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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楊梅區楊梅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      111.2.8 

週 

次 
日期 全校重要行事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輔導室 幼兒園 

1 

0211 

| 

0212 

‧0211(五)開學日 

‧每周三下午 1:00 召開教師會

議 

 

‧0211(五)課後照顧班開始上課 

‧經濟弱勢學生書籍費、代收費

補助申請 

‧分發教科書、教學指引及教具 

‧教學環境布置開始 

‧調查英語 CD 購買數量 

‧掃具發放、全校大掃除 

‧學生社團意願調查 

‧急救器材安檢 

‧視力檢查 

‧品格及生活教育宣導 

‧體育遊戲器材安檢 

‧發註冊通知單 

‧飲水設備保養 

‧花木修剪、水質檢驗 

‧財產月報表‧補充辦公用品 

‧無力支付午餐補助款收件 

‧電力系統暨發電機保養 

‧校舍檢修公物修繕 

‧電梯保養 

‧清洗水塔 

‧身心障礙課後照顧專班開班申

請 

‧學習扶助下學期開班申請 

‧輔具申請 

‧身障生教科書、交通車補助申

請 

‧身心障礙課後照顧專班開班 

‧認輔學生輔導開始 

‧低年級晨間入班說故事開始 

 

2 

0213 

| 

0219 

‧0215(二)行政會議 

‧0215(二)開學典禮、友善校園

宣導週 

‧0216(三)教學環境佈置觀摩 

‧0216(三) 第 1 次學年會議(學

習社群)(下午 1:30) 

‧0216(三)教職員健檢 

 

‧0216(三) 第 1 次學年會議(學

習社群)(下午 1:30) 

‧0216(三)教學環境佈置觀摩 

‧教科書、教學指引及教具追加

確認 

‧親子共讀學習單截止收件 

‧晨間補救教學開始(暫定) 

‧課後照顧班補助審查會議 

‧宣導節約用水 

‧0214-0218 班會暨模範兒童選

拔 

‧228 和平紀念日海報出刊(501) 

‧0216(三)教職員健檢 

 

‧編製薪資清冊 

‧消防器材檢查 

‧檢修水電系統 

‧天溝及走廊落水頭巡檢清理 

‧財務月報表 

‧交通車抽查與月報 

‧特教通報網偵錯 

‧身心障礙關懷宣導 

 

‧0214(一)開學日 

‧幼生註冊‧課後留園開始 

‧教學環境安全檢查(消

防、飲水、採光…) 

‧親子共讀圖書借閱 

‧課程發展會議 

‧測量身高、體重、視力 

3 

0220 

| 

0226 

‧0221(一)0221 世界母語日 

‧0223(三)14：10 午餐無力支付

會議、經濟弱勢學生書籍費、

代辦費補助審查會議、3 月菜

單會議 

‧0223(三)校務會議(下午 1:00) 

‧環境教育影片觀賞 

 

‧鐘點教師造薪清冊呈核 

‧課後照顧班鐘點費結算 

‧更新圖書館每月推薦好書 

‧楊梅園地第 2 次校稿 

‧校內美術比賽報名 

‧經濟弱勢學生書籍費、代辦費

補助審查會議 

‧0222(二)口腔衛生校內模組會

議(1) 

‧環境教育影片觀賞 

‧四五年級田徑隊選拔 

‧智慧財產權週 

‧書包減重抽測 

‧學生社團開始(課內) 

 

‧0223(三) 14：10 午餐無力支付

會議、經濟弱勢學生書籍費、

代辦費補助審查會議、3 月菜

單會議 

‧校舍安全檢查 

‧用電設備發電機保養 

‧消防設備安全檢修暨申報 

‧清理化糞池 

‧特教通報網資料更新 

‧學習扶助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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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 

| 

0305 

‧0228(一)和平紀念日放假 

‧0301(二) 行政會議 

‧0302(三)口腔衛生校際聯盟會

議(3)(暫) 

‧0302(三)第 1 次領域會議 

‧0304(五)防震演練 

 

‧0228(一)和平紀念日 

‧科學展覽送件(暫定) 

‧0302(三)第 1 次領域會議 

‧修正畢業生戶籍(學務系統) 

‧我的創意封面比賽 

‧0301(二)口腔衛生校內模組會

議(2) 

‧0302(三)口腔衛生校際聯盟會

議(3)(暫) 

