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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週行事： 

日期 星期 行事活動 

2/15 二 ◎110-1學期補考日(8:05 圖書館) 

2/16 三 ◎13:30期初校本課程討論-前導學校計畫(校長室) 

二、發下二-六年級學習扶助課輔激勵班開班通知單，請導師協助轉發給個案學生，2/16(三)前將回

條送教務處，本學期有意願擔任學習扶助課輔激勵班授課教師的老師，也請能跟教務處文欽聯

繫，3/1(二)起開始上課。 

三、新竹市性平委員會 1/26 決議：提供港南國小、育賢國中性平專題報告檔案供各校參考運用，核

心概念「瞭解自己、尊重他人」，因為認識、所以理解。檔案放至網路硬碟/教師分享區/1.教務

處/ 0000-性平會專題報告/資料夾中，歡迎老師參考運用。 

四、教學組： 

（一）三~五年級校內語文競賽（含六年級英語朗讀）賽程表及競賽員名單，請老師公告並告知競賽

員。 

（二）請一~六年級導師於3/9（三)前填寫寒假作業優良作品3~5名【教師分享區-教務處專區-教學組

-獎狀列印系統（110寒假作業）】由教務處統一製作獎狀；並將優良作品送至教學組，展覽時

間：3/14（一）~3/18（五），地點：圖書室。 

（三）請六年級導師提醒小朋友準備泳衣及相關用具，從第 3週開始上游泳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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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班~603班上課日期 2/21、3/7、3/14、3/21、3/28、4/11、4/18、4/25、5/2、5/9、5/16、

5/23；604班~605班上課日期 2/22、3/8、3/15、3/22、3/29、4/12、4/19、4/26、5/3、5/10、

5/17、5/24】 

五、圖書館/設備組 

(一)發下未歸還的寒假借書清單，再請老師提醒學生務必盡速歸還，由於 2/21 要運作新版圖書系統，

需全校師生歸還書籍後方能銜接。 

(二) 2/17(四)前請三-六年級線上填寫圖書股長名單 https://reurl.cc/AKkD6Y。於 2/22(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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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2/17(四)前請上網填報學習媒體訂購調查 https://reurl.cc/Y9OGLl，2/22(二)下午到班收費

並交貨。 

(四)晨讀十分鐘：週一至週五每日 7:40-7:50 實施，請老師陪同學生共同進行課外書籍閱讀、讀報(報

紙可向圖書館索取)等閱讀活動，師生皆不做與課外閱讀無關之事項，例如學生繳交、補寫作業、

抄寫聯絡簿等。到各年級拍照時間規劃如下:3/16~3/18 低年級、3/23~3/25 中年級、3/30~4/1

高年級，也邀請老師協助提供。 

六、資訊組 

轉知「全國國民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資訊 : 課程列表  - 教育部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推動計畫 

(ntue.edu.tw) 

七、本週公費派代教師： 

日期 2/14(一) 2/15(二) 2/16(三) 2/17(四) 2/18(五) 

公費派代教師 培筠(上午)     
 

學 

 

 

務 

 

 

處 

※學務處第 6 週校務通報 111.03.14-111.03.18 

一、榮譽榜 

新竹市 111年中小學田徑及錦標賽成績一覽表 

（一）個人比賽項目: 

邵筱婷 同學榮獲 國小女甲組 60公尺 第 4名  

倪庭儀 同學榮獲 國小女甲組鉛球 第 6名 

孔慶傑 同學榮獲 國小男甲組 60公尺 第 7名 

歐梓元 同學榮獲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50公尺仰式 第 5 名、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50 公尺蛙式 第 2名  

陳立明 同學榮獲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50公尺蝶式 第 1名、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100公尺 蝶式第 1名、

https://reurl.cc/AKkD6Y
https://reurl.cc/Y9OGLl
https://srl.ntue.edu.tw/course-list.html
https://srl.ntue.edu.tw/course-list.html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 200公尺混合式 第 2名   

梁立辰 同學榮獲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50公尺仰式第 4 名、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100 公尺自由式第 3名  

陳佳妤 同學榮獲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50公尺蛙式 第 2名、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100公尺仰式 第 3名、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 100公尺蛙式 第 2名  

張瀞云 同學榮獲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50公尺蛙式 第 1名、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100公尺蛙式 第 1名、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200公尺混合式 第 4名          

（二）團體接力項目: 

  梁立辰、翁梓丹、林子勛、陳立明 同學榮獲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第 8名  

  張瀞云、王岑倢、陳佳妤、張香昀 同學榮獲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 8名  

二、本週行事 

  3/14 (一) ◎四年級學生集會(8:05 中正堂) 

◎一、二、三年級班模範生與導師合照(8:05 各班教室) 

  3/15 (二) ◎一、二、三年級學生集會(8:05 中正堂) 

◎無預警防災演練 

◎一 1、一 2愛護生命、友善動物講座（13：25-14：55  視聽教室） 

  3/16 (三) ◎四、五、六年級班模範生與導師合照(8:05 各班教室) 

  3/17（四） ◎中社(3) 

三、活動組 

(一) 週一、週三將進行班模範生與導師拍攝合照(詳見下表)。導師請事先提醒學生服儀，若安排

時間無法配合再與活動組聯繫；原訂週五進行校長與市模範生拍攝待市府獎狀送達後，再邀

集各班市模範生與校長合影。 

四、衛生組 

(一)本週整潔評分班級為: 303, 6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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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二) 下午第一、二節：101, 102 愛護生命、友善動物講座，地點：視聽教室。 

五、健康中心 

(一) 本週身高體重視力檢查時間表 

日期 3/14(一) 3/15(二) 3/16(三) 3/17(四)  

第一節 107 602    

第三節 河馬班 X 白兔班 企鵝班  

第五節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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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生輔組 

（一）03/07-0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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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3/21)導護人員  水田校門口：梁翌珊       中正校門口：林姣吟 

單位 時間/地點 

1、2、3年級 

班模範生(與導師合照) 
3/14(一)晨光時間/ 8:05，從一年一班依序開始/ 各班教室 

4、5、6年級 

班模範生(與導師合照) 
3/16(三)晨光時間/ 8:05，從四年一班依序開始/ 各班教室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 交通部建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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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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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班(3/14中午交接) 

(三)校門口體溫量測人員  (3/15-3/21)    水田校門口：蔡麗蓉     中正校門口：蔡慧如 

      值勤時間：07：10-07：40，請配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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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行事: 

14 一 12:30 提早入學工作會議/輔導處 

16 三 提早入學事前工作準備 

17 四 提早入學事前工作準備 

18 五 提早入學事前工作準備、借用教室-三 2、三 1、二 5 

20 日 7-12 提早入學團測-校園不開放 

【輔導組業務】：#公文轉知#很重要，請老師熟悉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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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透露出導師已知相關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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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特別狀況，老師只需默默關心孩子，多與孩子閒話家常，以了解家庭互動，一旦發現狀況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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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教組業務】： 

★3/20(日)上午，本校承辦本市 111學年度未足齡資賦優異兒童提早入學初選鑑定。 

.施測日需使用的教室：三 1、三 2、二 5、特二會議室。 

請班級老師幫忙協助：a、3/18(五)放學前提醒學生課桌椅內勿遺留私人物品(請置於置物櫃

內)，b、指導學生教室內外整潔有序，另工作人員會到班上布置場地，不便之處請見諒。 

.請各導師提醒 3/20(日)上午校園不開放，學生及師長當日勿到校運(活)動。 

【綜合業務】： 

上週六、日國中資優鑑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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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登錄於教師分享區/110-2六年級資料匣檔案，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