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111.08.29校務會議通過)                        【年級】、（時間、節數，地點）、次數、1 段考日 
星 
期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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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高中部 全校性活動 國中部 

八
月 

1 28 29 30 31 1 2 3 

*08/29公告暫定課表 

*08/30【進修部】1900開學典禮 

*09/01暫定課表異動止（1200） 

*09/01【高三】跑班課程正式上

課始、課程異動始 

*09/01全國高中閱讀心得、小論

文繳件始 

*09/02公告正式課表 

*09/02【高一】跑班課程正式上

課始、課程異動始 

*09/02高中晚自習線上選填止 

*08/28、09/03、09/04制服販售

(9-12) 

*08/29校務會議（1100-1200） 

*08/29暑假結束 

*08/30開學日 

*08/30開學始業式(1)、發放教科

書(2)、幹部訓練(3)、正式上

課(4) 

*08/30-09/08國高中選社 

*08/30-09/06友善校園週 

*08/30-09/02 弱勢生早午餐補助

申請 

*08/30志工服勤始 

*08/30發放學生狀況調查表始、

家長日及親職講座通知單 

*08/30-09/01【高國二三】110-2

三段成績更正 

*08/30-09/02高國一學生基本資

料檢核 

*08/30-09/12【高國二三】註冊

期 

*08/31水域安全宣導、SH150始 

*08/31換退補教科書止 

*09/03雙和區國語文競賽 

*08/29公告游泳課表 

*08/30實施游泳課表始 

*08/30游泳課(始) 

*08/30-09/05【國二】戶外教育

報名 

*08/30-09/05【國三】戶外教育

報名 

*08/30【國一】發放祖孫週學習

單 

*08/30發放國一輔導專欄海報及

國二班刊比賽報名表 

*08/30-09/12【國二】戶外教育

繳費 

*08/30-09/12【國三】戶外教育

繳費 

*08/31技藝教育專班上課始 

*08/31學資中心上課始 

*09/02技藝教育課程開訓典禮

（1，綜四大） 

九
月 

 
 

2 4 5 6 7 8 9 10 

*09/05-09/12第一次大學英聽測

驗校內報名 

*09/05晚自習始 

*09/05實施正式課表 

*09/05-09/06【高三】學測模擬

考 

*09/06【高二】跑班課程正式上

課始、課程異動始 

*09/06跑班課程異動止 

*09/06【高三】國軍人才招募

(7，演) 

*09/09-09/10中秋節放假 

*09/05課輔始 

*09/05【高國一】新生圖書館利

用教育始 

*09/05-12/31反毒入班宣導(課程

表另行發放) 

*09/07國家防災日第一次預演(朝

會)、午間防災影片 

*09/07志工幹部會議(2-3，小會) 

*09/02抽查暑假作業 

*09/04國一期初 IEP會議始 

*09/05-09/08【國二】複習練習 

(09/05-國，09/06-英，09/07-

數，09/08-自) 

*09/05發放國二、三生涯檔案暨

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09/06-09/07【國三】模擬考 

*09/06-09/07【國一】新生拍證

件照(綜四大)(暫) 

*09/08補考申請止 

*09/08技藝教育合作班上課始

（1220-1550） 

3 11 12 13 14 15 16 17 

*09/12【高三】拍大頭照 (2-6) 

*09/16社團 

*09/16【高三】畢冊編輯

(1400-1450) 

健康促進宣導週(視力保健) 

*09/12【高二三、國中全】註冊

止 

*09/12-13新生圖書館利用教育公

播(午) 

*09/13【高二三、國中全】補註

冊、蓋註冊章始 

*09/14發放選社結果 

*09/15親職講座(1900，演) 

*09/15-09/26【國高一】註冊期 

*09/16-09/19國高中轉社 

*09/16水域安全宣導 

*09/14國家防災日第二次預演(朝

會)、午間防災影片 

*09/16【高國一】新生圖書館利

用教育止 

*09/12【國二】複習練習(09/12-

社) 

*09/12【國三】情境式職涯興趣

測驗線上施測始 

*09/13【國一二】早自習英聽晨讀

始 

*09/16班會、聯課 

*09/16【國三】畢冊編輯(0810-

0900) 

4 18 19 20 21 22 23 24 

*09/19【高一】法治教育講座(暫

定，3-4，演) 

