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東縣立初鹿夢想家實驗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                                  109.08.31 
週 
次 

星期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室 總務處 交通導護 值週 監廚人員 全校活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預 
備 24 25 26 27 ★28 29 30 

開學準備週 
期初設備盤點 
24-25 日教師共備研習 
★28 日全校返校、設備點交、書籍發放 

開學準備週 
★28 日返校日、整理環境、點交班級打

掃用具、回收物清運、遴選班級幹部及

小隊編組 
28 日新生訓練 

開學準備週 
28 日返校日─A表新生建檔及舊生更新 
特教期初 IEP 會議週 

開學準備週 
教室設備盤點 
宿舍早晚餐發包 
教學空間安全檢核 
食米申請 

   28 日返校日 

1 ★31 9/1 ★2 3 4 5 6 
★31 日開學日、期初校務會議 
1 日期初課發會、學習扶助會議 
★2 日開學典禮、校內教師進修 

友善校園週 
校園環境情境佈置、校園美化 
★31 日開學日 

各項團隊組訓開始 
服儀檢核 

31 日~4 日受理住宿申請 
暑假未返校打掃同學補打掃 
課後服務學習-操場除草活動 

2 日開學典禮、幹部訓練 

家庭教育週 
31 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 
31 日分發各班導師綜合紀錄簿、學生輔

導 B 表 
資源班課程實施 
★2 日祖父母節宣導 
4 日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一) 
5 日金雕木琢創業社團(一) 

屋頂防水隔熱發包 
環境整理、公物檢修 
★水質檢驗 

許美容 何岳容 黃徐屏鳳 

2 日開學典禮 

(祖父母節活動、友善校

園宣導) 

2 7 ■8 ■9 10 11 ★12 13 

■8-9 日九年級第一次複習考 
★8 日下午七八年級游泳自救課程 
9 日校內教師進修 
★12 日臺東縣 109 年度語文競賽縣賽 

環境教育週 
班級生活競賽開始 
(9 日防災教育宣導) 

9 日特殊教育宣導講座 
七年級智力測驗施測 
生涯手冊暨生涯檔案建置(一) 
學生 A 表回收總檢 
11 日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二) 
12 日金雕木琢創業社團(二) 

環境整理 
公物檢修 黃勇智 吳東憲 王雅欣 

9 日防災教育宣導、特

殊教育宣導講座 

3 14 ★15 ★16 ★17 ★18 19 20 
第八節補救教學、夜課輔、本土語開始

早自習晨間閱讀、英文課程實施 

15 日導師會報 
★16 日防災預演(第一次)週會時間 
★17 日交通安全訪視 
★18 日防災預演(第二次)早自習 

七年級賴氏人格施測 
生涯手冊暨生涯檔案建置(二) 
★15 日家庭與親職教育暨親師座談會

(夜間) 
15 日提報認輔個案及高關懷學生名單 
17 日認輔會議 
18 日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三) 
19 日金雕木琢創業社團(三) 

修剪校園花木 
割草機具保養 
教務處財產清點 

劉菁菁 吳盈慧 張淑玲 
15 日親職日 

16 日防災教育活動 

4 21 ★22 ★23 ★24 ★25 ◎★ 
26 

27 
★22-26 日早自習補考 
23 日校內教師進修 
◎補中秋節上班上課(10/2) 

教師節活動週 
21 日全國防災日演練 
23 日教師節敬師活動 

七年級賴氏人格施測結果說明 
生涯手冊暨生涯檔案建置(三)  
23 日生涯發展教育知能研習 
25 日七年級得勝者課程(一) 
25 日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四) 
26 日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五) 

家長會改選 
午餐食米申購 
★22 日營養午餐訪視 

八乙 

導師 
田 馨 吳佩容 23 日教師節敬師活動 

5 28 29 30 ☆ 
10/1 

☆ 
2 

3 4 
☆1 日中秋節放假 
☆2 日中秋節調整放假 

法治教育週 
29 日導師會報 
30 日法治教育宣導 

小團輔課程開始 
八年級性向測驗施測 

午餐教育週 
30 日午餐教育宣導 
午餐廚房清潔 

俞勝為 蘇于珊 徐展富 30 日午餐教育宣導 

6 5 6 7 8 ☆9 ☆10 11 

5 日第一次定期評量試題繳交 
7 日校內教師進修 
☆9 日國慶日補假 
☆10 日國慶日 

5 日服儀檢核 
6 日特教課程與教學研究小組會議(一) 
7 日特教知能研習 
★7 日性別平等教育-性侵性騷防治講座 

環境整理 
公物檢修 
修剪校園花木、割草 
★水質檢驗 

賴冠閩 游士傑 吳彗詩 

7 日性別平等教育-性侵

性騷、性侵害、性霸凌

防治講座 

7 12 ▲ 
13 

▲ 
14 15 16 17 18 13-14 日第一次定期評量 12 日導師會報 

14 日職業試探課程 
16 日七年級得勝者課程(二) 
16 日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六) 
17 日金雕木琢創業社團(四) 

學務處財產清點 張文瑞 孫茂峰 許美容 14 日職業試探課程 

8 ★19 ★20 ★21 ★22 ★23 24 25 
21 日校內教師進修 
★19-23 日第一次作業抽查 

聯絡簿抽查 
23 日七年級得勝者課程(三) 
23 日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七) 
24 日金雕木琢創業社團(五) 

