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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一、本週行事：
日期

星期 行事活動

1/11

一

1/12

二

◎三~六年級圖書股長檢討會(12:40 圖書館)

◎第 2 次定期評量
◎第 2 次定期評量
1/13 三
◎校務會議（13：30 視聽教室）
，若有提案請於 1/12 前 e-mail 寄交（提案單 1/5 掛網）
◎三~六年級校內語文競賽報名表繳交截止
◎科任成績提交導師（英語、自然、社會、健體）
◎提交學生補考名單至教務處
1/14 四
◎8:05 第七次英語護照闖關活動(視聽教室)
◎8:05 發放 109-2 循環課本、12:40 收回 109-1 循環課本(4 樓童軍教室)
◎成績優異、進步、學習成績表現優異獎名單（中午前填寫完成）
1/15 五
◎繳交試題檢核表（背面的分數統計表記得填寫）及試卷袋
◎成績單送交教務處核章截止
二、公文轉達：109 年 12 月 15 日，府教輔字第 1090189960 號函：轉知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素養導
向試題研發人才培訓計畫（第一期）」之試題研發成果 1 份，為國民小學五年級數學科素養導向試題，
可於該計畫網站下載參考 https://tpwli.naer.edu.tw
三、教學組：
（一）第 2 次定期評量日期及科目如下，並請監考老師確實執行監考工作：
1/12（二）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1/13（三）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一～二年級 國語
英語
＊
一～二年級
數學
＊
＊
三～六年級 國語
自然
英語
三～六年級
社會
數學
健康
（二）擔任第 2 次定期評量命題的老師，請於 1/15（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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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發給日期 110/1/20）
務 （三）成績單用紙已發下，請導師於 1/20（三）一同發放成績單及學習成績表現優異獎獎狀。
（四）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表將依循第 1 學期原則上不會更動，若老師需要微調煩請於 1/18（一）
前告知教學組，新課表預計在 2/18（一）開學日當天發放。
（五）請各學年繳交一份寒假作業至教學組。（一、五年級已繳交）
四、設備組/圖書館
(一) 1/11(一) 12:40 為三~六年級圖書股長檢討會，為本學期最後一次到館服務。
(二）1/14(四)12:40 召回 109-1 循環課本(閩、綜、健)，各班發下粗橡皮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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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備妥後於 12:00 前送到圖書館，逾時請 12:40 送到童軍教室。
☆三年級為 97 課綱版本最後一屆，不需召回。
☆四、五、六年級：12:40 送回忠孝樓四樓童軍教室。
(三)老師保管之綜合、健體、閩南語教用書、教學光碟、閩語光碟盒請務必送回至設備組。
(四)109-2 教師用書已到校，請同仁於 1/20(三)前找設備組簽領，循環科目開學後領。
(五)寒假數位多元閱讀營訂於 1 月 28 日，針對四、五年級辦理，請四、五年級每班推薦 1~3 名，詳情
請見發下之招生報名表，請於 1/14(四)前交回報名表。
(六)圖書館寒假開放時間為 1/21~2/17（假日、年假、館員特休除外）每日上午 8:00-12:00，歡迎於開
放時間內到館借閱書籍及閱覽，開閉館情形請家長留意學校網頁公告。
(七)寒假悅閱樂：結業式~寒假期間師生可以借 10 本書，可借閱至開學再歸還。

