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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重要行事一覽表 

月份 週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重  要  行  事 

二
月 

寒
假 

      1 

＊2/15 補行上班(不補課) 
＊2/25 開學日、課後照顧班開始上課、開始供餐 
＊2/25-2/26 社團第三階段選課 
＊2/28 和平紀念日放假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一 23 24 25 26 27 28 29 

三
月 

二 1 2 3 4 5 6 7 
＊3/2 一年級陶藝課程開始 
＊3/2 多語文競賽開始 
＊3/6 學校日(改設網頁專區與書面聯繫) 
＊3/9 社團開始上課 
＊3/25 三年級英語節慶活動/綠色餐會(活動中心) 

＊3/26 四年級直笛學習成果展 

三 8 9 10 11 12 13 14 

四 15 16 17 18 19 20 21 

五 22 23 24 25 26 27 28 

四
月 

六 29 30 31 1 2 3 4 ＊4/2-4/5 放假 

＊4/6 三年級陶藝課程開始 
＊4/7 複合式防災疏散演練 
＊4/17 六年級升學輔導/參觀鄰近國中 
＊4/20-4/24 109學年度新生入學審查作業 
＊4/23 二年級英語節慶活動/復活節尋蛋 
＊4/28-5/1 期中評量 

七 5 6 7 8 9 10 11 

八 12 13 14 15 16 17 18 

九 19 20 21 22 23 24 25 

十 26 27 28 29 30 1 2 

五
月 

十一 3 4 5 6 7 8 9 ＊5/9 管樂團 20週年校慶音樂會(中山堂) 
＊5/11 五年級陶藝課程開始 
＊5/13 兒童節活動/園遊會 

＊5/18-5/22 英語週活動(活動中心) 
＊5/25-5/26 五年級戶外探索體驗活動 
＊游泳週(另行依教育局來文公告) 

十二 10 11 12 13 14 15 16 

十三 17 18 19 20 21 22 23 

十四 24 25 26 27 28 29 30 

六
月 

十五 31 1 2 3 4 5 6 
＊6/2 二年級音樂/律動成果展(活動中心) 
＊6/6 一年級新生報到日 
＊6/12 六年級畢業音樂學習發表會 
＊6/16-6/18 六年級期末評量 
＊6/19 課後社團結束、常年泳訓結束 
＊6/20 補行上班上課 
＊6/25 端午節放假 

十六 7 8 9 10 11 12 13 

十七 14 15 16 17 18 19 20 

十八 21 22 23 24 25 26 27 

七
月 

十九 28 29 30 1 2 3 4 

＊7/1-7/3 一~五年級期末定期評量 
＊7/2 六年級畢業典禮(晚上) 

＊7/3 幼兒園畢業典禮(上午) 
＊7/4 108學年度臺北市市長獎畢業典禮(下午) 
＊7/6-7/8 體育盃活動週 
＊7/13 課後照顧班最後上課日 
＊7/14 結業式/社團展演、全校供餐最後一日(1-5年 

       級上全天課) 

＊7/15 暑假開始 

＊8/31 開學日、一年級新生入學 

二 

十 
5 6 7 8 9 10 11 

二 

十 

一 

12 13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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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室工作報告 

(一) 教務處工作報告 

 

工作項目 重點內容 執行方式 備註 

1.深耕陶藝課程 針 1-6年級進行陶藝課程。 
上學期 2、4、6年級 
下學期 1、3、5年級 

 

2.舉辦多語文學藝

競賽 

1. 倡導國語文暨母語教學，增進學

生國語文暨母語的能力。 

2. 激發學生愛國、愛鄉情操，兼重本

土化及國際化。 

3. 引起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及好奇

心，培養學生聽、說的基本能力。 

1.項目有（一）國語文競賽組：演

說、朗讀、字音字形、寫字、作

文。（二）本土語言競賽組：閩

南語演說、朗讀、字音字形、歌

唱；客家語演說、朗讀、字音字

形、歌唱；原住民語朗讀、歌唱。

（三）英語組：演說比賽、讀者

劇場。 

2.參加對象：四年級及五年級的學

生;英語演說由五年級學生參

加；英語讀者劇場由三年級學

生參加。 

上學期參加北

市 多 語 文 競

賽。 

下學期辦理校

內 多 語 文 競

賽。 

 

 

 

 

 

