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校行事曆 109.04.06 版  教務處印製 延後兩週修正版 
 

週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備註 

一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3/1  

 

2/25~3/2 

繳交科展作品說明書 

2/25~3/23 

高中學科能力競賽報名 

2/25~4/6 

國中學科能力競賽報名 

2/11~3/20書籍媒體薦購 

2/25~3/6註冊費收取 

▪學測成績放榜 ▪開學日-始業式 

▪1F各班領用媒體櫃 

 (午-理 2) 

▪繳交科展作品說明書 

▪國高中部學科能力 

 競賽開始報名 

▪圖書館借閱流通開始 

▪圖書館課後自習開放 

▪書籍媒體薦購開始 

▪發註冊單 

▪國三輔導課開始  

▪國中資源班課後班 

 開始 

▪高三第 1次模考 

▪高三第 1次模考 

▪國、高班週 1 

▪國一法律常識宣教 

 (6-活) 

▪高三機車安全教育 

 (7-活) 

▪高三甄選入學講座 

 (1~2-演) 

▪國一家長職涯分享調查 

▪國三技藝教育課程 

 加退選&行前說明會 

 (午-會 2) 

▪晨讀開始 

二二八連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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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15全國音樂比賽 

3/6~4/1 

國三第 1次模擬選填 

志願後輔導 

3/2~3/6 

國中 108-2期初 IEP 

3/7~3/8 

中小學游泳錦標賽 

3/4~3/6 

竹市中小學田徑錦標賽 

▪高二高三輔導課開始 

▪補救教學開始 

▪繁星模擬填榜 1 

 (5~7-閱 2) 

▪國中期初 IEP開始 

▪科展作品說明書收件 

 截止 

▪國三第 1次模考 

▪生涯家庭學生輔導 

 三合一會議(午-會 2) 

▪期初特推會(午-會 2) 

▪國三第 1次模考 

▪國一生涯手冊填寫 

 說明會(3-會 2) 

▪繁星模擬填榜 2 

 (2~4-閱 2) 

▪竹市中小學田徑錦標 

 賽開始 

▪國一 HPV說明會 

 (早-活) 

▪國三第 1次模擬選填 

 志願會議(午-會 1) 

▪國、高班週 2 

▪高中月會 1 (6-活) 

▪國中班聯會候選人 

 政見發表(7-活) 

▪生涯手冊填寫 

 (6-教室) 

▪國三技藝教育課程 1 

▪高三備審面試準備 

 講座 (6~7-A4會) 

▪國中輔導股長會議 

 1(午-會 2) 

▪公告科展入選隊伍 

▪國三第 1次模擬選填 

 志願後輔導開始 

▪高一班會課 1 

▪繁星正式填榜 

  (1~4-閱 2) 

▪國中期初 IEP結束 

▪優質學習家長宣導 

說明會(19:00~20:30 

-演) 

 

▪竹市中小學游泳 

 錦標賽 

▪圖書館假日自習開放 

▪竹市中小學游泳 

 錦標賽 

三 

3/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科展海報布置及 PPT 

 收件 

▪語文競賽工作會議 

 (午-會 1) 

▪國中誓師(朝會) 

▪國一圖書股長整架 

 (午 12:45) 

▪導師會議 1(午-A4會) 

▪科展海報布置及 PPT 

 收件截止 

▪校內語文競賽(5~7) 

▪科展複審及展覽(A 棟陽台) 

▪防震防災演練(7:30) 

▪國、高班週 3 

▪國三技藝教育課程 2 

▪高二閱讀講座(6~7-演) 

▪家長讀書會 1(9:30~11:30) 

▪高一微課程 1  ▪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 

 投稿截止(12時) 

 

3/9~3/11 

科展海報布置 PPT收件 



週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備註 

四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16~3/27 

國一圖書館利用教育 

 
 

