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105學年度第2學期重要行事曆(學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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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行事
･友善校園週
･2/13-2/24 縮短修業年限申請(特教組)
･2/13 開學註冊，第三節開始全日課程。
･2/13 區域資優「讀者與故事」-青少年英語表演工作
數理資優班開始上課(特教組)
坊開始報名(特教組)
･寒假作業收件
･2/13 美術資優開始報名(特教組)
･2/15 八年級校本資優開始上課(特教組)
･2/14 技藝課程開課(輔導室)
･2/18(六)補上 2/27(一)的班與課
･2/15-17 服裝儀容檢查(學務處)
･母語週，2/21 世界母語日
･2/21 生涯心得徵文收件(輔導室)
･2/21-22 九年級模擬考 1〜5 冊
･2/22 美術資優報名截止(特教組)
･領域成績不及格學生補考週:
･親師座談會邀請函發放(輔導室)
七、八年級:2/20 數、2/21 英、2/22 國文、2/23 自然、2/24 社會體健
九年級:2/22 國文、2/23 自然、2/24 英、數、社會體健
･2/27-28 和平日連假(音樂社團國賽加練)
･3/3 區域資優「讀者與故事」-青少年英語表演工作坊
･3/1 八九年級第八節開始上課
報名截止(特教組)
九年級第九節、晚自習開始留讀
･3/2 縮短修業年限複試評量(特教組)
･3/3 弦樂團基隆國賽
･3/3 美術資優甄選(特教組)
･3/3~3/6 市中運田徑賽
･3/3 七、八年級優良學生發表會(週會)
･音樂社團國賽週
･3/11 學校日:七八年級班親會
･空氣品質宣導週
･3/11 適性入學暨適性輔導親職講座(輔導室)
･3/9 日本新潟中學生來訪
･3/11 區域資優「讀者與故事」-青少年英語表演工作
･3/7 管樂團基隆國賽
坊複試(輔導室)
･3/10 直笛團基隆國賽
･多元文化週
･3/12 高中職博覽會-市政府前廣場
･3/13-3/17 國文、英語資優學生參與特殊教育方案鑑定報名(輔導室)
･3/14 區域資優「讀者與故事」-青少年英語表演工作坊公告錄取名單(特教組)
･3/18 區域資優「讀者與故事」-青少年英語表演工作坊正式上課(特教組)
･3/23-24 七、八年級第一次段考
･3/24 七年級校外教學行前說明會(週會)
(八年級第八節暫停)
･3/25 天母水道導覽解說
･3/27 七年級校外教學
･3/27 水道祭週
･3/31 校內學藝競賽報名表繳交截止(教學組)
･招募寄宿家庭(輔導室)
･3/31 七年級才藝表演(週會)
･3/27 天母水道祭活動日
･3/29-3/31 服裝儀容檢查
･四月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
･作業抽查-歷史、英語(教學組)
･4/3-4 兒童節暨民族掃墓節
･國際教育週：世大運國際教育於府前廣場
･作業抽查-生物、理化、地理(教學組)
･4/11-12 九年級段考(九年級第八節暫停)
･4/18 七、八年級英文打字比賽
･4/20 下午客語、原住民語演說或朗讀競賽
･4/21(五)寫字(楷書)競賽(代表參加)
･作業抽查-公民(教學組)
･4/27-28 九年級模擬考 1〜6 冊
(九模考第二天第八節暫停)

･4/7 八年級隔宿露營行前說明會(週會)
･4/8 祈福卡製作
･4/6 國文、英語資優學生參與特殊教育方案書面審查
結果公告
･4/13-14 八年級隔宿露營
･生涯檔案抽查(輔導室)
･4/22~4/27 全中運
･4/17 合唱團至嘉義參加全國鄉土歌謠比賽
･4/6 國文、英語資優學生參與特殊教育方案複選評量
･4/25 至雲林參加全國戲劇比賽
･4/28 包中大會(週會)

5/5 八年級天文館校外教學(12 個班參加)

･家庭教育宣導月

･5/9-10 七八年級第二次段考
(八年級第八節暫停)
･5/12 班會:數學競試(數理資優及各班自願同學)
･5/18 萬安演習 13:30-14:00
･5/18 九年級第八、九節、晚自習完成
･5/19 九年級安排看會考考場(2:40 集合)
･5/20-21 國中教育會考

･5/12 九年級服裝儀容檢查
･5/12 國文、英語資優學生參與特殊教育方案鑑定安置
結果公告(特教組)
･七年級班際羽球賽
･5/15-5/16 七八年級服裝儀容檢查
･5/18 下午國語朗讀競賽
･5/19 班會：字音字形(代表)

･5/20-21 國中教育會考
･5/26 全校水上運動會
･5/26 九年級週會:升學報名流程須知
･作業抽查-作文、數學(教學組)
･5/29 彈性放假
･5/30 端午節放假
･6/7 社會科專題成果發表會-9 年級
･6/9(五)第七節七.八年級健體段考
･6/15 九年級畢業典禮

･5/22(一)下午英語看圖說故事競賽
･5/23(二)上午美術五項競賽
･5/25(四)下午國語即席演說競賽

･6/23 八年級第八節完成
･6/24 下午志願選填分析講座
･6/28-29 第三次段考
･7/1 暑假開始

･6/19 北市優免第二類現場撕榜、報到
･6/22 起基北免查詢個人序號及選填志願
･6/30 休業式(10:00 全校期末會議)

･6/3 補上 5/29(一)的班與課(第八節暫停)
･八年級班際排球賽

＊九年級升學相關訊息與時間，註冊組將各項資料彙整後，會再次進行資料發放與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