‧0304(五)防震演練 

‧遊戲安全宣導 

‧畢旅需求會議 

‧查閱晨檢簿 

‧電梯、飲水設備保養 

‧檢修門窗玻璃 

‧冷氣及電風扇檢修 

‧發放員工薪資 

‧公文稽催 

‧消防設備檢修申報 

‧0304(五) 一年級瑞文氏施測說

明 

‧特教專業團隊入校服務 

‧110 上半年專業團隊服務(3-6

月) 

‧111-2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申請 

‧洗手宣導週 

‧幼兒各項補助申請 

‧3 月份慶生會 

5 

0306 

| 

0312 

‧0309(三)期初特推會 

‧0312(六)植樹節 

 

‧0308(二)校內美術比賽 

 

 

 

 

‧0307(一)課後社團開始(暫) 

‧0308(二)口腔衛生校內模組會

議(3) 

 

‧發註冊繳費單(暫) ‧0309(三)期初特推會 

‧0312(六)教育優先區親職講座 

‧親職教育：親子教養交流道

（高） 

‧瑞文氏測驗施測(一年級) 

‧腸病毒宣導週 

‧3/7、3/10 畢業紀念冊拍

攝 

6 

0313 

| 

0319 

‧0316(三)第 1 次課程發展委員

會 

 

‧0316(三)第 1 次課程發展委員

會 

‧編造應屆畢業生升學名冊 

‧調閱國語習作 

‧楊梅園地第 3 次校稿 

‧0315(二)口腔衛生校內模組會

議(4) 

‧體育遊戲器材安檢 

‧兒童節海報出刊（502） 

‧校舍結構安全檢修 

‧天溝及走廊落水頭巡檢清理 

‧財務月報表 

‧編製薪資清冊 

 

‧資賦優異提早入學申請 

‧調閱家庭聯絡簿(低) 

‧交通車抽查與月報 

‧視力保健宣導週 

‧課程教學研討會 

‧幼兒園招生公告(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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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0 

| 

0326 

‧0323(三)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0323(三)四月份菜單會議 

‧環境教育影片觀賞 

 

‧0321(一)前排定「公開授課辦

理時間規劃表」 

‧鐘點教師造薪清冊呈核 

‧課後照顧班鐘點費結算 

‧更新圖書館每月推薦新書 

‧上網公告教科書評選日期及辦

法 

‧聯繫楊梅區公所寄發新生報到

通知單(暫定) 

‧0322(二)口腔衛生校內模組會

議(5) 

‧0323(三)模範兒童表揚(暫) 

‧環境教育影片觀賞 

‧居家安全宣導 

‧品格教育宣導及壁報出刊(503) 

 

‧0323(三)四月份菜單會議 

‧校產整理盤點 

‧全校電動鐵捲門保養 

‧事務機器保養 

 

‧0323(三)教師輔導知能研習(碧

芸) 

‧國中資賦優異音樂班、美術

班、體育班鑑定申請 

‧身障生搭乘交通車調查 

‧調閱家庭聯絡簿(中) 

‧轉銜輔導：秀才分校申請 

‧小團體輔導開始 

‧交通安全宣導週 

‧4 月份慶生會 

‧幼兒園新生報名抽籤(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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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7 

| 

0402 

‧0329(二) 行政會議 

‧0329(二)自治市兒童節才藝表

演活動(中高年級) 

‧0330(三)教師研習(兒福聯盟) 

‧0331(四)前，「公開授課辦理

時間規劃表」公告於學校網頁 

‧第一次定期評量命題 

‧市內教師介聘申請研習證明(教

學組)  

‧調閱數學習作 

‧學校網頁及資訊設備維護 

‧0329(二)自治市兒童節才藝表

演活動(中高年級)  

‧0329(二)口腔衛生校內模組會

議(6) 

‧學務工作期中檢討 

‧查閱晨檢簿 

‧空調設備保養 

‧門窗檢修 

‧發放員工薪資 

‧公文稽催 

 

‧0330(三)教師研習(兒福聯盟) 

‧調閱家庭聯絡簿(高) 

‧潛能班校外教學 

‧特教通報網偵錯 

‧小團體輔導 

‧4 月份慶生會 

‧消防安全暨水質檢驗 

‧幼兒園環境整理 

 

9 

0403 

| 

0409 

‧0404(一) 兒童節放假 

‧0405(二)清明節放假 

‧0406(三)口腔衛生校際聯盟會

議(4)(暫) 

 

 

‧本土語言選修調查 

‧110 學年畢業生名冊資料核對

暨升國中學區確認 

 

‧0406(三)口腔衛生校際聯盟會

議(4)(暫) 

‧111 學年司儀、旗手、播音、

健康操領操同學選訓 

‧親職教育海報出刊(504) 

