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東縣立初鹿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 
111.1.10 

週 

次 

星期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室 總務處 示範中心 交通導護 值週 監廚人員 

全校學生及教

師增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7 8 9 
★ 

10 

★ 

11 
12 13 

★2/10 上午返校日 發教科書、註冊單、

上學期成績單暨第三次段考階段成績

單 

★2/10 下午召開期初課發會、期初教師

增能研習 

★2/11 開學日 

選班級幹部、小隊編組、補充打掃用具 

召開期初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輔導會

議、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委員會議、家庭

教育工作委員會、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技藝教育遴輔會 

★2/10 特教增能研習（校內進修） 

2/11 資源班課程開始實施 

★2/11 召開期初校務會議 

午餐、宿舍早晚餐開始供應 

公物檢修、校園各項設施設

備安全檢查及保養檢修、班

級設備清點 

2/12 科技中心種子教師培訓 

李振瑋 何岳容 黃徐屏鳳  

2 14 
★ 

15 
16 17 18 19 20 

■2/17-2/18 九年級第三次複習考 

發放補考申請家長同意書 

★2/14 九年級課後衝刺班及假日衝刺班

開課 

2/15 世界母語日宣導 

全國生科競賽及資訊競賽選手課後培

訓開始 

★2/15 開學典禮 

2/11~2/18 友善校園週 

服儀檢核、住宿申請及入住 

2/16 身心障礙適性輔導安置報名開始 

2/19 金雕木琢創業社團開始實施(一) 

環境整理、公物檢修 

財產盤點(一) 

2/16 臺東縣國中小入校服務 

財產盤點(期初) 

賴冠閩 何岳容 黃徐屏鳳 開學式 

3 21 22 23 24 25 26 27 

2/21-3/21 識字量測驗系統開放施測 

2/21-3/18 九年級適性入學第 1 次模擬志

願選填 

★2/21-2/25 學生補考週 

★七、八年級學習扶助開始 

2/22 導師會報 

2/23 幹部訓練 

2/23 生涯發展教育職業達人講座 

2/24 特殊教育宣導（早自習） 

2/25 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開始實施(一) 

九年級適性輔導訪談（第一次） 

水質檢測 

報廢財產清點 

2/23 臺東縣國中小入校服務 

傅從年 吳東憲 李振偉 本土語課程 

4 
☆ 

28 
3/1 2 3 4 5 6 

☆2/28 和平紀念日放假 

3/1-5/2 教學組-臺東縣美展作品徵集收

件 

3/1 法治教育週會宣導 

服儀檢核 

3/3 七年級得勝者課程開始實施(一) 

3/4 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二) 

3/5 金雕木琢創業社團(二) 

小團輔課程開始實施 

八年級技藝教育宣導（早自習） 

修剪校園花木、割草 3/2 臺東縣國中小入校服務 

林采潔 吳盈慧 吳東憲 
法治教育週會

宣導 

5 7 8 9 
★

10 
11 12 13 

★3/10-3/12 註冊組-國中教育會考團體

報名 

3/8 導師會報 生涯教育宣導週─八年級各領域職群

介紹 

3/8 九年級適性入學宣導講座（七八節） 

3/10 七年級得勝者課程(二) 

★3/10 家庭與親職教育暨親師座談會

（夜間） 

3/11 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三)  

3/12 金雕木琢創業社團(三) 

財產盤點(二) 3/9 尚武國小-線上教學輔助 

蔡志忠 孫茂峰 張加良 本土語課程 

6 14 
★ 

15 
16 17 18 19 20 

★全校英語文競賽週 3/17~3/20 全中運資格賽 八年級技藝教育選填週 

3/17 七年級得勝者課程(三) 

3/18 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四) 

3/19 金雕木琢創業社團(四) 

