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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栗  縣竹  南  鎮新  南國民小學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107.09) 
1070828修訂 

月

份 
週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週三進修 校  務 校本

課程 教  務  處 學  務  處 總  務  處 

8

月 
一 26 27 28 29 30 31 1  

◎8/30 正式開學

上課、新生入學 

◎9/21國家防災

日 

◎9/21親師座談

會 

◎9/24中秋節放

假 

 

讀
門
藥
方 

<教務處> 
＊8/30二至六年級課後照顧開始 

＊9/3一年級課後照顧開始 

＊9/3(一)中低年級故事媽媽進班說故事 

＊9/7(五)召開期初課照推動會議 

＊9/8、9/9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全國賽(暨南大學)  

＊9/14(五)7:50~8:20學年主任會議 

＊9/21(五)19:00~21:00親師座談會 

＊9/28(五)教師節(不放假) 

＊9/29(六) 2018全國 Brain Go智能車挑戰賽(彰化師大) 

 

<教學組> 

＊9/30前完成學務系統「學期初設定」 

 

<註冊組> 
＊8/30正式上課、新生入學、新生家長座談會 
＊期初 IEP會議 
＊9/12教育部特教通報網資料確認 
＊9/14前上傳已就學新生名冊 

＊9/27 閱讀戲劇-便當超人(08：30-10：00) 
【一至三年級參加】 

 

<圖書館> 
＊主題活動:搶救地球大作戰 
＊9/5 發下班級橘色書箱、辦理新生書香卡 

＊8/31起開始辦理書香卡遺失申請補發 
＊8/31處理新南圖書系統學生升級 
＊9/4圖書室開始借閱書籍，圖書媽媽進館 

＊9/10一年級各班認識圖書室及如何借還書 
 

<資訊組> 
＊學校電腦總整理及修繕、配線 

＊資訊教育宣導 

＊學生成績系統宣導 

<學務處> 
*8/30(12:30)糾察隊集訓 

*9/11(二)貓貍國樂團表演 

＊友善校園週宣導 
＊正向管教宣導週 
＊性別平等宣導 

＊個案輔導調查 
＊師生榮譽榜彙整 
<訓育組> 

＊9/1 校安網路資料填報 

＊8/30~9/5友善校園週 

＊9/10苗栗縣家庭教育日 

＊9月為守法負責月 

＊9/28教師節感恩活動 

＊9/2112生肖卡兌換 
<衛生組> 
＊＊8/30校內環境巡視-資源回收物處理 

＊9/07知識擂台手集訓 

＊9/14人形立牌隊召募 

＊9/12環境教育研習(教師)—資源循環零廢棄 

＊9/26環境教育宣導(中高年級)—珍惜水資源 

＊9/29環保知識擂台賽 

<體育組> 

＊9/3體育器材整理 

＊9/3游泳課開始（9/3-10/12） 

＊9/10運動社團組訓節令鼓、軟網、田徑、扯鈴、跳繩、

籃球 

＊9/27-9/29-107 年台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台北田徑

場) 

<健康中心> 
＊午餐用後潔牙 

＊8/31 健康資訊系統建立新班級名單、緊急聯絡卡及健康

狀況填寫。 

＊9/3餐後潔牙、含氟漱口水。發予學童學保家長通知書。 

＊9/17傳染病防治宣導。 

＊9/17 2-6年級身高、體重、視力測量、頭蝨檢察。 

予家長檢查通知異常者轉介。 

＊9/18 特殊疾病學童、預防接種調查列冊。 

＊9/25 新生身高、體重、視力、立體感測量、頭蝨檢察。。 

＊9/29一四年級尿液、蟯蟲檢查(待為恭醫院約)。 

＊9/30 健康資料彙整潔牙、傷病統計。 

<輔導教師> 

＊8/31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 

＊9月份五、六年級班級輔導 

＊9/28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 

<總務處> 

＊9/11防震宣導 

＊9/14 防震警報測試及預演 

＊9/19自衛消防編組研習 

＊9/21 防震演練 

＊9/28 家長代表大會 

＊家長代表選單統計 

＊簿本採購＆驗收 

＊校外教學勞務採購 

＊消防設備檢修改善 10/31前 
 
<午餐業務> 

＊午餐調查 

＊9/26(三)午餐供餐會議 

＊學生午餐補助申請 
＊八九月午餐驗收 
 

<事務組> 
＊8/29 確認教學設備分發情形 
＊8/30 飲用水設備檢查、綠色採購報表填報 

＊9/3校園安全手冊檢核表檢查 
＊9/5工友填報系統及節約用水、節能減紙填報 
＊9/12 校園建築物檢查 

＊9/17 全校水電維修、消防器材檢修 
＊9/28 倉庫消耗品盤點 
＊校園綠美化暨校園花木修剪 

＊建築物屋頂排水及植物清除 

＊建築物牆邊植物清除 

＊樹木低矮莖移除 

 

