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縣自強國中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校行事曆(紅 110.09.08 更)
主題 月份 週次

準備週

一

日期

主要行事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處

8/02 公告新生班級正式名單
8/02 新生班導師工作會議(9:00~10:00 會議室)
8/23 舊生返校日(07:30~11:10)新名條、發教科書
班級抽籤、打掃區域抽籤等
8/25 教師研習~課程評鑑理念與工具解析(9:00~12:00) 8/23 舊生返校日(07:30~11:10)
8/26 教師研習~聯合國永續發展議題(下午 1:00~4:00)
教室搬遷、打掃、回收、開班會選幹部
8/27 全校返校日(07:30~11:10)
8/24 全校防疫小組會議(9:00)
發教師與班級課表、發新生教科書、舊生成績單、 8/27 全校返校日(07:30~11:10)
8/25-8/31
及補考通知、第 8 節課輔及本土語、族語調查表
發行事曆、聯絡簿、點名簿、戶外教育家長
教科書補助申請(身心障子女、身心障學生、原住民生
同意書、社團選組單、健康紀錄卡，收自強
9/10 放學前至教務處註冊組填寫申請補助，逾期不受理)
美展作品、暑假作業，新生相片香皂抹布等，
補領掃具、召開幹部訓練(第 3 節)
8/27 教職員工 CPR 及 AED 研習(下午 1:15~3:30) 線上+實體
9/01 開學日及全天正式上課起(7:30~下午 3:45)
◎各領域召開教學研究會
9/01 開學及全天正式上課起
開學典禮暨友善校園.水域安全宣導(7:50~8:15)、 ◎原住民清寒獎學金申請起至 9/17 止
開學典禮暨友善校園週(7:50~8:15)
第一節起按課表正常上課。
9/01 開學及全天正式上課
9/01 水域安全宣導
9/02 九年級生涯教育宣導(延至 111 年 5/23(暫定))
9/01 繳交暑假作業給任課老師批閱
9/01 教室佈置起(~9/30)
~內心的太陽一直都在(第 6-7 節/演藝廳/許峰源)
9/01 新生本土語選修開課調查表/繳回教務處
9/02 社團(多元舞台)選社活動(線上~9/06 下午 5:00 止)
9/01-9/05 9/02 社團(多元舞台)選社活動(線上~9/06 下午 5:00 止 9/01 新生原住民/午休族語認證說明及發同意書
9/03 七年級防災防震逃生演練(7:50)
友善校園週 ◎SH150 方案~愛跑 100 健康久久活動起(~12/30)
9/02 八九年級補考起(02 語文 03 數 06 社 09 自)
9/06~07 辦理換社
防溺宣導週 9/03 七年級防災防震逃生演練(7:50)
9/02 全校師生歸還暑假期間借出的平板電腦
◎追蹤中輟生
9/04 全縣國語文競賽
◎SH150 方案~愛跑 100 起健康久久活動起(~12/30)
(國、閩、客演說、閩情境-竹仁國小)
◎每奇數週一早修：掃具更換及補領起
8/02 新生班導師工作會議(9:00~9:30 會議室)
8/23 舊生返校日(07:30~11:10)
8/24 全校防疫小組會議(9:00)
8/25-27 全校教師 3 日備課研習(9:00~下午 4:00)線上
8/27 全校返校日(07:30~11:10)
幹部訓練(10:25~11:10)
8/27 校務會議(11:15 會議室)線上
8/27 教職員工 CPR 及 AED 研習(下午 1:15)線上+實體
8/27 資優班家長座談會(晚上 7:00~9:00)線上
8/30~31 全校環境大清消

(國、閩、客朗讀-安興國小)
(國、閩、客字音字形及作文、寫字-博愛國小)
(原住民朗讀、演說、情境-中山國小)

