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南市德光中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 
2021.01.23更新 

日                  曆 

教務處/秘書室 學務處/總務處 輔導處/學資中心/宗輔室 考試 社團時間 
(6、7節) 

週末活動 
(星期六、日) 

月/ 週次/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二 
 
 
月 

春節 8 9 10 11 12 13 14 
▲2/9 公告補考名單 
▲2/10~2/16 春節假期 

▲發電機定期檢修 
▲地水下水質定期檢測 

   ▲2/10 小年夜 彈性放假 
▲2/11-2/16 春節假期 

準備
周 

15 16 17 18 19 20 21 

▲2/17-18 處室輪值 
▲2/18 公告補考時間表 
▲2/19 行政人員上班 
▲2/20-21 招生輪值 

▲2/17 國三多元學習表現採計截止日 
▲2/19 開學準備日 

    

一 22 23 
※ 
24 

※ 
25 26 27 28 

▲2/22 開學典禮 
▲2/22(下午 6～8 節)高中部部分科目補考 
▲2/23 全校補考 
▲2/24~2/25 國三第三次模擬考 
▲2/24~2/25 高三第五次模擬考 
▲2/24 全校三年級夜自習開始 
▲2/26 早自修高三多元選修選課輔導說明會 
▲2/22-4/5 校內 MyET 線上初賽(國二組) 

▲食品販售管理委員會(一) 
▲2/22-2/26 友善校園週(反黑反毒
反霸凌暨性別平等宣導) 
▲巡檢全校公共掃具 
▲2/23 早自修國三超額比序競賽成
績、語言認證說明會 
▲2/24(早修)HPV 宣導(國一) 
▲2/26-3/5 國三競賽成績、語言認
證網路填報 
▲2/26 第 6 節幹部訓練(高三資料另
外給) 

▲2/22 開學祈福 
▲2/22-3/12 Scholastic 英文寫作比賽報名 
▲2/22 開學祈福 
▲2/22 彩繪復活蛋比賽報名 
▲2/22 四旬期愛德運動課程 
▲2/24 網路公布學測成績 
▲2/22-3/3【創意說書】比賽報名間(全校一二年級) 
▲2/26 繁星志願選填學生說明會、繁星家長說明
會、高三大學升學管道宣導 
▲2/26-3/2 高三繁星校內志願選填 
▲2/26 國三技藝教育學程(1) 

▲2/22 下午高中部補考 
▲2/23 全校補考 
▲2/24~2/25 高三第五
次模擬考 
▲2/24~2/25 國三第三
次模擬考 
▲2/26 英聽測驗(1) 

▲2/26 高三大學升學
宣導 1（第 7 節） 

▲2/27(六)~3/1(一)和平紀念
日三天連假 

三 
 
 
月 

二 1 2 3 4 5 6 7 

▲3/2~4/30 進行下學期公開授課 
▲3/2 全校第九節開始 
▲3/3 全校一二年級夜自習開始 
▲3/3 英檢班(1) 
▲3/5 國文作文比賽(全校一二年級) 
▲3/5 教科書補退書截止日 

▲清洗冷氣濾網 
▲食品販售管理委員會(二) 
▲2/26-3/5 競賽成績、語言認證網
路填報 
▲3/3-3/5 國二露營 
▲3/5 家長會第三次委員會議 

▲3/1-12 高二美滿家庭課程兩周 
▲3/2 三花市集籌備/志工報名 
▲3/3教友學生聚會 2 
▲3/3【創意說書】比賽報名截止日(全校一二年級) 
▲3/3 第二次繁星委員會會議 
▲3/3教友學生聚會 1 
▲3/3(19:00)國三適性入學宣導家長場 
▲3/3國一二生涯檔案比賽開始收件 
▲3/4 繁星推薦空缺遞補及公布繁星推薦名單 
▲3/4~5國一二生涯檔案比賽評分 
▲3/5 全國閱讀心得比賽【校內】投稿截止日 
▲3/5 國三技藝教育學程(2) 
▲3/5 國中訪視自評表上傳 
▲3/5 CA4 動畫軟體教育訓練 

