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106 學年度第1學期教職員行事曆 
週

次 月份 
星期 

校長室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輔導處 圖書館 會計室 人事室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開

學

準

備

週 
八 20 21 22 23 24 25 26 

22 主管會議 23少家課程會議 
 

  *調查全校教師學群 21-25畢冊工作 
21-25廊柱展工作 
21-25採編新書書目蒐集 

 

一 

 
八 

 
 
九 

 

27 
 
 
 

28 
 
 
 

29 
 
 
 

30 
 
 
 

31 
 
 
 

 
 
 

1 

 
 
 

2 

30 開學日 28 13:00-16:00新  
     課綱共備研習 
30高一高二開學複 
    習考(10:00後) 
30高中第八節輔導 
    課開始 
31-1國二國三期末 
       補考(第八節) 
 
 

28 8:00-12:00衛生組環境  
      教育4hrs (0800-1000 
      防災教育) 
30-8幹部訓練 
30開學典禮(全校師生) 
30教室佈置 
30班級幹部選舉 
1國二三反毒宣教(活動中 
  心第六節) 

28校舍安全 
    檢核 
29辦理106學 
   年度校務會 
   議代表票選 
   作業 
１發薪 
 

29 9:00-12:00輔導處-性平& 
   家庭教育講座-講師:南華 
   大學李艷梅教授 講題:情 
   感教育13:00-16:00輔導處 
   -生命&生涯教育講座-講師 
   :夢想騎士賴雷娜 講題:找 
   回，自己的價值  
 
*高三大學學系探索量表施 
  測 
*輔導股長幹部訓練 
*發放與回收高關懷、高風 
  險家庭學生調查表 
*期初輔導工作、性平工作、 
  生命教育工作、生涯發展 
  教育工作委員會 
*發送 A、B表 

28圖書館志工報名開始 
28第43期校刊崧嶺園開始徵稿 
30書籤設計比賽徵稿開始 
30藝文走廊廊柱展 
30全國高中小論文與網路閱讀 
  心得投稿開始 
30教職員工及學生開始薦購新 
  書 ,為期1個月 
30全校師生國資圖電子帳號申 
  請開始，為期一個月 
1畢冊608、609、國三、教職員 
 工證件照拍攝 
1國中部圖書股長幹部訓練 
1圖書館志工報名截止 
1發教職員工借閱逾期通知單 
 

籌編107年度 
 概算 

29辦理106學年 
度教評會票選委 
員及教師成績考 
核委員會票選委 
員票選作業 
29辦理106年度 
公務人員考績委 
員會票選委員票 
選作業 
1.子女教育補助 
 費申請作業開始 
1-5.報送人事管理

資訊系統、ecpa 
相關人事資料、 
待遇資料報送。 
 

二 九 3 4 5 6 7 8 9 

5 行政會議 5-6國三第一次模擬 
     考 
7-8高三第二次模擬  
     考 
4-7國二國三期末補 
     考(第八節)(9/5 
     不舉辦補考) 
6國一國二校內地理 
  知識大競賽（第六 
  節） 
8國中第八節輔導課 
  開始 
9週六班開始 

6高一風很大劇團反詐騙宣 
  導展演(活動中心第六、 
  七節) 
6高一二線上社團選填志 
  願開始 

9/6導師繳交 
    清寒貧困 
    學生餐費 
    補助申請 
    表截止 
校園綠美化 

5 提報輔導人數人次、高 
   關懷統計表、追蹤輔導 
   情形調查表 
*資源班課程準備與課後 
  托育班調查 
*學輔工作期初會議 
*期初IEP 
*期初遴輔會 
*期初特推會 
 

4、5、6、8國中晨讀 
5高中部圖書股長幹部訓練 
6高中晨讀 
7圖書館志工訓練大會 
6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8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8編製8月份 
會計月報 
 

1-5.報送人事管理

資訊系統、ecpa 
相關人事資料、 
待遇資料報送。 

三 九 10 11 12 13 14 15 16 

12 主管會議 
16 家長日 

13高中英文單字校 
   內競賽-初賽（第 
   六節） 

全校學生體適能檢測開始 
全校快活計畫開始 
13全校地震防災演練預演  
    (第七節) 
13高一二線上社團選填志 
    願結束 
14導師會議-反毒宣教教師 
    場 
15衛生組-國二CPR演 
    訓(國二) 
16高一五對五籃球賽 
    高二排球賽 

13-25註冊繳

費 
繳費期限：

106年9月25日
24：00止 

14 8:00-9:00高中體育班性 
     騷擾防治校園講座(待主 
     辦單位確認) 
*認輔師生篩案與派案 
*召開中輟復學輔導就讀小 
  組會議暨資源式中途班教 
  學研討會 
13國三技藝學程 
*專輔人員駐校服務(1) 
*期初IEP 

