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市德光中學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109.08.28 確定版)
日曆
月 星期
周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教務處/秘書室

學務處/總務處

輔導處/學資中心/宗輔室

社團時間
(6、7 節)

考試

周末活動
(星期六、日)

八 預
▲8/27、8/28 二天校務會議、教師研習及 ▲8/27 學期掃地區域公佈
備 24 25 26 27 28 29 30
共備日
▲教職員工消防演練
月 週
一 31 1

二

2

※ ※
3

4

5

▲8/31 全校開學，正式上課
▲9/1 高中部第九節課開始
6 ▲9/2 夜輔自修申請截止
▲9/3-9/4 高二及高三第二次模擬考

▲9/7 夜輔自修開始
▲發放英語日護照、工作說明
※ ※
▲9/7-9/18 國中獨立研究競賽報名
10 11 12 13 ▲9/7 行政會報
7
8 9
▲9/8-9/9 國三第一次模擬考
▲9/11 教科書補退書截止日

九

▲9/17 高中英文單字競賽校內初賽
月 三 14 15 16 17 18 19 20 (7:30~8:20)

▲9/25 董事會
★
▲9/26 調整上課(補 10/2)
四 21 22 23 24 25
27 ▲9/23 GEPT 英檢課(1)
26
10
五 28 29 30 月 ○
2
1
○

六

十
月

○3

▲9/28-10/12 遠哲文創科學趣味競賽報名
4
○ ▲10/1-10/4 中秋節四天連假
▲9/30 GEPT 英檢課(2)

▲認輔教師意願調查
▲8/27IEP 會議
▲8/28 特推會
▲8/31 開學祈福
▲8/31~9/2 掃具申請、公共掃具發放
▲9/1-10/5 晚 12:00 全國閱讀心得比賽校內賽
▲8/31~9/4 友善校園週、環境教育週
▲9/1-10/10 晚 12:00 全國小論文比賽校內賽
▲9/2~9/7 指定性社團入班宣傳時間
▲9/4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始業式(1)
▲9/4 早自修交通安全宣導暨交通車逃生演練 ▲9/5 新生親職座談會/學習歷程檔案說明
▲期初教室財產盤點及設備修繕表
▲高國一教友新生填寫資料
▲9/9，19：00 國二親職座談會
▲營養午餐減免補助統計辦理
▲9/10，19：00 高二親職座談會
▲飲水機換濾心
▲9/10 南一區均質化第一次自主管理會議
▲9/11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2)
▲9/11 上午高一及教職員工體檢
▲國三特殊學生重新評估
▲9/9-9/11 畢業班花絮照拍攝
▲高中特殊學生新鑑定,重新鑑定

▲宣導資源回收與分類
▲飲水機驗菌
▲全校身高體重、視力檢查開始
▲9/16 確定指定性社團名單
▲9/21 國家防災日防災演練
▲9/25~9/27 社團線上選社
▲9/25 第六節敬師活動(全校)、第七八節社團
動態展(全校停課、高三除外)

▲9/29 國一尿液初檢

▲10/5 公告教科書退補明細
▲10/5 行政會報
▲10/6 下午-10/8 第一次定期考
5 (6) (7) (8) ○
9 10 11 ▲10/6 台南市國中數學競賽初賽
▲10/8 9:00~16:00 教專初階實體研習
▲10/9-10/11 國慶日三天連假

▲10/21 GEPT 英檢課(4)
八 19 20 21 22 23 24 25 ▲10/22 英文金筆獎比賽

▲9/8 數學週考(1)
▲9/8-9/9 國三第一次模 ▲9/11 第六節環保知
擬考
識擂臺賽(一、二年級
▲9/11 高三英聽模擬考
各班兩名選手參賽)
(15:05~15:55)
▲9/11 英聽測驗(1)

▲9/18 第 6.7 節書法比賽
▲三級輔導轉介開始
▲9/19.9/20 全民英檢
(全校一.二年級)
▲9/15 國、高一新生開始線上撰寫校內中英文閱
(初級說寫測驗)
▲9/18
第六節健康促進菸
讀心得
▲9/15 數學週考(2)
檳、毒品防制、健康促進 ▲9/19 家長代表大會
▲高一新生資料填寫開始
▲9/18 英聽測驗(2) 飲食教育講座(全校一年級) ▲9/19 國二(2)、國三
▲9/18 上午高師大社群共備
▲9/18 第七節友善校園宣 (2)、高三(2)、二外▲9/18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3)
導(性別平等、法律常識、
寫作-程式-數 B(2)
▲教友學生聚會(1)
交通安全) (全校一年級)