▲3/5 英聽測驗(2) ▲3/5 國文作文比賽
(全校一二年級) 
▲3/5 資工系講座(第 7
節) 

▲國二(1)；國三(1)；二外、
數 B、C++(1) 

三 8 9 10 11 12 13 14 

▲3/8 三月行政會報 
▲3/9 高三多元選修課程開始上課 
▲3/10 英檢班(2) 
▲3/12 公告校內 MyET 線上初賽成績及參加
實體決賽名單(國一、國二) 
▲3/13 上午校內國語文競賽 

▲3/10(三)升旗(1) 
▲3/11 早自修仁愛健行說明會 
▲3/12 交通車逃生演練併友善校園宣導 
▲3/14 中山公園家長捐自活動 
▲全校身高體重、視力檢查開始 
▲高壓電定期檢修 
▲校園巡檢維修 

▲3/8 繁星推荐放棄申請截止 
▲3/8-12 國三資料展 
▲3/10 午 12:00全國閱讀心得比賽【校外賽】投稿截止 
▲3/10 全國小論文比賽【校內】投稿截止 
▲3/10 三花十字軍志工培訓 
▲3/11 說明仁愛健行緣起及精神 
▲3/12 國三技藝教育學程(3) 
▲3/12 彩繪蛋截止收件 

▲3/8 自然周考(1) 
▲3/9 數學周考(1) 
▲3/12 英聽測驗(3) 

▲3/12 社團 1 
▲3/12 大學升學宣導 2
（第 7 節） 

▲3/13(六)上午校內國語文競賽 
▲3/13(六)TOEFL test(下
午)13:10-18:00 
▲3/14(日)大台南國際音樂大賽 
▲國二(2)、國三(2)、二外、
數 B(2)、C++(2) 
▲3/14 中山公園家長捐自活動 

四 15 16 17 18 19 20 21 

▲3/15 第一次定期考審題會議與公告考試範圍 
▲3/15 高三重補修課程開始～4/30 共計六週 
▲3/15~3/17 上傳學習歷程檔案標題 
▲3/17 英檢班(3) 
▲3/18 校內 MyET 實體決賽(國一組) 
▲3/19~3/20 私立國中小登記報到日 
▲公告教科書退補明細 
▲高中學習扶助班(英數)(1) 

▲3/16-18 德光之星海選 
▲飲水機換濾心 
▲地水下水質定期檢測 
▲3/17(三)升旗(防災演練)(2) 

▲3/15 午 12:00 全國小論文比賽【校外】投稿截止日 
▲3/15 模擬面試志工招募開始 
▲3/15 高二心理測驗 
▲3/15 親師讀書會(1) 
▲3/17 繁星錄取名單公布 
▲3/17 教友學生聚會 3 
▲3/19 國三技藝教育學程(4) 
▲3/19 飢餓體驗日/三花十字軍 
▲3/19-21 身障生升大學學科考試 

▲3/15 自然週考(2) 
▲3/16 數學週考(2) 
▲3/19 英聽測驗(4) 

▲3/19 社團 2 
▲3/19大學升學宣導 3
（第 7 節） 

▲3/19(五)~3/20(六)私立國
中小登記報到日 
▲3/20(六)~3/21(日)大台南
國際音樂大賽 
▲國二(3)；國三(3)；二外、
數 B、C++(3) 

五 22 23 24 25 26 27 28 

▲3/22 繳交第一次定期考試卷 
▲3/24 董事會 
▲3/24 英檢班(4) 
▲3/25 校內 MyET 實體決賽(高一組) 
▲3/26 台南市國中小科展報名開始 
▲高中學習扶助班(英數)(2) 

▲飲水機驗菌 
▲食品販售管理委員會(三) 