民
主 九
法
治 月
月

二

三

四

9/06 校運會報名起(~17)
9/06 行政會報(9:00)
9/07 導師會報(7:30)
9/06-9/12 9/07~08 八、九年級複習考(9/07 下午+9/08 上午)
交通安全 9/08 九年級技藝學程上課起(義民)
暨
9/09 社團(多元舞台)上課起
防溺宣導週 9/10 八年級防災防震逃生演練(7:50)
9/11 週六補課日(補 9/20 星期一的課)
導
○

9/13 全校第 8 節課輔起、九年級夜讀起
9/13 九年級拍畢業照起(~17)
9/14 七年級防災防震逃生預演(7:50)
9/13-9/19
9/15 九年級技藝學程上課起(東泰)
防火防災
9/16 七年級交通安全宣導(第 6 節/演藝廳/校外會)
防震宣導週 9/16 八年級女 HPV 疫苗第二劑(下午 2:05/文化館 1F)
9/17 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9:21)
9/17 適性輔導宣導及全校親師座談會(下午 7:00)
9/20-9/26 9/18~21 中秋節 4 天連假 9/22 校運會報名止
登革熱防治 9/24 八年級性別平等教育作文比賽
9/24 慶祝教師節~畫我鮮師、敬師小書競賽收件止
宣導週
9/24 預防犯罪宣導 7:50
導

○全

9/27 校運會預決賽起(因 BNT 施打不能劇烈運動，取消)
五

9/27-10/03 9/27~10/01 自強好書展
生命教育 9/28 七年級校歌比賽
9/28 教師節(記得向老師問好說聲教師節快樂~)
宣導週

10/01 全校學生施打 BNT 疫苗
10/04 行政會報(9:00)
10/04-10/10 10/08 水域安全宣導
六
導 10/09~11 國慶日 3 天連假
反霸凌宣導○

十
月

10/13 全縣學生美術比賽_作品送件

10/11-10/17 10/13~14 第一次成績考查
七

兒少保暨家庭 10/14 七年級性平教育宣導
暴力防治
(第 6~7 節/演藝廳/講師:曾沐臣心理師)
宣導週

(綠 110.10.07 更)
8/02 新生班導師工作會議(9:00~10:00 會議室)
高關懷生及特殊生轉銜會議
8/02 資優新生通報網資料建置完成
8/06 資優課程計畫上傳完成
8/25 性平教育教師增能研習(1:00~3:30/黃世欽)
8/26 特教知能研習(9:00~11:30)
8/27 全校返校日(7:30~10:15)
發家庭狀況調查表、新生輔導紀錄表(A 表)
8/27 資優班家長座談會(晚上 7:00~9:00)線上

總務處
班級課桌椅整修
校舍修繕及安全檢查
花木修剪、電梯保養、水電檢修
全校電力改善工程
飲水機保養、RO 系統濾心更換及
回收
8/27 全校返校日(7:30~10:15)
發註冊減免代收代辦申請表
8/30~31 全校環境大清消

彙整畢業生升學與就業情形 各項輔導資料表格準備
教育部學生輔導轉銜通報系統資料建置完成

9/01 新生班導師 B 表全誼系統線上操作起
收回新生班 A 表及全校家庭狀況調查表
9/01 學習中心及資優班上課起(抽離課程)
9/02 家庭教育諮商輔導課程實施起
9/02 九年級生涯教育宣導 延至 111 年 5/23(暫定)
內心的太陽一直都在(第 6-7 節/演藝廳/講師:許峰源)
9/03 個案輔導會報
特教通報填寫
招募認輔教師及各班推薦須受輔學生名單
推薦資中班學生名單
召開輔導活動科教學研究會、輔導工作、性別
平等、生命教育、家庭教育等執行委員會會議。