3.參加科學展覽會 

1. 激發學生研習科學之興趣。 

2. 培養學生對科學之正確觀念及態

度。 

3. 增進研習科學之機會，倡導中小

學學研究風氣。 

 由校內優勝作品參加臺北市科學

展覽比賽。 
 

4.書箱巡迴（車） 
安排書香專車，主動將圖書室之書籍

送至班級，推動閱覽。 
全學年  

5.主題書展 

辦理主題書展，學生可利用閱讀課或

下課時間，至圖書館閱覽相關書籍，

並自由參與活動任務。 

全校同學  

6.閱讀校楷模推薦 
依據學生圖書借閱記錄，推薦閱讀質

量均佳、閱讀精神值得鼓勵之學生。 
全校同學  

7.小小說書人競賽 

1. 徵件之主題不限。 

2. 作品影片錄製 3 分半鐘至 5 分

半鐘，輸出為 Mpeg 系列格式影

片檔，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500MB。 

3. 勿做任何剪接，應一鏡到底。 

全校同學  

8.圖書利用 

  教育活動 

1. 一年級-圖書館之旅 

2. 二年級-認識三民圖書館。 

3. 三年級-認識索書號 

4. 四年級-電腦檢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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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重點內容 執行方式 備註 

9.英語節慶活動 

1.英語學習活用趣味化。 

2.培養學童群性活動。 

3.增加語言活用機會。 

1. 六年級-聖誕節報佳音 

2. 五年級-萬聖節闖鬼屋 

3. 四年級-感恩節舞會 

4. 三年級-聖派翠克節 

5. 二年級-復活節尋蛋 

6. 一年級-母親節 

 

9.英語週活動 

G6 Info catcher 

G5 Quiz Show 益智問答 

G4 Phonic Fun 見字發音 

G3 Mission 1m possible 

G2 Songs & Chants 念謠 

G1 Mother’s Day節慶教學 
 

 

 

(二) 學務處工作報告 

 學務處本學期度預定辦理活動略述如下： 

1. 學校防疫工作宣導及規劃校園環境清潔 

2. 參與辦理樂動 150、提升運動力種子學校  

3. 108學年度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會 

4. 五年級戶外探索體驗活動 

5. 兒童節慶祝活動－「JK20、童樂 US」益智園遊會 

6. 各項排定之校外教學活動 

7. 辦理學生課後社團 

8. 全校體適能檢測 

9. 全校游泳課程、檢測及水上趣味競賽活動(視教育局公文辦理) 

10. 體育週活動 

11. 松山區體育交流活動 

12. 低年級安全衛生教育宣導活動 

13. 健康促進學校 

14. 六年級 CPR研習 

15. 各項學童口腔、視力檢查 

16. 學童營養午餐（本校及群組學校）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gofu/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DGB10E99/99資料組/99下/992~輔導/學校日/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agofu/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frank/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My%20Documents/QuizShow-May%2010-2004.ppt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gofu/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DGB10E99/99資料組/99下/992~輔導/學校日/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agofu/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frank/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My%20Documents/QuizShow-May%2010-2004.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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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午餐營養教育宣導、健康飲食班活動 

18. 愛心志工招募 

19. 各項教育宣導活動 

20. 各團隊新成員甄選(手球、游泳、棒球、合唱、管樂、童軍) 

學務處主要辦理學童在校各項活動，各分項活動均有實施計劃及辦法，學

務團隊竭誠地為學童及家長提供教育相關服務，也期待各位家長能加入各項為

學童服務的愛心志工服務行列。 

 

(三) 總務處工作報告 

   1.辦理各項採購及校舍修建工程： 

(1) 辦理年度保全、營養午餐、校服、畢業紀念冊、畢業宿營、畢業旅行等勞財務招標

採購 (109中央廚房午餐供應：第一餐盒股份有限公司)。 

(2) 辦理校舍修建工程：辦理操場跑道整修工程、中央廚房設施設備整修工程、學校優

質圖書館整修工程、活動中心空調專案、民航局松山機場噪音防制補助工程，以朝

向更優質的學習環境邁進程。 

(3) 促成家長會「班級教室冷氣裝設」募款之具體規劃、採購與執行(已全面裝設各班級

教室，每班兩台 9.3KW 分離式一對一冷氣)。 

   2.加強校舍維護(修繕)及校產管理： 

(1) 定期校園安全檢查：包含屋頂、電梯、遊具、消防、建物結構、飲用水系統、水

塔、環境消毒等。 

(2) 維護線上報修系統，強化修繕品質與效率。 

(3) 定期盤點財產與物品，並訂期呈報檢核成果。 

(4) 重視校園開放成效，建立保全系統以維護校園安全。 

(5) 落實物品採購管理及領用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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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視友善校園，落實校園安全管理： 