▲3/23-24 個人申請志願報名 
▲3/24 高三模擬面試申請 
▲3/24 公布彩繪復活蛋入選作品 
▲3/26 德光行星自造基地共備 
▲3/26 模擬面試志工訓練(一) 
▲3/26 國三技藝教育學程(5) 

▲3/22 自然週考(3) 
▲3/23 數學週考(3) 

▲3/26 社團 3 ▲3/26(五)~3/27(六)公立國
中小登記報到日 
▲3/27 全民英檢(初級說寫測
驗) 
▲國二(4)；國三(4) 
▲籌備校外英語文服務隊 

四 
 
 
月 

六 (29) (30) (31) 4月 
1 

2 3 4 

▲3/29~3/31(上午)第一次定期考 
▲4/1~4/30 進行下學期教學觀摩 
▲高三重補修課程本週停課 

▲4/1 仁愛健行 
▲健康促進委員會(一) 

▲3/30 復活節校園布置 
▲3/31 大學個人申請第一階段公布 
▲3/31 模擬面試科系更改申請 
▲4/6 模擬面試志工訓練(二) 

▲3/29~3/31(上午)第一
次定期考 

 ▲4/2(五)~4/5(一)清明節四
天連假 

七 5 6 
※ 
7 

※ 
8 9 10 11 

▲4/7 國一戶外教育 
▲4/8 高一戶外教育 
▲4/7~4/8 高三第六次模擬考 
▲4/9 台南市國中小科展報名截止 
▲4/9 公告校內 MyET 線上初賽成績及參加實
體決賽名單(國二組) 

▲4/6 班長至藝文教室繳交班級仁愛
健行募款及登記表 
▲4/7~9 高二春遊 
▲地水下水質定期檢測 
▲校園環境周 

▲4/5-4/16 國二拒色課程為期兩周 
▲4/5-4/23 全校一、二年級 Scholastic Lexile 檢測 
▲4/6 慶祝復活節 
▲4/6-8三花市集 
▲4/7 教友學生聚會 4 
▲4/8 南一區均質化自主會議(3/5) 
▲4/8-4/11 國三第二次志願試選填 
▲4/9 國三技藝教育學程(6) 
▲4/9 高師大跨校共備社群(2/4) 
▲4/10 高三模擬面試 
▲高三面試公假申請 
▲4/12 Bebras 國際運算思維競賽練習 

▲4/7~4/8 高三第六次模
擬考 
▲4/9 英聽測驗(5) 

 ▲國二(5)；國三(5)；二外、
數 B、C++(4) 

八 12 13 14 15 16 17 18 

▲4/12 四月行政會報 
▲4/12 台南市國中小科展紙本送件截止 
▲4/14 英檢班(5) 
▲4/15 校內 MyET 實體決賽(國二組) 
▲作業抽查(1) 
▲4/17 市長盃語文競賽（原住民族語朗讀演說） 

▲4/14(三)升旗(3) 
▲4/14 德光之星票選影片錄製 
▲食品販售管理委員會(四) 
▲4/17 家長會一日遊 

▲4/12-4/30 申請晚上練口試 
▲4/12-15 中午，【創意說書】比賽 
▲4/14 教友學生聚會 5 
▲4/15 會考祈福 
▲4/16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7)  
▲4/16 公佈全國閱讀心得比賽校外得獎名單 

▲4/12 自然週考(4) 
▲4/13 數學週考(4) 
▲4/16 英聽測驗(6) 

▲4/16 社團 4 
▲4/16大學升學宣導 4
（第 7 節） 

▲4/17.4/18 全民英檢(中級說
寫測驗) 
▲國二(6)；國三(6)；二外、
數 B、C++(5) 



 

 

日                  曆 

教務處/秘書室 學務處/總務處 輔導處/學資中心/宗輔室 考試 社團時間 
(6、7節) 

週末活動 
(星期六、日) 

