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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7學年度第 1學期行事曆 
(國中版)                          107.05.20 

月份 一    般    行    政 研  習  進  修 活  動、競  賽 

8月 

8/1   國民中學自辦式技藝教

育成果考核

（8/18/31） 

8/1   學校推展體育運動績效

獎勵金申請 

8/1   高雄市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 107學年度新卸任

校長布達暨交接典禮 

8/2   生涯發展教育「各校生

涯計畫審查會議」 

8/6   申請 107學年度高雄市

中等以下學校身障生交

通費補助 

8/6   申請 107學年度第 1學

期高雄市中等以下學校

身障生(含身障人士子

女)學雜費減免 

8/6   申請 107學年度第 1學

期高雄市中等以下學校

身障生之軍公教遺族子

女就學優待標準及核算

範本 

8/10  學生涉及不良組織(組

織犯罪)跨局處輔導會

議 

8/14  國中小本土教育業務暨

臺灣母語日訪視說明會 

8/15  申請 108年度教育部補

助無障礙校園計畫 

8/15  107年度第 2次特殊教 

      育國民教育階段申請鑑

定安置開始報名 

8/15  106學年度教師成績考

核案報局 

8/22  高雄市 107年度志願服

務聯繫會報暨業務工作

說明會 

8/1   家長、社區及企業團體

參與國中學生生涯發展

教育及適性輔導宣導會

(10場次) 

（8/1-11/30） 

8/1   107年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家庭教育種子教師培

訓活動(8/1-8/2) 

8/2   國民中學輔導組長傳承

研討會（8/2-8/3） 

8/6   初任輔導人員職前 40

小時培訓(8/6-8/24) 

8/6   107年度第 2、3次特

殊教育國教階段鑑定安

置說明會 

8/7   新進校長特殊教育知能

研習  

8/9   國中輔導主任工作坊 

8/10  法治教育研習 

8/13  技藝教育課程學生遴薦

與課程規劃研習 

8/15  國中教務主任工作坊 

8/15  輔導主任特教專業知能

研習 

8/16  國中學務主任工作坊 

8/16  學校午餐執行秘書 32

小時增能研習（預計 8

月 16-17.20-21） 

8/17  特教組長(承辦人)特教

專業知能研習 

8/17  校園安全、防制學生藥

物濫用暨校外會業務研

習及校安座談會 

8/17  2018南台灣教育學術

研討會(8/17-8/18) 

8/21  新進特教教師特教專業

知能研習  

8/1   暑假反毒活動-學生與

家長共同完成網路假期

—「上網飆暑假作業」

（8/1-8/30） 

8/16  高雄市 107年度導護志

工表揚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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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一    般    行    政 研  習  進  修 活  動、競  賽 

8/22  107學年度第 1學期三

級校長會議 

8/23  申請 107學年度第 1學

期第 1次專業團隊服務 

8/24  國中資賦優異學生縮短

修業年限個別輔導計畫

審查會議 

8/26  107年祖父母節 

8/27  國中新生後報到編班作

業 

 

 

8/23  中輟通報系統研習

（8/23-8/24） 

8/23  健康促進增能研習

(8/23-8/25) 

8/24  潮寮國中人權教育示範

學校推廣活動 

 

9月 

9/1   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諮詢

輔導訪視 

（9/1-10/31） 

9/1   國中小經濟弱勢學生午

餐費補助申請 

9/3   各校申請辦理 108年度

機構安置高關懷計畫 

9/3   申請 107學年度第 1學

期(107年 8~12月)國

民教育階段身障生教育

代金 

9/4   運動團隊宿舍安全自我

檢核(開學 2 週內完

成) 

9/5   107學年度第 2學期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

說明會 

9/12  高雄市 107 年資深暨

特殊優良教師表揚大會 

9/17  學校午餐暨合作社食品

販售業務訪視(約 9月-

11月) 