<文書組> 

＊行政同仁準時收文 

9

月 

二 2 3 4 5 6 7 8 
9/5 

1.校務會議 

2.期初特推會 

三 9 10 11 12 13 14 15 
9/12 

1. 環教研習 

2. 導師會議 

四 16 17 18 19 20 21 22 
9/19 

自衛消防 

編組研習 

五 23 24 25 26 27 28 29 
9/26(三) 

特教研習 

10 

月 

六 30 1 2 3 4 5 6 
10/3 

學年會議 

◎10/10 國慶日

放假 
 

 

 

 

<教務處> 
＊10/05 (五)校內語文社團開始上課 

＊10/12 (五)7:50~8:20學年主任會議 

 

<教學組> 
＊10/2(二)全國美展校內作品徵選交件截止 

<學務處> 
＊口腔視力保健宣導 

＊生活教育輔導 
＊師生榮譽榜彙整 
<訓育組> 

＊10/1 校安網路資料填報 
＊10月為誠實尊重月 

<總務處> 

＊10/11(四)下午防災演練(一) 

＊10/19家長委員會(交接、討論運動會及校外教學) 

＊10/25(四)下午防災演練(二) 

＊家長委員會通知單回條 

＊家長會資料送府核備 
七 7 8 9 10 11 12 13 

10/10  

國慶日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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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4 15 16 17 18 19 20 

10/17(三) 

12年國教課綱素

養研習- 

李惠銘校長 

＊10/2(二)調閱國語習作 

＊10/9(二)全國美展校內作品評選 

＊10/9(二)調閱數學習作 

＊10/16(二)全國美展苗栗縣初賽作品送件 

＊10/16(二)調閱社會習作 

＊10/23(二)調閱自然習作/生活習作 

＊10/25-10/31試題審查會議 

＊10/31(三)前提交期中成績評量命題卷 

<註冊組> 
＊發放各類獎助學金 

＊填報教育優先區實施進度 

 

<圖書館> 

＊主題活動:搶救地球大作戰 

＊10/1修復損壞圖書 

＊10/5圖書室新書介紹 

 

<資訊組> 

＊資訊倫理宣導 

＊學生成績系統管理 

＊10/11苗栗縣家庭教育日 

＊10/2612生肖卡兌換 
<衛生組> 
＊10/02流行傳染病預防宣導 

＊10/05校內環境巡視-藥用植物園整理 

＊10/12人形立牌隊解說培訓 1 

＊10/17環境教育宣導(二年級)—綠色生活環保講座 

＊10/12人形立牌隊解說培訓 2 

＊10/26台美生態學校認證資料上傳 

<體育組> 
＊10/1體育器材整理 

＊10/1田徑隊分組集訓開始 

＊10/15中高年級體適能測驗開始 

<健康中心> 
＊午餐用後潔牙 

＊二、三、五、六年級口腔檢查約 10 月中旬(待聯絡牙醫

師公會) 

＊10/31 潔牙、傷病統計、填報教育處視力不良率。 

<輔導教師> 

＊10月份 三、四年級班級輔導 

＊10/18起每周四午休 小團體輔導 

＊10/31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 

 

＊代收代辦費經費收支結算 

 
<午餐業務> 
＊10/17(三)午餐供餐會議 

＊十月午餐驗收 
 
<事務組> 

＊10/3 電器設備維護、消防器材檢修 
＊10/5 工友填報系統及節約用水及、節能減紙填報  
＊10/12 校園建築物檢查、 

＊10/16校園綠美化暨校園花木修剪 
＊10/17 工友及身心障礙人士成績填報 
＊10/31 綠色採購填報 

＊10/31 倉庫消耗品盤點 

＊建築物屋頂排水及植物清除 

＊建築物牆邊植物清除 

＊樹木低矮莖移除 
<文書組> 

＊行政同仁準時收文 

九 21 22 23 24 25 26 27 
10/24 

12國教總綱宣導 

邱慧玲校長 

十 28 29 30 31 1 2 3 
10/31 

新進教師輔導 

知能研習 

11 

月 

十一 4 5 6 7 8 9 10 
11/7 

教師教學研究會 

◎11/6、11/7 

 期中成績評量 

◎11/15 下午防

災訪視 

◎11/20 校外教

學 

 

 

 

 

 

 

 

 

 

 

<教務處> 

＊11/6、11/7 期中成績評量 
＊11/16 (五)7:50~8:20學年主任會議 

 

<教學組> 
＊一年級注音檢測(預定第十一週左右) 

＊11/14(三)提交二~五年級班級期中考前五名名單 

＊11/13 (二)調閱聯絡簿 

＊11/26-11/30校內語文競賽-(字音字形、寫字、作文) 