月/ 週次/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4/18 市長盃語文競賽（文場） 

九 19 20 21 ※ 
22 

※ 
23 

24 25 

▲4/21 英檢班(6) 
▲4/22~4/23 國三第四次模擬考 
▲4/22 國三畢業考審題會議與公告考試範圍 
▲4/24 市長盃語文競賽（閩南語、客家語朗
讀） 
▲4/25 市長盃語文競賽（國語朗讀） 

▲4/21(三)升旗(4) 
▲清洗冷氣濾網 

▲4/19 親師讀書會(2) 
▲4/19-5/15 高一真愛課程為期四周 
▲4/19 身障生升大學成績單寄發 
▲4/19 Bebras 國際運算思維競賽考試 
▲4/21 教友學生聚會 6 
▲4/22 招募假日校外服務學習志工 
▲4/23 世界閱讀日【創意說書】得獎選手入班說書 
▲4/23 國三技藝教育學程(8) 
▲4/23 Scholastic 英文寫作比賽投稿截止 

▲4/19 自然週考(5) 
▲4/20 數學週考(5) 
▲4/22~4/23 國三第四
次模擬考 
▲4/23 英聽測驗(7) 

▲4/23 社團 5 
▲4/23大學升學宣導 5
（第 7 節） 

▲4/24 家長常青班 
▲環保志工校外參訪(新化中
興林場) 
▲國二(7)；國三(7)；二外、
數 B、C++(6) 

十 26 27 ※ 
28 

※ 
29 

30 5月 
1 

2 

▲4/28 英檢班(7) 
▲4/28 繳交國三畢業考試卷 
▲4/28~4/29 高三第七次模擬考 
▲4/30 國一英語讀劇比賽 
▲4/30 高二英文作文比賽 
▲高中學習扶助班(自然)(1) 

▲地水下水質定期檢測 
▲4/26 公布模範生，服儀特優生名
單 
▲4/28(三)升旗(5) 

▲4/28 教友學生聚會 7 
▲4/29-5/05 身障生升大學網路填志願 
▲4/30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9) 
▲4/30 德光行星自造基地共備 
▲5/1 公佈全國小論文比賽校外得獎名單 

▲4/26 自然週考(6) 
▲4/27 數學週考(6) 
▲4/28~4/29 高三第七
次模擬考 
▲4/30 英聽測驗(8) 

▲4/30 國一英語讀劇
比賽 
▲4/30 高二英文作文
比賽 
▲4/30大學升學宣導 6
（第 7 節） 

▲5/1 全民英檢(小學英檢測
驗) 
▲國二(8)；國三(8)；二外、
數 B、C++(7) 

 
五 
 
 
月 

十一 (3) (4) 5 6 7 8 9 

▲5/3 五月行政會報 
▲5/3~5/4 國三畢業考 
▲5/3 第二次定期考（含高三畢業考）審題會
議與公告考試範圍 
▲5/5 台南市國中小科展參賽作品初審 
▲5/5 英檢班(8) 
▲5/7 第 2-3 節,國二英語說故事比賽 
▲高中學習扶助班(英數)(3) 
▲高中學習扶助班(自然)(2) 

▲5/5(三)升旗(6) 
▲5/3-5/7 抽查國中聯絡簿、高中周
記 4 篇 
▲5/6 國一女生 HPV 疫苗施打 
▲食品販售管理委員會(五) 

▲5/5 教友學生聚會 8 
▲5/6 高一班級關愛祈禱接力開始 
▲5/7 國三技藝教育學程(10) 

▲5/3~5/4 國三畢業考 
▲5/3 自然週考(7) 
▲5/4 數學週考(7) 
▲5/7 英聽測驗(9) 

5/7 空中英語教室校園
巡迴演出 
▲5/7大學升學宣導 7
（第 7 節） 

▲5/8 全民英檢(中級聽讀測
驗) 
▲國二(9)；國三(9)；二外、
數 B、C++(8) 

十二 10 11 12 13 14 15 16 

▲5/11 繳交第二次定期考（含高三畢業考）
試卷 
▲5/12 英檢班(9) 
▲5/13 三年級夜自習 結束 
▲高中學習扶助班(英數)(4) 
▲高中學習扶助班(自然)(3) 

