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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楊梅區楊梅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 

週次 日期 全校行事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輔導室 幼兒園 

1 

0829 

| 

0904 

‧0811（三）行政會議（上午 9：

00） 

‧0828(六)新生親師座談會 

‧0830(一)教師備課日，8：00

教師晨會，教師返校備課、第

1 次學年會議(學習社群)、第 1

次領域會議、新進教師座談、

教學環境佈置開始 

‧0831(二)全校返校日及教師返

校備課、第 1 次課發會 

‧0831(二)教師成績考核委員

會、教評會委員選舉 

‧0831(二) 行政會議 

‧0901(三) 開學日、新生入學 

‧每週三召開教師會議 （下午

1：00） 

‧0901（三）教學環境佈置 

‧0906(一)補校開學 

 

‧0830(一)教師備課日，8：00

教師晨會，教師返校備課、第

1 次學年會議(學習社群)、第 1

次領域會議、新進教師座談、

教學環境佈置開始 

‧0831(二)全校返校日及教師返

校備課、第 1 次課發會 

‧0901(三)開學日 

‧0901(三)二、三年級課後照顧

開始上課 

‧0902(四)一年級課後照顧開始

上課 

‧0906(一)補校開學 

‧經濟弱勢學生書籍費、代收費

補助申請(最後申請日 0907) 

‧分發教科書、教學指引及教具

並追加確認 

‧發放閱讀護照及新生閱讀起步

走圖書 

‧調查每週圖書館閱讀教育各班

排課需求 

‧招募圖書及補救教學志工 

‧0901（三）教學環境佈置 

‧調查英語 CD 購買數量 

‧路隊編排與演練 

‧分配掃地責任區 

‧掃具發放、全校大掃除 

‧體育遊戲器材安檢 

‧志工意願調查 

‧健康中心急救器材安檢 

‧學生社團意願調查 

‧直笛隊收費 

‧青春專案成果 

‧電動鐵捲門檢修維護 

‧補充辦公用品 

‧調整課桌椅 

‧分發新進員工座位牌 

‧各項安全檢查維修完成 

‧清洗水塔暨飲水設備保養、水

質檢驗完成 

‧發註冊通知單 

‧消防設備保養 

‧無力支付午餐申請 

‧發放員工薪資 

‧班級教室平面圖 

‧天溝及走廊落水頭巡檢清理 

‧警衛平時考核 

‧財產月報表 

‧公文稽催 

‧0822(日)祖父母節 

‧0828(六)新生親師座談會 

‧0901(三)新生入學 

‧招募輔導志工.認輔老師 

‧建立新生、轉學生輔導資料 

‧愛心服務志工協助新生適應(第

1 週至第 5 週) 

‧0901(三)特教班 IEP 會議 

‧特教班教學環境布置 

‧身心障礙課後照顧專班開課申

請 

‧學習扶助開班申請 

‧發放各項輔導簿冊 

‧0826(四)新生家長座談

會 

‧0901(三)開學典禮 

  正式上課 

‧0901(三)課後留園開始 

‧0901(一)-0908(三)新生

註冊 

‧供餐試營運(增加早點、

午點)(午餐與國小相

同) 

‧全園環境消毒 

‧教學環境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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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5 

| 

0911 

‧0905(日)桃園市語文競賽 

‧0907(二)開學典禮、友善校園

週宣導 

‧0908(三)校務會議(下午 1:00) 

‧0908(三)期初特教推行委員會

會議、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

議、家庭教育委員會議 

‧0911(六)15；40 午餐無力支付

學生審查、經濟弱勢學生書籍

費、代收費補助審查會議 

‧0911(六)補行上班上課(補

0920(一)) 

‧0911(六)經濟弱勢學生書籍

費、代收費補助審查會議 

‧課後照顧班補助審查會議 

‧完成楊梅園地估價並送計畫呈

家長委員大會通過 

‧學校網頁及資訊設備維護 

‧圖書志工教育訓練─圖書系統

運作和歸架研習 

 

‧0907(二)開學典禮、友善校園

週宣導 

‧身高體重測量、視力檢查 

‧新生健康記錄卡產生 

‧檢視新生預防接種卡 

‧建立學生家長緊急聯絡簿 

‧品格教育壁報出刊(601) 

‧全國能源教育週 

‧0911(六)15；40 午餐無力支付

學生審查 

‧發電機保養 

 

