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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一、 本週行事：
日期

星期

12/30

三

12/31
1/1

四
五

行事活動
◎12月份領域會議（期末領域會議）
◎第2次定期評量試卷繳交截止日
◎8:05英語護照第五次闖關活動(視聽教室)
◎開國紀念日放假

二、學習扶助計畫寒假激勵班，上課日期為：110年1月21日(四).1月22日(五).1月25日(一).
1月26日(二).1月27日(三)，上午8:40-11:55請有意願擔任授課老師通知教務處。
三、教學組
（一）請尚未繳交第二次評量試題答案卷、電子檔及雙向細目表的老師，最遲請於12/30〈三〉下班
前交至教學組，以免影響審題及油印試卷期程。
（二）第一次定期評量獎狀發給日期109/11/11，第二次定期評量獎狀發給日期110/1/15，
學習成績表現優異獎發給日期110/1/20。
（三）本學期上課天數：100天
四、註冊研究組
（一）12月份領域會議（期末領域會議）召開時間地點：
時間
時間
領域名稱
地點
領域名稱
地點
12/30（三）
忠孝樓
12/30（三）
自然
本土語
四年3班
13：30
圖書室
14：30
12/30（三）
忠孝樓
12/30（三）
社會
綜合
四年5班
主
13：30
科任辦公室 副
14：30
領
領
12/30（三）
12/30（三）
百齡樓
國語
一年1班
藝文
域
域
13：30
14：30
音樂教室
務
12/30（三）
12/30（三）
數學
五年2班
健體
視聽教室
13：30
14：30
12/30（三）
百齡樓
12/30（三）
生活
英語
學務處
13：30
音樂教室
13：30
（二）領域會議會議紀錄表格下載路徑：
教師分享區—教務處專區—12領域會議紀錄—0空白文件
1.資料匣中之期末領域會議說明單中詳列會議重點，請參閱。
2.（1）簽到表、教科書評鑑檢核表→紙本繳回
（2）○年級學習領域課程評鑑檢核表（量化結果、質性描述，請記得要填寫）、領域會議紀錄
→電子檔上傳各領域資料匣
（三）有關在成績系統中的科目歸屬，請按下表輸入；學期成績是按所有科目（含彈性學習）的節
數去算加權平均，至於學習領域中的百分比無須再設定。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學習 語文-國語6 本土語言1 語文-國語5 英語2
語文-國語5 英語2
領域 數學4 生活6 健體3
本土語言1
本土語言1
（共20節）
數學3 社會3 藝文3 自然3
數學4 社會3 藝文3 自然3
綜合3 健體3 （共26節）
綜合3 健體3 （共27節）
彈性 英語1 主題探索課程1
主題統整課程1 行事活動1
語文深耕1 行事活動1
學習 行事活動1（共3節）
資訊1 社團活動1（共4節；英
資訊1 社團活動1（共4節）
語1併入英語學習領域）
（四）提醒老師成績單上彈性學習領域，「科目名稱」請統一：資訊、社團活動。學生優異表現活
動名稱，也請繕打正確名稱：（第一次定期評量獎狀發給日期109/11/11，第二次定期評量獎
處
狀發給日期110/1/15，學習成績表現優異獎狀發給日期110/1/20）

五、設備組、圖書館
（一）發下圖書逾期通知單，再請老師公告提醒同學歸還圖書。
(二)新書到館囉~ 108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充實國中小圖書館藏書將於12/31(四)開放給老師優先借
閱，1/4(一)開放給全校學生。書目清單可先於校網公告瀏覽參閱。
★此批新書為了增加流通，不開放班級借閱(40本)。
六、資訊組
1.非常重要:新竹市教師認證系統個人 email 修改，(尚有四位教師尚未修改，若您無法登入研
習護照)請詳看文件說明，沒改完會無法登入研習護照喔! 感謝各位老師配合目前95%已經修正完成~
>長這樣要改(@ms.hc.edu.tw)email
>點我看操作說明書
2.疫情再起，本校已建置線上課程平台(由各位老師合力建
構)https://sites.google.com/tmail.hc.edu.tw/bmpselearning/，若停課則使用此平台進行非同
步教學演練。
七、期末行事預告：
12/30 (三)
1/6（三）
1/7（四）
1/12（二） 1/13（三）
12月份領域 ◎校本課程檢核
◎科任成績提交導師（英語、 第二次定期
第二次定期
會議
（13：30 視聽教室）
自然、社會、健體除外）
評量
評量
1/13（三）
1/14（四）
1/15（五）
1/20(三)
◎校務會議
◎科任成績提交導師（英
成績單送交教務 ◎成績單、學習成績表現
（13：30視聽教室）
語、自然、社會、健體） 處核章
優異獎發給
◎休業式（12：40放學）
八、本週公費派代教師
日期
12/28（一）
12/29（二）
公費派代教師
金鳳（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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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三）

12/31（四）
文欽（下午）

一、榮譽榜
◎恭喜六3參加本市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大隊接力賽榮獲全市第三名！
二、本週行事
12/28（一）
◎期末榮譽卡投學務處摸彩箱
12/29（二）
◎期末榮譽卡投學務處摸彩箱
12/30（三）
◎期末榮譽卡投學務處摸彩箱
◎期末榮譽卡投學務處摸彩箱
12/31（四）
◎中年級社團9(中社學期成績交回活動組)
三、活動組
（一）本週進行學生期末「榮譽卡投摸彩箱」活動，請協助提醒學生於12/31(四)放學前，將未打
過洞的榮譽卡，投入學務處摸彩箱，並檢查是否為目前年級、班級，以免造成歸還時誤發，
務
預計1/5(二)全校集會升旗時，進行期末摸彩活動。
（二）校內擔任中年級社團指導老師若已評定本學期社團學生成績，請將點名簿送回活動組彙整。
（三）3-6年級發下第三次班會紀錄單，完成班級請於1/6(三)前將紀錄單交回活動組。空白電子檔
已掛載(教師分享區/學務處專區/109學年班會紀錄表件)，提供導師彈性取用。
 第三次班會討論主題為：
1.依據十二月品德核心「誠實」四項具體行為的描述，討論如何落實在生活中。
2.快過年了~我們家有什麼過年的方式或習俗?我可以做些什麼或如何表現，讓家裡(人)更好
呢?(配合家庭教育議題)
四、衛生組
(一) 本週整潔評分班級為：403、6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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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
辦。

