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北區北門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家長學生版】 
週次 一 二 三 四 
日期 2/22-2/26 3/1-3/5 3/8-3/12 3/15-3/19 

行事 

◎社團-高 1 
◎2/20(六)-2/21(日)新竹市中小學游泳
賽 

◎2/22(一)正式上課(含課後班)友善校園
週宣誓 

◎2/22(一)夜補校正式上課 
◎2/22(一)-2/26(五)友善校園週反霸凌宣
誓、反毒影片宣教 

◎3-6 年級召開班會(第一次) 
◎2/23(二)-2/25(四)新竹市中小學田徑
賽 

◎2/25(四)高年級社團開始上課 
◎2/22~2/26 疑似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
受理申請 

◎社團-中 1 
◎三月份品格核心：盡責 
◎3/1(一)228和平日補假 
◎六年級圖書館利用教育 
◎模範生選拔(含幼兒園、資源
班) 

◎3/2(二)三四五月份慶生會 
◎生命教育暨青春啟航開始上
課 

◎3/4(四)轉學生輔導 
◎3/4(四)中年級社團開始上課 
 

◎社團-高 2 
◎學習扶助課輔班開始上課 
◎二年級圖書館利用教育 
◎3/8(一)-3/10(三)硬式棒球賽 
◎3/11(四)英語護照(1) 
◎3/12(五)-3/29(一) 
  三~六年級社團開始收費 
◎3/13~14 國中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初選評量 

◎3/12(五)全校市模範生拍照(校
長室) 

◎3/14(日)小一提早入學施測/校
園不開放 

◎社團-中 2 
◎三四五六年級校內語文競賽 
◎母語日認證開始 
◎晨光時間班模範生拍照

3/15(一)：一、三、五年級、
3/19(五)：二、四、六年級 

◎兒童才藝秀報名週 
◎無預警防災避難演練 
◎一年級圖書館利用教育 
◎3/17(三)晨光時間-三年級廉
政小學堂品格教育宣導(中正
堂) 

◎3/20(六)總量管制國中新生
入學登記 

 

週次 五 六 七 八 九 
日期 3/22-3/26 3/29-4/2 4/5-4/9 4/12-4/16 4/19-4/23 

行事 

◎社團-高 3 
◎三四五六年級校內語文競賽 
◎寒假作業展 
（一～六年級） 
◎四年級圖書館利用教育 
◎3/22(一)-3/23(三)軟式棒球賽 
◎3/25(四)英語護照(2) 
◎3/25(四)特教班新生家長參訪
暨說明會 

◎3/26(五)國中學術性向資賦優
異公布初選後得參加複選名單 

◎社團-中 3 
◎四月性別平等教育月 
◎3/30(二)二年級戶外教育-老
頭擺 

◎3/30(二)兒童才藝秀 
◎3/31(三)兒童節闖關、翻轉上

下課 
◎4/2(五)配合兒童節及清明節
逢周六，放假一日 

◎好書交換(收書) 
◎高年級校園生活問卷調查 

◎社團-高 4 
◎四月份品格核心：慷慨 
◎4/5(一)配合兒童節及清明節逢周
六，放假一日 

◎三年級圖書館利用教育 
◎4/7(三)國中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受理複選評量申請 
◎4/8(四)英語護照(3) 
◎4/10(六)國中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複選評量 

◎4/10(六)總量管制國中新生報到 

◎社團-中 4 
◎好書交換(整
理) 

◎親師通訊出
刊 

◎二年級圖書
館利用教育 

 

◎社團-高 5 
◎第一次定期評量
（4/22、4/23）/報讀
服務 

◎3-6 年級召開班會
(第二次) 

◎4/20(二)好書交換日 
 

 

週次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日期 4/26-4/30 5/3-5/7 5/10-5/14 5/17-5/21 5/24-5/28 

行事 

◎社團-中 5 
◎4/26國中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公告通過鑑定名單 

◎4/27(二)作家有約-二、三年
級 

◎4/27(二)一年級戶外教育-羊
世界 

◎4/28~30四年級性平宣導 
◎4/29(四)英語護照(4) 
◎五年級自治市長候選人申請
(五年級班會) 

◎4/30(五)午休:候選人抽籤及
注意事項與時程說明、候選人
拍照 

◎5/1（六）110學年度國中小學
新生報到 

◎社團-高 6 
◎五月份品格核心：感恩 
◎五年級圖書館利用教
育 

◎五月家庭教育月/家庭
教育溫馨孝親感恩週 

◎五年級自治市競選活
動準備週 

◎5/4(二)一年級家庭
教育闖關活動 

◎5/7（五）全市國中小
科學展覽會 

◎5/8(六)親職講座 
◎5/9(日)母親節 

◎社團-中 6 
◎四年級圖書館利
用教育 

◎5/11(二)五年級
自治市市長候選
人授帶暨自辦政
見週 

◎5/13(四)英語護
照(5) 