家長會經費整理 3/16 臺東縣國中小入校服務 

梁馨月 游士傑 吳柏翰 
全校英語文競

賽 

7 21 
★

22 
23 

▲ 

24 

▲ 

25 
26 27 

▲3/24-3/25 第一次定期階段評量 3/22 導師會報 召開特教教學研究會 

召開技藝教育遴選委員會 

★3/22 輔導知能─兒少保護增能研習

（校內進修） 

3/26 金雕木琢創業社團(五) 

修剪校園花木、割草 3/23 臺東縣國中小入校服務 

許美容 吳岳勳 游士傑 

本土語課程 

教師兒少保護

增能研習 

8 28 29 30 31 4/1 2 3 

★3/28-4/1 註冊組-適性入學第二次模擬

志願選填 

3/28-4/1 第一次作業抽查 

 3/29 金雕木琢創業社團(六) 

4/1 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五) 

報廢財產清點 3/29 初鹿國中-釘線畫 

田 馨 劉俐伭 簡月娥 

教師-釘線畫研

習 

學生自主學習 

9 
☆ 

4 

☆ 

5 
6 7 8 9 

★ 

10 

☆4/4 兒童節、4/5 民族掃墓節放假 

★4/10-免試入學比序積分結算日 

4/7 導師會報 

服儀檢核 

4/7 七年級得勝者課程(四) 

★4/8 技藝教育競賽 

4/9 金雕木琢創業社團(七) 

整理廚房洗碗區 4/6 臺東縣國中小入校服務 

★4/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

(新北江翠國中) 

俞勝為 吳柏翰 劉俐伭 清明連假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4/15 國中教育會考全試務寄發准考證 4/12 卑南鄉自治鄉長選舉活動 

4/12 導師會報 

4/14 七年級得勝者課程(五) 

4/15 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六) 

4/16 金雕木琢創業社團(八) 

九年級適性輔導訪談（第二次） 

財產盤點(三) 4/13 臺東縣國中小入校服務 

★4/16 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

賽(高雄科工館) 
曾詩雅 張加良 梁馨月 

卑南鄉自治鄉

長選舉活動 

11 18 19 20 21 22 23 24 

■4/19-4/20 九年級第四次複習考 4/16~4/21 111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4/21 七年級得勝者課程(六) 

4/22 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七) 

4/23 金雕木琢創業社團(九) 

工具清點整理 4/20 臺東縣國中小入校服

務 劉菁菁 白子茜 王雅欣 本土語課程 



12 25 26 27 28 29 30 5/1 

4/23 世界閱讀日慶祝活動週 

4/29-5/3 免試入學比序項目積分審查資

料送件 

4/26 導師會報 4/28 七年級得勝者課程(七) 

4/29 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八) 

4/30 金雕木琢創業社團(十) 

修剪校園花木、割草 

報廢財產清點 

4/27 臺東縣國中小入校服

務 黃韻如 何岳容 白子茜 
世界閱讀日慶

祝活動週 

13 2 3 4 5 6 7 8 

5/2-5/6 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申請 服儀檢核 5/5 七年級得勝者課程(八) 

5/6 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九) 

5/7 金雕木琢創業社團(十一) 

財產盤點(四) 5/4 臺東縣國中小入校服務 

賴冠閩 吳東憲 傅從年 本土語課程 

14 
▲ 

9 

▲

★ 

10 

11 12 13 14 15 

5/5-5/6 免試入學比序項目積分審查資

料補件 

▲5/9-5/10 第二次定期評量 

5/10 九年級免試入學積分公告 

★5/12-5/13 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

報名 

5/10 導師會報 

畢業典禮第一次籌備會 

★5/10 八年級社區高職參訪(公東高工) 

5/12 七年級得勝者課程(九) 

5/13 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十) 

5/14 金雕木琢創業社團(十二) 

召開家長委員會-畢業典禮 5/11 臺東縣國中小入校服

務 

傅從年 吳盈慧 蔡志忠 

八年級社區高

職參訪(公東高

工) 

七、九年級自主

學習 

15 16 17 18 19 20 
★

21 

★

22 

★5/21-5/22 國中教育會考 

5/18-6/3 識字量測驗系統開放施測(後

測) 

