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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週行事： 

日期 星期 行事活動 

2/21 一 
◎601~603班游泳課 1 

◎補校開學 

2/22 二 
◎604~605班游泳課 1 

◎圖書股長受訓集合(12:40 圖書館) 

2/23 三 ◎讀繪本學素養研習(13:30視聽教室)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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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寶琴 2/25 第 1節 二年 2班 健體 

三、教學組： 

（一）本學期評量範圍已發下，請老師發給學生每生一張。 

（二）本週六年級游泳課第 1次上課，上車時間 7：50，上車地點：中正路 7-11。因應疫情游泳池有

人流限制 601班~603班上課時間為星期一（8：20~10：20）、604班~605班上課時間為星期二

（8：20~10：20）。 

四、圖書館/設備組 

(一)圖書館因應轉換新系統需適應期，先採用分流方式借書，8:35、9:30、10:10三次下課優先禮讓

低年級依照原先流程至櫃檯借閱，中高年級發下借書方式調整海報請公告讓學生知道。轉換階段

若造成不便請多見諒! 

(二)本土語、英語學習媒體代購請於 2/22(二)下午派員到般收取費用並發放學習媒體。 

(三)新增 4箱誠品閱讀分享計畫書箱，2箱適用低年級(40冊)、2箱適用中高年級(25冊)，內容為混

合書籍，歡迎班級向設備組借閱。  

(四)原行事曆配合世界閱讀日排定的好書交換日因應一年級校外教學延至 4/26(二)。 

(五)創意數位閱讀營本為寒假舉辦，因市府疫情命令停辦，延期至本學期 3/16、4/6(三)下午舉辦，

優先錄取原報名同學，請老師協助發下報名回條，於 2/23前交回。 

(六)圖書股長集訓：2/22(二)中午 12:40於圖書室進行圖書股長集訓，請三至六年級各班圖書股長準

時出席。2/29(二)起午休時間開始執勤(星期一-三年級、星期二-四年級、星期四-五年級、星期

五-六年級)本學期圖書股長名單如下: 

班級 

年級 
1 2 3 4 5 6 7 8 

三 陳芝佑 張家瑜 許育慈 王歆媮 黃心怡 彭筱晴 楊宥辰 莊啓綸 

四 葉映呈 劉亞璇 謝元瀚 洪宥翔 王煒萱 曾苡捷 王品睿 許妍安 

五 朱婕彤 黃靖雯 林俞辰 戴妤恩 吳牧昀 鄧喬伊 余昀珍 * 

六 曾筠喬 戴筠蓁 蔡可暄 朱喬筠 何以晴 * * * 

五、資訊組 

電子書請盡量安裝在 D槽，不要安裝在 C槽，C槽容量不夠時電腦會變慢慢的! 

六、本週公費派代教師： 

日期 2/21 2/22 2/23 2/24 2/25 

公費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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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琤瑜、佳芬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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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品德核心及內涵如下，請老師融入課程討論與宣導： 

時間 核心主題 具體行為 

111.03 慎重 1.三思而後行        2.遵守安全規則 

3.徵求別人的同意    4.說話得時 

2/24(四) ◎高年級社團(1) 

2/25(五) ◎三、四、五、六年級第一次班會紀錄紙本繳交截止 



 

 

 

 

一、衛生組 

(一)本校在 2/28(一)10:00為校園、一樓教室、廁所等處除蟲清消，請一樓各教室注意收好牙刷、

牙杯、食器等，並於隔日早上以清水擦拭桌面。 

(二)本週整潔評分班級為：【408, 601】。請協助每天利用晨光年段導護時間巡視並完成評分，請

在週五前完成交接（下週一放假），並將評分表送回衛生組彙整。 

(三)本週健促議題後測前入班宣導 

 三年 6班：2/22(二)第 4節 視力保健   

 五年 2班：2/24(四)第 4節 健保用藥/健康體位  

二、健康中心 

（一）本週身高體重視力檢查時間表 

 

 

 

 

 