‧0908(三)期初特教推行委員會

會議、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

議、家庭教育委員會議 

‧0910(五)「世界自殺防治日」

生命教育宣導 

‧「認識師長」活動 

‧特教通報網偵錯 

‧「趴趴熊」輔導信箱宣導活動 

‧身障課後照顧班開班 

‧特教專團服務(109 下半年) 

‧學習輔助篩選測驗 

‧0906(一)9 月慶生 

‧體適能課程開始 

‧潔牙活動開始 

‧課程發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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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2 

| 

0918 

‧0913(一)防震防災演練預演

(暫) 

‧0914(二)交通安全宣導(中年級

暫) 

‧環境教育影片觀賞 

‧0917(五) 志工大會 

‧0917(五)防震防災演練(暫) 

‧桃園市美術比賽作品徵件 

‧四年級科展籌備 

‧0918(六)桃園市語文競賽(暫) 

 

‧0913(一)防震防災演練預演

(暫) 

‧0914(二)交通安全宣導(中年

級暫)  

‧環境教育影片觀賞 

‧0917(五) 志工大會(暫) 

‧0917(五)防震防災演練(暫) 

‧學生課內社團開始 

 

‧門窗修繕 

‧消防器材檢查 

‧電梯保養 

‧用電設備檢修 

‧退休工友中秋節慰問金 

‧編製薪資清冊 

 

‧建立目標家庭(單親、低收入、

隔代教養、親子年齡差距過大)

學生名冊 

‧調查獨輪車課程報名人數 

‧0916(四)生命教育宣導 

‧0913(一)防震防災演練

預演 

‧0917(五)防震防災演練

(暫) 

‧幼兒各項補助申請 

‧傳染病(流感、腸病毒、

登革熱)防治宣導週 

‧測量身高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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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9 

| 

0925 

‧0920(一)調整放假(0911(六) 

補行上班上課) 

‧0921(二)中秋節放假 

‧0922(三)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0922(三)學習輔導小組期初會

議 

‧0923(四)十月菜單會議

15:40-16:40 

‧0924(五)班親會暨家庭教育宣

導活動 

‧0922 日(三)前排定「公開授課

辦理時間規劃表」 

‧入學學生名冊陳核後永久保存 

 

‧品德及生活教育宣導 

‧教師節壁報出刊(602) 

‧五、六年級田徑隊選拔 

 

 

‧0923(四)十月菜單會議

15:40-16:40 

‧公物檢修 

‧花木修剪 

‧發註冊收費單(暫) 

‧抽化糞池 

‧自衛消防編組 

‧0924(五)四年級瑞文氏施測說

明 

‧0924(五)班親會暨家庭教育宣

導活動 

‧建立認輔師生名冊 

‧10-12 月特教專團服務 

‧0922(三)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0922(三)學習輔導小組期初會

議 

‧0924(五)班親會 

‧主題課程開始 

‧圖書開放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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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6 

| 

1002 

‧0928(二)行政會議 

‧0928(二)教師節感恩活動(3~6

年級(暫) 

‧0928(二)教師節 

‧0929(三)特教研習 

‧1001(五)晚上召開家長大會 

 

 

‧教師節主題教學活動 

‧鐘點教師造薪清冊呈核 

‧課後照顧班鐘點費結算 

‧上網更新圖書館推薦書目 

‧0930(四)日前「公開授課辦理時

間規劃表」公告於學校網頁 

‧0928(二)教師節感恩活動(3~6

年級) (暫) 

‧加強環保教育 

‧體育遊器安檢、遊戲安全宣導 

‧查閱晨檢簿 

‧1001(五)晚上召開家長大會 

‧發放考績獎金 

‧公文稽催 

‧午餐驗收會議 

‧發放員工薪資 

‧天溝及走廊落水頭巡檢清理 

‧財產月報表 

‧清查各金融機構帳戶 

‧0930(四)110-3 校內疑似身心

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報名(1-6

年級) 

‧1001(五)教優獨輪車課程開始 

‧四年級瑞文氏施測 

‧身障生教科書及交通費輔具補

助申請 

‧交通車抽查與月報 

‧特教畢業生轉銜鑑定說明 

‧0929(三)特教研習 

‧學習扶助課後班開始(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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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 

| 

1009 

‧1006(三)教職員 CPR 研習 

 

