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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週行事
日期
3/29
4/02
4/05

星期
行事活動
一 ◎查閱國語習作
五 ◎配合兒童節及清明節逢周日，放假一日
一 ◎配合兒童節及清明節逢周日，放假一日

二、110 年度本校特殊優良教師核定推薦 2 名
（一）4/06（二）8：05-8：40 進行初選投票。（具投票資格者：國小部正式教師含特教及專輔老師）
（二）4/07（三）8：05 召開遴選委員會
遴選委員：1.校長
2.各處室主任（教務、學務、總務、輔導、人事、會計）
3.學年代表 4.教師代表（科任） 5.特教教師代表 6. 家長代表.
（三）校內初選→特殊優良教師→市府初審委員資料審查及實地訪查（含學生訪談）→竹塹菁師獎（13
位）→市府複審委員會議討論→竹塹明志獎（6 位）→票選→師鐸獎候選人（2 位）
三、110 學年度新竹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申請開始，請有興趣的領域或學年老師踴躍提出，計畫放置於網
路硬碟：教師分享區/1.教務處專區/18.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資料夾中，申請期限 4/12(一)前，相關問
題請洽教務處文欽。
四、教學組
（一）擔任第 1 次評量命題的老師，麻煩於 4/9（五）前，將試題 B4（填上答案）、word 檔及雙向細目
表（含電子檔）交至教學組（教學組信箱：huijuu@gmail.com）。
＊試卷標題（標楷體、14～16 號【請依試卷編排比例自行調整】、年級要記得打上）
新竹市北區北門國小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領域定期評量試卷
○年○班 座號○ 姓名○○○
＊試題內容（標楷體、13 或 14 號）。
◎擔任國語命題的老師請注意標題的書寫方式
務
新竹市北區北門國小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語文領域（國語）定期評量試卷
○年○班 座號○ 姓名○○○
（二）本週查閱國語習作，請老師翻到批改的最後一頁，連同查閱單，送至圖書室查閱。
五、設備組/圖書館
(一)本週與下週圖書館利用課程安排三年級，請各班準時到圖書館門口等候(因逢清明連假，部分班級日
期加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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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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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三)
3/29(一) 3/30(二)
4/6(二)
第4節
第1節
第5節
第4節
第4節
第6節
第2節
第5節
授課內容
能主動參與各式閱讀活動
會檢索校內圖書館的館藏目錄
(二)活動預告:四月份兒童閱讀月，為鼓勵借閱，各班借閱率最高前 3 名小朋友可拿到午休進館閱讀 VIP
券，請老師再協助宣傳。
(三)發下 4 月份「好書交換活動」傳單一張，收書日將於 3/30(二)開始，請協助宣導。
(四)預告四月份圖書館同時辦理：
講座-4/6(二)一年級:精靈姐姐說故事(第五節，中正堂)；4/27(二)二、三年級:作家有約
調整借閱權限讀者學生至 5 本、圖書股長 6 本。
讀者凡有逾期還書、或仍在禁借期間，於四月份還書及借書，當場取消所有禁借罰則。
(五)溫世仁文教基金會「110 年中小學作文比賽」校內送件截止日為 4/1(四)。
六、資訊組：
1.因應市網需求，麻煩各位檢查並啟動電腦 IPv6 功能，介紹與教學請 點我
七、本週母語：

處

年級

中年級歇後語

閩南語

土牛入海--一去不回

客家語

天井種菜-無緣（園）

高年級俗諺

隔壁親家，禮數原在。
語意-不要因為彼此關係親近而忽略應有的禮節。
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功
語意-只有刻苦努力，才能取得成功。

八、本週公費派代教師：
日期
3/29（一）
3/30（二） 3/31（三）
4/1（四）
4/2（五）
公費派代教師 柏璁（下午）
補假一天
學 ※學務處第 6 週校務通報 110.03.29-110.04.02
3/29 (一)
◎四年級學生集會(8:05 中正堂)
◎各班繳回社團繳費單收據(三~六年級)
3/30 (二)
◎兒童才藝秀(8:40 高年級；13:25 中年級
中正堂)
3/31 (三)
◎兒童節闖關活動(上課 30 分鐘，延長下課 10 分鐘)時間調整如下
08：40-09：10（上課）、09：10-09：30（下課-高年級闖關）。
09：30-10：00（上課）、10：00-10：30（下課-低年級闖關）。
10：30-11：00（上課）、11：00-11：20（下課-中年級闖關）。
11：20-11：50（上課）、11:50 用餐，中午 12：40 正常放學。
4/01（四） ◎中社(3)
★3/31（三）慶祝兒童節闖關活動時間及位置分配如下：
高年級闖關：第一節下課 09：10-09：30
1.健康中心（健康來護牙-牙齦牙齒看一看）
2.貓頭鷹平台（食農 ABC）
3.圖書室前走廊（書箱躲貓貓）
4.忠孝樓一樓中廊（交通安全 168）