*09/23【高三】升學說明會

（1800） 

*09/19發放校內科展競賽辦法及

報名表 

*09/21發放轉社結果 

*09/21國家防災日正式(朝會)、午

間防災影片 

*09/19多元展能班始業式（1230，

大會） 

*09/22【國二三】補考(5)（09/22-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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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3【高三】國文作文講座(6-

7，演) 

*09/23體育促進 

*09/23家長日（1900） 

*09/23生涯發展教育、技藝教

育、適性入學、生涯輔導紀錄

手冊宣導影片播放（1800） 

*09/23班會、聯課 

5 25 26 27 28 29 30 1 

*09/30【高三】英文作文講座(6-

7，演) 

*09/30社團 

*09/25中油面試試場 

*09/26-09/30敬師週 

*09/26【高一】註冊止 

*09/26-9/30交通安全宣導週 

*09/26公布【高國一】好書看板比

賽辦法 

*09/27【高一】補註冊、蓋註冊章

始 

*09/27反詐騙影片宣導(午間影

片) 

*09/27-09/30【高國三】畢冊沙龍

照拍攝 

*09/28 志工期初大會(1900，綜 4

大) 

*09/29期初家長代表大會(1900) 

*09/30水域安全宣導 

*09/30【高國一】好書看板比賽始 

*09/30學輔工作會議(4，小會) 

*10/01 新北市南區國語文競賽(靜

態) 

*10/01志工漳和溼地生態研習 

*09/26-09/28【國二三】補考(5)

（09/26-英，09/27-國 5、自

6，09/28-社） 

*09/28【國二三】補考成績繳交

截止日 

*09/28輔導專欄 

*09/29【國二女生】HPV(第一劑)疫

苗接種(樂)  

*09/30實施游泳課表止 

*09/30游泳課(止) 

*09/30公告正式課表 

*09/30班會、聯課 

*09/30【國三】情境式職涯興趣測

驗線上補測（1230）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一
月 

6 2 3 4 5 6 7 8 

*10/03【高一】防災教育講習

(4，演) 

*10/04【高二】防災教育講習

(4，演) 

*10/07第一次小段考(6，作文) 

*10/02新北市南區國語文競賽(動

態) 

*10/03-10/07反毒宣導週 

*10/03-10/07全民國防宣導週 

*10/05志工幹部會議(2-3，小會) 

*10/07體育促進 

*10/03-10/07英語文競賽報名 

*10/03【國三】晚自習始 

*10/05學習扶助始 

*10/07班會、聯課 

*10/07【國一】生涯輔導紀錄手

冊輔導股長說明會（1230，大

會） 

7 9 10 11 12 13 14 15 

*10/10全國高中閱讀心得繳件止

(線上中午 12:00止) 

*10/12晚自習加退選始 

*10/13【高二】大學參訪(1300-

1700) 

*10/14【高三】輔導講座(6-7，

演) 

*10/14【高三】畢冊編輯

(1400-1450) 

*10/15全國高中小論文繳件止(線

上中午 12:00止) 

*10/10雙十節放假 

*10/12反詐騙影片宣導(午) 

*10/12-10/13第一次段考 

*10/12-10/18第一次段考成績繳

交 

*10/14水域安全宣導 

*10/15金融試場 

*10/14班會、聯課 

*10/14學資中心入班施測 

*10/14技藝教育遴輔會（1230，

大會） 

*10/13【國三】畢旅行前會-生

(7，樂) 

*10/14【國三】畢冊編輯 

(0810-0900) 

*10/14 衛生局菸檳防制入班宣導

(102-106) 

8 16 17 18 19 20 21 22 

*10/17衛生局愛滋防治入班宣導

(4，401-405) 

*10/18晚自習加退選止 

*10/21社團 

*10/22第一次大學英聽測驗 

健康促進宣導週(健康體位) 

*10/19反毒影片宣導(午) 

*10/19-10/21第一次段考成績更

正 

*10/20親職講座(1900，演) 

*10/21體育促進 

*10/19-21【國三】畢旅 

*10/19輔導專欄 

*10/21班會、聯課 

*10/21【國二】隔宿行前會-生

(1，樂) 

*10/21 衛生局菸檳防制入班宣導

(107-111) 

*10/21【國一】自衛消防講習(2,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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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3 24 25 26 27 28 29 

*10/24衛生局愛滋防治入班宣導

(4，406-410) 

*10/25-11/05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校內報名 

*10/25【高一】新生健檢(樂) 

*10/28社團 

*10/24-10/28校內國語文競賽報

名 

*10/26反霸凌影片宣導(午) 

