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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暑期暨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 
本校行事曆將遵照新北市政府防疫政策規劃，如有最新訊息將於本校校網公告 

                                                                                                                                                                                        111.07.01 公布 

 月/日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處 總務處/人事/會計 教導處 幼兒園 

暑假 

第 1

週 

6/26 

│ 

7/2 

 ＊籃球隊暑訓 

    8:00-10:00 

   12:00-15:00 

＊6/30~7/02 

   弦樂團暑訓 

   16:30-18:00 

＊6/30(四)藝才班選 

   填志願開始 

＊6/30(四)鑑定安置 

    11102 梯接收 

＊七年級生涯檔案內 

   頁印製 

＊6/30(四)12:30 線上期 

    末校務會議 

＊7/1(六)發放 7 月份暑 

    假課後 

＊五樓多功能靜書軒 

    建置展延 

 ＊7/1-8/12 幼兒園課後      

    照顧班(上午 8 點至 

   下午 5 點) 

＊6/27-7/2 完成本學期 

    園內收支結算表 

＊6/27-6/30 新生手冊 

   彙整 

 

暑假 

第 2 週 

7/3 

│ 

7/9 

＊7/03(日)七八年級段三 

   成績輸入截止。 

＊7/04-7/05 英語拓客營 

   (線上) 

＊7/6(三)14:00~14:30 九年 

   級畢業生返校領取基北   

  區高中職免試報名表 

＊7/7(四)10:00~10:30 九年 

   級畢業生返校繳交基北   

   區高中職免試報名表 

＊7/7(四)~7/8(五)第三次 

   段考補考 

＊7/7(四)公告第一~六次

代理教師甄選 

＊7/06-7/08 聯合報閱讀寫 

   作營(實體) 

＊籃球隊暑訓 

    8:00-10:00 

   12:00-15:00 

＊7/4~7/8 

   藝術五日營 

 9:00-12:00 

＊珍藏•書票五日 

    營 13:00-16:00 

＊7/7 返校打掃 803 

＊7/4-12 新北市中 

   等學校籃球錦標 

   賽 

＊7/6(三)特教助理人 

   員服務申請截止 

＊各項活動成果彙整 

＊7/5(二)AM09:00 主管 

   會報 

＊7/7(四)6 月份差額解 

    釋表 

＊7/8 東廁後廁所整修 

   完工 

＊羽球隊練習 7/4~8/19 

    C、D 組 0800-1100 

    A、B 組 1300-1800 

＊7/8(五)國小疫苗施 

   打 

＊7/4-7/8 弦樂團練習 

   0900-1030 

＊7/4-7/8 整理新生資 

    料並檢查缺件 

＊7/6-7/8 新生編班 

＊7/8 幼兒園施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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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 

第 3 週 

7/10 

│ 

7/16 

＊7/10(日)8:20 七年級新 

   生常態編班會議 

＊7/10(日)9:00 七年級新 

   生暨新生導師常態電腦 

   抽籤編班 

＊7/11-7/13 

   CoSpaces.VR 程式設計 

   營(實體) 

＊7/14-7/15 

   當我們在另一個世界相 

   遇 minecraft 營(實體) 

＊7/14(四)第一次代理代

課教師甄選 

＊7/15(四)第二次代理代

課教師甄選 

＊籃球隊暑訓 

8:00-10:00 

12:00-15:00 

＊7/4~8/19 

羽球隊暑訓  

C、D 組 0800-1100 

A、B 組 1300-1800 

＊7/14 返校打掃 803 

＊7/4-12 新北市中

等學校籃球錦標賽 

＊7/12(二)學術資優 

   假日方案申請截止 

＊7/15(五)相關專業 

    服務申請截止 

＊擬訂本學年度生涯 

    發展教育計畫 

＊各項活動成果彙整 

＊7/15(五)發放 6 月份 

    鐘點費 

＊7/10 電梯保養 

＊7/15 高低壓電保養 

＊羽球隊練習 7/4~8/19 

    C、D 組 0800-1100 

    A、B 組 1300-1800 

＊7/12-7/14 代理代課 

    教師甄選第 1~3 招 

    (暫定) 

 

暑假 

第 4 週 

7/17 

│ 

7/23 

＊7/18(一)九年級暑輔開 

   始(~8/12) 

＊7/18(一)第三次代理代

課教師甄選 

＊7/19(二)11:00 基北區高 

   中職免試放榜 

＊7/20(三)第四次代理代

課教師甄選 

＊7/21(四)第五次代理代

課教師甄選 

＊7/22(五)第六次代理代

課教師甄選 

＊籃球隊暑訓 

   8:00-10:00 

  12:00-15:00 

＊7/4~8/19 

   球隊暑訓  

C、D 組 0800-1100 

A、B 組 1300-1800 

＊7/21 返校打掃 905 

7/18~20 版畫創意二

天半遊 

＊7/18(一 )身障生暑

期假期活動開始上課 

＊7/19(二)藝才班分 

   發放榜 

＊7/19(二)7 年級資優 

    新生 IGP 會議 

＊7/21(四)身障生適 

   性安置學校報到 

＊7/21(四)AM10:20 

   行 政會報 

＊7/20(三)製 8 月份薪 

    資 

＊7/18-22 電扇清洗 

＊羽球隊練習 7/4~8/19 

    C、D 組 0800-1100 

    A、B 組 1300-1800 

＊7/18-7/2 代理代課教

師、代理教保員甄選

第 1-6 招 

＊110 行政檔案冊整理 

   與製作 111 學年度行 

   政相關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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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 

第 5 週 

7/24 

│ 

7/30  

＊籃球隊暑訓 

    8:00-10:00 

   12:00-15:00 

＊7/4~8/19 

   羽球隊暑訓  

C、D 組 0800-1100 

A、B 組 1300-1800 

＊7/28 返校打掃 901 

 