＊11/27(二)調閱英語習作 

 

<註冊組> 
＊資源班學生安置評估 
＊填報教育優先區實施進度 
＊教育優先區計畫成果核銷 

 
<圖書館> 
＊主題活動:『食』在好讀 

＊11/2修復損壞圖書 
 

<資訊組> 
＊資訊倫理宣導 

＊學生成績系統管理 

 

<學務處> 
＊校園安全宣導 
＊適應欠佳兒童輔導 
＊特殊學生輔導 
＊師生榮譽榜彙整 
<訓育組> 

＊11/1 校安網路資料填報 

＊11月為認真合作月 

＊11/10苗栗縣家庭教育日 

＊11/14 台灣源水關懷服務協會演講兩性教育 

＊11/20 校外教學 

＊11/23 12生肖卡兌換 
<衛生組> 
＊11/02人形立牌隊解說培訓 3 

＊11/16資源回收處理 

＊11/21環境教育宣導(中高年級)—自然生態保育 

＊11/23人形立牌隊解說培訓 4 

＊11/29環教時數通報 
<體育組> 
＊11/5體育器材整理 

＊11/21苗栗縣 107年縣長盃民俗體育競賽（暫定） 

＊11/28-11/30 107年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公開賽 
<健康中心> 
＊午餐用後潔牙 
＊11/14 1-6年級流感疫苗(依竹南衛生所安排)家長通知 

＊11月 23日(星期五)一、四年級健康檢查 

＊11/30健康資料潔牙、傷病統計。 
<輔導教師> 

＊11月份 一、二年級班級輔導 

＊每周四午休 小團體輔導 

＊11/30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 

<總務處> 

＊11/8(四)下午防災演練 
＊11/15(四)下午防災訪視 
＊校外教學經費收支結算 

 
<午餐業務> 

＊11/14(三)午餐供餐會議 

＊十一月午餐驗收 

 
<事務組> 
＊11/6全校水電維修、消防器材檢修 

＊11/7工友填報系統及節約用水、節能減紙填報 
＊11/14 校園建築物檢查 
＊11/15校園綠美化暨校園花木修剪 

＊11/30 倉庫消耗品盤點 

＊建築物屋頂排水及植物清除 

＊建築物牆邊植物清除 

＊樹木低矮莖移除 
 

<文書組> 
＊行政同仁準時收文 

十二 11 12 13 14 15 16 17 
11/14 

閱讀研習(暫訂) 

十三 18 19 20 21 22 23 24 
11/21 

教師教學研究會 

十四 25 26 27 28 29 30 1 11/28 

學年會議 

12 

月 

 

十五 2 3 4 5 6 7 8 12/5 

輔導個案研討 

◎12/21(五)新竹

自然科輔導團至

本校參訪 09：

30-11：30 

<教務處> 
＊12/14 (五)7:50~8:20學年主任會議 
 
<教學組> 
＊12/03-12/07校內語文競賽-(三項朗讀類別競賽) 

<學務處> 
＊衛生教育宣導 
＊民主法冶教育宣導 
＊師生榮譽榜彙整 

<訓育組> 

<總務處> 
＊自衛消防編組成果彙送 

＊12/19午餐供餐會議 
＊教儲戶年度結算 
＊家長會獎勵金申請 十六 9 10 11 12 13 14 15 12/12 

藝術與人文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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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16 17 18 19 20 21 22 12/19 

資訊研習 

◎12/22(六)補課

(補 12/31課務) 

＊12/10-12/14校內語文競賽-(三項演說類別競賽) 

＊12/11(二)調閱書法簿 
＊12/25(二)調閱作文簿 
＊12/24-12/28試題審查會議 
 
<註冊組> 
＊12/3~12/7 填報苗栗縣特殊教育學生交育安置適切性評
估表 
＊期末特推會 
＊獎學金核撥 
 
<圖書館> 

＊主題活動:凍物園 
＊12/1修復損壞圖書 
 
<資訊組> 

＊網路資安宣導 

＊學生成績系統管理與宣導 

＊12/1 校安網路資料填報 

＊12月為感恩惜福月 

＊12/5  班級模範生選舉 

＊12/10苗栗縣家庭教育日 

＊12/21全校模範生選舉 

＊12/28  12生肖卡兌換 
<衛生組> 

＊12/03綠色伙伴學校維護 

＊12/05環境教育增能研習(教師)—主題桌遊認識與設計 
＊12/07人形立牌隊解說培訓 5 

＊12/14人形立牌隊解說培訓 6 

＊12/21新竹自然輔導團到訪解說. 

