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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 

(若有變動以本校網站最新公告為準)110.02.08主管會議決議 
(110.03.05修訂說明於頁尾備註)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預備週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大年初四 ◎大年初五 ◎因應防疫延至 02/22 開學 
◎2/17-28花木修剪暨花圃
整理(總) 

◎九年級試模擬分發放榜
(教) 

◎2/18-23期初公物檢查週
(總) 

◎07:45-15:45教學準備日 
◎10:15第 5 次課程發展委
員會議(教) 

◎15:00校務會議(視訊) 
(人) 

◎行政人員補
班(補 2/10) 

◎10:00藝術才
能班線上報
名系統建置
工作會議(第
一會議
室)(輔) 

第 1週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07:55開學典禮 
◎08:25正式上課 
◎2/22-24第八節課後輔導
家長同意調查(教) 

◎2/22-24九年級留校自習
家長同意調查(教) 

◎2/22-26經濟弱勢學生補
助申請(教) 

◎2/22-26第 1次領域教學
研討會議(教) 

◎2/22-26期初公物檢查週
(總) 

◎2/22-3/05 飲水機換裝濾
心(總) 

◎2/22-3/05 水質檢測(總) 
◎2/22-3/05 全國藝才班特
色招生甄選入學術科測驗
網路報名(輔) 

◎2/22-26身障生鑑輔作業
校內提報(輔) 

◎2/03-25身障生適性輔導
安置網路報名作業(輔) 

◎2/23-26幹部訓練(學) 
◎2/23-4/01 健康促進海報
比賽收件(學) 

◎畢冊第一次校稿(學) 
 

◎10:15-11:55 畢業舞展彩
排(活動中心)(輔) 

◎12:25 特色招生專業群科
宣導(第一會議室)(輔) 

◎14:00七年級法治講座(活

動中心)(學) 

◎全校班/週會 

◎12:25建教班宣導(圖書
館)(輔) 

◎經濟弱勢學生補助申請截
止(教) 

◎08:25期初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輔) 

◎09:20生涯發展教育工作
執行委員會期初會議(輔) 

 

第 2週 2/28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和平紀念日 ◎和平紀念日補假 ◎服裝儀容檢查週(學) 
◎3/02-08八年級英文普測

(教) 
◎第 8節課後輔導開始

(16:40放學)(教) 
◎九年級留校自習開始

(19:50放學)(教) 
◎3/02-08身障生適性輔導
安置紙本送件(輔) 

◎3/02-4/12 母親節藝文競
賽(學) 

◎3/02-4/21 自治市小市長
競選活動(學) 

◎九年級第 3次模擬考(1-5
冊)(教) 

◎10:15-11:55畢業舞展彩
排(活動中心)(輔) 

◎七:社團①；八:班/週會 

◎九年級第 3 次模擬考(1-5
冊)(教) 

◎辦學績效訪視評鑑 
◎13：00-15：45 桃園區專輔
教師團督(第一會議室) 
(輔) 

◎08:25第 6 次課程發展委
員會議(教) 

◎09:20經濟弱勢學生補助
審查會議(教、學) 

◎桃園市 110
年度高中高
職博覽會(桃
園市立體育
館) (輔) 

第3週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桃園市110年度
高中高職博覽
會(桃園市立體
育館)(輔) 

◎3/08-12 109學年度第一
學期補行評量週(教) 

◎3/08-12寒來書往閱讀心
得寫作比賽收件(教) 

◎畢冊第二次校稿(學) 
 

◎10:15-11:55 畢業舞展彩
排(活動中心)(輔) 

◎12:30-15:45九年級技藝
教育課程(輔) 

◎13:05-13:50七年級營養
教育演講(活動中心)(學) 

◎七:班/週會；八:社團① 

   

第 4週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15-19全校冷氣檢修、冷
氣水塔清洗(總) 

◎3/15-26註冊(總) 

◎畢冊第三次校稿(學) 
 

◎10:15-11:55畢業舞展彩
排(活動中心)(輔) 

◎12:30-15:45九年級技藝
教育課程(輔) 

◎13:05畢業舞展籌備會(第
一會議室)(輔) 

◎13:05八年級導師輔導知
能研習(仁 403智慧教
室)(輔) 

◎13:05八年級學生宣導(活
動中心)(輔) 