21 日自衛消防綜合演練 
午餐食米申購 傅從年 黃韻如 黃勇智 

21 日自衛安全消防演

練 

9 26 27 ★28 29 ★30 ★31 11/1 資訊設備盤點 

27 日導師會報 
28 日法治教育宣導、全縣音樂比賽(初

賽) 
31 日全縣大隊接力 

28 日特殊教育評鑑 
30 日七年級得勝者課程(四) 
30 日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八) 
31 日創業社團成果展 

★飲水機保養 徐展富 劉俐伭 劉菁菁 28 日法治教育宣導 

10 2 3 ★4 5 6 7 8 4 日校內教師進修 2 日服儀檢核 
宿舍整潔檢核 

4 日八年級社區高職參訪-東商 
6 日七年級得勝者課程(五) 

環境整理 
公物檢修 吳彗詩 白子茜 俞勝為 4 日八年級高職參訪-東



★校慶籌備會 6 日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九) 修剪校園花木、割草 
★水質檢驗 

商 

11 9 10 11 12 13 14 15 13 日第二次定期評量試題繳交 10 日導師會報 
11 日七年級健檢 

13 日七年級得勝者課程(六) 
13 日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十) 總務處財產清點 許美容 何岳容 張文瑞  

12 16 17 ▲ 
18 

▲ 
19 20 21 22 

18-19 日第二次定期評量 
18 日 校內教師進修  

18 日生涯發展教育活動 
20 日七年級得勝者課程(七) 
20 日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十一) 

午餐食米申購 黃勇智 吳東憲 賴冠閩 

18 日(學生)生涯發展教

育活動 

(教師)實驗教育增能研

習 

13 23 24 ★25 26 ★27 28 29 
★27 日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停課 
27-30 日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25 日校內英語文競賽 

24 日導師會報 技職教育宣導(輔導課) 午餐廚房清潔 劉菁菁 吳盈慧 張加良 25 日校內英語文競賽 

14 ★30 12/1 2 3 4★ 5 6 ★30日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停課 
2 日校內教師進修 

★4 日校慶 
全縣音樂比賽(預定) 

2 日輔導知能研習 
★環境整理 
公物檢修 
★修剪校園花木、割草 

八乙 

導師 
田 馨 蘇于珊 

3 日校慶預演 

4 日校慶 

15 ★7 ★8 ★9 ★10 ★11 ★12 ★13 
期末設備盤點 
★7-11 日第二次作業抽查 

7 日服儀檢核 
8 日導師會報 
11 日七、八級戶外參訪(暫定) 
11-13 日產業參訪(暫定) 

9 日家庭教育暨生命教育講座 
★11 日七年級生命教育體驗暨職場參訪

─聖十字架療養院、八年級社區高職參訪 
★水質檢驗、輔導室財產清點 俞勝為 蘇于珊 田馨 

9 日家庭教育暨生命教

育講座 

16 14 15 ★16 17 18 19 20 
16 日校內教師進修 
★校內國語文競賽 

籃球聯賽台東區賽(預定) 18 日七年級得勝者課程(八) 
18 日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十二) 午餐食米申購 賴冠閩 游士傑 劉俐伭 校內國語文競賽 

17 21 22 ★ 
■23 

■24 25 26 27 ■23-24 日九年級第二次複習考 22 日導師會報 
★23 日歲末耶誕感恩活動 
25 日七年級得勝者課程(九) 
25 日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十三) 

午餐廚房清潔 張文瑞 孫茂峰 吳東憲 23 日耶誕感恩活動 

18 28 29 30 31 ☆ 
1/1 

2 3 
30 日校內教師進修 
☆1 日元旦放假 

聯絡簿抽查  午餐廚房設備檢查 傅從年 黃韻如 白子茜  

19 4 5 6 7 8 9 10 教室設備盤點 4 日服儀檢核 
5 日導師會報 

各年級生涯輔導手冊及生涯檔案檢核 
7 日特教課程與教學研究小組會議(二) 
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十一) 
8 日七年級得勝者課程(十) 
8 日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十四) 

環境整理 
公物檢修 
修剪校園花木、割草 
★水質檢驗、實驗教育財產清點 

吳彗詩 劉俐伭 傅從年  

20 11 12 13 14 15 16 17 

本土語、補救教學、夜課輔結束 
借用設備繳回 
13 日校內教師進修 
14 日第三次定期評量試題繳交 

期末各項學生記錄整理 
聯絡簿期末檢核各班學期表現期末結算

及檢核 
宿舍整潔檢核 

特教 109-1 期末暨 109-2 期初 IEP 會議

週 
12 日導師綜合記錄簿、學生 B 表回收 
14 日期末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 
15 日七年級得勝者課程結業式 
15 日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十五) 

設備點收、檢修各項設備 徐展富 白子茜 黃韻如  

21 ▲ 
18 

▲ 
19 

★ 
20 

★ 
21 

★ 
22 

23  

18-19 日第三次定期評量 
期末課發會、學習扶助會議 
★20-21 日實驗教育成果發表 
★21-22 日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補課 
★22 日休業式、期末檢討會 
22 日寒假開始 
★110/2/18-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始業式 

21 日環境教育暨服務學習-社區打掃 
22 日環境教育暨面山教育活動 各項成果彙整、輔導資料檢核 午餐經費結算申報 許美容 何岳容 何岳容 實驗教育成果發表 

▲定期評量   ■複習考  ★重要活動  ◎補上班上課  ☆國定假日、調整放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