‧電梯及飲水設備保養 

‧花木修剪 

‧電源開關檢修 

 

‧親職教育：親子教養交流道(中) 

 

‧小團體輔導 

‧生命教育宣導週 

‧安全教育宣導週 

10 

0410 

| 

0416 

‧0412(二)午餐教育宣導(低) 

‧0413(三)教師反毒研習(暫) 

‧0414(四)、0415(五)第一次定

期評量 

‧0415(五)、0416(六)111 學年

度一年級新生報到(暫) 

‧0414(四)、0415(五)第一次定

期評量 

‧0415(五)、0416(六)111 學年

度一年級新生報到(暫)  

 

‧0412(二)午餐教育宣導(低) 

‧遊戲安全宣導 

‧體育遊戲器材安檢 

‧4-6 年級體適能檢測 

‧0413(三)教師反毒研習(暫) 

‧安全檢查 

‧學校公庫專戶管理檢核 

‧0412(二)午餐教育宣導(低) 

‧小團體輔導 

‧秀才分校到校訪談、家訪 

‧資源班定期評量報讀服務 

‧111-2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

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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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7 

| 

0423 

‧0419(二)四年級防災宣導（暫） 

‧0419(二)五月份菜單會議 

‧0420(三)第 2 次學年會議(學習

社群) 

 

 

 

‧0420(三)第 2 次學年會議(學習

社群) 

‧教科書廠商布置樣書於圖書視

聽室 

‧調閱自然習作 

‧鐘點教師造薪清冊呈核 

‧課後照顧班鐘點費結算 

‧美勞簿本廠商提供型錄 

‧楊梅園地出刊 

‧0419(二)四年級防災宣導（暫） 

‧0420(三)口腔衛生全校成果分

享 

‧母親節海報出刊(505) 

‧0419(二)五月份菜單會議 

‧發電機及用電設備維修 

‧財務月報表 

‧自衛消防編組 

‧天溝及走廊落水頭巡檢清理 

‧編製薪資清冊 

‧警衛考核會議 

‧小團體輔導 

‧身心障礙學生及適應欠佳學生

名冊建立 

‧交通車抽查與月報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週 

‧母親節感恩活動 

12 

0424 

| 

0430 

‧0426(二) 行政會議 

‧111 學年度教課書評選

4/25-4/29 

‧04626(二)生命教育宣導(暫) 

‧0427(三)畢業典禮第 1 次籌備

協調會議 

‧0430(六)親職教育活動(家庭

教育課程) 

 

‧111 學年度教科書評選

4/25-4/29 

‧0427(三)畢業典禮第 1 次籌備

協調會議 

‧學校網頁及資訊設備維護 

‧編擬 111 學年度行事曆 

‧查閱晨檢簿 ‧活動中心相關設備保養 

‧公文稽催 

 

‧0426(二)五年級生命教育宣導

(暫) 

‧0430(六)親職教育活動(家庭

教育課程) 

‧認識身心障礙宣導 

‧小團體輔導 

‧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篩選測驗

施測 

‧0430(六)親職教育活動

(家庭教育課程) 

‧續讀調查、課後留園調查 

‧傳染病防治宣導（流感、

腸病毒、登革熱） 

‧課程教學研討會 

 



 2 

13 

0501 

| 

0507 

‧0502(一) 親職教育日補假一天 

‧0504(三)第 2 次領域會議(111

學年度教科書評選結果) 

‧0504(三)召開六年級畢業典禮

第 2 次籌備協調會議 

‧英語週 

‧臨時課發會審議 111 學年度教

科書版本 

 

‧0504(三)第 2 次領域會議(111

學年度教科書評選結果) 

‧0504(三)召開六年級畢業典禮

第 2 次籌備協調會議 

‧調閱社會(生活)習作 

‧英語週 

‧資訊競賽(網路競賽、中英輸

入) 

‧編擬暑假作業  

‧填寫美材、簿本需求 

‧臨時課發會審議 111 學年度教

科書版本 

 ‧電梯保養 

‧水質檢驗暨飲水設備保養 

‧發放員工薪資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週 

‧低中高年級性平繪畫比賽 

‧小團體輔導 

‧校內特殊生跨階段轉銜說明(升

三/升五) 

‧5 月份慶生會 

‧家庭教育宣導週 

‧0506(五)戶外教學(暫) 

14 

0508 

| 

0514 

‧0510(二)中年級租稅教育宣導 

‧0511(三)第 2 次課程發展委員

會，編擬 111 學年度課程計畫  

 