11、12、13、15國中晨讀 
13高中晨讀 
13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15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11退休人員三節 
   慰問金(中秋節) 
   發放清冊作業 

四 九 17 18 19 20 21 22 23 

19 主管會議 23週六班 
23新竹市地理知識 
   大競賽 
23新竹市國語文競 
    賽-複賽 

20-22新竹市運動會 
21國家防災日全校防災演 
    練(09時21分發佈) 
21宿舍防災演練(19時00  
    分) 
23衛生組-環保知識擂台賽  
    (市政府綜合大樓) 

註冊繳費 
繳費期限：

106年9月25日
24：00止 

20高中生命暨生涯講座 
20國三技藝學程 
22國中生命暨生涯講座 
 
*認輔師生篩案與派案 

18、19、20、22國中晨讀 
20高中晨讀 
20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22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五 九 24 25 26 27 28 29 30 

26 主管會議 
27 下午教師  
     節大會 
30 國慶日彈 
    性連假補 
    課 

27國一國二國文競 
   試 
27高中英文單字校 
    內競賽-複賽 
27數理與資訊學科 
    能力競賽校內初 
    賽 
29高中英文演講暨 
    作文比賽 

25高一二線上查詢社團選 
    填結果 
27高中社團1 
28校內美術比賽作品交件 
29國中聯課1 
高一游泳課開始 

註冊繳費 
繳費期限：

106年9月25日
24：00止 
 
27校舍安全 
檢核 

27高三大學多元入學講座 
第六節：欲參加繁星學生 
第七節：分文理組2場地 
 
27國三技藝學程 
 
30提報輔導人力經費支用 
*勵志班開始上課 
*認輔師生篩案與派案 
*專輔人員駐校服務(2) 
*新生A表請繳回 

25、26、27、29國中晨讀 
27高中晨讀 
27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28圖書館週--「閱讀咖啡香」 
    敬師活動 
29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29收國中晨讀紀錄本與班級剪 
    報簿 
29新書薦購結束 
29全校師生國資圖電子帳號申 
    請截止 

 30教職員工一覽 
    表報府。 
30審核106學年度 
    第1學期子女教 
    育補助費作業 

六 十 1 2 3 4 5 6 7 

3 行政會議 
4 中秋節放假 

 2.3新竹市美術比賽收件 
5導師會議-交通安全教育 
  教師場 
 
 

１發薪 
校園綠美化 

5 提報輔導人數人次、高關 
   懷統計表、追蹤輔導情形 
   調查表 
6 國二職業試探(賈桃樂，半 
   天，30人) 
 

2發教職員工借閱逾期通知單 
2校慶藝文展補收件 
2、3、4、6國中晨讀暫停 
4高中晨讀暫停 
4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暫停 
6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暫停 

 1-5報送人事管理資

訊系統、ecpa 
相關人事資料、 
待遇資料報送。 
1~31辦理後備軍 
人三款緩召作業。 
 

七 十 8 9 10 11 12 13 14 

9-10 國慶日 
        連假 

11高二國文寫作測 
    驗 
12-13全校第一次期 
         中考 
14週六班 

  12 下午協助市府辦理特教 
     研習 

9、10、11、13國中晨讀暫停 
11高中晨讀暫停 
11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暫停 
13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暫停 

9 編製9月份 
會計月報  1-5報送人事管理 

資訊系統ecpa 
相關人事資料待 
遇資料報送。 

八 十 15 16 17 18 19 20 21 

17 主管會議 
18 下午3:00 
     校務會議 

21週六班 
21第一次大考英聽 

17校慶預賽 
18高中社團2 
20國一國二3D反毒電影欣 
    賞(活動中心第六七節) 
20探索課程-五寮尖山攀岩 

 18 高三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解測分文理組2場（文組： 
    視聽教室、理組：生科館） 
18國三技藝學程 
18高三學測破百活動 
19 高三體育班多元入學宣導 
    (第一節) 
國三心理測驗(輔導活動課) 

16、17、18、20國中晨讀 
18高中晨讀 
18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20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20第43期校刊崧嶺園投稿截止 
20第44期校刊崧嶺園開始徵稿 
20書籤設計比賽徵稿截止 

  

九 十 22 23 24 25 26 27 28 

24 主管會議 24-25高三第三次模 
         擬考 
28高中第一次自學 
    考 
28聯合盃作文比賽

（暫定） 

23衛生組國一新生 
     健康檢查 
25專業媒體人開講-媒體識 
    讀演講 
25國二足球賽 
27國中聯課2 

27校舍安全 
    檢核 

25高二大學參訪 
25國三技藝學程 
*專輔人員駐校服務(3) 

