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北區北門國小校務通報】＜1090210＞ 日期：110/4/26
一、本週行事：

教

日期

星期

行事活動

4/26

一

◎查閱社會習作
◎4/26-4/28 金竹獎英語朗讀比賽報名

4/27

二

◎作家有約(二年級-第六節、三年級-第七節 地點:中正堂)

4/28

三

◎13:30-16:30 網際網路應用與數位公民研習(二年 1 班)
◎13:30-16:30 生活領域工作坊研習-李玉貴老師(視聽教室)
◎學年選書截止

4/29

四

◎8:00 第 4 次英語護照闖關活動(視聽教室)

4/30

五

◎試題檢核表（正反面皆須填寫）及試卷袋繳交截止

5/1

六

◎8：30-11：30 109 學年度國中小學新生報到
本校小一新生報到地點：圖書館

二、北門國小 110 學年度小一新生報到注意事項

務

為避免防疫期間群聚，一年級新生入學報到方式改採多元管道進行，家長可以選擇下列一種
方式完成報到手續。【請採用網路報到為優先】
方式一：網路線上報到
1.線上報到期程：110 年 4 月 26 日起至 110 年 4 月 30 日止，每日上午 8 時至晚上 10 時；5 月 1
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
2.報到網址：https://student.hc.edu.tw/或掃描入學通知單上之 QR code。
方式二：掛號郵寄報到資料
1.掛號郵寄期程：110 年 5 月 1 日前
2.郵寄地址:新竹市水田街 33 號(北門國小教務處收)
3.郵寄內容：已填寫完整的入學報到單
方式三：5/1（六）到校報到
1.報到時間：110 年 5 月 1 日（六）8：30-11：30
2.報到地點：本校教務處
3.報到繳交資料：①已填寫完整的入學報到單②戶口名簿影本乙份
4.新生若有兄姐已就讀北門國小，家長亦可備妥資料，請兄姐代為繳交至教務處。
附註:
1. 若未收到入學通知單，請下載附件中的空白版(入學報到單)填寫，亦可至北門國小警衛室索
取。
三、本週公開授課班級
授課教師

公開授課日期

公開授課時間

授課班級

學習領域

楊洵

4/26(一)

第1節

二年 5 班

英語

張家瓈

4/28(三)

第1節

二年 8 班

英語

四、教學組：
（一）本週查閱社會習作，請老師翻到批改的最後一頁，連同查閱單，送至圖書室查閱。
（二）5 月份學年會議紀錄表格下載路徑：教師分享區—教務處專區—16 學年會議紀錄—0 空白文件
下載-填寫完後貼至各學年下學期 5 月份檔案夾（包含會議記錄及簽到表 2 個檔案）。3、4 月份
處
學年會議紀錄尚未完成的學年也請盡速完成。

五、設備組/圖書館
(一) 4/27(二)辦理作家有約的活動，請二年級各班第六節；三年級各班第七節準時到中正堂集合聆
聽。
(二)各學年若完成 110 學年度教科書領域初選，請在 4/28(三)下班前直接將樣書及相關評選表送至設
備組，由設備組彙整後，再行移送領域進行領域評選。
六、資訊組
4/28(三)下午 1:30 辦理網際網路應用與數位公民研習(含班級教室無線投影使用)，歡迎各位老師報
名參與。@201 班級教室辦理。報名點我
七、本週母語
年級

中年級歇後語

閩南語

茶鈷破空—漏題（漏茶）

客家語

孔明借箭-全部會還

高年級俗諺
好喙大富貴
語意-懂得說話有禮貌，做事自然容易成功。
學勤三年，學懶三天。
語意-要好好善用己心，不要誤入歧途。

八、本週公費派代教師：
日期
公費派代教師

學

4/26

4/27 4/28

孟信、培筠（全天）柏璁（下午）

4/29

4/30

孟信（上午） 柏璁（下午）

※第 10 週校務通報 110.04.26-110.04.30
4/27(二)