(1) 強化校警門禁管理：包含明確訂定校園管制時間、落實訪客登記與換證(家長和外  

賓進校園，一律換證及穿戴粉紅色背心)、 嚴禁推銷員進入校園、禮貌引導訪客 

完成公務辦理。(門禁管制時間 7:00-19:00。)  

(2) 落實校園無死角：校警定時定點巡邏、機械保全與監視器設置、去除校園建物死角。 

(3) 整合技工工友工作項目與內容，共同維護校園環境整潔與安全。 

   4.美綠化校園，提供良好之學習環境： 

(1) 定期更新草花維護綠籬。 

(2) 建立生物多樣性校園：各類校樹養護、水生池養護。 

(3) 配合市政府小田園及綠屋頂計畫，規劃自然領域課程種植區、高架植有機種植、蚓菜

共生桶種植、水耕蔬菜種植、頂樓土耕種植區。 

   5.加強出納、支付作業，達成基金預算績效： 

(1) 依規定辦理各項支付作業及代收代付款項。 

(2) 依規定發放各教職員、支援教師、社團教師薪資所得。 

   6.加強校內文書管理： 

(1) 配合推動北市電子公文系統線上簽核作業。 

(2) 辦理重大會議紀錄與公告。 

(3) 建立校史與遷校公文檔案紀錄。 

   7.支援各處室與各學年教學活動： 

(1) 支援各類活動場地佈置與場地善後工作。 

(2) 配合需求辦理校外教學租車服務(108學年由豪祥汽車旅運有限公司承攬)。 

(3) 辦理重大活動與教學活動物品提供及器材採購。 

   8.成立天然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1) 訂定災害防救計劃與任務編組 

(2) 配合學務處合併學生進行防災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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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輔導室工作報告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重要工作規畫如下： 

1. 一、三、五年級持續辦理特教及性平宣導。 

2. 建立學生資料、落實輔導工作、精緻特殊教育，擴增服務層面。如：學業

輔導、小團體輔導(三年級與五年級)、個案輔導、六年級升學輔導、攜手

激勵班、賞識教育等均如期進行。 

3. 校本資優課程、潛能班 IEP課程、三四五年級 EQ成長課程均依規畫推行。 

4. 處室重要活動陸續進行規畫：開學日始業式團體輔導暨多元文化活動「歲

時祭儀話原民」、五月份感恩活動。 

5. 辦理親職教育，如：親子數學活動，深化家長會與志工團正向運作。 

6. 召開各項重要會議：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家庭教育推行委員會、學生

輔導工作委員會、輔導小組工作會議、個案會議、編班安置會議。 

7. 辦理生命教育活動：二年級生命教育宣導「家族的奇幻旅程─與紀錄片

導演有約」、三至六年級謝坤山先生的生命鬥士勵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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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業務辦法篇 

(一)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英語教學活動收費說明 

 英語教學說明 

本校依家長會全體會員大會之決議，延續往年為提升學生學習英語成效，本

學年度仍進行全校英語分組適性教學(分 5組上課以降低班級人數)，增聘兩位外

聘教師所需之鐘點費，依往例由全校學生共同負擔。 

本學期每人應負擔之學費計算如下： 

鐘點費 每週總堂數 上課週數 外聘教師人數 合計 

450 ×24 ×21 ×2 =453,600 

453,600 ÷ 1015(全校人數) = 約 447元 

108學年第 2學期各年級學生平均負擔費用如下表︰ 

年 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收費金額 427 417 437 427 427 387 

 說明︰ 

1. 本案係家長會為提升貴子弟英語教學成效所做之規劃，為自由樂捐、

非強迫性。期盼您能熱情贊助、共襄盛舉，給孩子更優質的英語學習

機會。 

2. 家境清寒者，得減免此案之費用。 

3. 本經費全數交家長會嚴格管理，支付教材費並定期發放外聘教師薪資

及其他雜支。 

4. 每學年收費不一，因需扣除假日及校外教學…等無法上課日數。 

 若有關英語費用之任何問題，請電教務處(25282814 #111楊瑋芬主任)或家

長會長 (25282814#601)，將竭誠為您說明。 

敬祝 

                    闔家健康平安    

                                  家長會會長  鄭力豪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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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護童專案收費說明 

