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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栗  縣  竹  南  鎮  新  南  國  民  小  學  108 學年度  第一學期  行事曆(108.09) 
1080903 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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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6 27 28 29 30 31  

◎ 8/30 正式開學 

上課、新生入學 

◎9/12  09:21 防

震警報測試及

預演 

◎ 9/13 中秋節放

假 

◎9/18 午餐供餐 

會議 

◎ 9/20  09:21 國

家防災日辦理

地震避難掩護

演練 

◎ 9/20 親師座談

會(19：00~) 

◎9/25 教師節感

恩活動 

◎9/27 家長代表

大會(19：00~) 

 

  

讀

門

藥

方 

<教務處> 

＊9/4 召開期初課照推動委員會議 

＊9/2 一至六年級課後照顧開始 

＊8/30 二至六年級學習扶助開班調查 

＊9/2(一)中低年級故事媽媽進班說故事 

＊9/7、9/8 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全國賽(桃園健行科大)  

＊9/9(一)學習扶助成班即開始上課 

＊9/20(五)19:00~21:00 親師座談會 

＊9/21-22 全國語文競賽苗栗縣複賽 

＊9/28(六)教師節(不放假) 

＊9/29(日)苗栗縣智能車初賽及機電整合創意示範觀摩 

 

<教學組> 

＊完成校務系統「相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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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前繳交獎助學金一覽表 

＊9/12 教育部特教通報網資料確認 

＊9/16 前上傳已就學新生名冊 

＊開始申請各類獎助學金 

＊9/30 特教檢核表更新學生統計人數 

 

<圖書館> 

＊主題活動:新書展示/小一新鮮人 

＊9/4 發下班級橘色書箱、辦理新生書香卡 

＊8/30 起開始辦理書香卡遺失申請補發 

＊8/30 處理新南圖書系統學生升級 

＊9/6 圖書室開始借閱書籍 

＊9/9-9/12 一年級各班認識圖書室及如何借還書 

 

<資訊組> 

＊新校務系統操作說明 

 

<學務處> 
＊8.30 開學日 

＊9.2 開學典禮(2-6 年級禮堂) 

＊友善校園週宣導 

＊正向管教宣導週 

＊性別平等宣導 

＊師生榮譽榜彙整 

＊9.10(二)貓貍國樂團表演 

＊9.21(六)無毒家園親子活動(苗市大同國小) 

<訓育組> 

＊8/31 祖父節 

＊ 9/1 藥物濫用特定人員網路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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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 教師節慶祝活動(07:50-09:10) 

＊9/20    12 生肖卡兌換 

<衛生組> 

＊8/30(五) 知識擂台手徵選 

＊9/3(二)傳染病防治宣導. 

＊9/5(四)環保知識競賽校內賽 

＊9/11(三)環保知識校內賽成果提報 

＊9/28(六)山城環保大使選拔賽(聯合大學) 

＊9/30(一)校內積水檢查(巡倒清刷) 

<體育組> 

＊9/2 體育器材整理 

＊9/9 游泳課開始（9/9-10/18） 

＊9/9 運動社團組訓 

＊9/19-9/22-108 年台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健康中心> 

＊8/30 健康資訊系統轉新學期轉班換號作業。轉入轉出異

動健康資料彙整記錄。 

＊8/30 新生家長座談會 

＊8/30 衛材補充器械消毒 

＊8/30 起傳染病防制通報，每日上午 10 點。 

＊8/30 發放含氟漱口水家長同意書及學保通知 

＊9 月測量身高、體重、視力、立體感，頭蝨檢查評值並

通知家長，有異狀者轉介診治。 

＊9/2 起上學日全校餐後潔牙 

＊9/3 起每週二全校含氟漱口 

<輔導教師> 

＊8/30 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 

＊個案輔導轉銜 

＊五、六年級班級輔導 

＊高關懷學生小團體輔導 

＊9/28 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 

<志工團> 

＊9/9(一) 志工調查表回收 

＊9/12(四)、9/13(五)圖書志工培訓 

＊9/23(一) 晨光志工培訓 

＊9/16-9/20 新進晨光志工旁聽培訓週 

＊9/26(四) 邀請秀珠老師分享分離焦慮及親師溝通 

 

<總務處> 

＊9/3 防震宣導 

＊9/12  9:21 防震警報測試及預演 

＊9/20  9:21 國家防災日辦理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家長代表選單統計 

＊製作代收代辦費家長同意書 

＊9/25(三)自衛消防編組研習 

＊9/27  19:00~家長代表大會 

＊簿本採購驗收 

 

<午餐業務> 

 