*10/28水域安全宣導 

*10/28【高國一】好書看板比賽

止 

*10/28家長會長授證典禮(1900) 

*10/29志工手工皂精油製作研習 

*10/29金融試場 

*10/26【國一】新生健檢(樂) 

*10/27-28【國二】隔宿露營 

*10/28衛生局菸檳防制入班宣導

(112-115) 

*10/28【國一】網路成癮辨識宣

導(2，大會) 

*10/28班會、聯課 

10 30 31 1 2 3 4 5 

*11/01-11/02【高三】學測模擬考

 

*11/02【高三】包粽祈福(7，演) 

*11/02-11/12 第二次大學英聽測

驗校內報名 

*11/04社團 

*10/31-11/04反毒宣導週 

*10/31-11/04全民國防宣導週 

*11/02作業抽查 

*11/02志工幹部會議(2-3，小會) 

*11/03流感疫苗接種(樂) 

*11/04體育促進 

*11/05金融試場 

*11/04班會、聯課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十
二
月 

11 6 7 8 9 10 11 12 

*11/07-11/11【進修部】期中考

周 

*11/07【高一】輔導講座(3-4，

演) 

*11/11【高二】英文影片配音比

賽(6-7) 

 

健康促進宣導週(菸檳防制) 

*11/06新北市聯合盃作文大賽試

場 

*11/07公布卡片設計比賽辦法 

*11/07-11/18區域對抗賽(樂活

館) 

*11/11水域安全宣導 

*11/11-12/09卡片設計比賽 

*11/12-11/13夢的 N次方-新北場 

*11/07【國一二】英語文競賽(5-

7，K中) 

*11/11班會、聯課 

*11/11【國二】生命教育活動-圓通

寺淨山(1-2)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1/15【高二】輔導講座(3-4，

演) 

*11/18社團 

*11/18【高三】畢冊編輯

(1400-1450) 

*11/14-11/16校慶田徑賽  

*11/18體育促進 

*11/18家長會常委會(1900) 

*11/19-11/20考選部建技試場 

*11/19志工校外生態研習 

*11/18班會、聯課 

*11/18【國三】畢冊編輯

(0810-0900) 

13 20 21 22 23 24 25 26 

*11/25第二次小段考(6，作文) *11/21繳交校內科展作品說明書

止 

*11/21-11/23校慶田徑賽(雨備) 

*11/25水域安全宣導 

*11/26九合一選舉 

*11/23輔導專欄 

*11/24技藝教育課程申請暨生涯

發展教育家長宣導（1900-

2100，大會） 

*11/25班會、聯課 

14 27 28 29 30 1 2 3 

*11/29晚自習加退選始 

*12/02高二藝文講座(6-7，演) 

*11/29-11/30第二次段考 

*11/29-12/04第二次段考成績繳

交 

*12/02校慶預演 

*12/03校慶 

*12/03大隊接力(國三高三) 

*11/30【國二】高職參訪（1230-

1550） 

*12/01【國二】適性化職涯性向

測驗線上施測 

*12/02班會、聯課 

十
二
月 

15 4 5 6 7 8 9 10 

*12/06跑班課程成果發表始 

*12/06晚自習加退選止 

*12/09大學博覽會(5-7，樂) 

*12/10第二次大學英聽測驗 

*12/05校慶補假 

*12/06-12/08第二次段考成績更

正 

*12/07志工幹部會議(2-3，小會) 

*12/09水域安全宣導 

*12/05-12/09反毒宣導週 

*12/05-12/09全民國防宣導週 

*12/09畢冊拍團體照(暫) 

*12/09卡片設計比賽止  

*12/10-12/11 考選部地方特考試

場 

*12/06【國一二】英文抽背 

*12/06-12/08【國三】拍證件照

(綜四大)(暫) 

*12/09班會、聯課 

*12/09【國一】營養教育講座

(2，演) 

16 11 12 13 14 15 16 17 

*12/12【高一】拔河(2-4) 

*12/13【高二】英文單字比賽(3-

4，K中) 

*12/14-12/15【高三】學測模擬

考 

健康促進宣導週(傳染病防治) 

*12/12校內科展佈置(5-7) 

*12/13校內科展 (5-7) 

*12/14反毒影片宣導(午) 

*12/16體育促進 

*12/12【國一二】國文抽背 

*12/16班會、聯課 

*12/16【國三】畢冊編輯

(0810-0900)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111.08.29校務會議通過)                        【年級】、（時間、節數，地點）、次數、1 段考日 
星 
期 