敬愛的家長夥伴們： 

您好！ 

健康國小的孩子們一直以來，都是在既健康又快樂的環境裡成長，除了師長們的熱誠教導

外，更有愛心的志工爸、媽無私的奉獻，也因此才能讓孩子們有個快樂、理想又安全的學習環

境。 

健康國小是開放式空間設計，在孩子在校期間的安全，需要更周全的照顧、協助。礙於人

員不足無法面面俱到之狀況下，歷年家長會，為了提供孩子們有個更好、更安全的學習環境，

特委託保全公司提出此護童專案計劃。但於 108 學年度第一次家代大會中，學務處鑑於二個原

因： 

1. 統一保全公司的權責 

2. 更換制度與素質完善的保全公司 

上述原因、背景，已於家代大會向所有家代說明後，請求大會同意更換保全公司，在全體

108 學年度家代的全數同意下，從 108 學年度更換保全公司為穴吹東海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而今年度的護童專案內容大致如下(會依學務處新增的安全維護需求而有微調)： 

1. 07:00-07:50, 12:00-12:30, 15:50-16:20 聘請專職保全人員，駐校專職導護。 

2. 師、生在學期間的校園安全巡查 (上課、備課時間含寒、暑假，假日除外 )。 

3. 負責上、下學時段的交通指揮 (三民路與延壽街口)，仍需導護組志工配合協助。 

4. 學校上課時間內巡邏校區內各個應注意之死角處、廁所、頂樓及地下室等。 

5. 協助下課時段學生之安全維護，並與校警配合，遇緊急事件之相互支援。 

6. 協助校內防火、防盜、防破壞之緊急處理和通報。 

＊ 穴吹東海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原本也是本校的保全公司之一，並且也服務臺北市各學校

的保全防護工作，配合狀況良好，且得到學校家長之認同。 

＊ 多付出一點費用，讓孩子得到多一點的保護。護童專案期盼各位親愛的家長熱情贊

助、共襄盛舉。 
 

護童專案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委由東海保全公司承辦，費用由本校全體學生共同負

擔，每位約新臺幣 320 元 (每學期 )。說明： 

(1) 家境清寒者得免繳此案之費用。 

(2) 兄弟姊妹就讀健康國小，只需分攤一份費用，由年紀最小者繳交。 

若有關護童專案費用之任何問題，請電學務處(25282814 # 123)，將有專人為您說明，感

謝您對學校的關心與支持。 

敬祝  闔家順心平安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會長 鄭力豪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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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活教育配合事項 

新的學期開始，爲共同照顧貴子弟，以下幾件事情請您一起配合： 

一、 接送問題： 

(一)本校上學時間為 7：30到 7：50。爲了安全，早於七點半到校的學生，請一律在穿堂

警衛室前等候，不能先行進入教室。 

(二)上學路線調整(如附圖) 