◎14:00八、九年級生涯發展
紀錄手冊填寫(導師協助) 
(輔) 

◎七:社團②；八:班/週會 

 ◎19:00免試入學適性宣導
說明會(圖書館)(輔) 

 

第5週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畢冊整本數位校稿(學) 
◎3/22-29藝才班特色招生
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名(音
樂班、舞蹈班)(輔) 

◎07:55全校防災演練(學、
總) 

◎10:15-11:55畢業舞展彩
排(活動中心)(輔) 

◎12:30-15:45九年級技藝
教育課程(輔) 

◎13:05親職教育日籌備會
議(第一會議室)(輔) 

◎13:05七年級導師輔導知
能研習(仁 403)(輔) 

◎13:05七年級學生性平教
育宣導(活動中心)(輔) 

◎14:00七年級生涯發展紀
錄手冊填寫(導師協助) 
(輔) 

◎七:班/週會；八:社團② 

◎09:00音樂班第二次鑑定
小組會議(會議室)(輔) 

 ◎桃園市 110
年度英語比
賽 

◎音樂班術科
模擬考(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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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週 3/28 3/29 3/30 3/31 4/01 4/02 4/03 

◎音樂班術科模
擬考(暫) 

  ◎畢業舞展總彩排(下午，桃
園展演中心)(輔) 

◎12:30-15:45九年級技藝
教育課程(輔) 

◎七:社團③；八:班/週會 

◎健康促進海報比賽收件截
止(學) 

◎19:00畢業舞展(桃園展演
中心)(輔) 

◎13：00-15：45 桃園區專輔
教師團督(第一會議室) 
(輔) 

◎兒童節與民族掃墓節連假 ◎兒童節與民
族掃墓節連
假 

第 7週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兒童節與民族
掃墓節連假 

◎兒童節與民族掃墓節連假 ◎第 1次定期評量(15:45放
學)(教) 

◎服裝儀容檢查週(學) 
◎4/06-09期中校舍高壓電
檢修(總) 

◎第 1次定期評量(15:45放
學)(教) 

◎13:05-13:50八年級環境
教育演講(活動中心)(學) 

◎七:班/週會；八:社團③ 

◎4/08-14七年級英文普測
(教) 

 ◎高中集中式
特教班能力
評(智類學
生)(輔)(暫) 

◎桃園市 110
學年度藝才
音樂班鑑定
(輔) 

第 8週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桃園市 110學
年度藝才音樂
班鑑定(輔) 

◎4/12-16第 2次領域教學
研討會議(教) 

◎母親節藝文競賽收件截止
(學) 

◎4/12-16七年級新編國中
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
(輔) 

◎10:00音樂班第三次鑑定
小組會議(會議室)(輔) 

 ◎07:55九年級導師會議(第
一會議室)(學) 

◎12:30-15:45九年級技藝
教育課程(輔) 

◎13:00-13:50八年級-班際

拔河預賽(學) 

◎七:社團④；八:班/週會 

◎07:55八年級導師會議(第
一會議室)(學) 

◎07:55七年級導師會議(第
一會議室)(學) 

 

第 9週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19-23花木修剪暨花圃
整理(總) 

◎10:00音樂班第四次鑑定
小組會議(會議室)(輔) 

 ◎13:05-14:45自治市小市

長投票(學) 

◎自治市投票，社團暫停 

◎九年級第 4 次模擬考(1-6
冊)(教)(暫) 

◎07:55-08:15八年級-班際
拔河複賽(學) 

◎九年級第 4次模擬考(1-6
冊)(教)(暫) 

◎親職教育日
(輔) 

◎40周年校刊
出刊(輔) 

◎社團成果發
表(學) 

第 10 週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5/01 
◎新生報到(教) 
◎新生套量制服
(總) 

◎新生智力測驗
(輔) 

 ◎九年級第 2次定期評量(第
8 節要上課)(教) 

◎九年級第 2次定期評量(第
8 節要上課)(教) 

◎12:30-15:45九年級技藝
教育課程(輔) 

◎七:班/週會；八:社團④ 

◎07:55-08:15八年級班際
拔河決賽(學) 

◎親職教育日補假  

第 11 週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九年級第 2次定期評量成
績輸入截止(教) 

◎5/03-31性別平等教育宣
導月(輔) 

