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109 年暑期暨 109 學年第 1 學期行事曆
109 年 7 月 14 日 108 學年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通過

週
重要行事
次 日一二三 四 五六
12 13 14 15 16 17 18 [07/13-7/14] 高一二期末考
●●
[07/13-07/17] 整理學生資料卡(畢業生歸檔)
[07/14] 休業式暨期末校園大掃除
[07/14-07/16] 國樂集訓
[07/14] 下午 01:00 召開 108-2 期末校務會議
暑
[07/15-07/16] 社團幹部訓練
一

[07/15] 清掃、封閉部分教學區公廁、封閉回收室
[07/16] 國樂成發音樂會
[07/16-07/26] 金湖盃籃球賽
[07/17] 指考成績公布
[07/17] 科展台北活動
[07/17-07/23] 109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19 20 21 22 23 24 25 [07/20-07/21] 108 學年第二學期高一二補考
●●
[07/20-07/31] 圖書館設備盤點
[07/20-07/23] 反毒拒菸夏令營

07
月

暑
二

暑
三

[07/20] 填報特教檢核表
[07/21] 考試分發網路登記說明會
[07/23-07/24] 108 學年高一二重補修選課
[07/24-07/28] 109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07/24] 管樂團期末成發音樂會
[07/24-07/25] 金沙盃羽球賽
[07/24-07/28] 考試分發網路選填志願個別諮詢輔導
[07/25] 金舞門 9 成果發表
[07/25-07/26] 新世代童軍教育暨青年領袖成長營
26 27 28 29 30 31 8/ [07/27] 108 學年高一二重補修繳費
1 [07/29-08/04] 金沙盃籃球賽
[07/31] 高一二重補修開始上課

02 03 04 05 06 07 08 [08/02-08/05] 管樂暑期育樂營
[08/03] 09:00 導師抽籤
[08/03] 抽選新學期掃區，清點、發放掃具
[08/03-08/07] 整理學期個案記錄
08 暑
月 四
[08/03-08/27] 高三暑輔課程
[08/06] 110 學年度離島外加名額確認會議
[08/06-08/07] 新生訓練
[08/07] 109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錄取公告
1

09 10 11 12 13 14 15 [08/10-08/21] 高一新生銜接課程；新生多元選修課程選填
[08/10-08/21] 辦理高一新生圖書館利用教育
[08/10-08/14] 畢業生進路調查與追蹤
暑
[08/10-08/14] 建立新生綜合資料
五
[08/12-08/19] 整理、淘汰舊書刊雜誌
[08/12-08/21] 金城盃籃球賽
[08/12-08/16] 羅東高工男籃赴金與本校籃球隊交流
[08/13] 高一家長選課說明會
16 17 18 19 20 21 22 [08/17] 召開行政會議
[08/17-08/21] 新生盃籃球賽
暑
六

[08/17-08/21] 調整班級異動資料
[08/20-08/26]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田徑國家代表隊赴金移地訓練
及與本校田徑隊訓練交流
[08/22-08/26] 瀛海中學師生交流(台江學 vs 金門學)
23 24 25 26 27 28 29 [08/24-08/28] 飲水機濾心更換
[08/24-08/26] 弦樂集訓
[08/24] 午晚餐會議
[08/26-08/29] 訂定圖書館活動計畫、準備開學各項公告表單
[08/27] 新進教師研習會

暑
七

[08/27]
[08/27]
[08/27]
[08/28]
[08/28]
[08/28]
[08/28]
[08/28]
[08/28]

高二、三 IEP 會議
輔導轉銜新生個案會議
特推會、輔委會、家庭教育、生命教育委員會
教師增能研習
下午 03:00 召開 109-1 期初校務會議
圖書館盤點結束
第一次導師會議
創傷知情教育訓練
校務會議票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08/28] 教學研究會

2

30 31 9/ 02 03 04 05 [08/30] 住宿生 13 至 18 時完成入住
☆ 1
◎ ◎
[08/31-09/07] 110 學年度第一次英聽校內報名作業
[08/31] 開學始業式、期初校園大掃除
[08/31-09/06] 學生社團選填
[08/31] 高一 IEP 會議
[09/01-10/15]上傳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寫作作品（10/15 中午截止）
[09/01-10/25]上傳中學生網站小論文寫作作品（10/25 中午截止）
一
[09/02-09/16] 新生讀者資料匯入自動化系統，一樓門禁資料輸入
[09/02-10/02] 新書上架
[09/02-09/16] 圖書館志工招募
[09/03-09/04] 高三第一次學測模擬考
[09/03] 高一文化走廊布置比賽
[09/04] 校內國語文競賽靜態項目
[09/04] 社團博覽會