1. 家長機騎機車接送者：請停至延壽街機車停車格，或停至三民路四十三巷，切勿直接

騎至大門口就將孩子放下，徒增危險及混亂。 

2. 上午 7：30~7：50開放 43巷後門，方便學生進入。並增設 43巷汽車接送區，調整後

三民路邊不可上下車。 

3. 搭乘汽車的學生請在 43巷後門處上下車，為了讓上放學行程順暢，請勿在三民路口

和延壽街口附近接送孩子。 

(三)放學時家長接送區在終身學習中心前；安親班接送區在家長會旁之空間，將穿堂所

有空間作為學生集合放學使用。除特殊情況外，放學時，請勿由大門口接送孩子。 

(四)上放學期間學生眾多，腳踏車勿騎上人行道，若有特殊需求時請牽行。 

(五)走路接送者：請遵守號誌及導護指揮，切勿帶著小朋友違規穿越馬路。 

二、安全教育： 

(一) 爲維護學生在校園內的安全，校園早晨開放至 7：00。若您有事要進入校園，請先

在警衛室換證件辦理登記，勿自行進入校園。 

(二) 雨天時，請叮囑子女攜帶雨具(請寫上班級、姓名)，並於書包內或教室櫃子裡自備

「緊急雨衣」，以備不時之需。 

三、請假： 

(一) 預知行程請假：請利用聯絡簿，附上「請假單」（向級任、學務處索取或健康國小網

站＞學務處＞表格下載）向級任老師請假。凡連續曠課三天以上者，將依規定提報

為中途輟學學生，列入復學輔導對象。 

(二) 當日請假：家長應以電話於當日上午 8：30前向級任老師或是警衛室、學務處請假

（電話：2528-2814 分機 123）。 

(三) 當日外出：需填「外出單」經級任老師核准，有家人來接方能離校。 

四、健康飲食： 

(一) 請鼓勵孩子每天吃早餐，歡迎參加學校中央廚房供應的午餐（供應週一二四五，開

放月訂餐）。志願擔任中央廚房監廚志工之家長，請洽家長會監廚組。若您需親自送

便當，請在便當袋上寫上班級、姓名，將便當放在一樓警衛室旁指定的便當箱內，

勿直接送到教室。 

(二) 爲了有效改善及促進學童的身體健康，健康國小上學期和下學期分別針對 5、6年級

和 3、4年級過重以上學童，於晨光時間由本校黃明明營養師實施 2次健康飲食團體

指導課程。 

五、學用品：各種學用品(如：鉛筆盒、書本、便當袋、笛子等)，請務必寫上班級、姓名， 

    以免遺失。          感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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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童安全注意事項 

臺北市健康國小邀請家長一起提醒孩子們注意安全 

親愛的爸爸媽媽： 

歡迎您的孩子進入本校就讀，依學校經驗孩子進入小學，對學校內的人、

事、物既好奇又陌生，新的校園生活相信會在孩子的生命裡留下美好的回憶。 

不過，孩子就是孩子，在開心嬉戲之餘，有時不免疏於注意自己的安全，雖

然學校老師一定會常常給孩子提醒，但這個年紀的孩子，往往是左耳進、右耳

出。可能聽不懂也表達不清楚，因此在這裡拜託爸爸媽媽們和學校一起，經常提

醒孩子們注意自己的安全： 

(一) 不要在走廊上、樓梯間、甚至教室裡奔跑。 

(二) 不靠近二樓以上的走廊、窗台甚至攀爬到上面，不小心跌落就麻煩了。 

(三) 廁所等地面容易濕滑的場所，小朋友應該特別注意避免滑倒受傷。 

(四) 教室裡或人多的地方，避免丟擲東西，以免「打傷」人。 

(五) 手拿尖銳器物時要特別注意姿勢，以免傷人或傷己。 

(六) 在上課時，注意老師的指導與說明，以避免危險發生。 

此外，孩子們在嬉戲時喜歡玩打架的遊戲，拳打腳踢不小心就造成受傷。特

別是如果同學已表示「不舒服」或「我不要」、「停下來」等等時，其它小朋友

千萬不可不予理會，以免發生嚴重的後果。 

還有，根據統計，一年級學生在校園內因奔跑造成互撞受傷的比例最高，而

且都相當嚴重。以及因惡作劇，造成嚴重受傷的事件也時有所聞。民國86年台中

縣就發生過女同學，因為同學惡作劇拿走椅子，害她跌坐在地上，終生無法站起

來的不幸例子，拜託爸爸媽媽一定要幫忙提醒孩子，嬉戲時注意自己的安全，也

避免同學受傷。 

讓孩子快快樂樂來上學、平平安安回家，相信是爸爸媽媽與老師們衷心的期

盼，更是嚴肅的責任，除了學校宣導外，更要麻煩爸爸媽媽和學校一起注意。 

祝  安好 

臺北市健康國小學務處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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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數位學生證說明 

各位親愛的家長，您好： 
不知您是否發現，您的小孩已經拿到一張結合傳統學生證、學校借書證及悠

遊卡的「數位學生證」？這是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推動校園ｅ化的一項措施，希
望透過數位學生證的使用能強化學校行政效率，並提供家長更迅速之服務。茲將
數位學生證的功能、使用方式及應用範圍說明如下： 
一、 數位學生證： 

數位學生證是將學生證印刷在悠遊卡上，外觀看起來就如同一般傳統
紙本學生證，上面印有學生之照片、學號、姓名及圖書館條碼等資料，可
當學生證及學校借書證使用，而數位學生證本身即為悠遊卡，經過儲值就
可用來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多卡合一，讓學生可一卡在手，暢行無阻。而
數位學生證上除了正面所印刷的學生資料外，卡片內之晶片並未儲存任何
學生基本資料，即使遺失，也不會有個人資料外洩之問題，學生可安心使
用。 