▪公布科展得獎名單 

▪國一圖書館利用教育 

 開始 

▪校舍檢查 

▪國中閱讀心得比賽 

 截稿 

▪繁星放榜 

▪科展區賽報名 

▪國、高社團 1 

▪模面志工集合 1(6~7-會 1) 

▪國三 12年國教適性 

 入學講座學生場 

 (6~7-演) 

▪科展複審及展覽截止 

▪高一微課程 2 

▪書籍媒體薦購截止 

  

五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23~3/27 

國一 3vs3籃球賽 

 

▪高中部學科能力競賽 

 截止報名 

▪國一 3vs3籃球賽開始 

 (午) 

▪科展市賽線上報名 

▪3月份午餐會議 

▪高一圖書股長整架 

 (12:45) 

▪中學生網站小論文 

 截稿(午 12時) 

▪國、高社團 2 

▪模面志工集合 2(6~7-會 1) 

▪國三技藝教育課程 3 

▪國中輔導股長會議 

 2(午-會 2) 

▪家長讀書會 2(9:30~11:30) 

▪國一圖書館利用教育 

 結束 

▪國一 HPV施打 

 (1~4-閱 1) 

▪高一班會 2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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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4/9停止油印 

4/2~4/5 

兒童節及清明節放假 

▪高三模擬面試說明會 

 (午-演) 

▪國三第 2次模考  

▪停止油印(3/31~4/9) 

▪個申一階放榜 

▪高三模面報名開始(午) 

▪國三第 2次模考 

▪國三第 1次模擬選填 

 志願後輔導結束 

▪高三模面報名結束(午) 

▪高三模面場佈(5~7-會 2) 

兒童節及清明節放假 

七 

4/6 4/7 4/8 ★ 4/9 ★ 4/10 4/11 4/12  

▪國中部學科能力 

 競賽截止報名 

▪高三模擬面試 1 

▪導師會議 2(午-A4會) 

▪高三模擬面試 2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國班週會 4 

▪高一微課程 3 

▪高三模擬面試 3 

 ▪日本教育旅行開始 

 (取消) 

4/6、4/7、4/10、4/13

高三模擬面試 

八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13~4/17高一拔河比賽 

4/18~4/23全中運(屏東) 

▪科展市賽作品說明書 

 送件截止 

▪高一拔河比賽開始 

▪高三模擬面試 4 

▪高三第 2次模考 

▪國二圖書股長整架 

 (12:45) 

▪高三第 2次模考 

▪校舍檢查 
▪國、高社團 3 

▪美術比賽(5~7) 

▪國三技藝教育課程 4 

▪模面志工感恩茶會(6~7-會 2) 

▪家長讀書會 3(9:30~11:30) 

▪高一微課程 4 

 

 

▪全中運開始 

▪英語字彙王競賽 

 

九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0~4/24  

國二 5vs5籃球比賽 

4/20~4/24 

國中教科書展示會 

 

▪高二作業抽查 

 (午-閱 1) 

▪國中教科書展示會 

 開始(教研 1) 

▪國一校外教學(延期) 

▪國二 5vs5籃球比賽 

 開始 

▪高一作業抽查 

 (午-閱 1) 

▪國二作業抽查 

 (午-閱 1) 

▪國一作業抽查(午-閱 1)  

▪國中學科能力競賽(6~7-閱 1) 

▪國中班週 5 

▪高中 superstar才藝 

 競賽(6~7-活)(暫停舉 

 辦) 

▪4月份午餐會議 

▪國中輔導股長會議 3(午-會 2) 

▪國三技藝教育課程 5 

▪國中教科書展示會 

 截止 

▪高一班會課 3 

▪管樂．管悅預演 

 (全天-演) 

 

 



週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備註 

十 

4/27 4/28 4/29 4/30 5/1 5/2 5/3  

 

4/27-5/1 

高中教科書展示會 

▪高二作業補抽查 

 (午-閱 2) 

▪高中教科書展示會 

 開始(教研 1) 