▲國一智力測驗開始施測
▲國二性向測驗開始施測
▲高二學習策略測驗開始施測
▲9/25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4)
▲9/26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5)
▲國中部特殊生鑑定提報
▲10/1 國一班級關愛祈禱接力開始
▲國三特殊生適性安置提報
▲教友學生聚會(2)

▲9/25 第六節敬師活
動(全校)、第七八節
▲9/25 英聽測驗(3) 社團動態展(全校停
課、高三除外)
▲9/22 數學週考(3)

十
一 十
月

2

3

※ ※
4

5

6

7

▲11/2 行政會報
▲11/4-11/5 高三第三次模擬考
8 ▲11/4 GEPT 英檢課(6)
▲高中數理資訊學科能力競賽複賽

▲9/26 調整上課
(補 10/2)
▲9/27 全民英檢
(初級說寫測驗)

▲10/2 中秋節彈性放 ▲10/1-10/4 中秋
假
節四天連假

▲10/1 起國一、高一新生，開始啟用翰林雲端學
院、Scholastic LitPro、E-Testing 英檢+單字練習

▲10/5 晚 12:00 校內截止日全國閱讀心得比賽投稿 ▲10/6 下午-10/8 第一 ▲10/9 國慶日彈性放 ▲10/9-10/11 國慶

▲10/10 午 12:00 全國截止日_全國閱讀心得比賽 次定期考
▲10/10 晚 12:00 校內截止日_全國小論文比賽投稿

▲10/12 公布園遊會實施辦法及發放運動會各
班進場詞表
▲10/13 法律達人賽
▲10/13 國一尿液複檢

假

▲10/15 午 12:00 全國截止日_全國小論文比賽
▲10/16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6)
▲10/12A 聖誕遊藝會才藝表演 B 聖誕社區傳愛點 ▲10/16 英聽測驗(4) ▲10/16 社團一
燈志工 C 校園聖誕點燈志工報名
▲教友學生聚會(3)

▲高一興趣性向測驗開始
▲10/19 親師開巻讀書會(1)
▲環境教育健康促進海報比賽
▲10/23 上午高師大跨校社群共備
▲10/22(早修)高二實彈射擊預習(S201-S204) ▲10/23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7)
▲10/23(早修)高二實彈射擊預習(S205-S208) ▲10/24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8)

▲10/20 數學週考(4)

▲10/23 英聽測驗(5) ▲10/23 社團二

▲10/19-10/23 全校 1.2 年級開始 Scholastic LitPro 檢測

11 ▲作業抽查(1)
▲10/26-11/6 國中獨立研究競賽複審
九 26 27 28 29 30 31 月 ▲10/28 GEPT 英檢課(5)
1 ▲10/31 高中英文單字競賽區域決賽

▲9/12 Toefl Test
▲9/12 國二(1)、國
三(1)、高三(1)、二
外-寫作-程式-數
B(1)
▲9/13Bebras 國中
海貍營

▲新生高關懷名單調查開始

○○

▲10/12-14 高中英文單字競賽區域決賽報名
▲10/14 GEPT 英檢課(3)
七 12 13 14 15 16 17 18 ▲10/18 遠哲科學探究故事創作工作坊(南
區)(高醫大)

▲9/5 新生親職座
▲9/3-9/4 高二及高三 ▲9/4 第六節幹部訓練 談會(學務處配合
第二次模擬考
(全校幹部)
實施學生家長反
毒增能研習)

▲10/26 發放校各班週記聯絡簿抽查表
▲10/27 繳交運動會各班特色介紹表
▲10/28-10/30 國三畢旅
▲10/30 家長委員會議一
▲10/30 平安保險減免退費
▲10/30 混障綜藝團表演(全校一年級)六七節

▲11/2 週記(四篇)聯絡簿抽查
▲11/4-11/5 國一理學檢查、抽血檢查
▲11/6(上午)高二實彈射擊體驗活動

▲認輔導師會議
▲10/29 活力小團體(1)
▲教友學生聚會(4)
▲10/30 高二服務學習(S205~S208)
▲11/02 高中特殊生第一梯次送件
▲11/05 活力小團體(2)
▲11/06 國二職校參訪
▲11/06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9)
▲11/06 高二服務學習(S201~204)
▲國際 Bebras 運算思維競賽

▲10/27 數學週考(5)

▲10/30 英聽測驗(6)
▲10/30(7:30)高一自
然發音測驗

▲11/3 數學週考(6)
▲11/4-11/5 高三第三
次模擬考

▲11/6 英聽測驗(7)

日三天連假

▲10/17 Toefl Test
▲10/17 國二(3)、
國三(3)、高三
(3)、二外-寫作-程
式-數 B(3)

▲10/24 大考英聽第一
次考試
▲10/24 國二(4)、國三
(4)、二外-寫作-程式數 B(4)
▲10/25 全民英檢(初
級.中高級聽讀測驗暨
中高級一日考)