9/01 午餐供應起
9/01 發薪資
能源科技教育巡迴宣導申請
水質檢測(飲用水)、消防設備填報

9/06 學習中心及資優班上課起(外加課程:早修及 8.9 節) 校園綠化美化
9/06 七年級新生 A 表資料線上操作起(資訊課)
文書處理月報表
▪9/06 彈性課程~豐盛品格開始上課
財產增減結存月報表
9/07 召開特教推行委員會(中午 12:35/校長室)
校舍安全檢查
9/08 學習中心社群會議(中午 12:35/學中辦公室)
電梯保養
9/08 九年級技藝學程上課起(義民)
能源科技教育巡迴宣導
9/10 資優班社群會議(中午 12:35/資優辦公室)

◎確定客語、族語認證課及族語認證社團時間
八九年級補考(06 社 09 自)
9/06 圖書館開放個人/班書借閱
9/06 MDM 校園伺服器更新完成
9/07 重製並檢查借出的平板電腦軟硬體
9/07~08 八、九年級複習考(9/07 下午+9/08 上午)
9/09 廣達游於藝小尖兵培訓(9:00~12:00/中山小)
9/10 新生入學名冊報府
9/10 全國客家藝文競賽中區預賽報名截止日
9/11 補課日(補 9/20 星期一的課)

9/06 校運會報名起(~17)
9/09 社團 1
9/08 收各年級戶外教育家長同意書
9/09 社團(多元舞台)上課起
9/09 大型車內外死角體驗活動(201 班/戶外)
9/10 八年級防災防震逃生演練(7:50)
◎全校體適能檢測
◎視力檢測起
◎統計全校戶外教育人數

9/13 全校第 8 節課輔起、九年級夜讀起
9/13 全校 PC 電腦開始升級至 21H1
9/13 學習扶助篩選測驗起
9/14 收八九年級學生證蓋註冊章
9/14 宋展河獎助學金申請
9/16 優良暑假作業繳交期限
9/17 發段考命題通知 班級圖書與愛的書庫圖書交換

9/13 敦親睦鄰~社區服務
9/16 社團 2
9/13 九年級拍畢業照起(~17)
9/14 七年級防災防震逃生預演(7:50)
9/16 七年級交通安全宣導(第 6 節/演藝廳/校外會)
9/16 八年級女 HPV 疫苗第二劑(下午 2:05/文化館 1F)
9/17 地震避難掩護演練(上午 9:21)
9/17 自強美展收件止
9/17 適性輔導宣導及全校親師座談會(下午 7:00)
9/21 登革熱防治宣導
9/23 社團 3
9/22 校運會報名止
9/24 預防犯罪宣導 7:50

9/15 九年級技藝學程上課起(東泰)
9/17 認輔工作期初協調會(中午 12:35)
9/17 適性輔導宣導及全校親師座談會(下午 7:00)
9/17 特殊需求學生家長座談會(下午 6:00)
9/17 適性輔導宣導及全校親師座談會(下午 7:00)
(110 上)特殊需求學生鑑定開始
特教入班宣導活動起

9/10 發全校各式繳費單與全校戶外
教育繳費單
9/14 全校防災防震逃生預演 (7:50)
9/15 午餐委員會會議(12:35/會議室)
9/17 國家防災日:
地震避難掩護演練(上午 9:21)
午餐各項補助核銷報府

9/22 資中班~多元創意課程上課起 提報認輔師生名冊
9/24 八年級性別平等教育作文比賽(早自習)
9/24 個案輔導會報
9/24 畫我鮮師(美術課)、敬師小書(輔導活動課)競賽止
教育優先區家庭狀況資料彙整

花木修剪 、校園綠化美化
飲水機保養

9/27~10/01 自強好書展
9/30 繳交段考試題
9/30 學產基金助學金申請、原住民學用金申請
9/30 曉龍傳世基金助學金申請
10/02 客語中高級認證