‧學校網頁及資訊設備維護 ‧國慶日壁報出刊(603) 

‧書包減重抽測 

‧1005(二)用藥安全暨防制藥物

濫用宣導(高)(暫) 

‧1006(三)教職員 CPR 研習 

‧全校流感疫苗接種開始 

‧課後社團開始 

‧飲水設備維護保養 

‧全校鋼琴保養 

‧1006(三)1011 國際女童日宣導 

‧提出專業服務團隊申請 

‧親職教育：親子教養交流道(高) 

‧特教通報網偵錯 

‧低年級晨間說故事開始(暫) 

‧1004(一)10 月慶生 

‧課程教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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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 

1016 

‧1010(日)國慶日放假 

‧1011(一)國慶日補假 

‧1012(二)四五六年級 CPR 訓練 

‧1013(三)教師消防研習 

‧環境教育影片觀賞 

‧調閱國語習作 

‧教科書結帳 

‧第一次定期評量命題 

‧1012(二)四五六年級 CPR 訓練 

‧環境教育影片觀賞 

‧正確洗手指導示範教學 

‧全校流感疫苗接種 

‧運動會壁報出刊(604) 

‧1013(三)教師消防研習 

‧發電機保養 

‧檢修水電系統 

‧校舍安全檢查 

‧編製薪資清冊 

‧1012(二)性平教育宣導(專輔) ‧免學費補助、中低收入

戶補助、弱勢加額補

助、原住民補助、特教

補助申請 

8 

1017 

| 

1023 

‧1019(二)法治教育宣導(中、高

年級) 

‧1020(三)十一月菜單會議

14:30-15:30 

 

‧教科書退書 ‧1019(二)法治教育宣導(中、

高年級) 

‧品格及生活教育宣導 

‧1020(三)十一月份菜單會議

14:30-15:30 

‧用電系統檢修 

‧花木修剪 

‧電梯保養 

‧事務機器保養 

‧無障礙環境需求調查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週 

9 

1024 

| 

1030 

‧1026(二)行政會議 

‧1027(三)口腔衛生校際聯盟會

議(1) (暫) 

 

 

‧調閱數學習作 

‧鐘點教師造薪清冊呈核 

‧課後照顧班鐘點費結算 

‧上網更新圖書館推薦書目 

‧召開楊梅園地籌備會議(暫定) 

 

‧一、四年級健康檢查準備 

‧環境教育朝會宣導(中、高) 

‧查閱晨檢簿 

‧1027(三)口腔衛生校際聯盟會

議(1)(暫) 

‧公文稽催 

‧天溝及走廊落水頭巡檢清理 

 

‧1027(三)110-3 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申請送件 

‧小團體輔導 

‧生命教育宣導 

‧特教通報網偵錯 

‧高風險家庭訪視 

‧交通車抽查與月報 

‧視力保健宣導週 

‧視力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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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日期 全校行事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輔導室 幼兒園 

10 

1031 

| 

1106 

‧1101(一)一、四年級健檢(暫) 

‧1103(三)第 2 次學年會議(學習

社群) 

‧1104(四)、1105(五)第一次定

期評量 

‧英語週 

‧1106-1114 第二屆台灣科學節 

‧1103(三)第 2 次學年會議(學習

社群) 

‧1104(四)、1105(五)第一次定

期評量 

‧1104(四)一年級注音符號檢測 

‧學校網頁及資訊設備維護 

 

‧1101(一)一、四年級健檢(暫) 

‧視力矯治回條收回 

‧體育遊戲器材安檢 

‧1102(二)口腔衛生校內模組工

作分配 

‧查閱晨檢簿 

‧發放員工薪資 

‧財產月報表 

‧消防器材檢查 

‧午餐驗收會議 

‧高風險家庭學生家庭訪視 

‧資源班定期評量報讀服務 

 

‧1101(一)11 月慶生 

‧牙齒保健暨潔牙宣導 

‧課程教學研討會 

11 

1107 

| 

1113 

‧1109(二)六年級校外教學行前

教育(暫) 

‧1110 台灣科學節及科學日 

‧1110(三)第 2 次領域會議 

‧1111(四)、1112(五)六年級校

外教學(畢旅)  

‧1110(三)第 2 次領域會議 

‧「我想推薦的一本好書」活動開

始(暫定) 

‧調閱自然習作 

‧1109(二)六年級校外教學行前

教育(暫) 