二

09
月

06 07 08 09 10 11 12 [09/06-09/10] 公布 9 月份圖書借閱率
[09/07] 召開主管會議
[09/08] 校內國語文競賽動態項目
[09/08] 升旗活動
[09/09-09/20] 公告各項圖書館規則及競賽辦法
[09/11]
[09/11]
[09/11]
[09/11]
[09/12]

繳交暑假心得寫作報告截止(9/11)
高二 面山面海教育講座
高一 新生健康檢查
大學學系導覽一：社會心理學群、工程&教育學群
環境知識競賽校內選拔賽

13 14 15 16 17 18 19 [09/15] 住宿生座談暨 8-10 月份慶生
[09/18] 台灣戲曲學院演出
[09/18] 大學學系導覽二：法政學群、生物資源學群
三
[09/19-09/20] 全縣國語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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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09/20] 家長座談會暨親師日
[09/20] 配合(家長座談會)辦理家長反毒宣導、住宿生家長座談會
[09/21] 校園複合式災害防救演練
[09/21-09/26] 飲水機濾心更換
[09/21] 全校第八節課輔開始
[09/21] 召開行政會議
[09/21-09/25] 生命教育創意標語競賽
[09/22] 升旗活動
四
[09/23] 高一學習策略分享
[09/23] 家長讀書會
[09/25]
[09/25]
[09/25]
[09/26]
[09/26]
[09/26]

五

高一、二社團活動(第 1 次)
校運會籌備會
大學學系導覽三：財經學群、醫藥衛生學群
高一、二社團活動(第 2 次)
補[10/2]班、課
校內英文單字比賽

27 28 29 30 10 02 03 [09/27] 成立第 59 屆學生家長會
[09/27] 環境知識競賽金門縣賽
/1
[09/28] 午晚餐會議
[10/01-10/04] 中秋節連假
[10/01] 成立圖書館委員會
[10/01-11/10] 辦理班級圖書（高一、二）籌組班級讀書會

04 05 06 07 08 09 10 [10/05] 召開主管會議
[10/05-11/05] 閱讀・樂讀-音樂家介紹展(10/5-11/5)
[10/06-10/06] 升旗活動
六
[10/07] 學務會議
[10/07] 性平增能講座(配合學務會議辦理)
[10/09-10/11] 國慶日連假；各科教學研究會
10
月

11 12 13 14 15 16 17 [10/12] 認輔會議
●●
[10/13] 第二次導師會議(併校運會領隊會議)
◎◎
[10/13-10/14] 高一二三第一次段考
[10/15] 彙整 109 年新書第二次申購推介書單
七
[10/15] 上傳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寫作作品中午截止
[10/16] 高一、二社團活動(第 3 次)
[10/16] 大學多元入學管道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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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22 23 24 [10/19] 召開行政會議
◎ [10/20] 升旗活動
[10/21] 校長與社團、班聯會座談會
[10/22-10/23] 校運會會前賽
[10/22] 輔諮中心第 3 次團督
八
[10/23] 環境教育講座
[10/23] 春暉社團幹部研習
[10/23] 校運會裁判會議
[10/23] 召開圖書館委員會議
[10/23] 中學生生活適應量表(高一)、高中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高二)
[10/24] 第一次英聽考試
25 26 27 28 29 30 31 [10/25] 上傳中學生網站小論文寫作作品中午截止
[10/26] 午晚餐會議
[10/26-10/30] 飲水機濾心更換
九
[10/26-11/09] 110 學年度第二次英聽及學測校內報名作業
[10/26-10/28] 各科教學研究會
[10/29-10/30] 第 43 屆校運會
[10/30] 辦理 109 年新書第二次申購
11 02 03 04 05 06 07 [11/01-11/29] 籌劃辦理圖書館週系列活動
[11/02-11/03] 高三第二次學測模擬考
/1 ◎ ◎
[11/02] 召開主管會議
[11/02-11/06] 各科教學研究會
十
[11/03-11/03] 升旗活動
[11/05-11/07] 金門縣縣運會
[11/06-11/12]公布 10 月份圖書借閱率
[11/06] 高二職涯講座
08 09 10 11 12 13 14 [11/09-12/09] 閱讀・樂讀-藝術家介紹展(11/9-12/9)
[11/11] 高二學生實彈射擊體驗
11
十
月
一