 5/19 七年級得勝者課程結業式(十) 

九年級生涯檔案及生涯手冊查閱 

修剪校園花木、割草 5/18 臺東縣國中小入校服

務 林采潔 孫茂峰 林采潔 本土語課程 

16 23 
★

24 
25 26 27 

★

28 

★

29 

★5/23-5/27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報名 

九年級第八節實驗教育專題製作開課 

5/23-5/27 第二次作業抽查 

5/24 導師會報 

畢業典禮第二次籌備會 

5/26 畢業生審查會、確認畢業生獎項 

★29~31 九年級校外參訪 

5/24 金雕木琢創業社團(十三) 

5/27 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結束(十一) 

★5/28 九年級技藝教育成果展 

★5/24 自衛消防演練 

九年級班級設備點收 

5/25 臺東縣國中小入校服

務 
蔡志忠 游士傑 曾詩雅 自衛消防演練 

17 
★

30 

★

31 
6/1 2 

☆ 

3 
4 5 

☆6/3 端午節放假  七、八年級生涯檔案及生涯手冊查閱 修剪校園花木、割草 

水質檢測 

6/1 臺東縣國中小入校服務 
梁馨月 吳岳勳 黃柔盈 本土語課程 

18 6 7 8 9 10 
★ 

11 
12 

★6/7 實驗教育成果發表 

寄發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並開放網路

查詢 

★6/11 全縣語文競賽 

6/6 九年級離校手續 

6/7 校慶 

★6/8 畢業典禮 

服儀檢核 

6/11 金雕木琢創業社團(十四) 報廢財產清點 6/8 臺東縣國中小入校服務 

許美容 劉俐伭 張淑玲 
校慶暨實驗教

育成果發表 

19 13 14 15 
★ 

16 
17 18 19 

★6/16 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報到、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放榜 

補教教學第八節結束、期末共評加強班

開始 

 6/18 金雕木琢創業社團(十五) 

召開特教教學研究會、期末 IEP 週、輔

導會議 

財產盤點(五)  

七、八年級班級設備點收 

6/15 臺東縣國中小入校服

務 
田 馨 吳柏翰 黃徐屏凬 本土語課程 

20 20 
★

21 
22 

★ 

23 
24 25 26 

★6/23-6/30 九年級免試入學正式選題

志願 

★6/23-7/4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報名 

期末共評加強班 

6/21 導師會報 6/25 金雕木琢創業社團(十六) 

本學年線上學生輔導、認輔記錄檢核 

廚房財產盤點及清潔 ★6/21 初鹿國中-CNC 木頭

印章 

6/22 臺東縣國中小入校服

務 

俞勝為 張加良 李振偉 

6/21 初鹿國中

-CNC 木頭印章

教師研習 

學生自主學習 

21 27 
▲ 

28 

▲ 

29 
30 7/1 2 3 

▲6/28-6/29 期末共評 

7/1 暑期開始 

教師各項資料與成果繳交 

6/29 休業式、社區打掃、整理本學期各

項活動資料、回收物清運 

6/30 體能探索活動 

召開期末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生涯發

展教育工作委員會議、家庭教育工作委

員會、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 

財產盤點(五) 財產盤點(期末) 

曾詩雅 白子茜 吳東憲 
期末共評 

休業式 

暑
期 

7/4-8/29 

7/4-5 免試入學報名 

7/6-7/11 免試入學分發 

7/12 免試入學放榜 

7/14 免試入學報到 

暑期輔導 7/4-7/22(暫定) 

8/29(一)CPR 暨 AED 操作研習 

校隊組訓 

教育優先區相關課程 

青春專案 

夏日樂學課程 校園環境整理 暑期教師增能研習 

臺東縣國中小暑期入校服務 

    

▲定期評量   ■複習考  ★重要活動  ◎補上班上課  ☆國定假日、調整放假   單週二七、八年級本土語課程  雙週二學生自主學習/週會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