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竹林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
週次

日

期

預備
週

02.22 之前

1

110.02.21~110.02.27

2

110.02.28~110.03.06

3

110.03.07~110.03.13

4

110.03.14~110.03.20

5

110.03.21~110.03.27

6

110.03.28~110.04.03

7

110.04.04~110.04.10

8

110.04.11~110.04.17

9

110.04.18~110.04.24

10

110.04.25~110.05.01

重
要
行
事
寒假學藝活動(1/20~2/3)。註冊日(1/23)。教師研
習日(2/4、2/5)。教室布置觀摩、校務會議(2/5)。
(五甲、三甲)出刊壁報。
交通糾察(六甲)。開學正式上課、通知單(2/22)。
共讀時間。整補教科書。選拔班級幹部。補訂制
服。視力檢查。提交優良寒假作業(23)。品德教
育宣導。藥物濫用宣導(五年級)。友善校園反霸
凌反毒宣導。
交通糾察(六乙)。和平紀念日，調整於 3/1 放假
(28)。和平紀念日補假(1)。四年級字音字形比賽
(4)。交通安全宣導(5)。小學教師研習(6)。
交通糾察(六丙)。小六升竹中學科能力檢測(7)。
語文分享。才藝班開始上課、寒假作業觀摩展、
頒發寒假作業績優獎(8)。全校美術比賽(9)。地
震避難防護預演(12)。(五乙、三乙)出刊壁報。
小學教師研習(13)。
交通糾察(六丁)。語文分享。五年級田徑對抗賽
(16)。聖派翠克節慶祝活動(17)。地震避難防護
演練(19)。品德教育(正義)宣導。數學營、科學
營(20)。
交通糾察(六戊)。語文分享。共讀時間。第一次
定期評量(23~25)。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數學營、
科學營(27)。
交通糾察(六己)。語文分享。共讀時間。模範生
表揚(29)。作文比賽：全校性(30)。兒童節、民
族掃墓節調整放假(2)。(五丙、三丙)出刊壁報。
營養教育宣導。
交通糾察(六甲)。兒童節、民族掃墓節(4)。兒童
節、民族掃墓節調整放假(5)。寫字比賽：全校性
(6)。低年級校外教學(7)。衛生教育宣導。數學
營、科學營(10)。
交通糾察(六乙)。語文分享。共讀時間。發第一
學月學況表並頒獎(12)。五年級國語演說比賽、
六年級英文檢定(13)。五年級校外教學(14)。品
德教育(孝悌)宣導。(三甲、三乙、三丙)音樂表
演(16)。數學營、科學營(17)。
交通糾察(六丙)。語文分享。共讀時間。校務評
鑑(20)。世界地球日(22)。世界書香日、復活節
慶祝活動、(三丁、三戊、三己)音樂表演(23)。(五
丁、三丁)出刊壁報。一、二、四年級家長日(24)。
交通糾察(六丁)。語文分享。三年級國語演說比
賽(27)。中年級校外教學(28)。六年級第二次定
期評量(29~30)。環境教育宣導。數學營、科學
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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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糾察(六戊)。語文分享。共讀時間。人權法治
110.05.02~110.05.08 教育宣導。練畢業歌。第二次定期評量(4，6~7)。
六年級畢業旅行(5~7)。數學營(8)。
交通糾察(六己)。母親節(9)。二年級實驗班說故
事比賽(11)。語文分享。品德教育(感恩)宣導。(二
110.05.09~110.05.15
甲、二乙、二丙)音樂表演、四五六年級中學園遊
會(14)。數學營、科學營(15)。
交通糾察(六甲)。語文分享。二年級瑞文氏測驗。
臉部平權(生命)宣導。五年級能力檢測(20)。(五
110.05.16~110.05.22
戊、三戊)出刊壁報。(二丁、二戊、二己)音樂表
演(21)。數學營、科學營(22)。
交通糾察(六乙)。英文檢定(23)。語文分享。共讀
時間。能源教育週。發第二學月學況表並頒獎
110.05.23~110.05.29
(24)。(一甲、一乙、一丙)音樂表演(28)。家庭教
育輔導週。數學營(29)。
交通糾察(六丙)。院長盃(30)。語文分享。六年級
110.05.30~110.06.05 畢業考(31)。品德教育(反省)宣導。(一丁、一戊、
一己)音樂表演(4)。數學營、科學營(5)。
交通糾察(六丁)。語文分享。共讀時間。交回六年
級輔導表、家訪表、學籍、共讀書。第三次定期
110.06.06~110.06.12
評量(11)。生涯教育輔導週。(五己、三己)出刊壁
報。數學營(12)。
端午節放假一天(14)。畢業生竹中綵排(15)。第三
次定期評量(16~17)。籌備畢業典禮貼海報，10:00
110.06.13~110.06.19
在校生歡送畢業生(17)。畢業典禮、在校生停課
一天(18)。人權法治教育宣導。數學營(19)。
收回一至五年級輔導表、家訪表、學籍表、共讀
110.06.20~110.06.26 書。紫絲帶活動。特殊教育宣導。才藝班結束
(25)。110 學年度小一新生註冊日(26)。
頒發第三學月優良表現(28)。發放註冊單(29)。發
110.06.27~110.07.03 成績單、休業典禮 10:00 放學、校務會議(2)。暑
假開始(3)。暑假生活安全(水域)宣導。

