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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一、 本週行事： 

日期 星期 行事活動 

11/09 一 
◎六年級第 10次游泳課 

◎12:40程式教育小組會議(校長室) 

11/10 二 ◎二年級-新住民語說故事(第五節、第六節 中正堂)  

11/11 三 ◎11:15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因材網教學觀摩(六年 3班) 

11/12 四 

◎成績優異前 5名上網填寫截止日 

◎8:05第三次英語護照闖關活動 

◎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研習-低、高年級經驗分享(圖書館) 

◎學習扶助中年級數學班停課一次 

11/13 五 
◎繳交試卷袋及試題檢核表截止日 

◎行動圖書館(第二節下課 信義樓一樓英文教室) 

11/14 六 科管局程式教育 V2親師成果展 13:30(集思竹科會議中心) 

二、教學組： 

（一）第一次定期評量成績優異前五名名單，請二~六年級導師最遲於 11/12（四）前，至教師分享區-

教務處專區-教學組-獎狀列印系統填寫。 

（二）麻煩三～六年級導師選出 5名（可多送），「母語認證卡」封面設計優秀的作品，請於 11/9（一）

～11/17（二）期間送至教學組，將邀請視覺老師進行評選，選出各學年 5名，並請校長於兒童

朝會時頒發獎狀及獎品。 

三、設備組/圖書館： 

（一）本週圖書館利用課程安排六年級，請各班準時到圖書館集合(有書面實作，請帶鉛筆盒)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11/9 11/12(四) 11/12(四) 11/13(五) 11/13(五) 11/13(五) 

第 4節 第 2節 第 3節 第 6節 第 5節 第 6節 

授課內容 運用各種資源完成報告 運用多元形式發表閱讀成果 

（二）11/10(二)第五節、第六節新住民語說故事，演出戲碼-跳跳猴搬家記，演出單位-新竹市婦女劇

團，請二年級各班依選擇的節次準時到中正堂集合。 

 (三) 行動圖書館： 

1.時間及地點:11/13(五)第二節下課在信義樓一樓英文教室。 

2.請六年級老師同意班上圖書股長出勤支援。 

四、資訊組： 

防毒軟體跳出版本過期須更新的電腦，可至 gg.gg/itsoeasy 下載新版安裝(請先移除舊版) 

五、本週公費派代教師：琤瑜娩假 11/1~12/29 

日期 11/09 11/10 11/11 11/12 11/13 

公假派

代教師 

英浩，孟信、柏

璁、伊伶(全天) 

英浩，孟信、柏

璁、伊伶 (全天) 

英浩，孟信、柏

璁、伊伶 (全天) 

英浩，孟信、柏

璁、伊伶(全天) 

英浩，孟信、柏

璁、伊伶(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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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週校務通報 109.11.9-109.11.13 

一、 榮譽榜 

（一）109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新竹市初賽得獎名單 

種類 班級 姓名 題目 名次 

版畫 五年一班 孟家妤 珊瑚海 第三名 

繪畫 六年四班 劉省吾 繞境 第三名 

 

（二）109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新竹市初賽得獎名單 

組別 班級 姓名 節目名稱 等第 

個人組現代舞 五年四班 曾妍婷 「舞」官 優等 



二、 本週行事 

11/10（二） 
◎四~六年級學生集會（8：05 中正堂）-11月品德核心：尊重 

◎六年級樂樂足球新竹市複賽（六 2.4） 

11/11（三） 
◎四年級消防護照(東大停車場管制停車) 

◎三年級樂樂足球新竹市複賽（三 2.7） 

11/12（四） 

◎高年級社團（5） 

◎三四年級戶外教育 

◎五年級樂樂足球新竹市複賽（五 4.5） 

◎友善校園海報創作設計競賽頒獎典禮(14：00 教研中心) 