▲10/30 混障綜藝團表演(全
校一年級)
▲10/30 六、七節住宿生座 ▲10/31 國二(5)、
談及宿舍防災演練
高三(4)、二外-寫
▲10/28-10/30 國三畢旅
作-程式-數 B(5)
▲10/30 高二服務學習
(S205~,S208)
▲11/06 國二職校參訪
▲11/06 高二服務學習
(S201~S204)
▲11/6 第六節環境教育講座
(全校一年級)
▲11/6 第七節友善校園宣導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全校一
年級)

▲11/7 國二(6)、
國三(5)、高三
(5)、二外-寫作-程
式-數 B(6)

日曆
月 星期
周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十
一

教務處/秘書室

▲11/13 一年級英語動唱
9 10 11 12 13 14 15 ▲11/11GEPT 英檢課(7)
▲11/15 台南市國中數學競賽複賽

學務處/總務處

▲招募運動會、園遊會環保志工

十

▲11/18 GEPT 英檢課(8)
16 17 18 19 20 21 22 ▲11/22 遠哲科學趣味競賽(南區)(高醫大)
二
▲11/25 GEPT 英檢課(9)
23 24 25 26 27 28 29 ▲11/27 公告高中英文單字競賽區域決賽得
三
獎名單
十

十
四
十
五

十

(30)

7

12 月

(1)

8

(2) 3

4

5

6 ▲11/30-12/2 上午 第二次定期考

▲12/7 行政會報
9 10 11 12 13 ▲12/13 台南市國中數學競賽決賽

▲作業抽查(2)
▲12/15-12/16 高三第四次模擬考
14
17 18 19 20 ▲12/16 GEPT 英檢課(10)
二
六
15 16
▲12/19 第 18 屆 JHMC 國中數學競賽
月

※ ※

十

▲12/23-12/24 國三第二次模擬考
十
※ ※ 
▲12/25 校慶補假
21 22
26 27 ▲12/21(下午 6.7 節)高二英語話劇
七
23 24 25
▲12/23 GEPT 英檢課(11)
十

110 年

28 29 30 31 1 月 ○
2
八
○1
十
九

4

5

○3 ▲1/1-1/3 元旦三天連假

▲1/4 行政會報
▲1/7-1/8 高三期末考
6 (7) (8) 9 10 ▲1/6 GEPT 英檢課(12)
▲招募學測志工(國一、國二)

110

年 廿 11 12 13 14 15 16 17
一
月

▲12/2 下午第五節~第八節校運會前賽
▲12/3 校慶正式預演
▲12/4 校慶運動會
▲12/5 校慶園遊會
▲12/4-12/5 校慶家長會捐血活動
▲12/7~12/11 期末團膳問卷調查
▲飲水機換濾心
▲12/7~12/11 台南市音樂比賽

▲飲水機驗菌

▲11/11 繁星推薦委員會
▲11/12 活力小團體(3)
▲11/14 高三親職座談會
▲11/13 國二服務學習(J206-J210)
▲11/13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10)
▲教友學生聚會(5)
▲11/16 親師開巻讀書會(2)
▲11/19 活力小團體(4)
▲11/20 感恩祭祖禮
▲11/20 上午高師大跨校社群共備
▲11/20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11)
▲11/23 天主教學校周全校聖誕課程
▲11/25 校園聖誕布置
▲11/27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12)
▲11/28 國三親職座談會
▲11/28 社區聖誕點燈
▲教友學生聚會(6)
▲12/1-31 圖書館週中英文主題書展
▲12/03 活力小團體(5)
▲12/3 校園聖誕點燈祈福
▲12/4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13)

放假日記號 ○

月考日記號（）

▲11/13 英聽測驗(8)

周末活動
(星期六、日)

▲11/14 Toefl Test
▲11/13 一年級英語動唱 ▲11/14 高三親職座
▲11/13 國二服務學習 談會
▲11/14 國二(7)、國
(J206-J210)
▲環保志工校外參訪(藏 三(6)、二外-寫作程式-數 B(7)
經閣)
▲11/15 商教英檢

▲11/17 數學週考(8)

▲11/20 英聽測驗(9) ▲11/20 社團三

▲11/27 社團四

▲11/30-12/2 上午第二
次定期考

▲11/21 全民中檢
▲11/21 國二(8)、
國三(7)、高三
(6)、二外-寫作-程
式-數 B(8)

▲11/28 國三親職座
談會
▲11/28 家長常青班
▲11/28 高三(7)、二
外-寫作-程式-數
B(9)

