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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週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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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活動
◎科任成績中午前提交導師（社會、健康教育）
◎各班提交各領域補考名單
◎提交補考試卷及練習卷
◎收回一-五年級循環課本(12:40 童軍教室)
◎一年級班書講座-大狗醫生(第五節 中正堂)
◎109 學年度教師任教科目支援調查表（正式教師填寫）繳回教學組
◎充實圖書館藏書量書單電子檔繳回設備組
◎校務會議（13：30 視聽教室），請校務代表出席，若有提案請於 7/8（三）
10：00 前 e-mail 寄交（提案單 7/2 已掛網）
◎本學期購買閱讀護照、補辦借書證最後一日
◎繳交試題檢核表及試卷袋；填寫成績優異、進步、學習成績表現優異
◎成績單送交教務處核章（16：00 前）
◎109 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13：30）
◎全市語文競賽初賽 地點：舊社國小

二、教學組
（一）擔任第 2 次定期評量命題的老師，請於 7/9（四）前將試題檢核表及試卷袋送至教學組；成績
優異五名、進步三名以及學習成績表現優異五名之名單，請老師至教師分享區-教務處專區教學組-獎狀列印系統填寫（第 1 次評量獎狀發給日期 109/4/27；第 2 次評量獎狀發給日期
109/7/6；學習成績表現優異發給日期 109/7/14）。
（二）本學期上課總日數 97 天。
三、設備組/圖書館
(一) 7/7(二)一年級班書講座-大狗醫生於下午第一節於中正堂辦理，請一年級各班準時集合，相
關補充文本與影片連結至於一年級教師分享區，請各班於講座前找時間補充。
(二)一年級葉冠東書箱於 7/6-7/8 清點，敬請老師配合。
(三) 7/7(二)12:40 起召回上、下學期循環課本(閩、綜、健)，各班已發下粗橡皮筋 12 條+6 枚大
迴紋針，請派學生每 10 本捆成一疊，散冊連同標籤紙別在最上一本。
☆一年級請備妥，會派學生到教室收。
☆二年級為 97 課綱版本最後一屆，不需召回。
☆三、四、五年級：12:40 送回忠孝樓四樓童軍教室。
務
(四)老師保管之綜合、健體、閩南語之教師手冊、教學光碟、閩語光碟盒請務必回送至設備組。
(五)有關 108 學年度核定補助本市學校充實圖書館藏書量，煩請各學年、各領域、處室於 7/8(三)
下班前提供所需書單，電子檔路徑為 Y:\1.教務處專區\04 設備組\10907 圖書採購 20 萬
四、資訊組
(一)請各位老師記得在期末前歸還攝影機與腳架、平板電腦等資訊設備，謝謝大家。
五、期末行事預告：
7/13（一）
7/14（二）
◎領域不及格學生補考（8：00） ◎休業式、成績單、學習成績表現優異獎狀發給（12：40 放學）
◎課程發展委員會（13：30）-審查課程計畫
六、暑假重要行事
（一）7/27(一)升三、升五編班
（二）7/29(三)小一編班
（三）8/24(一)學校本位作文課程研習（低年級）
（四）8/25(二)學校本位作文課程研習（中年級）
（五）8/27(四)校務會議（9：00）、教師備課
（六）8/28(五)全校返校（11：55 放學）
處
（七）8/31(一)109-1 開學