處

五、資訊組
（一）期末成績處理請各班導師自行到新竹市學籍系統下載九年一貫成績系統
http://campus.hc.edu.tw/sis/
若使用上無法進行網路登入或出現 ActiveX 錯誤 成績系統執行若
有錯誤，請下載 soapsdk 並執行，解決方法點我!
六、期末行事預告
1/18(一)
1/19(二)
1/20(三)
1/21-1/27
1/28(四)
2/18(四 )
◎巡迴書箱發 ◎教科書發放 ◎成績單、學 ◎學習扶助寒 109-1 學期成 109-2 學期開
放與召回
習成績表現優 假課輔激勵班 績不及格補考 學正式上課日
異獎發給
上課：
日
◎休業式
8:40-11:55
（12：40 放學）
◎寒假悅閱樂
學 ※第 20 週校務通報 110.01.11-110.01.15
一、本週行事
1/12（二） ◎第二次評量學生集會暫停一次
1/14（四） ◎午餐委員會議（12：40 校長室）
◎中年級社團(10)本學期最後一次上課
二、活動組
(一)「竹苗區 2020-2021 同濟盃兒童才藝競賽」活動訊息及報名表件已公告校網，班級欲參加之學生，
請在 2/24(三)前將報名表交至活動組，以利統一報名。
(二)請中、高年級社團指導老師於課程結束後將紀錄簿回送活動組，以利下學期事項之整理。
(三)請高年級導師提醒學生：2/18(四)開學日即有社團課，當天記得攜帶個人上課必需物品以利學習。
三、衛生組
（一）請提醒有遺失衣服及水罐等各項物品的小朋友到大辦公室外認領，未認領部份於寒假期間進行
處理。
(二)本週整潔評分班級為 404、604，請於星期一中午前完成交接，並將上週評分表送回衛生組彙整。
（三）結業式前請各班將所有掃具放置在室內，避免遺失或損壞。
（四）發放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藝文競賽各項比賽明細，請協助公告宣導，各項實施辦法公告於校網，
紙本報名表及實施辦法請有意報名的同學洽衛生組索取。
四、生輔組
務 （一）1/4-1/8：中輟學生人數：0 人、霸凌專線申訴人數：0 人。

處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請老師於寒假假期前加強宣導。
(一)速度管理(依速限行駛、保持安全車距)。
(二)路口停讓(穿越路口減速慢行，確認無來車再穿越)。
(三)安全過馬路(按照交通燈號走行人穿越道或人行天橋)。
(四)騎乘自行車（請戴安全帽、禁止載人）
(五)搭乘汽機車（白天開頭燈，顯眼保平安；戴專用安全帽及繫緊安全帶)。
2.發放全校交通安全常識測驗，請老師協助批改並統計學生成績，於 1/18(一)繳交回學務處生輔組，
謝謝。
個人自身安全教育宣導
寒假作業學習單及安全注意宣導單將於 1/15(五)放置各班交換櫃，請各班至交換櫃領取。
（二）導護輪值～總導護：孟信
輪值日期：1/12-1/18(星期一中午交接)
交通導護班級：六年 5 班
東大校門口：琤瑜
中正校門口：佳加
值勤時間：07：15-07：40，請配戴哨子、反光背心、導護旗。
五、體育組
（一）預告：原訂 1/19 校內樂樂棒球九宮格投準賽，因當天需帶隊參加全市五人制足球比賽，故改至
1/18（一）辦理。

輔

導

處
總
務
處

六、午餐中心
（一）若需申請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清寒貧困學生餐費補助(非低收及中低收)，請先通報營養師及出
納組；申請表可至教師分享區(Z:)->12.午餐中心(營養師)下載填寫。
※本週行事:
12 二 定期評量-+電腦報讀服務
定期評量-+電腦報讀服務
13 三
1300 課後班期末結業式+同樂會+家庭教育推行小組暨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發放親師通訊-請運用晨讀時間讓學生閱讀再帶回家和家人共讀
14 四 六年級-晨光 8:05-4:40 光華-入班宣導；第 1 節 8:50-三民-中正堂+第 2 節正向心理與信念宣
導-中正堂
15 五 下午 1:00-六年級/私校升學輔導
【資料組業務】：
輔導系統尚未完成每生基本資料及至少一筆導紀錄的老師請把握期末前完成。
【特教組業務】：
1/11(一)～1/15(五)受理 110 學年度學區國小新生特教鑑定安置工作之報名申請。
【綜合業務】：
1/14、15 六年級升學暨生命教育宣導~請導師或科任老師到場協助秩序維護；正向心理宣導學生學習單
完成後，請以班為單位，回送輔導處，感謝。
1/19(星期二)上午 8:05 開始於三年級自然教室發放 109-2 簿本及美勞素材(非教科書喔!)，請三到六
年級各班派 5 位學生協助發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