暫定 祖父母節(8/22)。小一新生生活營、全校教師開始上班、課程研習(暫
訂 8/23~8/27)。校務會議、觀摩教室(8/27)。開學、正式上課(30)。
班級：_____年_____班

座號：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

私立竹林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
週
次
預
備
週

日

期

08.30 之前

1

109.08.30~109.09.05

2

109.09.06~109.09.12

3

109.09.13~109.09.19

4

109.09.20~109.09.26

5

109.09.27~109.10.03

6

109.10.04~109.10.10

7
8
9

重

要

行

事

小一新生生活營（8/3~8/14）。小一新生家長日
（8）。祖父母節(23)。全校教職員工開始上班、
教師研習（8/24~8/28）
。車（路）隊編組、造冊。
教室佈置觀摩、校務會議（28）。出刊壁報（六
甲、四甲）。
開學正式上課（31）。雙和區語文競賽培訓。雙
和區語文競賽領隊會議-自強國小(3)。選拔班級
幹部。友善校園週反霸凌反毒宣導、友善校園性
平教育宣導(4)。
語文分享（語文競賽選手）。測量身高體重。暑
假作業觀摩展、作品收件截止（7）
。雙和區語文
競 賽 - 自 強 國 小 (10) 。 六 年 級 藥 物 濫 用 宣 導
(11)。數學營(12)。
語文分享。暑假作業觀摩展。英文班、才藝班開
始上課(14)。二-六年級美術比賽(15)。地震避
難防護預演 (18)。出刊壁報（六乙、四乙）
。數
學營、科學營(19)。
地震避難演練、國家防災日、語文競賽南區市賽
領隊會議(21)。五年級英語能力檢測、二-六年
級寫字比賽（22）
。健康促進營養教育宣導(25)。
補行上班上課(26)。
語文分享。教師節感恩活動（28）。三、四年級
實驗班英文朗讀比賽（29）。中秋節放假一天
(1)。調整放假(2)。
語文分享。品德教育宣導。彈性放假(9)。國慶
日放假一天（10）。出刊壁報(六丙、四丙)。

第一次英語定期評量（13）。第一次定期評量
109.10.11~109.10.17 （14、15）
。六年級交通安全宣導(16)。數學營、
科學營(17)。
語文分享。低年級校外教學（21）
。六甲、六乙、
109.10.18~109.10.24 六丙音樂表演、萬聖節慶祝活動(23)。數學營、
科學營(24)。
109.10.25~109.10.31
班級：____年_____班

語文分享。二年級國語說故事比賽（27）。稅務
宣導。三、五、六年級家長日（31）。
座號：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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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分享。二-六年級作文比賽--全校性（3）。中
年級校外教學（4）
。腸病毒防治宣導。六丁、六戊、
109.11.01~109.11.07
六己音樂表演(6)。出刊壁報(六丁、四丁)。數學
營、PowerTech 青少年科技區賽(7)。
一、四年級健康檢查、臺灣科學節與科學日(10)。
高年級校外教學（11）
。人權法治及詐騙防治宣導。
109.11.08~109.11.14
五甲、五乙、五丙音樂表演(13)。數學營、科學營
(14)。
語文分享。五年級國語朗讀比賽(17)。英語歌唱比
109.11.15~109.11.21 賽（
）。五丁、五戊、五己音樂表演(20)。
數學營、科學營(21)。
議長盃（22）
。第二次英語定期評量（24）
。第二次
109.11.22~109.11.28 定期評量（25、26）
。生命教育宣導(27)。數學營、
科學營(28)。
語文分享。家庭教育宣導。四年級瑞文氏測驗。全
校流感疫苗注射(暫定)。四甲、四乙、四丙音樂表
109.11.29~109.12.05
演(4)。出刊壁報(六戊、四戊)。六年級田徑對抗
賽(暫定)。數學營、親職教育講座(5)。
語文分享。五年級實驗班說故事比賽（8）
。五年級
109.12.06~109.12.12 字音字形比賽（10）
。四丁、四戊、四己音樂表演
(11)。品德教育宣導。數學營、科學營(12)。
語文分享。英文檢定（13）。四年級國語演說比賽
109.12.13~109.12.19 （15）
。衛生教育宣導。運動會節目開始練習。數
學營(19)。PowerTech 青少年科技全國賽(19~20)。
語文分享。歡樂耶誕頌(25)。出刊壁報(六己、四
109.12.20~109.12.26
己)。數學營、科學營(26)。

18

109.12.27~110.01.02 元旦放假一天（1）
。出刊壁報(六己、四己)。

19

110.01.03~110.01.09 才藝班、英文班結束上課(8)。特殊教育宣導(四年

第三次英語定期評量（5）
。第三次定期評量（6、7）
。
級)。數學營(9)。
水域安全教育宣導。運動會預演、發註冊單(14)、
運動會（15）
。

20

110.01.10~110.01.16

21

110.01.17~110.01.23 結業式（20）
。寒假開始( 21）。註冊日(23)。

暫定

寒假學藝活動（1/20~2/3）
。教師研習(2/4、2/5)。教室佈置觀摩、期初
校務會議(2/5)。年假(2/6~2/17)。開學正式上課（2/18）。
班級：____年_____班

座號：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