目前一般所使用之悠遊卡大部分為無記名卡，如果遺失無法辦理退
費，造成持卡人之損失，而透過學生證結合悠遊卡，學生遺失數位學生
證，可向學校申報遺失，在 24小時內學校透過校內系統將學生卡號通知台
北智慧卡公司，該公司即可將該卡鎖定禁止他人使用，並將該卡剩餘可用
金額退還學生，減少學生損失。 

二、 學生出入校園管理： 
透過學生上學、放學刷卡，讓學校能即時掌握學生出勤狀況，家長亦

能透過簡訊及電子郵件或上網查詢，瞭解孩子上、放學情形，並加強學
校、家長及教師彼此間之聯繫。 

三、 兒童護照功能：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自 96學年度起國小新生將不再發放「臺北市兒童護

照」，將以數位學生證取代之，所以國小學生只要持數位學生證即可免費參
觀動物園、兒童育樂中心、美術館及天文館等市立社教機構。 

四、 可到學校圖書館借書： 
數位學生證上印有學校圖書館借書證的條碼，故學生只要拿著數位學

生證，就可以到學校圖書館借書。 
五、 可到市立圖書館借書： 

臺北市立圖書館自 96年 7月起，提供悠遊卡結合借書證之功能，市民
只要拿著自己的悠遊卡到圖書館完成登錄，即可當作市圖借書證使用。同
樣地，學生亦可持數位學生證至市圖進行登錄，完成後即具有市圖借書證
之功能。 

 
數位學生證換發及學生上、放學刷卡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全新的措施，使用

初期或有未臻完善之處，我們將持續依學校及各方建議進行改善，敬請  貴家長
及學生支持，安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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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學學生請假規則 

一、 凡本校在籍學生，悉依本規則辦理請假。 

二、 未依本辦法完成請假手續缺席者，一律以曠課計。 

三、 凡連續曠課三天以上者，將依規定提報為中途輟學，列入復學輔導對象。 

四、 請假種類及限制 

1、公假：限代表學校，或經學校認可師長同意之單位服行校內外公務。 

2、事假：學生有關個人及家庭事項，得准請假。 

3、病假：因病需休養。 

五、 請假程序 

1、學生未能到校，除已請假者外，家長應以電話於當日上午 8：30前向警

衛室口頭請假，並於三日內補請假手續。 

2、請事先填寫請假單並經家長簽名，向級任老師完成請假手續。 

3、公假應事先由業務單位提出，經單位主管核可後准假。 

4、完成請假手續後，請假單一份送交生教組留存。 

六、 請假流程： 

填寫請假單(家長簽名)    級任老師蓋章   學務主任蓋章    校長蓋章 

 

 

七、 學生請假一律使用統一格式之請假單(附件)。 

八、 相關假單可於學校網站下載。 

九、 本規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日 3日以上 

（含 3日） 

5日以上 

（含 5日） 

一份級任老師留存， 一份生教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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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學生請假單(20180221)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學   學生請假單         填單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班級:   年   班    號 
請假日期：自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 止 

公假 □ 代表學校參加____________________比賽，請公假 ____日。 

病假 □ 身體不適，需請病假______________日，□並附上醫生證明。 

事假 

【三天（含）以上請填

寫事由及聯絡方式】 

□請事假

_____日 

事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往地區或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或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返校日期：預計_____月_____日返校。 

其他 □請____假____日 家長簽名  

級任老師           生教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請假一日內，導師核准；請假三日以上，需經由學務主任核准；請假五日以上，需經由校長核准。 

生教組存 

--------------------------------------------------------------------------------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學   學生請假單          填單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班級:   年   班    號 
請假日期：自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 止 

公假 □ 代表學校參加____________________比賽，請公假 ____日。 

病假 □ 身體不適，需請病假______________日，□並附上醫生證明。 

事假 

【三天（含）以上請填

寫事由及聯絡方式】 

□請事假

_____日 

事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往地區或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或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返校日期：預計_____月_____日返校。 

其他 □請____假____日 家長簽名  

級任老師           生教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請假一日內，導師核准；請假三日以上，需經由學務主任核准；請假五日以上，需經由校長核准。 