[11/12]
[11/13]
[11/13]
[11/14]
[11/14]

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
高一、二社團活動(第 4 次)
辦理班級讀書會活動(11/13)
環境知識競賽決賽
輔導知能研習學習輔導

15 16 17 18 19 20 21 [11/16-11/20] 高二班際排球賽
[11/16] 召開行政會議
[11/16-11/20] 辦理 109-1 班級讀書會成果繳交(11/20)
十
[11/16-11/20] 彈性時間輔導室入班說明
二
[11/17-11/17] 升旗活動
[11/18] 祭拜三師
[11/20] 高一職涯講座
5

22 23 24 25 26 27 28 [11/23-11/27] 飲水機濾心更換
十
◎◎
[11/23-11/24] 高三第二次段考
三
[11/27] 高一二英聽考試
[11/28-11/30] 全國語文競賽(南投)
29 30 12 02 03 04 05 [11/30-12/04] 高三班際足壘球賽
[11/30] 午晚餐會議
/1 ● ●
[12/02] 第三次導師會議
十
[12/02-12/03] 高一、二第二次段考
四
[12/03-12/17] 辦理圖書館週系列活動(12/3-12/17)
[12/04] 高一、二社團活動(第 5 次)
[12/05] 親職教育研習暨大學多元入學家長說明會
06 07 08 09 10 11 12 [12/06-12/12] 公布 11 月份圖書借閱率
◎ [12/07-12/11] 高二 3 對 3 籃球賽
[12/07-12/11] 高一作業抽查
十
[12/07] 召開主管會議
五
[12/08] 升旗活動
[12/09-12/10] 訂購年度期刊、雜誌
[12/11] 高一、二社團活動(第 6 次)
[12/12] 第二次英聽考試
13 14 15 16 17 18 19 [12/14-12/18] 高二作業抽查
◎◎
[12/14-12/18] 高一班際拔河賽
[12/14-01/14] 學生美術作品展(12/14-1/14)
十
[12/15-12/16] 高三第三次學測模擬考
六
[12/18] 高三藝能科考試
12
[12/18] 特殊教育宣導與研習
月
[12/18] 中學生生活適應量表測驗結果說明
[12/18] 高中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測驗結果說明
20 21 22 23 24 25 26 [12/21] 週記抽查
[12/21-12/25] 飲水機濾心更換
十
七

[12/21] 召開行政會議
[12/22-12/22] 升旗活動
[12/24] 輔諮中心第 4 次團督
[12/24] 輔諮中心年終聯繫會議
[12/25] 英文歌唱比賽

27 28 29 30 31 1/ 02 [12/28] 午晚餐會議
十
◎ ◎ 1
[12/28-12/31] 受理 109-2 住宿生申請
八
[12/30-12/31] 高三第三次段考
[01/01-01/03]

元旦連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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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4 05 06 07 08 09 [01/04-01/05] 高三第四次學測模擬考
◎◎
● ● ◎ [01/04] 召開行政（行事曆）會議
[01/04-01/08] 飲水機水質檢測
十
[01/05] 升旗活動
九
[01/08] 高一二藝能科考試
[01/08] 包粽包中活動
[01/09] 109 學年第一學期高三補考

01
月

10 11 12 13 14 15 16 [01/11-01/15] 110 學年校內科展報名
二
●
[01/12-01/16] 發放寒期閱讀心得寫作單
十
[01/14] 全校第八節課輔結束
[01/15] 高一二英聽考試
17 18 19 20 21 22 23 [01/18-01/20] 高一二第三次段考
●●●
◎ ◎ [01/18] 期末特推會
[01/20] 休業式、期末校園大掃除
廿
[01/20] 下午 01:00 召開 109 學年第 1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
一
[01/22-01/23] 110 學年度高中學科能力測驗暨考生服務
[01/22] 輔諮中心年初聯繫會議
廿 24 25 26 27 28 29 30
二
寒 31 2/ 02 03 04 05 06 [02/01] 召開行政會議
一
1

02
月

寒 07 08 09 10 11 12 13 [02/10-02/16] 春節連假
二
14 15 16 17 18 19 20 [02/17] 下午 03:00 召開 109 學年第 2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
[02/18] 開學日
一
[02/20] 補行上班（2/10）上課（2/17）
一、寒假 110 年 01 月 21 日至 02 月 10 日止。

附註

二、109 學年第 1 學期開學日及學期結束日為 109 年 08 月 30 日起至 110 年 01 月 20 日止。
三、本校紀念日休假，每年不得超過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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