七、本週公費派代教師：
日期
7/6

7/7

7/8

7/9

7/10

公費派代 淑婷、嫈婷、倩芬（全 佩雯（上午）淑婷、嫈婷、倩
姣吟、琤瑜（全天）
教師
天）佩雯（下午）
芬、姣吟（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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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8(三)
9：20 阿基米德小學生暑假夏令營(柯南偵探營+服裝設計營)專人至學務處收費。
學
07/09(四)
8：10 樂樂足球踢準賽(中正堂)。12:40 午餐會議。中年級社團(8)最後一次上課。
★請 109 學年新任學年主任至網路硬碟：教師分享區/學務處專區/109 學年戶外教育資料夾中，填寫
109 學年 1~6 年級戶外教育需求表內容(寫完請將字體顏色調成黑色)。
★衛福部防疫新生活影片，網址聯結如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Ee5GwPNcy8，歡迎各
班級宣導運用。
二、衛生組：
（一）第二十週整潔評分班級：402, 602，請於星期一中午前完成交接，並將上週評分表送回彙整。
三、健康中心
(一)班級潔牙表及含氟漱口水登記表資料夾於7/10(五)回送健康中心。
（二）新學期每位學生發下一支新牙刷。
（三）新學年鼓勵四-六年級參與有效預防齲齒的潔牙方式「座位潔牙」。
四、生輔組：
（一）06/29-07/03：中輟學生人數：0 人、霸凌專線申訴人數：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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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 暑假作業單已發放至各班交換櫃，請老師協助完成學生暑假作業內容。
2. 109 年(交通安全教育海報設計藝文競賽)、請各班於 7/7(二)前將推薦名單繳交至學務處。
3. 學生參賽作品海報照片存放於網路硬碟/教師分享區/學務處專區/109 學生參賽作品。
個人自身安全教育宣導：
1.109 年暑假假期注意事項宣導單已放置各班交換櫃，請老師協助宣導。
2.109 年(反霸凌、拒絕黑幫-友善校園海報創作競賽)、(拒菸、拒檳、反毒運動海報創作競賽)請各
班於 7/7(二)前將推薦名單繳交至學務處。
3.學生參賽作品海報照片存放於網路硬碟/教師分享區/學務處專區/109 學生參賽作品。
（二）導護輪值～總導護：孟信
輪值日期：07/07-07/07 東大校門口：亞辰 中正校門口：瑞鳳 值勤時間：07：15-07：40
07/08-07/14 東大校門口：若寧 中正校門口：柏璁 值勤時間：07：15-07：40
請配戴哨子、反光背心、導護旗。
交通導護及糾察班級：五年 3 班(7/6 上午交接)
五、午餐中心:原行事曆預計 7/9 午餐會議取消，待 8 月再行開會討論午餐相關議題。
※本週行事:
6
一 專兼輔+認輔教師整理回送 108 學年度輔導紀錄
109 課後班教師甄聘簡章公告上網
8
三 晨光+第 1 節:四升五升級輔導+性平教育；第 2 節二升三升級輔導；
下午校務會議+家庭+輔導聯繫會議+課後班休業式
活動預告
13
一 一至五課後班最後一天上課
(現職)課後班老師甄試報名
14
二 全校休業式
課後班老師甄試報名 9:00~11:30/輔導處
【資料組業務】：
1. 請一～五年級導師上網完成這學期輔導系統的填報(輔導資料每學期至少要登錄一筆以上的資
料)，並請確認資料/日期完整無誤，謝謝。
【綜合業務】：
1. 本週發放 7/15(三)~7/17(五)生命教育-「在生活中學生活」體驗營，活動名額 25 人，邀請對象為
升五、六年級優先，其餘年級依報名狀況再行邀請。
2. 感謝二 123467、五 234 班級老師及同學借用教室，和課後班合作了一學年共用教室!

1、 期末教室預定搬遷時程如下：

總

(1) 本週起若雙方同意，老師可先行協調搬動或置放物品至新教室的時間；統一搬動時間則為 7 月 13
日(一)全日(忠孝樓教室全部搬回，請各班學生協助搬回課桌椅及置物櫃，教師辦公桌由總務處人
員協助；109 學年全校配置圖請參閱教師分享區-總務處 109 學年全校平面圖)。
(2) 投影機、電腦、電視、DVD 播放器、無線滑鼠（由 EPSON 所配置）請留在原班；學年印表機亦請留
置原班。

務 (3) 班級之投影機遙控器、光筆、學年用收音機（即每學年 2 台之 panasonic）及班級用收音機請於
7/8(三)起交還總務處幹事陳悅婷小姐，開學後發回。
(4) 麥克風隨老師攜至新班級，代課老師請交回總務處幹事陳悅婷小姐。
(5) 離職及代課老師於 7/14(二)前將影印卡及教室鑰匙繳回總務處事務組。
(6) 若班級內有預定清除丟棄的物品，請先確認是否為財產(請與總務處陳悅婷小姐確認)，若無財產登
記且不堪使用，請集中丟棄於垃圾子車旁，若無法搬至子車旁，請統一於休業式後移至走廊，由總
務處派員清除。

處 總務處預定於 109 年 7 月 8 日中午 12 時 40 分假校長室召開六年級畢業旅行檢討及驗收會議，請 108
人
事
室
教
師
會

學年度六年級老師參加。
一、108 學年度至 7 月 31 日止，時間有限，請尚未完成國民旅遊卡消費之教師兼行政同仁，請把握時
間。
二、為利 108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作業，請同仁事先規劃事病假並於 7 月 6 日前於差假系統申請送出。
三、8 月 1 日調出教師及長期代理教師請於 7 月 6-8 日中午前完成離職手續(表單置放於教師分享區人事室-到離職單項下)。
7/12（日）上午 10：00 於教師研習中心三樓舉辦 109 年度 SUPER 教師獎頒獎典禮。
歡迎各位老師蒞臨，同為秋滿主任恭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