9/21  辦理本市資訊執秘會議 

9/21  107年國家防災日所屬

各級學校防災正式演練 

9/21  閱讀薪傳典範教師薦舉

（9/21-10/6） 

9/12  國中教務主任工作坊 

9/19  國中、小學校校園正向

管教種子教師工作坊研

習 

9/20  教師正向管教與有效班

級經營－推動修復促進

者種子教師進階培訓與

推廣 

9/5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

樂比賽暨全國師生鄉土

歌謠比賽高雄市初賽線

上報名（9/5-9/13) 

(暫定) 

9/8 高雄市體育有功人員表

揚典禮(暫定) 

9/10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創

意戲劇比賽高雄市初賽

報名 

（9/10-9/14) (暫定) 

9/14  高雄市 107年學生美術

比賽線上報名 

（9/14-9/28） 

9/19  107年度高雄市國民小

學暨中等學校體育促進

會聯賽 (9/19-11/23) 

9/22  高雄市 107年語文競賽

市賽 

9/22 運動 i臺灣計畫國民體

育日運動嘉年華(暫定) 

9/28  各級學校「母語拍拍

走」微電影創作競賽截

止收件 

9/28  107學年度臺日友好城

市聯合畫展徵選競賽收

件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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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一    般    行    政 研  習  進  修 活  動、競  賽 

9/28  107年下半年度教育服

務役績優役男、管理

人、認輔教官評選 

9/28  各校報送 108年 2月 1

日校長擬提退休報告書

(9/28-10/15) 

9/28  各校教師 108年 2月 1

日退休案報核 

(9/28-10/26) 

9/30  108年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補助中小學國

際教育計畫(SIEP)上傳

教育部網站截止 

 

10月 

10/1  校園生活問卷調查普測

(不記名) 

（10/1-10/31） 

10/1  申請 107學年度第 1學

期(期中)教師助理員暨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10/3  107年度第 2次特殊教

育國民教育階段鑑定安

置會議 

10/5  108年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補助中小學國

際教育計畫(SIEP)初審 

10/12 108年度新住民子女教

育實施計畫經費申請 

10/15 第一次定期考查週

(10/15-10/19) 

10/15 107年度中介教育措施

實施績效評鑑 

（10/15-10/19） 

10/15 閱讀績優學校團體暨個

人評選市內初選 

10/15 國中小臺灣母語日本土

網頁資料上傳截止 

10/17 107年度第 3次特殊教

育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

10/5  國中總務主任工作坊 

10/15 國中推動本土教育暨台

灣母語日訪視 

10/17 國中教務主任工作坊 

10/18 法治教育暨公民教育實

踐研習(暫定) 

10/18 品德教育知能教師工作

坊 

10/26 教育服務役役男管理人

員講習及役男在職訓練 

10/1  全國海洋教育會議

（10/1-10/3） 

10/6  國中生活科技競賽 

10/19 國中原住民歌謠比賽 

10/20 國中小科學園遊會

（10/20-10/21） 

10/21 高雄市身心障礙運動會

(暫定) 

10/23 探索學校 107學年度第

1學期推動反毒「學生

探索教育體驗活動」

(10/23至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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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一    般    行    政 研  習  進  修 活  動、競  賽 

申請鑑定安置開始受理

報名 

10/18 申請 107學年度第 1學

期第 2次專業團隊服務 

10/22 國中小臺灣母語日本土

網站檢視與實地訪視

(10/22-11/23) 

10/26 107年環教綠星獎審查 

10/31 107學年度第 2學期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送件

申請截止 

 

11月 

11/1  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實

施計畫申請 

11/1  本市所屬各級學校護理

人員及營養師平調申請

（11/1-11/9) 

11/2  海外華裔英語服務營申

請 

11/8  108學年度體育班設班

及項目異動計畫申請

（11/8-11/24） 

11/9  提升國中小英語教學成

效計畫申請 

11/10 108年度線上申請新住

民語文樂學活動 

11/15 107年度第 4梯次新住

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

訓線上申請 

(11/15-12/15)(暫定) 

11/23 107年環教綠星獎公布

得獎名單 

11/26 第二次定期考查週

(11/26-11/30) 