▪國三會考前測 

▪高一作業補抽查 

 (午-閱 2) 

▪新生報到工作會議 

▪高二圖書股長整架 

 (12:45) 

▪國三會考前測 

▪國二作業補抽查 

 (午-閱 2) 

▪圖書館發展委員會 

 (午-圖) 

▪國一作業補抽查 

 (午-閱 2) 

▪國、高社團 4 

▪國三技藝教育課程 6 

▪高中教科書展示會 

 截止(教研 1) 

▪管樂．管悅(晚-演) 

▪高一班會課 4 

▪國一新生現場報到 

▪國一新生智測 (延期) 

▪心與新的交流-新生 

 家長講座(取消) 

▪新生閱讀起步走 

 (取消)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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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用水檢測 

▪科展市賽送展板 

  ▪高中部學科能力競賽 

 (6~7-閱 1閱 2) 

▪高中班週 4 

▪國中班週 6 

▪高中月會 2(6-活) 

▪國三技藝教育課程 7 

▪國中輔導股長會議 

 4(午-會 2) 

▪家長讀書會 4(9:30~11:30) 

▪高一微課程 5 

▪全市科展 

  

十

二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5~5/26油印停止 

5/16~5/17國中會考 

▪教科書評選會議 

 (午-會 2) 

▪高中英語演講比賽 

 (5~7-閱 2) 

▪國一圖書股長整架 

 (12:45) 

▪校舍檢查 ▪高中英文作文比賽 

 (6~7-選修) 

▪國三輔導課結束 

▪個申志願登記開始 

▪科展市賽取回展板 

▪國、高社團 5 

▪高一微課程 6 

▪個申志願登記結束 

▪停止油印(5/15~5/26) 

國中會考 國中會考 

十

三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18~7/3 

主題書展-臺灣大街小巷 

▪臺灣大街小巷主題 

 書展開始 

▪導師會議 3 

▪畢業班德行審查會議 

 (午-A4會) 

▪財產期中盤點 ▪個申分發放榜 

▪高中班週 5 

▪國中班週 7 

▪國三技藝教育課程 8 

▪國中輔導股長會議 

 5(午-會 2) 

▪家長讀書會 5(9:30~11:30) 

▪高三輔導課結束 

▪高一班會課 5 

▪高一健促講座 

 (6-演) 

▪5月份午餐會議 

  

十

四 

5/25 ★ 5/26 ★ 5/27 5/28 5/29 5/30 5/31  

 

5/27~29高二校外教學 

    (延期，日期未定) 

▪第二次段考 

▪國三、高三畢業考 

▪第二次段考 

▪國三、高三畢業考 

▪高三第 3次模考 

▪國三高三成績結算 

 開始 

▪高一選組(預選)開始 

▪國三建功專場宣導 

 (1-演) 

▪高二校外教學 

 (延期，日期未定) 

▪高三第 3次模考 

▪高三開始繳交油印費 

▪收回高三媒體櫃(7-理 2) 

▪高中班週 6 

▪國中班週 8 

▪國三技藝教育課程 9 

▪高二校外教學 

 (延期，日期未定) 

▪高一選組課諮說明會 

 (微課程 7) 

▪高一選組暨課程 

 說明會家長場 

 (18:30~20:00-演) 

▪國三高三成績繳交截止 

▪高二校外教學 

 (延期，日期未定) 

  



週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備註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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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4直升志願選填 

6/2~6/9優免志願選填 

6/1~6/15高二桌球比賽 

6/1~6/12 國三主題書展導覽 

▪直升志願選填開始 

▪高二轉組開始領表 

▪高二桌球比賽開始 

▪國三主題書展導覽開始 

▪優免志願選填開始 

▪高一選組(預選)結束 

▪國三高中職五專宣導(2~4-教室) 

▪高一圖書股長整架 (12:45) 