23、24、25、27國中晨讀 
24全國高中網路閱讀心得投稿 
  校內截止(至晚上12:00) 
25圖書館大師開講－詩人任明 
    信（高中部自主報名） 
25高中晨讀 
25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27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27校慶藝文展補件截止 
 
 

  
 
 
 
 
 
 

 



週

次 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校長室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輔導處 圖書館 會計室 人事室 

 
十 
 

十 
 

十一 

29 
 
 

30 
 
 

31 
 
 

 
 

1 

 
 

2 

 
 

3 

 
 

4 

31 主管會議 1高一高二英文數 
  學競試 
1國一國二英文競 
  試 
1北區高中英文作 
  文比賽（暫定） 
1-2北二區數理與  
     資訊科能力競 
     賽（暫定） 
4北區高中英文單 
  字比賽 
4週六班 

1高二實彈射擊安全宣 
  導(活動中心 
  1220-1250時) 
1高三拔河賽 
2高二實彈射擊活動  
  (1230-1630時) 
2導師會議 
3國一跳繩比賽 
  國二足球賽 
 

１發薪 
校園綠美 
化飲用水 
質檢驗(第
四季) 

30提報輔導人力經費支用 
1公告全校老師學群分組 
1國三技藝學程 
1國一二〈家庭/性平〉講座 
* 提報輔導人數人次、高關 
  懷統計表、追蹤輔導情形 
  調查表 
*國一輔導活動製作生涯檔 
 案 
3 國一技藝教育宣導(第7節
：活動中心) 

30、31、1、3國中晨讀 
1發教職員工借閱逾期通知單 
1高中晨讀 
1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3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3第43期崧嶺園出刊 

 15(預估)校長、 
教師成績考核通 
知書繕製 
WEBHR系統入 
檔並更新基本資 
料檔 
1-5報送人事管理 
資訊系統、ecpa 
相關人事資料、 
待遇資料報送。 
 

十

一 十一 5 6 7 8 9 10 11 

7 行政會議 8高一高二國文競 
 試 
8北區高中英文演 
 講比賽（暫定） 
9校慶校本課程 

5新竹市舞蹈比賽 
7校慶彩排 
10校慶運動會 
11校慶園遊會 

 8 國一職業試探(國泰玻璃) 
8 國三技程藝學 
11校慶週親職日：親職講 
    座、高中部大學多元入 
    學宣導家長場 
11技藝宣導：對象國中家 
    長 
 

6、7、8國中晨讀 
8高中晨讀 
8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10國中晨讀暫停 
10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暫停 
10-11校慶藝文展 

9 編製10月 
   份會計月 
   報 
 

 

十 
二 十一 12 13 14 15 16 17 18 

13 校慶補假 
一天 
14 主管會議 
 

14作業抽查(1) 
16作業抽查(2) 
18週六班 

15高中社團3 
17國中聯課3 

 13-17高三學群講座(中午， 
         自由報名) 
15國三技藝學程 
17勵志班課程結束 
*專輔人員駐校服務(4) 

14、15、17國中晨讀 
15全國高中網路小論文投稿截 
    止(至中午12:00) 
15高中晨讀 
15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17收國中晨讀紀錄本與班級剪 
    報簿 
17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十

三 十一 19 20 21 22 23 24 25 

21 主管會議 21作業抽查(3) 
22高二國文寫作 
   測驗 
23作業抽查(4) 
25HCMC國中數 
   學競試(暫定) 

  24國二社區高中職業試探 
    (下午 東泰高中) 
22國三技藝學程 
 

20、21、22、24國中晨讀暫停 
22高中晨讀暫停 
22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暫停 
25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暫停 

  

十 
四 

十一 
 
十 
二 

26 
 
 

27 
 
 

28 
 
 

29 
 
 

30 
 
 

 
 

1 

 
 

2 

28 主管會議 28-29全校第二次 
         期中考 
2 週六班 

1國三躲避飛盤賽 １發薪 
27 校舍安 
     全檢核 

30提報輔導人力經費支用 
 
 

27、28、29國中晨讀暫停 
29高中晨讀暫停 
29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暫停 
1圖書館大師開講－《我也是 
 臺灣人》作者李光福老師（國  
 二） 
1國中晨讀 
1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1第九期崧嵐文學獎徵文開始 
1發教職員工借閱逾期通知單 
1接洽館際合作業務 
1主題閱讀學習單評選 