◎二年級戶外教育-羊世界

4/29(四)

◎中年級社團（5）
◎五年級各班自治市候選人表件完成填報

4/30(五)

◎三~六年級第二次班會紀錄繳交截止

＊鑒於近來本市高中學生於放學後，在校外遭受陌生人騷擾情事，請各位師長協助加強宣導自身安全
注意事項。
(一)請加強學生安全意識及被害預防觀念宣導，並強化學生意外事件臨機應變能力與緊急求助技巧，
相關事宜及宣導事項如下：
１、提醒學生上學勿單獨太早到校，放學不要太晚離開校園，務必儘量結伴同行或由家人陪同，絕
不行經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
務 ２、同學應配合學校作息時間，課餘時避免單獨留在教室，不單獨上廁所，避免單獨到校園偏僻的
死角，確保自身安全。
３、課後社團及課後照顧班或自習班級之教室應集中配置，減少放學後樓層出入口動線，便於加強
管控人員出入，在校遇陌生人或可疑人物，應立即通知師長。
４、遇陌生人問路，可熱心告知，但不必親自引導前往，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切勿聽信他人的要
求，交金錢或隨同離校。
５、在校外發現陌生人跟隨，應快速跑至較多人的地方或周邊最近愛心(便利)商店，並大聲喊叫，
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尋求協助。
一、 活動組
（一）109 學年度「第 21 屆自治市市長選舉」活動正式開跑。候選人為五年級各班一位代表，
選舉人為三~六年級各班學生及全校教職員，活動內容如下：
1. 活動一「時程及規劃」:
(1)五年級各班導師請於4/29(四)放學前，完成線上填報「第二十一屆學生自治市市長候選人
政見表」(電子檔入徑:教師分享區/109-2五年級/第21屆自治市長)。
處
(2)授帶及自辦政見週:5/11(二)學生集會將由校長授帶予各班候選人；5/11(二)~5/18(二)

進行候選人自辦政見造勢活動，候選人及助選團隊宜事先徵得班級導師同意，再入班宣傳。
(3)靜態文宣展示:競選海報以直式，半開為設計，海報亦於5/11~5/18公告於中廊，展示一週。
(4)動態政見發表:5/17(一)三~六年級學生集會，同步舉行公辦候選人政見說明會。
(5)候選人為110學年度自治市幹部，擔任自治市候選人任務與特質：
a.成為學校會議與活動之學生代表。b.負責學校每日例行性工作(如：升旗、播音、資源回
收等)。c.品德小故事文章撰寫與集會宣講。d.勇於助人、接受挑戰、樂於分工合作。
(6)政見部分請導師協助指導方向：提出的政見以未來當選後，可主動推行且能實際運用的項
目與內容為考量，文宣以條列分項、簡明扼要為訴求。
2. 活動二「號次、拍照、說明」:
4/30(五)第二大節下課，邀集各班候選人至學務處進行：(1)號次確認 (2)選票大頭照拍攝
(3)空白半開競選海報領取 (4)注意事項及說明
活動日期

活動時程

活動規劃

4/29(四)

放學前

線上完成填報政見一覽表

4/30(五)

第二大節下課

各班候選人至學務處集合

5/11(二)

四~六年級學生集會

由校長授帶予各班候選人

5/11(二)~5/18(二)

忠孝樓中廊

文宣海報展示(5/10收件)

5/11(二)~5/18(二)

非上課時段

選舉活動開始

5/17(一)

三~六年級學生集會

公辦政見會

5/19(三)