 

‧0511(三)第 2 次課程發展委員

會，編擬 111 學年度課程計畫 

‧應屆畢業生成績統計與畢業獎

項規劃 

‧六年級第二次定期評量(畢業

考)命題 

‧0510(二)中年級租稅教育宣導 

‧遴選五年級交通糾察隊 

‧遴選直笛隊、樂隊 

 

‧花木修剪 

‧消防自衛編組訓練 

‧身心障礙畢業生轉銜輔導、參

訪 

‧生涯輔導：畢業感恩卡製作 

‧親職教育：親子教養交流道

（低） 

‧身心障礙生搭乘交通車申請審

查會議 

‧六年級跨階段輔導轉銜評估會

議 

‧小團體輔導 

‧0513(五)515 國際家庭日暨家庭

教育宣導活動 

 

15 

0515 

| 

0521 

‧0517(二)第 25 屆學生自治市選

舉─公辦政見發表（3-6 年級） 

‧0518(三) 111 學年度美勞教

材、簿本需求會議 

‧0518(三) 六月份菜單會議

13:30 

‧0521(六)語文競賽楊梅區複賽

(暫) 

‧0518(三) 111 學年度美勞教

材、簿本需求會議 

‧彙報 110 學年畢業生概況 

‧更新圖書館每月推薦好書 

‧代理代課教師成績考核 

‧調閱英語習作 

‧0517(二)第 25 屆學生自治市選

舉─公辦政見發表（3-6 年級） 

‧歡送畢業海報（五年級各班） 

‧能源教育週 

‧遊戲器材安檢 

‧端午節海報出刊(506) 

 

‧0518(三) 六月份菜單會議

14:40-15:40 

‧教室門窗修繕 

‧教室橱櫃修繕 

‧天溝及走廊落水頭巡檢清理 

‧財務月報表 

‧編製薪資清冊 

 

‧特教生升學轉銜會議(國小升國

中、幼升小) 

‧交通車抽查與月報 

‧畢業生輔導轉銜通報(0531

前)(特通網) 

‧學習輔導小組會議(學習扶助) 

‧事故傷害保健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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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2 

| 

0528 

‧0525(三) 臨時校務會議- 審議

111 學年度美材簿本 

‧0526(四)第 25 屆學生自治市選

舉投票（3-6 年級） 

 

‧0525(三) 臨時校務會議- 審議

111 學年度美材簿本 

‧調閱作文(6 年級) 

‧鐘點教師造薪清冊呈核 

‧課後照顧班鐘點費結算 

‧學校網頁及資訊設備維護 

‧0526(四)第 25 屆學生自治市選

舉投票（3-6 年級） 

‧暑期育樂營意願調查 

‧學務處各項簿冊整理 

‧畢業紀念冊驗收會議 

‧下學期公務表單需求調查 

‧110 學年度簿本、美勞教材招

標 

‧退休工友端午節慰問金 

‧財產清點暨各類帳冊整理 

‧認輔工作期末檢討會議 

‧特教通報網資料更新 

‧學障觀察期滿收件 

 

‧牙齒保健宣導週、健康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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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1(二) 行政會議 

‧0531(二)高年級水域安全宣導

(暫) 

‧0601(三)、0602(四)六年級第二

次定期評量(畢業考) 

‧0603(五)端午節放假 

‧00601(三)第 3 次學年會議(學

習社群) 

‧能源教育週(6 月第一週) 

‧0601(三)、0602(四)六年級第二

次定期評量(畢業考) 

‧00601(三)第 3 次學年會議(學

習社群) 

‧0603(五)端午節放假 

‧第二次定期評量命題(一至五年

級） 

‧教科書檢討會議(書面) 

‧催收六年級生借閱圖書 

‧0531(二)高年級水域安全宣導

(暫) 

‧查閱晨檢簿 

‧安排五年級打掃六年級環境區

域（畢業後） 

‧下學期各項採購調查 

‧全校門窗檢修 

‧填報午餐滿意度調查 

‧公文稽催 

‧發放員工薪資 

 

‧0601(三)適應欠佳名單提報 

‧議題融入課程成果彙整（性

平、生命、家庭、家暴、性侵

防治） 

‧特教通報網定期偵錯 

‧暑假春暉專案生命教育活動通

知 

‧特教助理員成績考核 

‧幼小銜接說明會 

‧6、7、8 月份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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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8(三)第 3 次領域會議 (填

領域自評表) 