＊9/18 午餐供餐會議 

 

<教育會> 

 

＊9/7 東豐綠色隧道活動場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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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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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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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9/22 註冊三聯單 

＊每月月底公文結核＊ 

9

月 

二 1 2 3 4 5 6 7 

9/4 

1.期初課照推動

委員會 

2.校務會議 

三 8 9 10 11 12 13 14 
9/11 

1. 導師會議 

2. 期初特推會 

四 15 16 17 18 19 20 21 

9/18 

新進教師、低年

級導師輔導知能

研習 

五 22 23 24 25 26 27 28 
9/25(三) 

教師教學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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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六 29 30 1 2 3 4 5 
10/2 

學年會議 

家庭訪問 

◎ 10/5( 六 ) 補 課

(補 10/11 課

務) 

◎ 10/10(四 )國慶

日放假 

◎ 10/11(五 )彈性

放假 

◎10/18(19:00~)

家長委員會 

◎10/23 午餐供餐 

會議 

◎ 10/31(四)、

11/1 (五) 

 期中成績評量 

 

 

 
 

<教務處> 
＊10/4(五)校內語文社團開始上課 

＊10/19(六) 2019PowerTech 青少年科技創作區賽 

 

<教學組> 
＊10/1(二)全國美展校內作品徵選交件截止 

＊10/4(五)全國美展校內作品評選 

＊10/8(二)全國美展苗栗縣初賽作品送件 

＊10/8(二)調閱國語習作 

＊10/15(二)調閱數學習作 

＊10/22(二)調閱社會習作 

＊10/29(二)調閱自然習作/生活習作 

＊10/21(一)-10/25(五)試題審查會議 

＊10/25(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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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國際文化--一起來環遊世界 

＊10/1 修復損壞圖書 

＊10/2 圖書室新書介紹 

 

<資訊組> 

＊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 

 

 

<學務處> 
＊生活教育輔導 

＊師生榮譽榜彙整 

 

<訓育組> 

＊ 10/1 藥物濫用特定人員網路填報 

＊10/1 生命教育鬥士校園巡迴宣講 

＊10/14 苗栗縣家庭教育日 

＊10/15 交通安全校園巡迴宣講 

＊10 月為誠實尊重月 

＊10/25    12 生肖卡兌換 

 

<衛生組> 

＊10/2(三)校訂課程藥用植物檢視 

＊10/9(三)低年級生活課程校本融入設計研討 

＊10/16(三)班草調查彙整 

＊10/23(三)菸害防治創意宣導 

＊10/30(四)提報菸害防制宣導成果 

＊10/31(五)資源回收處理 

 

<體育組> 

＊10/1 體育器材整理 

＊10/2 田徑隊分組集訓開始 

＊10/5-10/8 -108 年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公開賽 

＊10/21 中高年級體適能測驗開始 

 

<健康中心> 

＊10 月初完成學生保險投保事宜 

＊10 月一年級和四年級學童尿液及蟯蟲檢查 

＊10 月一年級和四年級學童健康檢查，予家長結果通知，

有異狀者就醫診治。 

＊10 月二、三、五、六年級口腔檢查，予家長結果通知，

有異狀者就醫診治。 

＊填報教育處視力報表 

＊10/30 完成 108 年度充實健康中心設備經費案成果。 

 

<輔導教師> 

＊10 月份 三、四年級班級輔導 

＊10/17 起每周四午休 小團體輔導 

＊10/31 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 

 

<志工團> 

＊10/3(四) 邀請乙財主任分享課室管理、秩序管控 

 

<總務處> 

＊美勞材料驗收 

＊消防設備檢修改善 

＊家長委員會通知單回條 

＊10/18 19:00~家長委員會(交接、討論運動會) 

＊家長會資料送府核備 

＊代收代辦費經費收支結算 

＊家長會獎勵金申請 

 

<午餐業務> 

 

＊10/23 午餐供餐會議 

 

＊10/30 中低年級午餐營養宣導 

 

<教育會> 

＊10/16 竹南鎮教育會聯席會議+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竹興國

小協辦) 

 

<事務組> 

＊10/3 電器設備維護、消防器材檢修 

＊10/4 節約用水及、節能減紙填報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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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月底公文結核 

七 6 7 8 9 10 11 12 
10/9  

資訊研習 

八 13 14 15 16 17 18 19 
10/16 

教師教學研究會

~籌備運動會 

九 20 21 22 23 24 25 26 
10/23 

12 國教--素養教

學之內涵 

十 27 28 29 30 31 1 2 

10/30 

12 國教素養導向

之寫作教學研習 

 