▪藝術之夜(晚-活) ▪直升志願選填結束 

▪國、高社團 6 

▪國三技藝教育課程 10 

▪會考寄發成績單 

▪高一微課程 8 

▪高二轉組結束領表 

▪學生會班籃排比賽 ▪學生會班籃排比賽 

十

六 

6/8 6/9 6/10 6/11 6/12 6/13 6/14  

 

6/13~6/14警察特考 

▪國三高三學期補考 

▪國一作業抽查 

 (午-閱 2) 

▪高一選組(正式)開始 

▪優免志願選填結束 

▪國三高三學期補考 

▪國二作業抽查 

 (午-閱 2) 

▪直升放榜(11:00) 

▪高一作業抽查 

 (午-閱 2) 

▪國高三停止圖書借閱 

▪高二作業抽查(午-閱 2) 

▪國、高社團 7 

▪國三技藝教育課程 11 

▪家長讀書會 6(9:30~11:30) 

▪直升報到 

▪高一微課程 9 

▪國三主題書展導覽 

 結束 

▪假日自習暫停 ▪假日自習暫停 

十

七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15~6/20國中期末 IEP 

6/17~6/23免試志願選填 

6/17~6/24 

國三選填志願個別諮詢 

▪優免放榜(11:00) 

▪優免報到(11:00~15:00) 

▪高一選組(正式)結束 

▪國一作業補抽查(午-閱二) 

▪期末特推會(午-會 2) 

▪國中期末 IEP開始 

▪國二作業補抽查 

 (午-閱二) 

▪導師會議 4&畢典總籌 

 (午-A4會) 

▪國二圖書股長整架 

 (12:45) 

▪免試志願選填開始 

▪高一作業補抽查 

 (午-閱二) 

▪校舍檢查 

▪國三選填志願個別 

 諮詢開始 

▪高二作業補抽查(午-閱 2) 

▪國、高社團 8 

▪畢業典禮頒獎預演(6~7-活) 

▪共讀書歸還 

▪國三選填志願說明 

 家長場(18:30~20:00-會 2) 

▪家長讀書會 7(9:30~11:30) 

▪畢業典禮 

▪高一班會課 6 

▪補 6/26上課 

▪高一班會課 7 

▪國中期末 IEP結束 

 

十

八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國一校外教學 ▪免試志願選填結束(12:00) 

▪德行審查會議(午-閱 2) 

▪國三選填志願個別 

 諮詢結束 

端午連假 

十

九 

6/29 6/30 7/1 7/2 7/3 7/4 7/5  

 

7/3~7/5指定科目考試 

7/1~7/10停止油印 

7/2~7/13 暑期共讀書借閱 

▪高一週記抽查 ▪高二週記抽查 

▪高二圖書股長整架 

 (12:45) 

▪停止油印(7/1~7/10) ▪高中班週 7 

▪國中班週 9 

▪高中班月會 3(6-活) 

▪暑期共讀書借閱日開始 

▪指定科目考試 

▪高二輔導課結束 

▪補救教學結束 

▪高一班會課 8 

▪指定科目考試 ▪指定科目考試 

二

十 

7/6 7/7 7/8 7/9 ★ 7/10 ★ 7/11 7/12  

▪繳交油印費 

 

 ▪免試放榜 

▪收回班級媒體櫃 

 (7-理 2) 

▪國中資源班課後班結束 

▪第三次段考 ▪第三次段考 

▪免試報到 

▪高一新生說明會 

▪圖書館課後自習截止 

▪國一新生繳件&智力 

 測驗 

 

二

十

一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圖書館暑假開放 

(上班日 8:00-12:00) 

▪成績結算 

▪大掃除&教室搬遷 

▪暑期共讀書借閱結束 

▪結業式 

▪期末校務會議 

▪暑假開始   

  

暑

假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指考志願選填個別 

 諮詢開始 

  ▪指考志願選填個別 

 諮詢結束 

 
  

7/20～7/23 

指考志願選填個別諮詢 

註：以上日程若有更動，於校網行事曆修正，請以校網行事曆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