9/28 七年級校歌比賽

9/28 教師節敬師活動
溪畔馨語第 48 期截稿
學習態度測驗(七)、適性化職涯性向測驗(八)、

10/01 發薪資
電梯保養
水電維修

10/07 補救教學課程開始
班級圖書與愛的書庫圖書交換

10/04 敦親睦鄰~社區服務
10/07 社團 5
10/07 發校慶海報設計競賽辦法(~10/28)
10/07 發校慶園遊會辦法及攤位登記表(~10/28)
10/08 水域安全宣導

10/04 生命教育~體驗課程實施起(輔導活動課)
10/06 生涯發展教育暨技職教育訪視(暫定)
▪10/06 國小女力科學營始(暫定)

校園綠化美化、花木修剪

10/13~14 第一次成績考查
10/15 第一次段考補考截止日
10/16 客語初級認證/東海國小

10/13 全縣學生美術比賽_作品送件
10/14 預防犯罪宣導(第 6 節:801.805.808)
10/16 全國運動會(~21 新北市)

10/11 台灣女孩日
10/14 七年級性平教育宣導:701~705 班

10/15 午餐委員會會議(12:35/會議室)
校舍安全檢查
水電維修

9/21 優良暑假作業展開始
9/24 發七年級學生證
9/24 新竹縣清寒優秀及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
9/24 原住民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
9/24 無力繳交代收代辦費與教科書補助申請

9/10 生涯發展教育暨技藝教育成果自評表上傳
9/10 召開中輟復學輔導就讀會議暨評估回歸會議
9/10 召開資源式中途班鑑輔會議(中午 12:35)
輔導專刊-溪畔馨語第 48 期徵稿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起
召開特殊需求學生 IEP 及 IGP 會議、特殊教育、生涯發展教育工
作執行委員會、生涯發展教育議題課程小組等會議。

9/30 社團 4

10/02 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公開賽(~06)
10/01 全校學生施打 BNT 疫苗 ◎9 月缺曠課核對
10/01 全縣音樂暨鄉土歌謠比賽網路報名止
10/03 創校 20 週年校慶特刊編輯起

情境式職涯興趣測驗(九年級)起

(第 6~7 節/演藝廳/講師:曾沐臣)

10/15 個案輔導會報
兒少保暨家庭暴力防治宣導週
友善校園學輔工作成果自評表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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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事

日期

10/21 七年級生命教育宣導(第 6-7 節/演藝廳/講師:黃述忱) ◎各領域召開教學研究會
10/19 第一次定期輸入完畢
10/23 全國客家藝文競賽中區初賽/新竹縣

10/18-10/24 10/23 親職講座(9:00~12:00/會議室/講師:陳志恆心理師)
情感教育
宣導週
10/25-10/31 10/25 行政會報(9:00)
憂鬱自傷
防治宣導週

10/28 校慶海報設計競賽收件止

導全
○

11/04 紙風車劇團反毒宣導演出
十

教務處

11/01-11/07
(第 6 節,七年級/文化館 2F)
減碳綠生活 11/03 全國中等學校田徑錦標賽(~06 苗栗)
11/06 全國中正盃大學暨中學校際籃球賽(~14 苗栗)
宣導週

二

十
三

十
四

十
五

性別平等 11/18 揚音樂集與合唱團成果發表(第 6~7 節演藝廳)
導全
宣導週○

11/29 行政會報(9:00) 12/02~03 第二次成績考查
12/04 全縣國中資優學生桌遊營
12/04 親職教育講座~從網路危機談親子管教(吉靜如少保官)
12/04~07 新竹縣運動會
12/06-12/12 12/07 作業抽查起(07 數 08 英 09 史地 10 自)
防制藥物 12/09 七年級職業試探參訪(各班 3~4 人)
12/11 全縣國中資優學生科學營

濫用宣導週

校
12/13-12/19
園
十 十 防癌教育
安
二 六 宣導週○
導全
全
月
月
十
七

作業抽查(13 公健 14 國 15 作文)
12/13 行政會報(9:00)
12/15 七年級戶外教育(中台灣之旅)
12/16 八年級社區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參訪
(全八年級第 5~7 節:班導帶隊，全校第 5 節與早自習互調)

