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國小部)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學生版 03/23 更新)
期
週 星
次 一二三四五

行

事

教務處/英語中心
 3/25 臺北市第 53 屆中小學

科學展覽會報名及作品送件
 發 108-2 課後班繳費單開始
收費
五 23 24 25 26 27  3/23-3/27 北市英語學藝競
賽校代表甄選(讀者劇場、戲
劇、演說)

摘

要

學務處/音樂中心
 3/24-25 全國業餘

DumaBear 高爾夫錦標賽
 3/27 繳交三月份班會紀
錄
 三月失物招領
 朝會宣導-五仁
 探索課程-3/24 二忠愛、
3/26 二孝信、3/27 二仁義

行政處/輔導中心
 六年級制服套量
 小小播音室-家庭教育宣

導(二孝)

 3/25(三)低年級小團體

開始

 3/30 五年級與作家有約活動  兒童朝會暫停一次
 3/31(二)中年級小團體
 4/2 補假一日、4/3 放假一  探索課程-3/30 一忠愛、 開始小小播音室-兒少保護

六 30 31

4/
日
4/1 一孝信
02 03
 4 月份圖書館有獎徵答
1
 3/30-4/1 六年級畢業成就測

教育宣導(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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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口試、聽力、寫作)
 學習博覽會週
 4/6-4/10 校內畫展

七 06 07 08 09 10

 4/8 五六節校隊展演(一年  五個夢執行成果發表
級學生觀賞)
 召開午餐委員會
 四月防身警報器抽查
 4/7(二)二年級性騷擾防
 朝會宣導-英語中心
治宣導-我是好主人
 探索課程-4/6 一仁義
 小小播音室-品德教育-

尊重(二愛)

 4/14-16 六年級畢業成就測

 4/14 校隊甄選(一)
驗(4/14 英、4/15 國自、4/16  4/18 樂團 B 團甄選
數社)
 朝會宣導-五孝
 中英文綜合自主作業調閱與
觀摩
 4/13-4/17 臺北市 109 年度
小小說書人送件(河堤國小)
 4/13-4/17 二到五年級英語
寫作口語聽力評量
 六年級中學銜接課程與轉銜
輔導
八 13 14 15 16 17  4/18(六)109 學年度小一重
點發展特色招生活動
 4/14 畢業生表現傑出市長獎
收件截止
 4/13 5 年級 Scratch 競賽
 4/14 5 年級英打競賽
 科技類校隊甄選：
(1)4/16(四)4:30-5:30Vex 機
器人校隊公開甄選(4-5 年級)
(2)4/17(五)12:30-13:15
Scratch 校隊公開甄選(4-5 年
級)

 4/13 幼兒園直升領小學

 4/21-23 二~五年級期中定評  校內單項體育競賽
(4/21 英、4/22 國自、4/23
 調閱聯絡簿
數社)
 朝會宣導-暫停一次

4/21-23
臺北市第
53
屆中小
九 20 21 22 23 24

 母親節家事達人競賽(中

學科學展覽會佈板、初賽、複
賽
 中英文健康作業調閱與觀摩
 4/20 6 年級 Scratch 競賽

1

制服

 小小播音室-性別平等教

育宣導(二信)

年級)

 4/21 六年級生命教育宣

導-希望在路上

 4/21 6 年級英打競賽

 六年級中學銜接課程與轉銜  4/27 繳交四月份班會紀

輔導
 4/26-4/30 臺北市 108 學年
度國小教師創新教學及學生自
主學習檔案送件
 社會作業調閱與觀摩
5/  發 2020 暑假輔導簡章，開
十 27 28 29 30
始報名
01
 4/27 3 年級電腦繪圖競賽
 4/28 3 年級英打競賽
 4/29 4 年級 Scratch 競賽
 4/30 4 年級英打競賽
 2019-2020Vex 機器人世界賽
(暫定)
 5 月份圖書館有獎徵答

錄
 4/29 校隊甄選(二)
 五六年級反霸凌生活問
卷調查
 四月失物招領
 朝會宣導-六忠
 探索課程-4/30 三忠愛

 母親節家事達人競賽(高

年級)

 小小播音室-性騷擾暨性

侵害防治宣導(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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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數學作業調閱與觀摩  5/6 一年級預防補接種名
 5/5(二)13:30-15:30 畢業生 單送健康服務中心
講座
 一年級塗氟(暫定)
 5/6 六愛信義英語小論文彩  發一～六年級視力不良

 小小播音室-家庭暴力防

 中英文生活作業調閱與觀摩  朝會宣導-六孝
 5/14-18 臺北市第二十一屆  探索課程-5/11 六仁愛

 召開午餐委員會
 小小播音室-人口教育-

十
04 05 06 07 08 排(暫定)
一
 5/9(六)課後音樂個別班才
藝展演

複檢單
 五月防身警報器抽查
 探索課程-5/4 六忠信、
5/5 三孝信、5/6 三仁義
、5/8 六孝義

治宣導(一忠)

 學生志工隊母親節社區

探訪安養中心爺爺奶奶

 親職講座(暫定)