11 

月 

十一 3 4 5 6 7 8 9 
11/6 

特教研習 

 

◎11/2 東豐綠色

隧道一日遊活

動(教育會) 

◎11/13(三)一年

級注音檢測 

◎11/12 運動會預

演 

◎11/13 午餐供餐

會議 

◎11/14 運動會

預演 

◎ 11/16(六)第 21

屆校慶運動會 

<教務處> 

＊10/30、11/1 期中成績評量 

 
<教學組> 
＊11/5 (二)調閱聯絡簿 

＊11/8(五)提交期中考前五名名單 

＊11/12(二)調閱英語習作 

＊11/13(三)一年級注音檢測 

＊11/19(二)校內語文競賽抽籤(朗讀、演說類) 

＊11/26(二)校內語文競賽-(字音字形、寫字、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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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濫用特定人員網路填報 

＊11 月為合作認真月 

＊11/11 苗栗縣家庭教育日 

＊11/20 租稅教育校園巡迴宣講 

＊11/22    12 生肖卡兌換 

 

 

<總務處> 

＊家長會獎勵金申請 

＊辦理運動會經費結核 

＊辦理童軍大露營經費結核 

<午餐業務> 

 

＊11/13 午餐供餐會議 

 

<教育會> 

十二 10 11 12 13 14 15 16 
11/13 

教師教學研究會

~籌備運動會 

十三 17 18 19 20 21 22 23 
11/20 

環教研習 

(出磺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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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24 25 26 27 28 29 30 

11/27 

學年會議 

(全縣幼童軍大

露營團長會議) 

(11/18 補假) 

◎ 11/27 全縣幼大

露營團長會議

(福星山營地) 

◎ 11/29 、 11/30

全縣幼童軍、

幼女童軍大露

營 ( 福 星 山 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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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書遊戲 

＊11/5 修復損壞圖書 

 

<資訊組> 

＊資訊倫理宣導 

 

 

<衛生組> 

＊11/6(三)水土保持宣導活動--四年級 

＊11/13(三)空氣品質教育宣導 

＊11/20(三)環境教育研習 3H 

＊11/28(四)藥用植物園整理 

＊11/29(五)資源回收處理 

 

<體育組> 

＊11/4 體育器材整理 

＊11/5 五、六年級期中體育競賽（大隊接力） 

＊11/16 廿一週年校慶運動會 

＊11/20 苗栗縣 108 年縣長盃民俗體育競賽（暫定） 

 

<健康中心> 

＊11 月一、四檢健康檢查矯治登陸統計 

＊11 月二、三、五、六年級口腔檢查矯治結果，登陸資訊

系統統計 

＊11 月全校學童流感疫苗注射調查及注射登記，未完成者

予補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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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團> 

＊11/14(四) 運動會工作協調分配 

 

 

＊11/2 東豐綠色隧道一日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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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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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月底公文結核 

12 

月 

 

十五 1 2 3 4 5 6 7 
12/4 

自衛消防 

編組研習 

◎校內語文競賽 

◎12/7 親職教育

講 座 主 題 ：

『幫小孩快樂

又成功』張世

傑老師 

◎12/18 選舉全校

模範生 

◎12/18 午餐供餐

會議 

◎12/25 聖誕節活

動 

<教務處> 

＊召開學習輔導小組會議 

＊學習扶助成長測驗 

＊聖誕節活動 

＊12/22(日) 2019PowerTech青少年科技創作全國賽 

＊12/31下學期課後照顧意願調查 

 

<教學組> 
＊12/02-12/06 校內語文競賽-(三項朗讀類別競賽) 

＊12/9-12/13 校內語文競賽-(三項演說類別競賽) 

＊12/24(二)調閱作文簿 

 

<註冊組> 

＊12/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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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12/31 學障有聲書申請 

＊12/7 教育優先區講座 

 

<圖書館> 

＊主題活動: 科普悅讀一起來 

＊12/2 修復損壞圖書 

 

<資訊組> 

＊網路資安宣導 

<學務處> 
＊民主法冶教育宣導 

＊師生榮譽榜彙整 

 

<訓育組> 

＊12/1 藥物濫用特定人員網路填報 

＊12 月為感恩惜福月 

＊12/4 選舉班級模範生 

＊12/18 選舉全校模範生 

＊12/9 苗栗縣家庭教育日 

＊11/20   12 生肖卡兌換 

 

<衛生組> 

＊12/4(三)冬季流行傳染病預防宣導. 