五、生輔組
（一）12/21-12/25：中輟學生人數：1人、霸凌專線申訴人數：0人。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 請老師於每周五晨光時間實施交通安全教育宣導，並於宣導後填寫班級交通安全教育教學紀
錄表，且於學期末送交回學務處生輔組；網路硬碟路徑:學務處\9影音資訊\生輔組宣導資料\
交通安全宣導，謝謝。
個人自身安全教育宣導：
1. 生輔組將於1/12(二)發放寒假作業(1)學生安全維護及傷害預防宣導單(一張)，(2)寒假作業
學習單(一張)，謝謝。
（二）導護輪值～總導護：孟信
輪值日期：12/29-1/4
交通導護班級：六年3班
東大校門口：欣岑
中正校門口：心蓮
值勤時間：07：15-07：40，請配戴哨子、反光背心、導護旗。
六、其他
◎轉知新竹市政府109年12月24日府教體字第1090195617號函
（一）依據教育部109年12月23日臺教綜(五)字第1090184927號函辦理。
（二）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全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顯示，國際疫情日趨嚴峻，且境外移
入個案日益增加；世界衛生組織（WHO）亦警告2021年初可能進一步升高，敦促歲末假期期
間謹守防疫建議。
（三）時值歲末節日及跨年連續假期，南來北往聚會增加，請學校宣導以觀看電視或影音方式參與
跨年晚會，以電話、視訊拜年，或線上聚會等方式聯繫感情，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
通的公共場所，以防呼吸道傳染疾病傳播。倘仍需出入公共場所，應保持室內1.5公尺、室
外1公尺安全社交距離。並請各校加強教職員工生衛生教育宣導（勤洗手、注意手部衛生、
咳嗽禮節；如有呼吸道症狀時應佩戴口罩，儘速就醫，並在家休息）。
（四）另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09年12月22日發布之「因應年末跨年等大型集會活動之相關防
疫措施」新聞稿，加強宣導活動當天仍處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者，以及
有發燒、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疑似症狀之人員，均不得參加活動。參加人員於
活動期間（含室內、室外）應全程佩戴口罩，除補充水分外，禁止飲食；並請攜帶手機及維
持開機，以利通知防疫相關訊息。
（五）學校如辦理聖誕、跨年等活動，除應依前開新聞稿（網址：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Content/EmXemht4ITIRAPrAnyG9A?uaid=XMp3EvkdFNWxEOSFOp6INg）集會活動防疫措施，進行參與人員管理外，
同時應於活動場域提供足量之手部清潔消毒用品、提高公共廁所之消毒頻率，並設有醫療應
變措施；且除指定販賣區外，場內不得販售飲食；如辦理室內活動，不得販售無座位票並應
落實實聯制，且須規劃固定入口，及於入口處進行體溫量測及手部消毒。
（六）另請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秋冬防疫專案」加強宣導進入高感染傳播風險場域
（醫療照護、大眾運輸、生活消費、教育學習、觀展觀賽、休閒娛樂、宗教祭祀、洽公），
因不易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且會近距離接觸不特定對象，請務必佩戴口罩。
（七）請持續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規定（網址：https://www.cdc.gov.tw），落實
教職員工生防疫教育宣導。
輔 110~祝大家1路幸福、1路美滿、0煩惱
※本週行事+活動預告:
12/30 三 8:40第一節-聽不見的世界-活動宣導/三2+三3/視聽教室
1/5
二 期末家長代表大會-7:00校長室
【輔導組業務】：
導 發下一、二月「壽星感恩卡」，請老師指導小朋友填寫完畢後，於12/31(四)放學前投入輔導處的
「幸運樂」摸彩箱。(有分低、中、高等3個不同箱子，請不要投錯喔!)
【特教組業務】：
12/30(三)第一節，中華民國聾人協會-新竹市手語資源服務中心，到校(3-2、3-3)宣導；地點:視聽
教室。
處 【綜合業務】：

1. 期末將至，請導師運用時間繕打學生輔導記錄，每位學生至少一筆;個殊狀況視需要得隨時記錄
之。
2. 家庭教育暨生命教育請協助規畫或融入學童寒假作業，二~六年級可以用家庭教育提供之子職教
育學習單為主。
3. 109-2班親會:幼2/23(二)放學後起；一至六年級2/23(二)晚上，可先行預告家長預留時間與會。
4. 課後 B 班(二3、4+一5、6)因應工程之故，本週一起調整至仁愛樓一樓用膳室(分機304)，使用時
間每週一三四五12:30-18:00；星期二15:30-18:00。
【生命教育月宣導】：108課綱生命教育議題教學好用資源1.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生命教育學科中心網站，內於『教材與資源』區有諸多好用資源。
2. 108學年度「價值思辨」小書-己下載於『輔導處/0000教學資源/108學年生命教育學科中心-價值思
辨-小書(pdf)』

總
總務處訂於109年12月28日辦理學前增班工程開工,因用膳室改為課後照顧班使用，煩請至用膳室用
務 餐同仁於12點30分前用餐結束。造成不便，請見諒。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