務

低年級闖關：第二節下課 10：00-10：30
1.健康中心（健康來護牙- 窩溝封填補一補）
3.圖書室前走廊（書箱躲貓貓）

2.貓頭鷹平台（食農 ABC）
4.忠孝樓一樓中廊（交通安全 168）

中年級闖關：第三節下課 11：00-11：20
1.健康中心（健康來護牙-牙縫牙間清一清）
3.圖書室前走廊（書箱躲貓貓）

2.貓頭鷹平台（食農 ABC）
4.忠孝樓一樓中廊（交通安全 168）

一、活動組：
(一)發下幼兒園/一~六年級，各班市模範生獎狀(含照片、禮卷)、三~六年級各班兒童才藝秀獎狀。
(二)週二兒童才藝秀行程:第一、二節(高年級)，請導師於 8:30，帶隊至中正堂集合預備
第五、六節(中年級)，請導師於 13:15，帶隊至中正堂集合預備
(三)提醒 3-6 年級各班導師，請將目前收齊之「校內外聘社團繳費單」第二聯送至活動組彙整
(已交回班級:301、307、402、403、503、504、601、605)。
二、衛生組：
(一)本週整潔評分班級為: 306, 503，請於星期一中前完成交接，並將上週評分表送回衛生組續辦。
(二)請指導學生節約用水，各內外掃區請針對髒汙處拖乾淨，不需每日全面拖地。下雨天時，請特別叮嚀
學生不要拖地，避免走廊濕滑造成危險。
(三)本週三下午食農教育研習可列環境教育時數 1.5 小時，請同仁上教師研習護照報名。講師：王小瑜營
養師，講題：認識學校午餐。
三、生輔組：
（一）03/22-0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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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 109 年建置「道安資訊查詢網(roadsafety.tw)」
，目前已可查詢各縣市及鄉、鎮、市、區
歷年及各類交通事故死傷統計資料，亦可查詢「肇事熱點」與「學校周邊熱點」，其他功能亦陸
續擴增中，該查詢網亦可透過 168 交通安全入口網連結。
個人自身安全教育宣導：
1. 請老師宣導告知學生，將自身物品寫上姓名，這學習若有遺失餐袋、水壺、衣服外套等物品，請
至學務處招領。
2. 高年級校園生活問卷調查(記名問卷)，請高年級老師協助告知同學問卷調查的目的並填寫統計
表，凡學生問卷填『曾經 1 次、每月 2~3 次、每週 2~3 次、每天一次』的學生需先經過導師做初
部面談，判斷是否成案，再進一步召開霸凌因應小組會議，謝謝!(04/12 前繳交回學務處生輔組)

(二)導護輪值～總導護：孟信
(3/30-4/06)導護人員 東大校門口：瑾琦
中正校門口：明善
值勤時間：07：15-07：40，請配戴哨子、反光背心、導護旗。
交通導護班級：六年 6 班(3/29 中午交接)
(三)校門口體溫量測人員 (3/30-4/06)
東大校門口：淑婷
中正校門口：嘉莉
值勤時間：07：10-07：40，請配戴口罩。
四月性別平等教育月~
輔 感謝-上週四特教家長參觀日
※本週行事:
1

四

本週-A.各單位(學年)-完成親師通訊文稿及圖檔
B.個人-完成家庭教育及性平研習並上傳截圖+學習單

【輔導組業務】：#公文轉知#
當學校接獲線上目睹家暴知會名冊後，輔導處會告知導師，同時與學生進行一次晤談以評估個案身心狀
況並提供相關輔導。請該個案導師留心個案學習、人際、出缺席狀況，與孩子談話時留意保密議題，維
護目睹兒少隱私及尊嚴，避免標籤化及對被害人造成二度傷害。
導
如果沒有特別狀況，老師只需默默關心孩子，一旦有狀況請聯繫輔導組，由輔導組進行了解，並邀請家長
和社工如何與學校合作。
【綜合業務】：
110小一「新生」課後班線上報名系統/報名表已公告校網-“小一新生照過來”專區，若家長有需求請
告知逕行上網報名。
【性別平等教育月】轉知市府 1100355 會議重點: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7 條第 2 項-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
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四小時(國小=6 節課
處
/晨光時間 0.5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