晨光時間

選舉日

二、衛生組
(一)第十週整潔評分班級：308, 505，請於星期一中午前完成交接，並將上週評分表送回彙整。
三、生輔組
（一）04/19-04/23：中輟學生人數：0 人、霸凌專線申訴人數：0 人。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 「交通安全入口網」（網址：http://168.motc.gov.tw/）或新竹市中小學交通安全教育網
(http://www.hc.edu.tw/traffic/)掛載有豐富之交通安全相關之「道安訊息」
、
「影音（包括影
片、宣導動漫、線上遊戲、廣播及歌曲）」
、
「文宣出版品」
、
「教材作品」及「專題文章」等資料
或訊息，專業度及活潑度兼具，請老師於各學科課程中融入交通安全議題或開設交通安全相關
課程時，可善用該網站資源。
2. 本校將於 5/3(一)上午接受教育部交通安全教育獎優學校訪視，訪視過程將有訪談學生及教師
（第三節無課務所有教師）座談，請老師務必於本週晨光時間實施交通安全教育，相關內容及
教材如下：
學校網頁首頁\教育宣導與推廣\北門交通安全教育網\109 交通安全教育
學務處(\\163.19.120.120)\9.影音資訊\生輔組宣導資料\交通安全宣導
交通安全五大安全守則
A.熟悉路權，遵守法規。(路權守法)
B.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交通最安全。(看見你我)
C.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之交通行為。(安全空間)
D.養成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之交通行為。(利他用路)
E.防衛兼顧的安全用路行為-不作事故的製造者，也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害者。(防衛兼備)
交通安全五大運動
A.頭朝外停車：不撞行人、迅速逃生、方便充電
學校:宣導校內停車及家長機車接送停車，車頭朝外。(車頭朝外)

B.乘客責任：協助駕駛人清醒與專心、全車生命保障
學校:宣導學童乘坐汽機車配戴安全帽及乘坐後座繫上安全帶。(準備自己的安全帽)
C.下車時向公車及計程車司機說「謝謝」：感恩鼓勵
學校:宣導上放學向導護人員及警衛問好、問早。(問好、問早)
D.對禮讓行人的車輛駕駛揮手點頭致謝：感謝與感動
學校:宣導穿越馬路主動舉手，讓來車看見。(舉手致謝)
E.保護長者及婦孺安全地穿越路口：公平正義與人性
學校:穿越馬路做到看左、看右、再看左，安全穿越馬路。(注意安全)
個人自身安全教育宣導：
1. 請老師向學生宣導，早晨進入校園時請安靜待於教室內，嚴禁再度離開學校或購買食物(例如
中正路 7-11 商店等)，放學後上課後照顧班及學習扶助課輔班者，也一律禁止離開校園購物再
回教室。
(二)導護輪值～總導護：孟信
(4/27-5/03)導護人員 東大校門口：柏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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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導護班級：六年 4 班(4/26 中午交接)
(三)校門口體溫量測人員 (4/27-5/03)
東大校門口：玉燕
中正校門口：志銘
值勤時間：07：10-07：40，請配戴口罩。
※本週行事:

輔

導

26

一

28

三

發放全校家庭教育月活動報名表~4/28 報名截止
4/26~4/30 一年級圖像推理測驗
國中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公告通過鑑定名單
晨光-四年級性平宣導-中正堂-請小朋友速速完成掃地工作後集合，感謝
全市兼輔教師督導會議/特二/下午 1:30-4:30/輔導處承辦，與會老師:秀蘭、慧君老
師

【資料組業務】：
1. 本週將進行一年級的瑞文氏圖形推理測驗，請老師指導學生，下課時先將桌面清理乾淨，留下文
具用品即可，以方便課堂中施測的進行。
日期

4/26(一)

4/28(三)

4/29(四)

4/30(五)

105

102

106

第一節
第二節

101

第三節

107

104

103

【綜合業務】：
五月家庭教育活動，因應防疫及場地限制，採限額及年段優先順序參加，請見諒。
【四月性別平等教育月】：
活動宣導-行政院於 110 年 5 月 5 日至 6 月 7 日辦理性平小學堂有獎徵答活動，宣導性別平等觀念，

處 屆時網址會公告校網，低年級請家長和孩子一起共答；中、高年級請資訊老師於課程時融入運用，讓
學生填答，獎品豐富，大人小孩都可以參加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