11/13（五） 
◎四年級樂樂足球新竹市複賽（四 3.6） 

◎友善校園資源中心學校聯繫會議（10：00-15：00  視聽教室） 

三、活動組 

(一) 3-6年級第二次班會紀錄單已完成班級，請於 11/10(二)放學前將紀錄單交回活動組， 

      空白電子檔可至(教師分享區/學務處專區/109學年班會紀錄表件/)下載使用。 

(二) 國歌、北門校歌相關檔案夾已放置網路硬碟/教師分享區/2.學務處專區/#校歌國歌資料(含歌

詞、樂譜、音檔)，請音樂授課教師及班級導師協助指導練習，讓校慶典禮更加熱鬧完備。 

四、衛生組 

（一）本週整潔評分班級為：306, 501，請於星期一中午前完成交接，並將上週評分表送回衛生組 

續辦。 

（二）109年度健康促進計畫學生前測將在本月份利用資訊課施測，施測班級如下： 

班級/議題 口腔衛生 視力保健 反菸拒檳 健保用藥 健康體位 性教育 

1 401 301 504 501 501 606 

2 504  606    

後測於衛生組安排教學宣導介入後，在下學期實施。 

五、生輔組 

（一）11/2-11/6：中輟學生人數：0人、霸凌專線申訴人數：0人。 

（二）導護輪值～總導護：孟信        輪值日期：11/10-11/16 

      交通導護班級：六年 2班          東大校門口：翌珊         中正校門口：碧婕 

      值勤時間：07：15-07：40，請配戴哨子、反光背心、導護旗。   

（三）四年級消防護照認證活動 

1.11/11(三)將消防護照及家庭逃生計畫繪圖帶到活動會場。 

2.活動當日，本校東大門停車場將管制停車數量及空間，請老師提前準備。 

六、函轉市府109.11.02府教學1090165539號函：有關教育部修正「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注意事項」第15點、第22點規定，請學校參酌本注意事項及相關法令檢討修正學校教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辦法，以協助所屬教育人員透過正當、合理且符合教育目的之方式，達到積極正向協助、

教育及輔導學生之目的。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十五點、第二十二點修正規定◎ 

十五、處罰之正當程序 

學校或教師處罰學生，應視情況適度給予學生陳述意見之機會，以了解其行為動機與目的等重

要情狀，並適當說明所針對之須導正行為、實施處罰之理由及措施。 

學生對於教師之處罰措施提出異議，教師認為有理由者，得斟酌情形，調整所執行之處罰措施，

必要時得將學生移請學生事務處（以下簡稱學務處）或輔導處（室）處置。 

教師應依學生或其監護權人之請求，說明處罰過程及理由。 

二十二、教師之一般管教措施 

教師基於導引學生發展之考量，衡酌學生身心狀況後， 得採取下列一般管教措施： 

（一） 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 

（二） 口頭糾正。 

（三） 在教室內適當調整座位。 

（四） 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 



（五） 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 

（六） 通知監護權人，協請處理。 

（七） 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 

（八） 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 

（九） 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措施 （如學生破壞環境清潔要求其打掃環境）。 

（十） 限制 參加正式課程以外之 學校活動。 

（十一） 經監護權人同意後，留置學生於課後輔導或參加輔導課程。 

（十二） 要求靜坐反省。 

（十三） 要求站立反省。但每次不得超過一堂課，每日累計不得超過兩小時。 

（十四） 在教學場所一隅，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適當距離，並以兩堂課為限。 

（十五） 經其他教師同意，於行為當日，暫時轉送其他班級學習。 

（十六） 依該校學生獎懲規定及法定程序，予以書面懲處。 

教師得視情況，於學生下課時間實施前項管教措施，並應給予學生合理之休息時間。  

學生反映經教師判斷或教師主動發現，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調整管教方式或停止管教： 

（一） 學生身體確有不適。學生身體確有不適。 

（二） 學生確有上廁所或生理日等生理需求。學生確有上廁所或生理日等生理需求。 

（三） 管教措施有違反第一項規定之虞管教措施有違反第一項規定之虞。。 

教師對學生實施第一項之管教措施後，審酌對學生發展應負之責任，得通知監護權人，並說明採

取管教措施及原因。 

七、行事預告 

（一）11/19（四）畢業紀念冊全校教師團體照（8：05  百齡樓前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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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行事: 

9 一 

8:30~11:30中正堂進行測驗工具實作，附近班級導師請提醒學生勿近、勿進、勿喧嘩。

感謝     

19:00~家長會開會-校長室/校長+四處主任 

活動預告 

16 一 8:05~晨光/性騷擾暨性侵害防治宣導/五年級/婦幼隊-請學生準時前往 

【綜合業務】： 

@.市府來文薦派生命教育種子教師，以利融入課程及教學-請各學年於 11/10(二)前推薦學年代表，以

利後續規畫。 

【性別平等教育月宣導】： 

@.1091103府教體字第 1090166873號-為強化校園性別平等概念，並落實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宣

導，體育署已出版《校園性騷擾、性侵害及性霸凌-學生體育活動參與中學篇》手冊及《校園性騷擾、

性侵害及性霸凌防治繪本-學生體育活動參與小學篇》，老師可於課程規畫與教學時運用。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9年 10月 30日臺教體署學(一)字第 1090036882號函辦理。 

二、為教導學生尊重並了解自己與他人、平等看待性別差異，並保護自己免受性別不平等對待，進而

遠離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的威脅，特編製手冊，學校己公告校網及下載於教師分享區

/000-1091103體育署-防制性騷擾教學資源之資料匣，請老師於課程規畫與教學時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