‧0608(三)608 世界海洋日、海洋

教育週 

‧0608(三)適應欠佳學生名單編

組 

‧0609(四)畢業典禮預演 1(上午

暫) 

‧0610(五)畢業典禮預演 2(上午

暫) 

 

‧0607(二)畢業成績審查委員會

議(下班) 

‧0607(二)六年級單字測驗比賽 

‧0608(三)第 3 次領域會議 (填

領域自評表) 

‧繳交閱讀教育成果冊 

‧111 學年度新生閱讀起步走書

目確認需求調查(暫定) 

‧畢業生一覽表留校核備 

‧0609(四)畢業典禮預演 1(上午

暫) 

‧0610(五)畢業典禮預演 2(上午

暫) 

‧頒發六年級閱讀書香獎 

‧0607(二)班會 

‧水域安全宣導活動 

‧小志工表揚(樂隊、司儀、交通

導護、體育器材管理、環保小

尖兵等) 

‧公有財產盤點 

‧地下停車位抽籤 

 

‧0607(二)潛能班畢旅(暫定) 

‧0608(三)適應欠佳學生名單編

組 

‧輔導、認輔紀錄收回調閱 

‧資源班定期評量報讀服務 

‧暑假學習扶助開班申請 

‧專業團隊服務核銷 

‧綜合活動 

‧課程教學研討會 

‧幼兒學習檔案綜合整理 

19 

0612 

| 

0618 

‧0613(一)畢業典禮(暫) 

‧0615 (三)第 3 次課程發展委員

會(審查課程計畫) 

‧0615(三)身障生及適應欠佳學

生適性導師編班轉銜會議 

‧0617(五)幼兒園畢業典禮（暫

定） 

‧0613(一)畢業典禮(暫) 

‧0615 (三)第 3 次課程發展委員

會(審查課程計畫) 

‧調閱作文(1 至 5 年級) 

‧0614(二)-0617(五)閱讀教育成

果展 

 

‧學務工作檢討 

 

‧總務工作檢討 

‧編製薪資清冊 

‧天溝及走廊落水頭巡檢清理 

‧財務月報表 

‧財產增減半年報表、月報表 

‧0615(三)身障生及適應欠佳學

生適性導師編班轉銜會議 

‧學習扶助轉銜通報 

‧學生輔導轉銜通報 

 

‧0617(五)幼兒園畢業典禮

（暫） 

‧期末大掃除-全園環境消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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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1(二)、0622(三)第二次定期

評量(1-5 年級) 

‧0621(二)午餐工作推行委員會

期末檢討會議 

‧0622(三)期末特推會會議、期

末檢討會議（回歸檢討）、性

別平等教育推行委員會會

議、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會議 

‧0622(三)母語推行委員會議 

‧0622(三)閱讀教育推展會議、

確定共讀書目 

‧0622(三)常態編班委員會會議 

‧0621(二)、0622(三)第二次定期

評量(1-5 年級) 

‧0622(三)母語推行委員會議 

‧0622(三)閱讀教育推展會議、

確定共讀書目 

‧圖書館盤點圖書 

‧歸還教具 

‧0622(三)常態編班委員會會議 

‧頒發 1 至 5 年級閱讀書香獎 

 ‧0621(二)午餐期末會議 ‧0622(三)期末特推會會議、期

末檢討會議（回歸檢討）、性

別平等教育推行委員會會

議、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會議 

‧交通車抽查與月報 

‧特教助理員經費核銷 

‧特教檢核表填報 

‧身心障礙課後照顧專班經費核

銷 

‧IEP 期末會議(在校生) 

‧入小學新生 IEP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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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9(三)校務會議(下午 1:00) 

‧6/30(四)休業式 

‧0701(五)-0829(一))暑假 

‧0802(二)常態編班作業 

‧0826(五)教師備課日 1 

‧0829(一)教師備課日 2 暨全校

返校日 

‧0830(二)開學日 

‧0627(一)三~五年級單字測驗比

賽 

‧鐘點教師造薪清冊呈核 

‧課後照顧班鐘點費結算 

‧頒發學期成績前五名 

‧圖書館催書作業與閉館 

‧補救教學成效檢討 

‧頒發志工感謝狀 

‧上傳 110 課程計畫 

‧0630(四)期末大掃除 

‧各班晨檢簿交回 

‧教科書、學用品回收 

‧公文歸檔 

‧發放員工薪資 

‧代收款項專案內容 

‧公文稽催 

‧收回輔導紀錄簿統一保管 

‧輔導工作檢討 

‧頒發認輔教師志工感謝狀 

‧6/30(四)休業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