◎5/15(六)親職講
座 

 

◎社團-高 7 
◎三年級圖書館利用教育 
◎5/17(一)五年級自治市長候選人公辦政
見發表 

◎5/17(一)班級小天使選拔+發課後班報
名表 

◎5/18(二)三、五年級學力檢測 
◎5/18(二)一年級國語朗讀競賽、二年級說
故事競賽 

◎5/19(三)自治市市長選舉投票 
◎5/21(五)新舊自治市交接暨工作幹部分
配 

◎5/22(六)下學期課後班報名 
◎5/22(六)110年語文競賽新竹市初賽 
 

◎社團-中 7 
◎五年級圖書館利用
教育 

◎5/27(四)英語護照
(6) 

◎六年級學習扶助課
輔班最後一週上課 

◎5/29(六)金竹獎國
小學生朗讀比賽
(虎林國中) 

 

週次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日期 5/31-6/4 6/7-6/11 6/14-6/18 6/21-6/25 6/28-7/2 

行事 

◎社團-高 8 
◎6/3、6/4 六年級
畢業考/報讀服
務 

◎六月生命教育宣
導月 

◎ 6/1(二)六七
八月份慶生會 

◎ 6/1(二)頒發
新任小市長及
幹部當選證書 

◎一年級圖書館
利用教育 

◎6/4(五)六年級
最後借書日 

 

◎社團-中 8 
◎2-5 年級學生社團調查 
◎六年級圖書館利用教育 
◎3-6 年級召開班會(第三次) 
◎6/7(一)~6/9(三)全年級榮譽狀

登記 
◎6/7~畢業前/二手體育服回收傳承 
◎6/7(一)畢業輔導活動-學長姐的
分享 

◎6/7(一)回收六年級巡迴書箱及循
環教科書 

◎6/7(一)五年級糾察導護開始值勤 
◎6/8(二)六年級足壘賽 
◎6/8(二)期末家長委員會/校長室 
◎6/10(四)~6/11(五)榮譽卡投摸

彩箱 
◎6/10(四)英語護照(7) 
◎6/11(五)六年級最後還書日 
◎五年級資源回收隊暨愛校服務隊
開始執勤 

◎防溺宣導 
◎親師通訊出刊 

◎社團-高 9 
◎6/14(一)端午節放假一日 
◎6/15(二)公告下學年課
後班錄取名單 

◎6/15(二)榮譽卡摸彩 
◎6/16(三)晨光時間、第一
大節:六年級榮譽狀拍照 

◎6/16(三)最後借書日 
◎6/17(四)高年級社團(六
年級最後一次上課) 

◎6/17(四)、6/18(五)畢
業典禮預演 

◎6/18(五)晨光時間：
一、三、五年級榮譽狀
拍照 

◎6/18(五)回收一~五年級
巡迴書箱 

◎6/18(五)下午六年級愛
校服務 

◎學習扶助課輔班最後一
週上課 

◎社團-中 9 
◎6/21(一)二至五年級調
整公共清潔區 

◎6/21(一)畢業典禮總預
演 

◎6/21(一)六年級課後班
最後一天上課 

◎6/21(一)一~五年級最後
還書日 

◎6/22(二)國小部應屆畢
業生畢業典禮 

◎6/22(二)起二年級餐桶
自行抬回 

◎第二次定期評量
(6/23、6/24)/報讀服務 
◎6/24(四)中年級社團最後
一次上課 

◎6/25(五)回收一~五年級
循環教科書 

◎6/25(五)升級輔導/晨光
二年級；;第 1節四年級；
第二節生命教育宣導 

◎社團-高 10 
◎6/28(一)晨光時間：二、四
年級榮譽狀拍照 

◎回收 109學年度三、四、五、
六年級班會記錄檔案夾 

◎6/28、29安得烈食物銀行勸
募 

◎6/29(二)一至五年級短跑預

賽 

◎6/30(三)一至五年級樂樂足

球踢準賽 

◎6/30(三)課後班同樂會 

◎7/1(四)一至五年級短跑複
賽及決賽 

◎7/1(四)高年級社團(五年級
最後一次上課) 

◎7/2(五)休業式（12：40放學
+發成績單） 

◎7/2 暑假悅閱樂 
◎班級內外環境打掃用具回收 
【預告】8/29(日)祖父母節 

1、 本表請貼在學生聯絡簿合適的位置，以利查閱。  
2、全校晨讀10分鐘(每日7：40-7：50)。 
3、週二穿制服（學校體育服或班服），舉行兒童朝會。 
4、週四下午第1.2節社團活動：高年級單週（2/25開始上課）、中年級雙週（3/4開始上課）。 
5、晨光時間指導重點：週三/補救教學、週四/生命、性平或法治教育、週五/交通安全教育、品德教育、班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