‧1111(四)、1112(五)六年級校

外教學(畢旅) (暫) 

‧安全教育宣導 

‧校外生活指導 

‧飲水設備保養、水質檢驗 

‧電源開關檢修 

‧用電設備檢修 

‧小團體輔導 

 

‧課程教學研討會 

12 

1114 

| 

1120 

‧1117(三)第 2 次課程發展委員

會 

‧1117(三) 十二月菜單會議

15:40-16:40 

 

‧1117(三)第 2 次課程發展委員

會 

‧校內語文競賽：報名 

‧報廢圖書館不堪使用圖書 

‧晨間補救教學活動開始(暫) 

‧1116(二)拒菸抗檳宣導(全校) 

 

‧1117(三) 十二月份菜單會議

15:40-16:40 

‧文書整理 

‧電梯保養 

‧編製薪資清冊 

 

 

‧親職教育：親子教養交流道(中

年級) 

‧小團體輔導 

‧調閱家庭聯絡簿(低) 

‧特教畢業生轉銜鑑定篩選 

‧111-1 校內疑似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安置報名(6 年級及幼兒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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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 

1127 

1124(三)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研

習(暫) 

‧調閱社會(生活)習作 

‧1123(二)、1125(四)中高年級

英語比賽 

1124(三)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研

習(暫) 

‧校內語文競賽：選手抽籤 

‧上網更新圖書館推薦書目 

‧畢旅驗收檢討會議 

‧1125(四)反毒陽光列車劇團表

演 

‧畢旅驗收 

‧飲水設備保養 

‧小團體輔導 

‧個案輔導 

‧調閱家庭聯絡簿(中) 

‧事故傷害防治宣導 

14 

1128 

| 

1204 

‧1130(二)行政會議 

‧1130(二)營養教育宣導(中、高) 

‧1201(三)校內兒少保護暨 CRC

兒童權利研習(校長) 

 

‧鐘點教師造薪清冊呈核 

‧課後照顧班鐘點費結算 

‧編擬 110 學年度下學期行事曆 

‧楊梅園地徵稿截止 

 

 

‧查閱晨檢簿 

‧體育遊戲器材安檢 

‧1130(二)口腔衛生校內教學研

發社群 

‧1130(二)營養教育宣導(中、

高) 

 

‧1130(二)營養教育宣導(中、

高) 

‧天溝及走廊落水頭巡檢清理 

‧發放員工薪資 

‧公文稽催 

‧財產月報表 

 

‧1201(三)123「國際身心障礙者

日」宣導 

‧1201(三)校內兒少保護暨 CRC

兒童權利研習(校長) 

‧高風險家庭訪視 

‧調閱家庭聯絡簿(高) 

‧交通車抽查與月報 

‧小團體輔導 

‧課程教學研討會 

15 

1205 

| 

1211 

‧1208(三)口腔衛生校際聯盟會

議(2) (暫) 

 

‧下學期教科書需求訂購數量確

認 

‧學校網頁及資訊設備維護 

‧楊梅園地稿件交付廠商 

‧調閱英語習作 

‧傳染病衛生宣導 

‧行憲紀念日壁報出刊(605) 

‧1208(三)口腔衛生校際聯盟會

議(2) (暫) 

 ‧小團體輔導 

‧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成長測驗

施測 

 

‧1206(一)12 月慶生 

‧交通安全宣導 

16 

1212 

| 

1218 

‧1215(三)教師正向管教研習

(暫) 

‧1216(四)校內語文競賽 

‧編擬寒假作業(親子共讀徵文比

賽納入寒假作業) 

‧1215(三)教師正向管教研習

(暫) 

‧發電機、電梯保養 

‧警衛考核會議 

‧編製薪資清冊 

‧小團體輔導 

‧特殊教育及融合教育宣導週 

‧傳染病(流感、腸病毒、

登革熱)防治宣導 

17 

1219 

| 

1225 

‧1222(三)第 3 次學年會議(學習

社群) 

‧1222(三)一月菜單會議

14:40-15:40 

 

‧1222(三)第 3 次學年會議(學習

社群) 

‧教科書檢討會議(上學期) 

‧第二次定期評量命題 

‧製作下學期行事簡曆 

‧確定楊梅區語文競賽參賽名

單、指導老師並訂定培訓計畫 

‧遊戲安全宣導 

‧開國紀念日壁報出刊(606) 