11/3  推動閱讀分享交流會 

11/14 國中教務主任工作坊 

11/22 國中學務主任工作坊 

11/1  高雄市國中小創意運動

會（11/1-11/3） 

11/1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

樂比賽暨全國師生鄉土

歌謠比賽高雄市初賽

（11/1-11/23） 

11/3  2018國際書展暨蔬食

博覽會（11/3-11/11） 

11/9  特教生藝術創作聯展

(11/9-12/2) 

11/10 國中獨立研究競賽及頒

獎典禮 

11/10『校園橫行者~10人 11

腳競速大對決』 

11/15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創

意戲劇比賽高雄市初賽

（11/15-11/16）(暫

定) 

11/17 高雄市創客教育博覽會

（11/17-11/18） 

11/17 107年度國民中學英語

文競賽 

11/18 高雄市 107年度公私立

各級學校校長暨家長會

長參訪聯誼活動

(11/18-11/19)  

11/21 國中閱讀磐石初選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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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一    般    行    政 研  習  進  修 活  動、競  賽 

11/21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舞

蹈比高雄市初賽

（11/21-11/23） 

11/30 全市童軍大露營

(11/30-12/2) 

12月 

12/1  107年補救教學成長測

驗 

12/3  108學年度高雄市身心

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

簡章公告 

12/7  108年度本局永續校園

申請先期診斷實施計畫 

 

12/10 各校報送 108年 8月 1

日校長擬提退休報告書

(12/10-1/8) 

12/11 107年度第 3次特殊教

育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

鑑定安置會議（暫定)  

12/14 教育部永續校園局部改

造計畫申請 

12/20 108年度第 1次特殊教       

育國民教育階段申請鑑

定安置開始受理報名

（暫定) 

12/21 申請 107學年度第 2學

期(期初)教師助理員暨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12/25 國教階段申請寒假輔導

及 107學年度第 2學期

復康巴士服務 

12/28 107學年度第 1學期各

級學校執行維護校園安

全檢核 

12/30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績優

單位成果陳報 

12/1  國中輔導主任工作坊 

12/2  108年度第 1次鑑定安

置說明會(暫定) 

12/19 108學年度高雄市身心

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

說明會(12/19、

12/21、12/23) 

12/7  國中總務主任工作坊 

12/12 國中教務主任工作坊 

12/11 特教生才藝競賽

(12/11-12/12) 

12/24 2018亞洲學生交流計

畫(12/24-12/28) 

12/27 高雄市 107年度公私立

各級學校家長會長當選

證書頒證晚宴 

 

1月 

1/7   108學年度免試入學第

1階段志願選填試探作

業(1/7-1/11暫定) 

 1/1  107年廉潔楷模選拔作

業(1/1-1/15) 

1/1  高雄市體育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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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一    般    行    政 研  習  進  修 活  動、競  賽 

1/7   107年教育部國教署國

際教育普查填報 

(1/7-1/25) 

1/8   申請 107學年度第 2學

期第 1次專業團隊服務 

1/10  夏日樂學計畫申請截止

收件(暫定) 

1/10  全國單項運動競賽體育

獎助金申請 

(1/10-1/30) 

1/11  107學年度國民中小學

審定本教科圖書第 2學

期各版本單價公告(暫

定) 

1/11  國中資賦優異學生縮短

修業年限提報鑑定安置 

1/14  第三次定期考查週

(1/14-1/18) 

1/14  109年教職員退休登記

及預算需求調查 

(1/14-2/26) 

1/15  各校公務人員 107年年

終考績案報核 

1/18  108年在職教師/家長

暨社區民眾資訊應用培

訓補助申請 

1/21  各級學校資深優良教師

獎勵申請(1/21-2/15) 

1/21  高雄市中等以下各級學

校教育奉獻獎推薦

(1/21-3/8)  

1/21  高雄市中等以下學校特

殊優良教育人員推薦

(1/21-3/15)  

1/24  高雄市中等以下學校教

育芬芳錄推薦 

(1/24-3/5) 