12/20-12/26 12/20~22 全校抽查生涯檔案及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環境教育
宣導週

12/23 八年級技職教育宣導(第 6 節/演藝廳/黃明豐)
◎全縣模擬會考(暫定 12/23、24)
12/27~29 聯絡簿抽查(七 27 八 28 九 29)

十
八

導
宣導週○

01/03 行政會報(9:00)
十
九

春
暉
教 一 二
育 月 十
月

11/01 發薪資
11/01 發七八年級戶外教育繳費單
財產增減結存月報表
財產初盤

11/09~13 典藏自強 精彩雙十回顧展(文化館 1F)
友善校園學輔工作訪視(暫定)
中介教育訪視(暫定)

綠化美化、花木修剪
11/13 自強 20 夢想奔馳
~校友音樂會(am8:30 入場~10:15)

11/16 敦親睦鄰~社區服務
11/18 社團 7
11/17 統計七八年級戶外教育參加人數
11/18 全校學生施打流感疫苗(8:00 文化館 1F)
11/18 揚音樂集與合唱團成果發表(第 6~7 節演藝廳)
11/20 竹東鎮運動會~路跑活動(河濱公園)

11/19 全校憂鬱量表檢測止
家長職業分享講座開始
查核生涯檔案及生涯輔導紀錄手冊說明會

11/16 午餐委員會會議(12:35)
電梯保養
文書處理月報表

11/22 九年級畢業紀念冊編輯起
11/25 社團 8
11/22~12/03 全縣學生音樂暨鄉土歌謠比賽起
11/25 七年級健檢(文化館 1F)
◎男女童軍三項登記、女童軍小隊長訓練營
11/17 統計七八年級戶外教育參加人數

11/26 個案輔導會報
特殊需求學生適性輔導安置意願調查

財產增減結存月報表
校舍安全檢查、公物維護

12/03 收回憂鬱量表檢測後輔導記錄(導師)
12/04 全縣國中資優學生桌遊營 EQ 性向測驗(國三)
12/04 親職教育講座~從網路危機談親子管教(吉靜如)
彙整第二梯次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課程成果

財產增減結存月報表
財產總複盤
12/01 發薪資 飲水機保養

12/09 七年級職業試探參訪(各班 3~4 人)
12/11 全縣國中資優學生科學營
國三特殊生高中職轉銜參觀
調查九年級技藝競賽參賽職群

文書處理月報表
能源科技教育經費核結作業
飲用水檢測、消防設備填報

12/15 國三特殊需求學生轉銜輔導會議(中午 12:35)
12/15 資優鑑定縣內說明會(暫定) 12/17 校內說明會(暫定)
12/17 資優班社群會議(中午 12:35)
12/16 八年級社區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參訪

12/15 午餐委員會會議(12:35/會議室)
校園綠化美化
電梯保養

廿
一

11/10 台灣科學日(辦理科學活動)
11/13 自強 20 夢想奔馳
~慶祝大會(am8:30 入場~10:15)
11/18 繳交段考試題
11/20 全國客家藝文競賽總決賽/桃園

12/02~03 第二次成績考查
12/02 愛的書庫圖書交換
12/04 原住民族語認證考試
12/06 第二次段考補考截止日
12/07 作業抽查起(07 數 08 英 09 史地 10 自)
12/07 第二次定期成績輸入完畢
12/10 擬藝才班(管樂團)寒訓計畫 ◎各領域召開教學研究會

◎學習扶助成長測驗起
作業抽查(13 公健 14 國 15 作文)
12/14 頒發段考獎狀
12/17 第二次日常成績輸入完畢
12/18-20 全國語文競賽日