◎12:30技優甄審報名說明
會(暫)(輔) 

◎服裝儀容檢查週(學) 
◎07:55母親節感恩活動

(學) 
◎12:30實用技能班報名說
明會(暫)(輔) 

◎九年級第 2次定期評量成
績核對(教) 

◎13:05八年級導師輔導知
能研習(仁 403智慧
教)(輔) 

◎13:05八年級學生宣導(活
動中心)(輔) 

◎七:社團⑤；八:班/週 

◎10:15畢業音樂會籌備會
(第一會議室)(輔) 

◎九年級免試入學積分採計
截止(教) 

◎08:25第 7 次課程發展委
員會議(教) 

 

第 12 週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母親節 ◎5/10-14九年級補行評量
週(補考九下)(教) 

 ◎七:班/週會；八:社團⑤ ◎九年級第 8節課後輔導結
束(16:40 放學)(教) 

◎九年級留校自習結束
(19:50放學)(教) 

◎13：00-15：45 桃園區專輔
教師團督(第一會議室) 
(輔) 

◎九年級補行評量截止(教) 
◎08:25技藝教育學程遴薦
輔導委員會(輔) 

◎教育會考 

第 13 週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教育會考 ◎九年級畢業成績結算(教) 
◎07:55七年級學生學習扶
助篩選測驗(英語)(教) 

◎5/17-28飲水機換裝濾心
暨管路消毒(總) 

◎5/17~ 畢業生進路調查
(輔) 

◎七、八年級第 2次定期評
量(15:45 放學)(教) 

◎5/18-20九年級全民英檢
獎勵金申請(教) 

◎七、八年級第 2次定期評
量(15:45 放學)(教) 

◎九年級回溯補考開始(教) 
◎07:55九年級導師會議(第
一會議室)(學) 

◎10:15-11:55九年級五對
五籃球賽預賽 1(學) 

◎12:30-15:45九年級技藝
教育課程(輔) 

◎12:30-15:45九年級適性
入學校外參觀(10個班) 
(輔) 

◎12:30桃園之光頒獎(桃園
市立綜合體育館)(學) 
(暫) 

◎13:05九年級畢業成績審
查會(教) 

◎七:社團⑥；八:班/週會 

◎七年級學力檢測(教) 
◎07:55八年級導師會議(第
一會議室)(學) 

◎12:30-15:45九年級適性
入學校外參觀(輔) 

◎07:55七年級導師會議(第
一會議室)(學) 

◎08:25導師遴聘會議(第一
會議室)(學) 

◎13:05-14:45九年級五對
五籃球賽預賽 2(學) 

 

第 14 週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九年級免試入學積分審查
會(教)(暫) 

◎5/24-28第 3次領域教學
研討會議(教科書遴選) 
(教) 

◎07:55八年級學生學習扶
助篩選測驗(英語)(教) 

◎12:30-15:45九年級適性
入學校外參觀(輔) 

◎5/24-6/07 畢業班公物檢
查(總) 

 ◎10:15-11:55九年級五對
五籃球賽複賽 1(學) 

◎八年級才藝發表會(教) 
◎12:30-15:45九年級技藝
教育課程(輔) 

◎13:05畢業典禮籌備會(第

一會議室)(學) 

◎七:社團⑦；八:班/週會 

 ◎13:05-14:45九年級五對
五籃球賽決賽(學) 

 



3 

 

 

第 15 週 5/30 5/31 6/01 6/02 6/03 6/04 6/05 

 ◎5/31-6/01市長獎名冊填

報(學) 

◎5/31-6/04資源班、資優班

九年級學生期末IEP、

IGP(輔) 

◎服裝儀容檢查週(學) 
◎12:20閱讀護照摸彩(教) 

◎13:05-15:45九年級畢業

歡送會(活動中心)(學) 

◎七:班/週會；八:社團⑥ 

◎九年級免試入學積分函報
(教)(暫) 

◎08:25-10:05九年級受
獎、致詞學生彩排(學) 

◎19:00 畢業音樂會(文化
局)(輔) 

◎08:25-10:05九年級受
獎、致詞學生彩排(學) 

 

第 16 週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公告身障生適性安置結果
(輔) 

◎發放畢冊(學) 
◎09:20-11:00畢業典禮總
預演(活動中心)(學) 