＊教育部轉銜系統確 

    認學生轉銜學校 

 ＊羽球隊練習 7/4~8/19 

    C、D 組 0800-1100 

    A、B 組 1300-1800 

＊7/25-7/29 班級網頁    

   及佈告欄資料更新 

 

暑假 

第 6 週 

 

7/31 

│ 

8/6 
 

＊籃球隊暑訓 

    8:00-10:00 

   12:00-15:00 

＊7/4~8/19 

   羽球隊暑訓  

C、D 組 0800-1100 

A、 B 組 1300-1800 

＊8/3~8/5 

   弦樂團暑訓 

   16:30-18:00 

＊8/4 返校打掃 901 

＊8/5(五)身障生暑期 

   假期活動上課結束 

＊8/5(五)學術資優校 

   內方案申請截止 

＊7/31-8/1 第 52 屆全 

   國技能競賽(全國賽  

   -台中) 

＊8/1(一) AM09:00 教 

   師成績考核會議 

＊8/2(二) AM09:00 主 

   管會議 

＊8/1(一)發放 8 月份薪 

   資 

＊羽球隊練習 7/4~8/19 

    C、D 組 0800-1100 

    A、B 組 1300-1800 

＊8/3(三)一、三、五 

   年級常態編班 

＊8/1-8/4 弦樂團練習 

    0900-1030 

＊7/25-7/28 全園幼生 

    物品申購 

＊7/29 幼兒園遊樂器 

   材及班級設備管理 

   檢核 

＊8/1 園務會議 

＊8/2-8/5 全國幼生管 

   理資料建置、全國 

   教保資訊網-111 學年 

   度教職員清冊 

暑假 

第 7 週 

8/7 

│ 

8/13 
 

＊籃球隊暑訓 

    8:00-10:00 

  12:00-15:00 

＊7/4~8/19 

   羽球隊暑訓  

  C、D 組 0800-1100 

  A、B 組 1300-1800 

＊8/11 返校打掃 806 

＊8/13(六)新生校服購買 

 ＊8/8(一)7 月份差額解 

   釋表 

＊8/10 電梯保養 

＊8/11 下午高低壓電 

   停電保養 

＊8/13.14 洗水塔 

＊8/13 樂活教室一二 

   完工 

＊羽球隊練習 7/4~8/19 

    C、D 組 0800-1100 

    A、B 組 1300-1800 

＊8/10-8/12 寄發期初 

   通知單給全園幼生 

   家長 

＊8/8-8/12 課後留園資 

    料彙整與寄件 

＊8/12 課後留園最後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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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 

第 8 週 

8/14 

│ 

8/20 

＊8/16(二)10:00 未編班之 

   七年級新生統一抽籤編 

   班 

 

＊籃球隊暑訓 

    8:00-10:00 

  12:00-15:00 

＊7/4~8/19 

   羽球隊暑訓  

  C、D 組 0800-1100 

  A、B 組 1300-1800 

＊8/18~8/19 

   新生訓練 

   07:45-12:00 

＊8/18 新生校服補 

   購買 

＊8/18 返校打掃 905 

 

＊發放 A 表紙本供新 

   生返家填寫 

＊8/15 高低壓電保養 

   8/15(一)發放 7 月份 

   鐘點費 

＊8/19(五)製 9 月份薪 

   資清冊 

 

＊直笛團練習 8/15- 

    8/19(暫定線上) 

＊8/20(六)新生家長日 

＊羽球隊練習 7/4~8/19 

    C、D 組 0800-1100 

    A、B 組 1300-1800 

 

暑假 

第 9 週 

8/21 

│ 

8/27 

＊8/25(四)-8/26(五)備 

   課日 

 

＊籃球隊暑訓 

    8:00-10:00 

  12:00-15:00 

＊8/22~8/26 

   國樂團暑訓 

   13:30-16:30 

＊8/25 返校打掃 904 

＊發放身障生 1-6 月 

   交通補助費 

＊8/23(二)AM10:00 

   行政會報 

 

 

＊8/25(四)-8/26(五)備 

   課日 

＊8/27(六 )一~六年級

運動服購買日 

 

＊8/24 全園環境消毒 

＊8/25-8/26 幼兒園備 

   課日-教學會議、期 

   初課程發展會議 

＊8/26 幼兒園備課日

期初親師座談會(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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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

年度上

學期 

第 1 週 

8/28 

│ 

9/3 

＊8/30(二)開學 

＊調查特殊生身份及收取 

   證明文件 

＊發放 110-2 段三成績單 

   及學期成績單 

 

 

＊籃球隊暑訓 

    8:00-10:00 

   12:00-15:00 

＊8/30(二)7:45 導師 

   會報 

＊8/30(二)開學典禮 

   暨服務學習 2 小 

   時 

＊9/01(四)友善校園 

   月暨教師節藝文 

   競賽月 

＊9/01(四)班週會宣 

   導 

＊9/01(四)~9/02(五) 

   幹部訓練 

＊八年級完成暑假 

  「職業訪談作業」 
＊8／30(二)AM 

   16:30 期初校務會議 

＊9/1(四)發放 9 月份薪 

   資 

 

＊8/30(二)開學 

＊友善校園週 

＊8/30(二)七星區語文 

   競賽領隊會議 

＊8/31(三)函報額滿截 

    止 

＊8/30(二)發下課外社 

   團簡章 

＊8/30(二)~9/4(日)第一 

    階段課外社團報名 

＊身高體重視力測量 

＊8/29 幼兒園遊樂器 

   材及班級設備管理 

   檢核 

＊8/30 課後留園開始

(下午 4 點至晚上 7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