行動研究徵件(線上報名作
、5/12 五忠愛、5/13 五孝 新移民多元文化宣導(一
十
業)(暫定)
仁、5/15 五信義
孝)
11 12 13 14 15

5/13
六愛信義英語小論文發
二
表(暫定)
 5/14 英語作業調閱觀摩
 5/17(日)FCE 劍橋英檢
 中英文自然作業調閱與觀摩  5/18 四年級大女孩衛教宣  小小播音室-特殊教育宣
導
 三年級英語字彙檢測：
導(一仁)

5/20 五年級大女孩衛教宣  5/19 一年級瑞文氏推理
5/19 三忠孝仁、5/21 三愛信

十
18 19 20 21 22 義
 5/20 六年級教育會考英語模
三
擬測驗
 5/23 臺北市硬筆書法比賽
(五常國小)
 國語作業調閱與觀摩
 六年級英語字彙檢測:

5/27 六愛信義、5/29 六忠孝
仁
十
25 26 27 28 29  5/25-6/5 畢業生借閱書籍歸
四
還
 5/25-6/5(1-6 年級)好書交
享閱收書
 5/31(日) KET/PET 劍橋英檢

導

 朝會宣導-六仁
 無預警防災演練
 探索課程- 5/18 四孝信

測驗

、5/20 四忠愛
 5/25-6/12 四五六年級游  小小播音室-反霸凌宣導

泳課開始連續三週

 5/29 繳交五月份班會紀

錄

 5/30 靜心盃音樂比賽
 五月失物招領
 朝會宣導-英語中心

2

(一愛)

 大手牽小手-中小銜接活

動(九年級學長姐入班分
享)
 預約二十五年後的我學
生作品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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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2020 暑輔開課通知單及

繳費單
十 6/

02 03 04 05 6 月份圖書館有獎徵答
五 01
 6/6-7 教育博覽會

 發 109 社團選單
 低、中年級小團體結束
 6/5 六年級出缺席結算
 小小播音室-品德教育感
 6/7 樂團年度音樂會公演 恩(一信)
 六月防身警報器抽查
 兒童朝會(操場)

 6/12 六年級課後班課程全部  6/11 臺北市青年盃民俗體  召開午餐委員會
育錦標賽(暫定)
結束
 小小播音室-生命教育宣
 6/11 六年級社團最後一 導(一義)
 6/14(日)YLE 劍橋英檢

次上課

 6/12 畢展總彩 2(五年級

觀賞)

十
08 09 10 11 12
六

 6/12 靜心盃音樂比賽優

勝者音樂會

 109 社團選單截止
 回收六年級外掃用具
 體罰情形問卷調查
 兒童朝會暫停一次
 探索課程-6/8 四仁義
 6/15 畢業展演、6/16 畢業

典禮
 6/20 補班補課一日(6/26 調
整放假)、課後班補上
十
15 16 17 18 19 6/26(五)的課後課程
七
 6/18-6/24 二到五年級英語
寫作口語聽力評量

 6/15-7/10 一二三年級游

泳課開始連續四週

 6/15 畢業展演
 6/16 畢業典禮
 6/17-19 畢業旅行(暫定)
 朝會宣導-英語中心、輔

導中心

 探索課程-6/15 五信義、

6/17 五忠愛、6/19 五孝仁
 6/25 端午節放假一日、6/26  6/23 第一階段防災演練
 6/24 全校複合式防災演練
調整放假
 發 109-1 課後班課程簡章開  6/24(中午 12:30 -

十
22 23 24 25 26 始報名
 6/18-6/24 二到五年級英語
八
寫作口語聽力評量
 6/24-7/6 圖書館期末館藏清
點
 6/30-7/2 二~五年級期末定

十
7/
29 30
02 03
1
九

評(6/30 英、7/1 國自、7/2
數社)
 7/2 109 學年度六年級數學
菁英班甄試

 7/6-7/10 好書交享閱換書
 7/7-13 課後才藝班、英文

13:10) 一年級口腔宣導

 六月失物招領
 兒童朝會暫停一次
 109-1 課後家接班及固定

離校申請
 7/3 繳交六月份班會紀錄  大手牽小手-幼小銜接活
 回收護眼護照及護眼卡
動
 兒童朝會暫停一次
 7/3 期末各項委員會議：

輔導工作委員會、生涯發
展教育委員會、性平教育
委員會、家庭教育委員
會、特殊教育委員會、生
命教育推動委員會。
 召開期末 IEP 和 IGP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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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上午第八屆靜心盃游  7/7(二)三年級特教宣導

泳比賽
-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
班、作業班陸續結束，頒發學  7/8 上午五年級校外教學-  召開期末 IEP 和 IGP 會
天文館
習證書和學習記錄表
議

7/9 五年級女生心理衛生
二 06 07 08 09 10
講座
十
 一到五年級社團最後一
次上課
 朝會宣導-五愛、五信
 7/14 休業式(無課後班)
二
13 14 15 16 17  7/13 課後班全部結業
十
 7/15 暑假輔導活動開始

 7/13 第 5-6 節大掃除
 7/14 休業式
3

 7/14 校務會議
 7/14 優良志工表揚
 召開期末 IEP 和 IGP 會

一

 7/15-7/17 教師研習及備課

議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