1/31  辦理 107年度機構安置

高關懷學生輔導計畫學

(1/1-3/31)(暫定) 

1/1  本市 108年各級學校全

國慈孝楷模初審推薦

(1/1-1/23) 

1/10 全國單項運動競賽體育

獎助金申請(1/10-1/30) 

1/11 各級學校學生寒假上網

飆作業 

1/20 寒假反毒活動-學生與家

長共同完成網路假期—

「上網飆暑假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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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一    般    行    政 研  習  進  修 活  動、競  賽 

校檢送成果並辦理經費

核結 

備註 

*8/1第一學期開始 
*8/30第一學期開學及正式上課 
*10/15-10/19國中第一次定期考週 
*11/26-11/30國中第二次定期考週 
*1/14-1/18國中第三次定期考查週 
*1/18第一學期課程結束(1/20第一學期學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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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7學年度第 2學期行事曆 
(國中版)                          107.05.20 

月份 一    般    行    政 研  習  進  修 活  動、競  賽 

2月 

2/5   申請 107學年度第 2學

期高雄市中等以下學校

身障生(含身障人士子

女)學雜費減免 

2/5   申請 107學年度第 2學

期高雄市中等以下學校

身障生之軍公教遺族子

女就學優待標準及核算

範本 

2/13  國中小經濟弱勢學生午

餐費補助申請 

2/21  申請 107學年度經濟弱

勢身心障礙學生獎助 

2/21  申請 107學年度第 2學

期(108年 1~7月)國民

教育階段重度身心障礙

學生教育代金 

2/22  109年度因公派員出國

先期計畫報局 

2/26  申請 107學年度第 2學

期第 2次專業團隊服務 

2/22  校園安全、防制學生藥

物濫用暨校外會業務研

習及校安座談會 

2/1   2019 高雄燈會藝術節-

全國創意花燈競賽收件

(暫定) 

2/1   108年全國運動會代表

隊選拔賽(2/1-7/31) 

2/1   108年全國運動會代表

隊選拔賽(2/1-7/31) 

2/7   2019 高雄燈會藝術節-

全國創意花燈競賽展出

（2/7-2/19）(暫定) 

2/17  2019高雄國際馬拉松

(暫定) 

2/22  世界母語日記者會 

(暫定) 

2/23  國中機器人競賽 

3月 

3/1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本

市公私立國中校長會議 

3/1   群英行腳大專英樂夏令

營申請 

3/1   國中校長遴選作業

(3/1-5/30)(暫定) 

3/1   108學年度高雄區身心

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

報名 

3/1   學校午餐廚房設備需求

訪查(約 3月-5月) 

3/1   各級學校教師 108年 8

月 1日退休案報核

(3/1-3/29) 

3/4   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

教師計畫申請 

3/13  國中教務主任工作坊 

3/15  適性輔導知能研習暨職

業群科與生涯輔導研討

會（暫定） 

3/21  國中輔導主任工作坊 

3/22  國中總務主任工作坊 

3/29  國中學務主任工作坊 

3/3   允文允武閱讀暨運動達

人競賽 

3/4   本市第 59屆中小學科

展線上報名(3/4-3/11) 

3/5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

技藝競賽 

(3/5-3/7)(暫定) 

3/5   探索學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推動反毒「學生

探索教育體驗活動」

(3/5-6/28) 

3/10  國中數學競賽 

3/11  107學年度臺日友好城

市聯合畫展 

(3/11-3/29) 

3/15  國中教學卓越獎初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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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07學年度教學正常化

視導(3/4-4/30) 

3/6   108學年度第 1學期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

說明會 

3/6   108學年度國民中學美

術類及舞蹈類藝術才能

班新生暨插班生招生報

名（3/6-3/8） 

3/8   學生涉及不良組織(組

織犯罪)跨局處輔導會

議 

3/15  總量管制學校完成分發

資格審查並公告 

3/15  108年度第 1次國民教

育階段鑑定安置會議 

3/18  108年國中小主任甄選 

      (3/18~4/20) 