▲12/6 Toefl Test

▲12/21 親師開巻讀書會(3)
▲12/21 跨年音樂會節目/參與者報名開始

▲期末檢整各班掃具與公共區域掃具補充

▲12/25 老師批改截止日_(1)校內中英文閱讀心得、 ▲12/22 數學週考(10)
(2)青春博客來
▲12/23-12/24 國三第 ▲12/25 校慶補假

▲12/25 中文閱讀檢測截止日
▲12/31 德光藝人秀--校園跨年音樂會
▲教友學生聚會(8)

二次模擬考

▲期末團膳會議

▲12/31 7:30-8:05 舉行學測祈福
▲國三特殊生適性安置志願模擬選填

▲12/29 數學週考(11) ▲1/1 元旦假日

▲1/8 台南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發放期末大掃除檢核表
▲回收班級教室巡查表

▲1/8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16)
▲1/10 上學期學習歷程檔案上傳截止
▲國三第一次模擬選填(暫定)
▲教友學生聚會(9)

▲1/5 數學週考(12)

▲1/13 任課老師認證課程學習成果截止
▲1/15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17)

▲1/15(五)15:05~15:15 其它年段期末英聽英閱提前考

補假日記號 ◻

▲11/10 數學週考(7)

社團時間
(6、7 節)

▲12/12 大考英聽第二
▲12/11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14)/校外報佳音
次考試
▲12/8-9 聖誕遊藝會徵選節目
▲12/11 英聽測驗
▲12/12 國二(9)、國三
▲12/10 校慶感恩祈福禮
▲12/11 社團五
(8)、高三(8)、二外(成
(10)
▲12/10 聖誕愛心彩券截止及發放各班
果發表)-寫作-程式-數
B(10)
▲教友學生聚會(7)
▲12/15 學生投稿截止日_校內中英文閱讀心得
▲12//14-16 遊藝會節目彩排
▲12/15 數學週考(9)
▲12/17 校內報佳音
▲12/15-12/16 高三第
▲12/18 聖誕彌撒及遊 ▲12/19.12/20 國
▲12/17 彌撒服務人員彩排，布置彌撒場地
四次模擬考
▲12/17 活力小團體(6)
▲12/18 英聽測驗(11) 藝會
家考試
▲12/18 上午高師大跨校社群共備
▲12/18 7:30 國一自然
▲12/18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15)
發音測驗

▲1/18 家長委員會議暨歲末感恩餐會
▲1/20 第二節全校大掃除，收取檢核表
▲學測考場佈置

▲1/18 親師開巻讀書會(4)
▲1/19 期末校務會議祈禱

廿
▲1/28-2/3 寒假輔導(5 天)
▲1/29(6,7 節)國一生涯闖關
二 25 26 27 28 29 30 31 ▲2/4-2/5 教師共備研習(2 天)
二
▲2/10 小年夜 ▲2/11 除夕▲2/11-2/16 春節假期 ▲2/17(三)行政人員上班▲2/18(四)開學日、正式上課▲2/20(六)補 2/17 彈性放假全校補課
寒假
月
▲2/20(六)補考日(2/9 公告補考名單、補考名單 2/18 公告補考時間表)

附註：

考試

▲12/18 聖誕彌撒(7:30am)及遊藝會(2:00-4:00pm)

▲1/12(二)7:30~8:20 期末作文提前考
▲1/14 台南市國中數學競賽頒獎典禮
▲1/15(五)15:05~15:50 國一二期末英聽提前考

▲1/15 夜輔自修結束
▲1/17 國中新生成長營
▲1/18 上午-1/20 期末考(第一節)
▲1/19 期末校務會議
廿
(18) (19) (20) 21 22 23 24 ▲1/20 第三節休業式
▲1/22-1/23 學科能力測驗
一
▲1/21 寒假開始

輔導處/學資中心/宗輔室

期考日記號 ◇

模擬考記號 ※

補考日記號❖

補課日記號 ★

▲1/1-1/3 元旦三天
連假

▲1/8 英聽測驗(12) ▲統計環保志工時數
▲1/8 社團六
▲1/7-1/8 高三期末考

▲1/9 國二(10)、國
三(9)、高三(9)、二
外-寫作-程式-數
B(11)

▲1/15(五)15:05~15:50
國一二期末英聽提前考
▲1/15(五)15:05~15:15
其它年段期末英聽英閱
提前考

▲1/16 國三(10)、高
三(10)
▲1/17 上午國中新
生成長營

▲1/20 第一節期末考
▲1/22-1/23 學科
▲1/18 上午-1/20 期末 ▲1/20 第二節全校大
能力測驗
考
掃除
▲1/21 寒假開始
▲1/20 第三節休業式
▲1/29(6,7 節)國一生涯闖關 ▲1/29.1/30 模擬
▲1/28-2/3 寒假輔導 聯合國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