▲清洗冷氣濾網 
▲校園巡檢維修 

▲5/10 Scholastic 英文寫作比賽作品批改完畢 
▲5/12-21 Scholastic 英文寫作比賽粉絲專頁票選 
▲5/12【創意說書】到德高國小 
▲5/13 南一區均質化自主會議(4/5) 
▲5/13 身障生升大學結果公告 
▲5/13-5/14 大學個人申請登記志願序 
▲5/15 校內中英文心得認證、青春博客來閱讀平台
【學生】投稿截止日 
▲5/14 國二職業達人講座  
▲5/14 自主學習生涯講座(2) 

▲5/10 自然週考(8) ▲5/14 自主學習生涯
講座(2) 

▲5/15(六)~5/16(日)國中教
育會考 

十三 17 (18) (19) 
※ 

(20) 
※ 
21 22 23 

▲5/18(下午)~5/20 第二次定期考 
▲5/18~5/19 高三畢業考(兩全天) 
▲5/20~5/21 高三第八次模擬考 
▲5/21 高一選組說明會（早自修） 
▲5/21 台南市國中小參賽作品說明板布置 
▲5/21~22 全國高中探究與實作記科普闖關科學營 
▲5/22 台南市國中小參賽作品複審 

▲健康促進委員會(二) 
▲校園環境周 

▲5/17 親師讀書會(3) 
▲5/20 大學個人申請放榜 
▲後 5/21 國三抽離式技藝教育學程(11) 
▲5/21 下午 5:00 Scholastic 英文寫作比賽，粉絲
專頁票選結束，公佈投票結果 
▲高二心靈成長營前置作業啟動 

▲5/18(下午)~5/20 第二
次定期考 
▲5/18~5/19 高三畢業
考(兩全天) 
▲5/20~5/21 高三第八
次模擬考 

▲5/21 全國高中探究
與實作暨科普闖關科學
營志工訓練 
▲5/21 社團 6 

▲5/22 全國高中探究與實作
記科普闖關科學營 
▲國二(10)；二外、數 B、
C++(9) 

十四 24 25 26 27 28 29 30 

▲5/26 英檢班(10) 
▲5/28 國二數學與自然資優大賽活動 

▲5/24 發放三年級大掃除自我檢核表 
▲5/25 班聯會會長選舉 
▲5/26(三)升旗(7) 
▲5/28 校內捐血活動 
▲食品販售管理委員會(六) 

▲5/24-28 假日校外服務學習志工培訓 
▲5/25 校內中英文心得認證、青春博客來閱讀平
台【老師】批改截止日 
▲5/26 高三畢業發表會 
▲5/26 教友學生聚會 9 
▲5/27 愛的達人聖母加冕 
▲5/28 國三技藝教育學程(12) 
▲5/28 自主學習生涯講座(3)-高一二 
▲5/28 德光行星自造基地共備 

▲5/28 高一二國語文寫
作模擬考(7:30~9:00) 
▲5/28 英聽測驗(10) 

▲5/28 國二數學與自
然資優大賽活動 
▲5/28 自主學習生涯
講座(3)-高一二 

▲國二(11)；二外、數 B、
C++(10) 

六 
 
 
月 

十五 31 
6月 

1 2 3 4 5 6 

▲5/31 國三、高三補考（全日） 
▲6/2 英檢班(11) 
▲高中學習扶助班(自然)(4) 

▲6/2(三)升旗(8) 
▲期末團膳委員會議 
▲6/4 家長會第四次委員會議 
▲地水下水質定期檢測 

▲6/2 教友學生聚會 10 
▲6/4 國三技藝教育學程結業式(13)成果發表 
▲6/5 假日校外服務學習(視疫情) 

▲5/31 自然週考(9) 
▲6/1 數學週考(8) 
▲6/4 英聽測驗(11) 

