(日 )國

中教育會考-特殊考場

服務 

●家庭教育暨輔導重大議

題入班宣導(各班) 

 

●5/16(一)公用土地管

理盤查 

●5/16(一)–5/20(五)

電路管線檢查 

●5/16(一)校舍安全管

理檢核 

 

16 

0523 

| 

0527 

●5/23(一)發九年級補考

同意書(暫定) 

●5/23(一)~5/27(五)五專

優先免試報名 

●5/27(五)雙語融入領域

教學教師增能社群(七) 

●5/26(四)~27(五)七八年

級隔宿露營(暫訂) 

 

●5/27(五)週會-防治藥物

濫用宣導(活動中心全校) 

●5/25(三 )-5/27(五 )九年

級畢旅【暫定排程，日期

尚未確定】 

 

●(五月份)家庭教育暨輔

導重大議題入班宣導結

束(各班) 

●5/23(一)九年級參訪－

經國學院(上午)(暫定) 

●5/23(一)第 6 節-9 年級

111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

講座(青春不愁悵) 

●5/26(四)音樂班七八年

級聯合實習音樂會(基 

中) 

●5/26(四)八升九技藝班

遴 輔 會 ( 午 休 ， 八

導)(會客室)(暫定) 

●5/23(一)公物維修 

●5/24(二)午餐會議 4 

 

17 

0530 

| 

0603 

●5/30(一)~6/13(一)基隆 

優先免試校內報名 

●5/31(二)~6/7(二)五專

優先免試生志願選填系

統操作練習 

●6/1(三)九年級補考(暫 

定) 

●6/3-6/5端午節連續假 

●服裝儀容檢查.安全檢查  ●5/30(一)班級公物檢

查 

●監視系統維護 

 

18 

0606 

| 

0610 

●6/6(一)畢業生資格審查

會 2(暫定) 

●6/10(五)雙語融入領域

教學教師增能社群(八) 

●6/7(二)課發會 4 暨課程

計畫審查會 

●6/10(五)國際交流行前

準備課程(七) 

●6/10(五)會考成績公布 

●6/10(五)活力班結束 

●6/10(五)SH150 運動結束 

●6/10(五)-九年級畢業典

禮彩排(第 5.6節) 

●6/13(一)畢業典禮 

【日期暫訂，須待主管會議

決議後才能決定可辦理之

日期】 

 

●6/9(四)第六節「感恩

心、惜福情」宣導(九

年級.會議室) 

●6/9(四)音樂班共同課

期末考 

●6/12(日)905 畢業音樂

會 

 

●6/10(五)決標資料月

報 

●財產增減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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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10(五)高中藝才班入

學報名(高中藝才班音樂

班特色招生網路線上報

名) 

●6/10(五)高中藝才班舞

特色招生甄選聯合分發

報名 

●6/10(五)新生編班籌備

會議(暫定) 

19 

0613 

| 

0617 

●6/13(一)~6/22(三)基北

區免試入學模擬志願選

填 3 

●6/16(四)基隆完全免試

報到 

●6/17(五)雙語融入領域

教學教師增能社群(九) 

●各領域教學研究會 4 

●6/17(五)藝能科考試 

●6/17(五)基隆優先免試

放榜 

●6/17(五)七八年級輔導

課結束 

●6/15(三)12:20 升九年級

畢冊畢旅籌備會(3F 會客

室) 

●6/17(五)藝能科考試.週

會,社團暫停 

●6/16(四)導師會報 4【日

期待定】 

 

●學校推動家庭教育工作

小組會議(期末) 

●6/13(一 )-6/14(二 )音

樂班七八年級術科期末

考 

●6/13(一)特教適性輔導

安置寄發「結果通知

單」 

●6/13(一)財產盤點 

●6/15(三)公用土地管

理盤查 

●6/17(五)期末班級公

物檢查、清點 

 

20 

0620 

| 

0624 

●6/21(二)五專優先免試

報到及放棄截止日 

●6/21(二)基隆優先免試

報到截止日 

●6/22(三)市長金鷹獎頒

獎典禮   

●6/23(四)北區五專聯合

免試報名 

●6/23(四)~6/30(四)基北

區免試入學正式志願選

填 

●6/24(五)雙語融入領域

教學教師增能社群(十) 

●6/24(五)學習扶助課程

束 

●6/24(五)國際交流行前

準備課程(八) 

●6/24(五)新生編班測驗

(暫定) 

●6/20(一)朝會暫停(段考

前) 

 

●6/21(二)學校生涯發展

教育推行委員小組會議

(期末)(暫定) 

●6/22(三)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會議(期末)(暫

定) 

●6/23(四)音樂班學術科

導師會議(期末) 

●6/23(四)高中術科甄選

志願選填 

 

●6/20(一)校舍安全管

理檢核 

●6/21(二)午餐會議 5 

 

21 

0627 

| 

0701 

●6/27(一)基北區高中職

免試入學返校繳交報名

表 

●6/28(二).6/29(三)第三

次定期評量 

●6/30(四)休業式 

●7/1(五)暑假開始 

●7/1(五)~7/8(五)國際交

流 SIEP-日本姊妹校交流

參訪(暫定) 

●6/27(一)朝會暫停(段考

週) 

●6/30(四)第二節大掃除+

資源回收 

●6/30(四)七.八年級進行

校園防癌宣導(三四節.活

動中心) 

 

●輔導工作會議(期末) 

●6/30(四) 學校推展家庭

教育課程與活動(期末) 

●6/30(四)11:00 校務

會議(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