3/20  108年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補助中小學國

際教育計畫(SIEP)撰寫

說明會 

3/22  辦理本市資訊執秘會議 

3/25  第一次定期考查週

(3/25-3/29) 

3/26  108學年度國中體育班

招生甄選簡章公告 

（暫定） 

3/27  108學年度國民中學音

樂類藝術才能班新生暨

插班生招生報名

（3/27-3/29） 

3/29  本市國中學校資訊設備

先期填報截止 

3/16  國中學生自然學科競賽 

3/19  本市第 59 屆中小學科

展報名學校紙本送件 

3/30 『校園神槍手~全國漆彈

大作戰』(3/30-31) 

4月 

4/1   校園生活問卷調查普測

(不記名)（4/1-4/30） 

4/1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訪

視作業(包含個人、團

體、機構)(4/1-4/30) 

4/10  國中教務主任工作坊 

4/17  2019國際教育論壇 

4/20、4/27 高雄小故事工作

坊研習-七賢國中 

4/11  本市第 59 屆中小學科

展初審 

4/12  生命教育校園 3Q達人

甄選活動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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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申請 107學年度第 2學

期(期中)教師助理員暨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4/8   108學年度免試入學第

2階段志願選填試探作

業(4/8-4/12暫定) 

4/9   申請 107學年度第 2學

期第 3次專業團隊服務  

4/9   本市永續校園計畫申請 

4/10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各

級學校辦理複合型災害

避難演練 

4/13  108學年度國民中學美

術類藝術才能班新生暨

插班生術科考試 

4/14  108學年度國民中學舞

蹈類藝術才能班新生暨

插班生術科考試 

4/16  交通安全教育評鑑 

(每4年評鑑1次，本年

度受評學校68校)

（4/16-6/7）(暫定) 

4/17  各國中陳報108學年度

班級數資料 

4/20  108學年度國民中學音

樂類藝術才能班新生暨

插班生術科考試

（4/20-4/21） 

 

4/12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

技藝競賽頒獎典禮 

4/13  國中手擲機飛行競賽 

4/20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4/20-4/25) 

4/25  本市第 59屆中小學科

展複審 

4/27  本市第 59屆中小學科

展及頒獎典禮 

5月 

5/1   國中學校評鑑(依校長

初任或續任屆滿前一年

為原則)（5/1-5/31） 

5/1   各校申請辦理 108學年

度預防中輟輔導工作計

畫 

5/1   本市所屬各級學校護理

人員及營養師平調申請

（5/1-5/8) 

5/2   108年本市環教綠星獎

5/15  國中教務主任工作坊 

5/17  國中總務主任工作坊 

5/4   本市 108年各級學校全

國慈孝楷模表揚活動 

5/10  108年本市藝術教育貢

獻獎初選推薦 

（5/10-5/21） 

5/24  國中閩南語說唱藝術比

賽 

5/25  高雄市 108年語文競賽

分區初賽 

（5/25-5/26）(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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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公告 

5/4   國中超額教師介聘 

5/4   國教輔導團輔導員遴選 

5/6   第二次定期考查週(國

三學生畢業考週) 

(5/6-5/10) 

5/7   志願服務績效評鑑(每

4年評鑑 1次，本年度

受評學校 83校) 

（5/7-6/5） 

5/10  國中市內教師介聘作業 

5/15  補救教學篩選測驗

(5/15-5/31) 

5/16  國中小臺閩地區教師介

聘(5/16-5/31)(暫定) 

5/16  健康促進輔導訪視活動 

5/18  國中教育會考 

(5/18-5/19)(暫定) 

5/20  申請 108學年度第 1學

期(期初)教師助理員暨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5/21  國中小臺閩地區教師介

聘協調會(5/21-5/22) 

5/31  各校召開高關懷學生轉

銜評估會議(5/15前)

並完成線上填報作業 

5/31  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

審定本教科圖書需求調

查暨填報(暫定) 