▲6/04 班級服務學習
(J201-J205) 
▲6/4 高二自主學習成果
「動態」、「靜態」發表 

▲6/5 全民英檢(初級聽讀測驗) 
▲6/5 假日校外服務學習 
▲國二(12)；二外、數 B、
C++(11) 

十六 7 8 9 10 11 12 13 

▲6/7 六月行政會報 
▲6/10 台南市國中小科展頒獎典禮 
▲6/11 期末考審題會議與公告考試範圍 
▲6/11 高一英語演講比賽 
▲作業抽查(2) 
▲高中學習扶助班(英數)、(自然) (5) 

▲6/7 收取三年級大掃除自我檢核表 
▲6/9 畢業典禮 
▲6/10 打掃區域分配工作開始運作 
▲飲水機換濾心 
▲6/14 高壓電檢修(全校停電) 

▲6/7 期末高關懷學生名單收集彙整 
▲6/7 心靈成長營[導師/輔導老師]會議 
▲6/9 畢典祈福 
▲6/10 心靈成長營[高二導師/學生]宣導 
▲6/10 南一區均質化自主會議(5/5) 
▲6/11 德光行星自造基地共備 

▲6/7 自然週考(10) 
▲6/8 數學週考(9) 
▲6/11 英聽測驗(12) 

▲6/11 高一英語演講
比賽 
▲6/11 班級服務學習
(J206-J210) 

▲6/12(六)~6/14(一)端午節
三天連假 

十七 14 15 16 17 18 19 20 

▲6/16 英檢班(12) 
▲6/18 繳交第三次定期考試卷 
▲高中學習扶助班(英數) 、(自然) (6) 

▲6/16(三)升旗(9) 
▲飲水機驗菌 
▲巡檢畢業班級教室環境 
▲發放暑期返校打掃分配表 
▲清洗冷氣濾網 
▲食品販售管理委員會(七) 

▲6/16 心靈成長營[說故事老師]開會 
▲6/17 心靈成長營[營管/寫信老師]開會 
▲6/17-20 國三正式志願選填 
▲6/19 期末認輔會議 

▲6/15 數學週考(10) 
▲6/18 英聽測驗(13) 

▲6/18(五)臺南一區均
質化自主學習共好計畫
合作學校「自主學習成
果聯合發表」 

▲6/19(六) Toefl test  
  (下午) 13:10-18:00 
 

十八 21 22 23 24 25 26 27 

▲6/22(7:30~8:20)作文提前考 
▲6/25(14:10~15:20)全校一二年級英聽與英閱提前
考 
▲6/25 一、二年級夜自習結束 

▲發放班級大掃除自我檢查表 
▲健康促進委員會(三) 
▲校園巡檢維修 

▲6/21 親師讀書會(4) ▲6/21 自然週考(11) ▲6/25(14:10~15:20)
全校一二年級英聽與英
閱提前考 

 

十九 28 (29) (30) 
7月 
(1) 2 3 4 

▲6/29 下午~7/1 第三次定期考 
▲7/2 休業式 
▲7/2 期末所有成績輸入完成與書面資料繳交完成 

▲7/2 全校大掃除 
▲7/5 暑期返校打掃工作開始 
▲校園環境周 

▲7/3-5 指定科目考試 ▲6/29 下午~7/1 第三次
定期考 

  

七月 暑          假 
▲7/3(六)暑假開始 ▲7/3-5 大學指考▲7/6(二)高中免試入學分發錄取公告 ▲7/8(四)高中免試入學分發錄取報到▲7/9 (五)~7/13(二)國家考試▲7/19(一)~8/13(五)暑期輔導課程 ▲7/30(五)公私立國中常態編班 
▲8/25(三)~8/27(五)全校教師共備研習 ▲8/30(一) 開學典禮,正式上課 

附註：    放假日記號 ○         補假日記號 ◻           定期考日記號（）         模擬考記號 ※         補考日記號❖        補課日記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