＊12/11(三)環境教育研習 1H-心得分享 

＊12/18(三)EEIS 本年度成果提報 

＊12/30(一)次年度環境教育計畫提報 

 

<體育組> 

＊12/2 體育器材整理 

＊12/2 田徑隊各單項校內選手選拔開始 

＊12/10 三、四年級期中班際體育競賽（趣味競賽） 

 

<健康中心> 

＊12 月健康促進學校活動 

＊追蹤各項檢查診治矯治情形 

＊傷病統計 

 

<輔導教師> 

＊12/7 親職講座 

＊12/19 小團體輔導結束 

＊12/30 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 

 

<總務處> 

 

＊自衛消防編組成果彙送 

＊教儲戶年度結算 

＊家長會獎勵金申請 

 

<午餐業務> 

 

＊12/11 高年級午餐營養宣導 

 

＊12/18 午餐供餐會議 

 

<教育會> 

 

＊12/14 多肉植物+心靈療癒研習 

 

＊12 月中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地點：新南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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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 校園綠美化暨校園花木修剪 

＊12/27 工友考核 

＊12/27 綠色採購報表填報 

十六 8 9 10 11 12 13 14 
12/11 

輔導技巧研討與

個案分享 

十七 15 16 17 18 19 20 21 
12/18 

教師教學研究會 

十八 22 23 24 25 26 27 28 
12/25 

學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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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團> 

＊12/24(二) 期末(聖誕)感恩聚餐 

＊12/27 倉庫消耗品盤點 

＊12/24-1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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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書組> 

＊每月月底公文結核 

一

月 

十九 29 30 31 1 2 3 4 
1/1 

元旦放假 

◎ 1/1(二)元旦 

放假 

◎1/8 午餐供餐

會議 

◎ 1/14( 二 ) 、

1/15(三) 

期末成績考查 

◎ 1/20(一)休業式 

◎ 1/21~2/10 

放寒假 

◎ 1/23(四)為彈性

放假，行政人

員於 2/15(六 )

補行上班，不

須補課 

◎ 2/10(一)擴大行

政會議 

◎ 2/11(二)開學 

 

<教務處> 

＊1/10 召開期末課照推動委員會議 

＊1/14(二)、1/15(三)期末定期評量 

＊課後照顧至 1/17(五)結束 

＊1/20(一)休業式 

 

<教學組> 

＊1/2-1/8 試題審查會議 

＊1/8 (三)前提交期末評量試卷 

＊1/10(五)前，科任老師提交期末平時成績 

＊1/16(四)中午前，科任老師提交學期總成績 

＊1/16(四)提交期末定期評量前五名、進步獎前五名及學

期總成績前五名 

＊1/20(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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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前完成學籍與輔導紀錄表 

 

<圖書館> 

＊主題活動: 歡樂聖誕『閱』，閱讀愛分享 

＊1/9 收回清點班級橘色書箱 

＊1/10 圖書室停止借還書籍 

＊1/13 整理圖書室 

＊1/1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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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育組> 

＊1/2 藥物濫用特定人員網路填報 

＊1 月為終身學習月 

＊1/10 苗栗縣家庭教育日 

 

<衛生組> 

＊1/8(三)藥用植物園整理 

＊1/15(三)節約能源及傳染病預防宣導 

＊1/17(五)全校大掃除 

＊1/20(一)校園總巡視&資源回收 

 

<體育組> 

＊1/2 體育器材整理 

＊1/7 一、二年級期末班際體育競賽（跳繩） 

＊1/17-109 年竹南鎮運動會（暫訂） 

＊1/20-109 年苗栗縣第一次全民運動會竹南乙組田徑聯隊

選拔（暫訂） 

＊1/2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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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中心> 

＊完成 1-6-年級學童流感補種作業登記 

＊1/19 潔牙及含氟漱口統計 

＊1/19 傷病統計 

＊1/19 健康資訊系統資料彙整統計呈報教育處＊1 月健康

促進學校活動成果匯編 

 

<輔導教師> 

＊1/25 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 

＊輔導資料整理 

 

<總務處> 

 

＊108 學年度下學期簿本採購 

＊家長會獎勵金申請 

＊108 學年度下學期營養午餐後續擴充勞務採購 

 

<午餐業務> 

 

＊1/8 午餐供餐會議 

 

<事務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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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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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月底公文結核 

二十 5 6 7 8 9 10 11 
1/8 

導師會議 

期末特推會 

二十

一 
12 13 14 15 16 17 18 

1/15 

校務會議 

 19 20 21 22 23 24 25  

 

 

 

  

承辦人：楊高智 校   長：李文章 
教務主任：楊高智 

學務主任：王乙財 

總務主任：莊夏萍 

人        事：黃浩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