5/31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各

級學校執行維護校園安

全檢核 

5/31  國中客家語說唱藝術比

賽 

6月 

6/1   體育班自我評鑑（6/30

前上傳完畢） 

6/1   體育班暨教練實地訪視

（約 6 月至 11 月） 

6/3   申請 107學年度高雄市

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

學生獎助學金 

6/12  國中教務主任工作坊 

6/21  國中學務主任工作坊 

6/3   108年本市環教綠星獎

受理申請(6月至 9月) 

6/4   能源教育週(6/4-6/8) 

6/7   108年度探索教育暨全

民國防教育「高雄市自

力環保造筏賽端午」水

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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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申請 108學年度第 1學

期及暑期輔導復康巴士

服務 

6/14  國中資賦優異學生縮短

修業年限鑑定安置 

（暫定） 

6/14  國中小臺閩地區教師介

聘確認會議 

6/14  國民中小學新生閱讀推

廣計畫作業 

6/19  申請 108學年度第 1學

期第 1次專業團隊服務 

6/24  第 3次定期考查週

(6/24-6/28) 

6/29  推薦 107年度中輟生輔

導績優學校、民間團體

及行政機關 

6/7 高雄愛河端午龍舟賽 

(6/7-6/9)(暫定) 

6/15  國中創意美術能力競賽 

6/19  高雄市 108 年語文競

賽市賽報名 

（6/19-8/16） 

6/21  各級學校學生暑假上網

飆作業 

6/29 『飛越高雄~2019教育

局長盃三對三籃球鬥牛

賽』(6/29-7/1) 

6/30  高雄瘋藝夏 

(6/30-7/28) 

7月 

7/1   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諮詢

輔導訪視資料上傳

（7/1-7/31） 

7/1   國民中學自辦式技藝教

育成果考核資料上傳

（7/1-7/31） 

7/5   設置特殊教育班級之學

校繳交特殊教育課程計

畫書及相關表件之截止

期限 

7/11  108學年度高雄區身心

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

新生完成報到手續 

7/19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國

民中小學審定本教科圖

書各版本單價公告 

(暫定) 

7/26  國中新生常態編班作業 

7/27  國中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學生鑑定 

7/1   原住民族語學生認證研

習(7/1-7/5暫定) 

7/1   培訓圖書館閱讀推動教

師初進階研習(7-8月

辦理) 

7/1   閩南語認證輔導研習

(7/1-7/5)(暫定) 

7/2   學校午餐廚師(工)衛生

講習(7/2-7/6) (暫定) 

7/3   基礎輔導知能研習-大

華國小(7/3-7/5) 

7/4   加強防制學校學生交通

違規及交通事故宣導研

習(暫定) 

7/6   生涯實施計畫撰寫暨諮

詢輔導訪視研習 

(暫定） 

7/1 市民游泳教學訓練營

(7/1-8/31) (暫定) 

7/1   國中原住民青少年領袖

研習營(7/1-7/3) 

7/8  「魔法少年」～青少年

生活法律搶答比賽

(7/8-7/12) 

7/22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7/2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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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107 學年度生涯發展教

育-各校計畫審查會議

（暫定） 

備註 

*2/1第二學期開始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日為 108年 2月 11日(星期一) 
*3/25-3/29國中第一次定期考查週 
*5/6-5/10國中第二次定期考查週 
*6/10-6/16畢業典禮週，國中各校繳交優秀畢業生學生名單時程如下： 
畢業典禮 最後繳交優秀畢業生名單日期 
6月 10日(一) 5月 28日(二) 
6月 11日(二) 5月 29日(三) 
6月 12日(三) 5月 30日(四) 
6月 13日(四) 5月 31日(五) 
6月 14日(五) 6月 4日(二) 
6月 15日(六) 6月 4日(二) 
6月 16日(日) 6月 4日(二) 
備註：學生若無需於畢業典禮頒贈優秀畢業生獎牌，不適用上開時程 
*6/24-6/28國中第三次定期考查週(非畢業生) 
*6/30第二學期結束(6/28第二學期課程結束) 
108年紀念日及節日部分，以行政院核定之 108年紀念日及節日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