◎14:00市長獎合影(學)(林
森國小)(暫) 

◎九年級大掃除(下午) 

◎畢業典禮 ◎12:30-13:45生涯發展紀
錄手冊檢查(第一會議
室)(輔) 

◎14:00身障生新生轉銜安
置會議(第一會議室)(輔) 

◎七:班/週會；八:社團⑦ 

◎聯絡簿抽查(七年級) ◎聯絡簿抽查(八年級)  

第 17 週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端午節 ◎07:55自治市交接典禮(全
校升旗)(學) 

◎6/15-18身障生適性輔導
安置報到(智類學生)(輔) 

◎七:社團○8 ；八:班/週會  ◎08:25生涯發展教育工作
執行委員會期末會議(輔) 

◎09:00學生輔導工作委員
會期末會議(輔) 

◎09:20期末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輔) 

 

第 18 週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七:班/週會；八:社團○8   ◎08:25第 8 次課程發展委
員會議(教) 

 

第 19 週 6/27 6/28 6/29 6/30 7/01 7/02 7/03 

   ◎七、八年級第 8節課後輔

導結束(16:40放學)(教) 

◎七、八年級第 3次定期評
量(教) 

◎七、八年級第 3次定期評
量(教) 

◎13:00發放九年級教科書
(教) 

◎13:00-14:30全校大掃除
(學) 

◎15:00休業式(15:45放學) 
◎16:00期末校務會議(人) 

◎暑假開始 

暑假 
◎7/05-8/27 花木修剪暨花圃整理、公物維修(總) 
◎8/16-27教室黑板保養(總) 
◎7/12-8/13 八~九年級暑假學藝活動 
◎8/02-8/13 七年級(新生)暑假學藝活動 

備註： 

(一)02/22(一)開學日至 07/02(二)休業式，共計 19週。 

(二)七~八年級重要期程： 

1、開學──實際上課 28天──第 1次定期評量 04/06(二)、04/07(三)──實際上課 27天──第 2次定期評量 05/18(二)、05/19(三)──實

際上課 29天──第 3次定期評量 07/01(四)、07/02(五)──休業式 

2、第 8節課後輔導 03/02(二)至 06/30(三)，扣除第 1~2次定期評量日，計 79天。 

3、週一上課 16次(19-3)：03/01和平紀念日補假、04/05兒童暨民族掃墓節補假、06/14端午節放假 

週二上課 17次(19-2)：定期評量 04/06、05/18 

週三上課 17次(19-2)：定期評量 04/07、05/19 

週四上課 18次(19-1)：定期評量 07/01 

週五上課 16次(19-3)：定期評量 07/02；04/02兒童暨民族掃墓節補假、04/30親職教育日補假 

(依內政部函釋，110年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為同一日，並適逢星期日，故於 04/02及 04/05補假。) 

(三)九年級重要期程：05/15(六)~05/16(日)教育會考 

1、第 8節課後輔導 03/02(二)至 05/13(四)，扣除第 1次定期評量日，計 48天。 

2、第 3次模擬考：03/03(三)、03/04(四) 

第 1次定期評量：04/06(二)、04/07(三) 

第 4次模擬考(暫訂)：04/22(四)、04/23(五) 

第 2次定期評量：04/27(二)、04/28(三) 

3、週一上課 10次(~05/14)(12-2)：03/01和平紀念日補假、04/05兒童暨民族掃墓節補假 

週二上課 10次(~05/14)(12-2)：定期評量 04/06、04/27 

週三上課 9次(~05/14)(12-3)：模擬考 03/03；定期評量 04/07、04/28 

週四上課 10次(~05/14)(12-2)：模擬考 03/04、04/22 

週五上課 9次(~05/14)(12-3)：模擬考 04/23；04/02兒童暨民族掃墓節補假、04/30親職教育日補假 

(四)110/03/05第 6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訂： 

1、原 05/19八年級才藝發表會改於 05/26舉辦。 

2、原七年級 05/26班週會與 06/02社團互調；原八年級 05/26社團與 06/02班週會互調。 

(五)增訂暑假學藝活動期程： 

1、七年級(新生)08/02(一)~08/13(五)暑假學藝活動。 

2、八~九年級 07/12(一)~08/13(五)暑假學藝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