01/13 社團最後一次上課並交回班會及社團日誌
導 全 01/14 九年級第 8 節課輔、夜讀結束
宣導週○
能源教育

01/17-01/20
法治教育
宣導週

導 全:表全校老師
【註】○

01/17~18 第三次成績考查
01/19 全校師生 AED 研習(11:20~文化館 2F)
01/19 資源總回收(中午 12:35) 校務會議(下午 4:00)
01/20 期末全校大掃除(上午 7:30~8:30)01/20 休業式與防溺宣導(11:20)

導 :表僅導師參與
○

10/28 社團 6

11 月缺曠課核對
12/04~07 新竹縣運動會
12/06 敦親睦鄰~社區服務
12/09 社團 9
12/06 校刊及畢業紀念冊封面設計起
12/08 七八年級戶外教育手冊印製完成
12/10 擬運動校隊、體育班寒訓計畫
12/13 戶外教育逃生演練(七八年級掌門人中午 12:35)
12/14 戶外教育行前說明會(升旗,全校/操場)
發戶外教育學習單及手冊(七年級)
12/15 七年級戶外教育(中台灣之旅:科博館+麗寶樂園)
◎擬期末及寒假行事曆

減碳綠生活宣導
寄發校慶邀請函

(全體八年級第 5~7 節:班導帶隊，當日全校第 5 節與早自習互調)

12/17 個案輔導會報
12/20~22 全校抽查生涯檔案及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12/23~24 聖誕節感恩活動
12/23 八年級技職教育宣導(第 6 節/演藝廳/講師:黃明豐)
調查九年級技藝競賽參賽職群

水電維修
校舍安全檢查

◎全縣模擬會考(暫定 12/23、24)
12/20 發段考命題通知

12/21 收七年級戶外教育優良學習單 12/23 社團 10
12/23 發社團敘獎通知單及學期成績紀錄表

12/29 藝才班期末檢討會(暫定)

12/27 發八年級迷彩服(第 7 節/文化館)
12/30 社團 11
發戶外教育學習單及手冊(八年級)
12/27 敦親睦鄰~社區服務
12 月缺曠課核對
12/27~29 聯絡簿抽查(七 27 八 28 九 29) 12/28 水域安全宣導
12/29~30 八年級戶外教育(隔宿露營:萊馥)
12/30 SH150 方案~愛跑 100 健康久久(活動止)

12/30 資源式中途班課程結束
12/30 資優班期末感恩活動
彙整資中班(110 上)成果
志願選填試探後適性輔導知能教師研習(暫定)

檢修黑板、課桌椅、冷氣

◎各領域召開教學研究會
01/03 繳交段考試題、補考試題、領域寒假作業
01/03-07 借閱圖書及班書歸還圖書館
01/07 七八年級補救教學課程結束

01/03 發期末及寒假行事曆
01/06 社團 12
01/03 發家長注意事項通知
01/04 收八年級戶外教育優良學習單
01/07 畢冊、校刊封面設計比賽交件止
01/07 九年級各班畢冊編輯繳交作品 春暉專案宣導

01/03 發薪資
文書處理月報表
財產增減結存月報表
消防設備填報

01/12 七八年級第 8 節課輔結束
01/14 九年級第 8 節課輔、夜讀結束

01/13 交回班會紀錄及社團日誌
01/13 社團(多元舞台)最後一次

01/03 資優鑑定校內報名截止(暫定)
01/05~06 東泰.義民技藝學程課程(最後一次)
01/07 個案輔導會報
01/07 資源式中途班期末鑑輔會議(中午 12:35)
01/07 召開特教推行委員會(中午 12:35)
期末特殊需求學生 IEP 會議 (110 上~期末+110 下~期初)
國三特殊生適性輔導安置試探報名起
01/14 認輔工作期末檢討會(中午 12:35)
推薦(110 下)資中班學生名單
期末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

01/17~18 第三次成績考查 01/19 第三次段考補考截止日
01/20 發寒假作業、收教室日誌、發下學期教科書
01/20 休業式、定期,日常及整學期成績輸入完畢