 1-5報送人事管 
理資訊系統、

ecpa相關人事 
資料、待遇資 
料報送。 
 

十

五 十二  3 4 5 6 7 8 9 

5 行政會議 5作業抽查(5) 
6國一國二數學競 
  試 
7作業抽查(6) 
8全市國中奧林匹 
  亞科學競賽 
9高中第二次自學 
  考 
9原住民語認證測 
  驗（暫定） 

4-9新竹市音樂比賽 
6高中社團4 
7導師會議 
8國中聯課4 

 4-5成心師徒制高三學生選 
     聘備審資料指導老師(線 
     上) 
5 提報輔導人數人次、高關 
   懷統計表、追蹤輔導情形 
   調查表 
6國三技藝學程 
 
*專輔人員駐校服務(5) 

4圖書館大師開講－《小說課》 
  作者許榮哲老師（國文領域時 
  間) 
4、5、6、8國中晨讀 
6高中晨讀 
7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8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8第44期校刊崧嶺園投稿截止 

8編製11月 
  份會計月 
  報 
 

 

十

六 十二  10 11 12 13 14 15 16 

12 主管會議 12作業抽查(7) 
14作業抽查(8) 
16週六班 
16第二次大考英 
    聽 

13衛生組高一健促前測 
13衛生組國一二健促前測 
14.15國二國三校外教學 
 

 *國中部:填寫生涯手冊 
*國二輔導活動製作生涯檔 
 案 
11公告成心師徒制選聘名 
    單 
13國三技藝學程 
14成心師武林秘笈研習 
 

11、12、13、15國中晨讀 
13高中晨讀 
13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15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月退休人員107年
度1月份月退休金

發放作業造冊。 
月撫慰人員107年
度1月份月退休金

發放作業造冊。 
 

十

七 十二 17 18 19 20 21 22 23 

19 主管會議 19-20高三第四次 
         模擬考 
21-22國三第二次  
         模擬考 
23週六班,高三週 
    六班最後一次 

20國中週記抽查 
20高中社團5 
22國中聯課5 

  18、19、20、22國中晨讀 
20高中晨讀 
20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21主題閱讀學習單頒獎 
22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十 
八 

十 
二 24 25 26 27 28 29 30 

26 主管會議 27-29高三期末考 
 

27高中週記抽查 27校舍安全 
    檢核 
 

27國三技藝學程 
27高一二〈家庭/性平〉講座 
29國三均質化職業參訪(半 
   天) 
30提報輔導人力經費支用 

25圖書館週-「聖誕借書大樂透」 
    摸彩活動 
25、26、27、29國中晨讀 
27高中晨讀 
27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29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29收國中晨讀紀錄本與班級剪 
    報簿 
29第44期校刊崧嶺園出刊 

  

十 
九 

十二 
 
一 

31 
 
 

  
 
 

1 

 
 
 

2 

 
 
 

3 

 
 
 

4 

 
 
 

5 

 
 

6 

1 開國紀念 
   日放假 

2高三每日兩科複 
  習考 
6週六班最後一次 

3高中社團6 
4導師會議 
5國中聯課6 
 

預定7發薪 3國三技藝學程 
5 提報輔導人數人次、高關 
   懷統計表、追蹤輔導情形 
   調查表 
*召開期末IEP 

2、3、5國中晨讀 
2發教職員工借閱逾期通知單 
2下學期師生藝文展收件開始 
3高中晨讀 
3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3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 
5完成借閱獎勵統計 

 1-5報送人事管理 
資訊系統、ecpa 
相關人事資料、 
待遇資料報送。 
5公務人員106年 
  度未休假加班費 
  作業 

廿 
十 
 

一 7 8 9 10 11 12 13 

9 行政會議 10國高中第八節 
    輔導課最後一 
    次 

  10國三技藝學程 
10高三祈福活動 
*召開期末IEP 

8、9、10、11國中晨讀暫停 
10高中晨讀暫停 
10高中班級閱讀角換書暫停 
12完成摸彩券發放 
12下學期師生藝文展收件截止 
12國中班級閱讀角換書暫停 

12編製12月
份會計月

報  

10辦理106年度 
   公務人員考績 
   作業相關事宜 
*期末文康活動簽 
 核作業 
 

廿

十

一 
一 14 15 16 17 18 19 20 

19 休業式 
     下午特教 
     研習 

16-18高一高二期 
        末考 
17-18國中部期末 
         考 

1/29-2/1探索課程-單車  召開期末輔導工作、性平工

作、生命教育工作、家庭教

育工作、生涯發展教育工作 
19 下午特教研習 

19休業式摸彩  *(預估)開始辦理 
106年度年終工 
作獎金審核作業 
*月退休人員及月 
撫慰人員107年2月 
退休金發放作業造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