‧1222(三)一月份菜單會議

14:40-15:40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填報午餐問卷 

‧工友考核會議 

‧公有財產盤點 

‧重大議題融入課程成果彙整 

‧生命教育宣導週 

‧課程教學研討會 

‧課後留園調查 

18 

1226 

| 

0101 

‧1228(二) 行政會議 

‧1228(二)社團成果暨學生才藝

發表會 

‧1229(三)第 3 次領域會議 

‧1231(五)元旦補假 

‧0101(六)元旦 

 

‧1229(三)第 3 次領域會議 

‧鐘點教師造薪清冊呈核 

‧課後照顧班鐘點費結算 

‧上網更新圖書館推薦書目 

‧我的創意封面設計比賽開始 

‧1228(二)社團成果暨學生才藝

發表會 

‧加強法治教育 

‧健康中心各項報表製作送審 

‧查閱晨檢簿 

‧公文歸檔 

‧天溝及走廊落水頭巡檢清理 

‧發放員工薪資 

‧財產月報表 

‧警衛契約書 

‧公文稽催 

‧親職教育：親子教養交流道(低) 

‧個案輔導 

‧交通車抽查與月報 

‧生命教育宣導活動週 

19 

0102 

| 

0108 

‧0105(三)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議 

‧0105(三)期末特推會 

‧0105(三)母語推行委員會議、

閱讀教育推展會議 

‧0105(三)母語推行委員會議 

‧0105(三)閱讀教育推展會議 

‧學校網頁及資訊設備維護 

‧調閱作文 

‧楊梅園地第 1 次校稿 

‧交通安全宣導 

‧體育遊戲器材安檢 

‧0104(二)班會 

 

‧文書清查整理 

‧財產半年報表 

‧財產管理檢核表 

  

‧0105(三)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議 

‧0105(三)期末特推會 

‧高風險學生家庭訪視 

‧0108(六)親職教育講座 

‧園務會議 

‧1、2 月慶生 

‧課程教學研討會 

‧各項補助申請經費發放 

20 

0109 

| 

0115 

‧0111(二)、0112(三)第二次定

期評量 

‧0112(三)校務會議(下午 1:00) 

‧0112(三)第 3 次課程發展委員

會 

‧0112(三)午餐期末會議與二月

份菜單會議 

 

‧0111(二)、0112(三)第二次定

期評量 

‧0112(三)第 3 次課程發展委員

會 

‧圖書及補救教學志工服務時數

統計暨期末檢討會議 

‧頒發書香獎 

‧教科書、學用品回收 

‧志工服務時數統計 

‧0112(三)午餐期末會議與二月

份菜單會議 

‧下學期各項採購需求調查 

‧用電設備檢修 

‧發電機保養 

‧電梯保養 

‧退休工友春節慰問金 

‧半年報、金融帳戶檢討 

‧資源班定期評量考試服務 

‧身心障礙鑑定結果列冊輔導並

通知家長 

‧特教助理員經費核銷 

‧身心障礙課後照顧專班經費核

銷 

‧111-1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

送件 

‧圖書停止借閱 

‧IEP 會議 

21 

0116 

| 

0122 

‧0120( 四)休業式 

‧0121(五)~0210(四)寒假 

‧0131(一)除夕 

‧0201(二)-0206(日)春節 

‧0211(五)開學日 

‧教具室整理(歸還教具) 

‧圖書館催書作業 

‧頒發閱讀書香獎 

‧課後照顧班鐘點費結算 

‧鐘點教師造薪清冊呈核 

‧學校網頁及資訊設備維護 

‧教務各項簿冊整理 

‧教務工作檢討 

‧英語單字王 

‧0120(四)期末大掃除 

‧學務工作總檢討 

‧學務處各項簿冊整理 

‧寒假生活指導 

‧期末各班晨檢簿交回 

‧編製薪資清冊 

‧總務工作檢討 

‧教育事務基金會會議 

‧土地及建築物財產卡 

‧清查土地紀錄 

‧完成年度報稅 

‧輔導工作期末檢討 

‧調閱各項輔導簿冊 

‧交通車抽查與月報 

‧期末 IEP 檢討會議 

‧0119(三)學習輔導小組期末會

議 

 

‧志工期末檢討會 

‧期末大掃除及全園環境

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