01/19 全校師生 AED 研習(11:20~文化館 2F)
01/19 資源總回收(中午 12:35)
01/20 期末大掃除(上午 7:30~8:30)
01/20 休業式與宣導(上午 11:20,全校師生/文化館)
01/21~22 科技小子冬令營(卡林巴琴、Micro:bit)

收輔導 B 卡記錄
收學生 IEP 及 IGP 評量表
彙整各項活動成果資料

確認下學期用餐人數及天數
繳交班級修繕維護檢查表
水塔清洗、飲水機及電梯保養

◎各領域召開教學研究會

01/10-01/16 01/12 七八年級第 8 節課輔結束

10/21 生命教育藝文競賽~生命鬥士學習單
10/22 生涯發展教育實地訪視
10/23 親職講座(9:00~12:00/會議室/陳志恆心理師)
10/29 學習中心~萬聖節活動
憂鬱自傷防治宣導週
彙整生命教育小型計畫成果資料
11/01 全校憂鬱量表檢測起(輔導活動課)
11/05 個案輔導會報
生命教育~體驗課程實施止
溪畔馨語第 48 期出刊

12/29~30 八年級戶外教育(隔宿露營:萊馥)
12/30 SH150 方案~愛跑 100 健康久久(活動止)
12/31~01/02 元旦 3 天連假

01/03-01/09 01/07 七八年級補救教學課程結束
春暉專案 01/07 畢冊、校刊封面設計比賽交件止
01/07 九年級各班畢冊編輯繳交作品
宣導週

消防設備填報

(第 6-7 節/演藝廳/講師:黃述忱)

10 月缺曠課核對 11/01 園遊會攤位抽籤
11/01 創校 20 週年校慶特刊付梓
11/01 發七八年級戶外教育繳費單及家長通知單
11/03 全國中等學校田徑錦標賽(~06 苗栗)
11/03 全縣學生美術比賽_作品退件
11/04 紙風車劇團反毒宣導演出(第 6 節,七年級/文化館 2F)
11/06 全國中正盃大學暨中學校際籃球賽(~14 苗栗)
11/11 全縣舞蹈比賽(~12)
11/12~13 自強 20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
(因 BNT 施打不能劇烈運動)
11/13 自強 20 夢想奔馳~創意環保園遊會(9:30~12:30)

12/27-1/02 12/28 水域安全宣導
人權法治

10/21 七年級生命教育宣導:706~710 班

11/05 發段考命題通知
班級圖書與愛的書庫圖書交換

11/22~12/03 全縣學生音樂暨鄉土歌謠比賽起
11/25 七年級健檢(文化館 1F)

11/29-12/05
愛滋病防治
導
宣導週○

10/18 創校 20 週年校慶特刊校稿起
各年級戶外教育原訂本週進行，因 Covid-19 疫情
均延期辦理。

總務處

10/25 敦親睦鄰~社區服務
10/28 校慶海報交件止
10/28 教室佈置評分

11/22-11/28 11/22 九年級畢業紀念冊編輯起
反毒禁菸
宣導週

輔導處

10/25 第一次日常成績輸入完畢
10/26 頒發段考獎狀
10/31 資訊倫理成果報告繳件

導
○

11/08 行政會報(9:00)
環
11/08-11/14
保 十 十 科學教育週 11/11 校慶預演(第 6~7 節)
一
11/13 自強 20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自強 20 夢想奔馳)
特教宣導週
教 一
~校友音樂會.慶祝大會.園遊會.典藏自強靜態展
育 月
11/15 校慶補假一日
11/15-11/21 11/18 全校學生施打流感疫苗(8:00 文化館 1F)
月
十

學務處

01/13 社團 13

01/14 午餐委員會會議(12:35/會議室)
花木修剪 校園環境整理
化糞池清理 校舍安全檢查

【預告】第二學期開學日及全天正式上課:111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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