＊12/27環境教育計畫通報 

<體育組> 
＊12/3體育器材整理 

＊12/3田徑隊各單項校內選手選拔開始 

<健康中心> 

＊午餐用後潔牙 
＊12/03 追蹤一、四口腔、健康檢查異常。 

＊12/10 追蹤二、三、五、六年級口腔檢查異常。 

＊12/31健康資料潔牙、傷病統計。 
<輔導教師> 

＊12/20 小團體輔導結束 

＊12/28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 

 

 

<午餐業務> 

＊12/19(三)午餐供餐會議 

＊十二月午餐驗收 
 

<事務組> 
＊12/4 全校水電維修、消防器材檢修 
＊12/5 工友填報系統及節約用水、節能減紙填報 

＊12/13 校園建築物檢查及寄送檢核表 
＊12/14校園綠美化暨校園花木修剪 
＊12/17 工友考核 

＊12/28 綠色採購報表填報 
＊12/28 倉庫消耗品盤點 
＊12/24-12/28 校園財產盤點 

＊建築物屋頂排水及植物清除 

＊建築物牆邊植物清除 

＊樹木低矮莖移除 

十八 23 24 25 26 27 28 29 
12/26 

學年會議 

一

月 

十九 30 31 1 2 3 4 5 1/2 
教師教學研究會 

◎12/31(一) 

彈性放假 

◎1/1(二) 

元旦放假 

◎1/10、1/11 

期末成績考查 

◎1/18休業式 

◎1/19(六)補班

(補 2/8 班，未

兼行政人員得

不必到校) 

◎1/21~2/10 

放寒假 

◎2/11(一)開學 

 

<教務處> 

＊1/3下學期課後照顧意願調查 
＊1/11召開期末課照推動會議 

＊1/10(四)、1/11(五)期末定期評量 
＊課後照顧至 1/17(四)結束 
＊1/18(五)休業式 

 
<教學組> 
＊1/4 (五)前提交期末評量試卷 
＊1/11(五)前，科任老師提交期末平時成績 
＊1/15(二)前，科任老師提交學期總成績 
＊1/16(三)提交一~六年級班級期末定期評量前五名及進
步獎三名及學期總成績前五名 
＊1/18(五)結業式頒發各項獎狀 
 
<註冊組> 
＊特教網路資料檢核 
＊校內特殊教育委員會議 
＊期末 IEP會議 

 
<圖書館> 
＊主題活動: 夢〃飛翔 
＊1/9收回清點班級橘色書箱 
＊1/11圖書室停止借還書籍 
＊1/14整理圖書室 
＊1/16~1/18開放借還書 
 

<資訊組> 
＊採購電腦維護費之各項維修用品 
＊學生成績系統管理 

<學務處> 
＊假期生活叮嚀 
＊家庭教育宣導 

＊師生榮譽榜彙整  
＊期末運動會 
<訓育組> 
1/1 校安網路資料填報 
＊1月為終身學習月 
＊1/10苗栗縣家庭教育日 
<衛生組> 
＊1/04年度計畫更新 
＊1/11生態校園整理 

＊1/18校園環境總整理 
<體育組> 

＊1/2體育器材整理 

＊1/15（二）一、二年級期末班際體育競賽（跳繩） 

＊1/16（三）三、四年級期末班際體育競賽（趣味競賽） 

＊1/17（四）五、六年級期末班際體育競賽（大隊接力） 

＊1/19-108年竹南鎮運動會（暫訂） 

＊1/21-108 年苗栗縣第一次全民運動會竹南乙組田徑聯隊

選拔（暫訂） 

＊1/22-108 年苗栗縣第一次全民運動會竹南乙組田徑聯隊

集訓開始（暫訂） 

＊1/02 預防接種補種通知。 
＊1/09 衛生教育。 

＊1/20 潔牙含氟漱口統計。 
＊1/31 健康資料、傷病統計。 

<輔導教師> 

＊1/25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 

<總務處> 
＊107學年度下學期簿本採購 
 
<午餐業務> 

＊1/16(三)午餐供餐會議 

＊一月午餐驗收 
＊107學年度下學期午餐勞務採購 
<事務組> 
＊1/4全校水電維修、消防器材檢修 
＊1/7工友填報系統及節約用水、節能減紙填 
   報、校園校舍概況填報 
＊1/14校園綠美化暨校園花木修剪 
＊1/15 校園建築物檢查 
＊1/16 清點學校財產、財產填報送府 
＊1/19 倉庫消耗品盤點 

＊建築物屋頂排水及植物清除 

＊建築物牆邊植物清除 
＊樹木低矮莖移除 
 
<文書組> 
＊行政同仁準時收文 

二十 6 7 8 9 10 11 12 
1/9 

導師會議 

期末特推會 

二十

一 
13 14 15 16 17 18 19 1/16 

校務會議 

 20 21 22 23 24 25 26  

 

承辦人： 校長： 

教務主任： 

訓導主任： 

總務主任： 

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