(二）學生身高體重視力檢查，因應疫情請依預約時間分兩梯次進健康中心,前 15分鐘為 1-12號， 

排隊依序入座檢查。重要提醒～檢查前正確洗手。 

（三）視力檢查結果裸視視力小於 0.8 為複檢追蹤矯治名單。 

 (四)一年級、四年級齲齒複檢第二次通知共 37位學生，請提醒於 3/31前複檢完成。 

三、午餐中心 

（一）班級如有首次申請清寒生(即不具低收、中低收證明，但家境貧困需援助者)，欲申請午餐費

860元減免，請務必先通報營養師小瑜；已申辦過者，請直接至教師分享區→12.午餐中心(營

養師)資料夾下載申請表，填寫完畢後送至營養師小瑜處即可。 

四、生輔組 

（一）02/14-0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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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01)導護人員   水田校門口：謝佩雯    中正校門口：林孟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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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班(2/21中午交接) 

(三)體溫量測人員(2/22-3/01) 水田校門口：郭湘芬    中正校門口：洪振全 

      值勤時間：07：10-07：40，請配戴口罩。 

日期 2/21(一) 2/22(二) 2/23(三) 2/24(四) 2/25(五) 

第一節 408 507 108 102 106 

第三節 205 201 605 104 105 

第五節 401   407 603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 交通安全五大運動 

• 車頭朝外停車：不撞行人、迅速逃生、方便充電。 

• 學校作為:宣導校內停車及家長機車接送停車，車頭朝外。 

• 乘客責任：協助駕駛人清醒與專心、全車生命保障。 

• 學校作為:宣導學童乘坐汽機車配戴安全帽及乘坐後座繫上安全帶。 

• 下車時向公車及計程車司機說「謝謝」：感恩鼓勵。 

• 學校作為:宣導上放學向導護人員及警衛問好、問早。 

• 對禮讓行人的車輛駕駛揮手點頭致謝：感謝與感動。 

• 學校作為:宣導穿越馬路主動舉手，讓來車看見。 

• 保護長者及婦孺安全地穿越路口：公平正義與人性。 

• 學校作為:穿越馬路做到看左、看右、再看左，安全穿越馬路。 

個人自身安全教育宣導： 

1. 請各班級導師協助觀察孩子的上課情形及生活作息，如有異常或疑似藥物濫用者(包含家長或

監護人)，請立即向生輔組反映評估是否列入特定人員名冊通報市府。 

2. 學生若有未依規定請假而未到校者，請老師致電學務處 204 通報；若學生須外出或提前離校，

請學生家長務必向門口警衛索取學生外出聯繫單，經由導師或任課教師簽名後繳交回警衛

室，才能帶學生離校。 

3. 請老師宣導中午用餐時間並非下課，用餐細嚼慢嚥且勿浪費食物，並且嚴禁於操場上嬉鬧奔

跑。用餐後請學生整理自己的座位，並且實施潔牙，於 12:30分後開始抬餐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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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2/17、2/18線上班親會，謝謝導師費心，圓滿完成。 

※本週行事: 

21 一 檢閱學生輔導資料紀錄表(系統)      

六資優甄試報名-家長自行前往欲甄試的學校報名 

22 二 六資優報名 

生命教育+青春啟航開始上課 

23 三 請六導師協助填資優報名准考証號碼 (路徑-教師分享區/110-2 六年級) 

10:10 婦幼協會到校頒發學生獎助金，學生集合地點:忠孝一樓中廊 

24 四 19:00 班級家長代表大會--因疫情以線上會議辦理 

【輔導組業務】： 

1. 發下三、四、五月「壽星感恩卡」，請老師指導小朋友填寫完畢後，於 2/25(五)放學前投入輔導

處的「幸運樂」摸彩箱。(有分低、中、高不同箱子，請不要投錯喔!) 

2. 請各班導師協助，2/22(二)放學前將班親會會議紀錄與簽到檔案上傳至教師分享區/輔導處/10班

親會/110-2班親會會議紀錄/各學年資料夾。 

【綜合業務】： 

1、班親會若有對學校建議意見，請於/21(一)中午前回送至輔導處，以利會各處室回覆，後續公告校

網，屆時請參閱。 

2、為利後續資優甄試賀榜，請六年級導師協助查詢本次報名資優甄試之學生准考証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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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近日晚間 6點半後校園開放時間有發生校安相關事件，請各位老師盡可能提早至 6點前離校以維

自身安全(東大門請利用 5:30~40開門時間離校)；倘夜間須留校處理事務，請務必於留校時間鎖

門並先通知警衛，煩請各位同仁協助配合，謝謝。 

2. 周一發下註冊單，繳費期限至 3月 7日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