週 
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高中部 全校性活動 國中部 

*12/16【高三】繁星推薦委員會

(4，大會) 

*12/16社團 

*12/16【高三】畢冊編輯

(1400-1450) 

*12/16家長會常委會(1900) 

*12/16錦中歲末感恩月始 

*12/16錦中感恩月闖關活動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12/19【高一】英文單字比賽(3-

4，K中) 

*12/20【高二】排球賽(1-7) 

*12/21【高二】排球賽(雨備) 

*12/22校內國語文競賽(動態) 

*12/23社團 

*12/19-12/23閱讀推廣優良書展 

*12/21校內國語文競賽(靜態) 

*12/21反詐騙影片宣導(午) 

*12/23水域安全宣導 

*12/20校內國語文競賽(動態) 

*12/20【國二】技藝教育申請學

生說明會（1230-1350，大會） 

*12/22-12/23【國三】模擬考 

*12/23班會、聯課 

*12/23學資中心入班施測 

*12/23【國三】適性入學宣導學

生說明會（6-7，樂） 

18 25 26 27 28 29 30 31 

*12/26-12/27【高一】籃球賽

(樂) 

*12/28-12/29【高三】第三次段

考 

*12/30跑班課程成果發表止 

*12/30社團 

*12/28-12/31畢冊交稿 

*12/28作業抽查 

*12/30體育促進 

*12/30「錦中齊飢」活動

(0600~1800) 

*12/30錦中歲末感恩月止 

*12/27 多元展能班期末暨下學期

期初會議(1230，大會) 

*12/28【國三】辦理身分證繳件

(暫) 

*12/29【國二】適性化職涯性向測

驗線上補測 

*12/29輔導專欄 

*12/30班會、聯課 

一
月 

19 1 2 3 4 5 6 7 

*01/03-01/11【進修部】期末考 

*01/03-01/06【高一】工讀生申

請 

*01/03-01/06【高二】轉組申請 

*01/03-01/06下學期跑班選課 

*01/05課輔止（當天要上) 

*01/07社團 

*01/01-01/02元旦放假 

*01/04志工幹部會議(2-3，小會) 

*01/07補 01/20班（補課） 

*01/03-01/13【國三】免試入學

志願模擬選填輔導 

*01/05技藝教育合作班上課止 

*01/06課輔止（當天要上) 

*01/06學習扶助止(當天要上) 

*01/06班會、聯課 

*01/07班會、聯課 

20 8 9 10 11 12 13 14 

*01/13-01/15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01/09期末逾期催書 

*01/12-01/13線上上課（教學） 

*01/13-01/15大學學測試場 

*01/11購買寒假作業(午休) 

*01/11全校生涯檔案暨生涯輔導

紀錄手冊收查 

*01/13班會、聯課 

21 15 16 17 18 19 20 21 

*01/16【高三】繁星升學講座

(7，演) 

*01/17晚自習止（當天要留） 

*01/18【進修部】1900休業式 

*01/16-01/20第三次段考成績繳

交 

*01/17-01/18第三次段考 

*01/19休業式、校務會議 

*01/19水域安全宣導 

*01/21除夕 

*01/16學資中心上課止 

*01/16技藝教育專班上課止 

*01/17【國三】晚自習止(當天要

留) 

 22 23 24 25 26 27 28  *01/22初一  

二
月 

 29 30 31 1 2 3 4 

*01/31公告補考名單(1700) 

*02/02-02/03補考 

*02/04補考成績繳交止(1700) 

*02/04補 01/27班(補班)  

 5 6 7 8 9 10 11 

*02/06學習歷程檔案上傳截止 

*02/08學習歷程檔案教師認證截

止 

*02/10寒假結束、課程準備日、

公告暫定課表 

*02/06-02/10【國三】寒輔始 

 12 13 14 15 16 17 18 

*02/13【進修部】1900開學典禮 

*02/13-02/17【高一】數學競賽

報名 

*02/13-02/17【高二三】自然競

賽報名 

*02/13開學日 

*02/16暫定課表異動繳交止

（1200） 

*02/17公告正式課表 

*02/18補 02/27班（補課） 

*02/13【國二三】課輔始 

*02/13-02/17【國二】複習練習

(02/13-國，02/14-英，02/15-

數，02/16-自，02/17-社) 

 19 20 21 22 23 24 25 *02/20高中課輔始 *02/20實施正式課表  

 26 27 28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