級任老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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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防範歹徒利用學生詐財案件緊急應變措施 

(一) 家長平時預防措施如下： 

1. 學校與家長應相互配合，如學生請假應先以電話告知學校或導師，學校

或導師發現學生未請假且未到校時，亦應主動向家長查詢原因。 

2. 平時即應將學校學務（學務）處電話，抄寫於電話機、手機或家中明顯

處，以利即時電話向學校查證。 

3. 平時勿隨意將家中資料透漏他人（例如街上填資料送禮品等…行為） 

(二) 歹徒詐財手法有下列特點： 

1. 歹徒多以學生向其借錢（或向其地下錢莊借錢）及學生現在歹徒手中，

如不付錢則將對學生不利。 

2. 金額不高，多以十萬元左右。 

3. 多要求以自動提款機轉帳及郵政劃撥方式詐騙。 

4. 要求即刻匯錢，否則將對孩子不利。 

5. 要求家長不得掛斷電話。 

6. 歹徒第一步讓被害家長擔心、害怕及慌張，第二步即要求迅速匯款詐

財。 

(三) 家長緊急應變措施及處理程序如下： 

1. 首先須保持冷靜、切勿心慌。（心慌即達到歹徒詐騙首要目的） 

2. 當接獲疑似詐騙電話時，保持冷靜，採「一聽」、「二掛」、「三查」

等三步驟應變。 

3. 家長應要求與孩子通話辨別聲音真偽；要求歹徒告知學生穿著及特徵。 

4. 謹記提款機只能匯出金錢，不能匯入，絕不能依照對方指示靠近提款

機。如歹徒要求金額不高，即應警覺。（因為轉帳有額度限制） 

5. 立即打電話向孩子或學校求證。（如歹徒要求不得掛電話，則應請求旁人

協助查詢）。 

6. 立即向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0800-018-110報案。 

(四) 歹徒擄人勒贖與電話詐財手法不斷翻新，惟應於平時多留意子女活動，並

經常與學校切取聯繫，接獲來意不明電話時，應沈著應對，小心求證，方

能避免遭到詐騙。 

(五) 緊急查詢電話：（請抄寫至易於查詢之處） 

學務處：2528-2814  * 121    陳主任 

生教組：2528-2814  * 123    楊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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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導篇 

(一) 衛生教育宣導 

一、 口腔保健問答集 

1. 兒童口腔常見的問題有那些？ 

兒童口腔常見的四大問題是齲齒，牙周疾病，齒列不整與牙齒外傷。

幼兒常被發現的口腔疾病為奶瓶性齲齒，它是哺乳習慣不當所導致的嚴重

齲齒! 一般為人父母者常任幼兒吸吮乳汁完畢入睡，實不瞭解殘留於牙齒

表面的乳汁正是齲齒最好的溫床！假如吸吮乳汁後；尤其是泡一瓶特別加

糖的牛奶， 讓幼兒一邊吸吮奶瓶，一邊入睡；放縱牙齒泡在乳汁而進入夢

鄉，如此習慣久而久之，即因不良的環境，使整排牙齒發生嚴重的齲齒情

形!這種個案常是上顎牙齒蛀得亂七八遭！為防奶瓶性齲齒請多留意哺乳後

清潔口腔的工作！ 

2. 兒童口腔常見的問題防治 

(1) 齲齒：哺乳完畢之後，請用紗布或牙刷沾水清潔牙齒表面，建立幼兒喜

愛口腔清爽的感覺，儘早戒除奶瓶餵食的方式。 

(2) 牙周疾病：牙齒沒刷乾淨，留下食物殘渣，會刺激牙齦，造成發炎而形

成牙周疾病。請注意刷牙！ 

(3) 齒列不整：照顧好乳牙，讓它不要因嚴重齲齒過早脫落，而導致齒列不

整。 若發現齒列不整。請早洽詢牙醫師！ 

(4) 牙齒外傷：幼兒不慎，難免因意外造成牙齒的外傷，倘若發生此種意

外， 也請儘速尋找有關醫師，做最恰當的處理！ 

3. 您知道形成齲齒的原因嗎？ 

形成齲齒的因素有四：細菌，食物，宿主(牙齒)和時間。 

人類口腔中牙菌斑或唾液中的"細菌"，利用可發酵之醣類做為"食物

"，經新陳代謝後產生酸，長"時間"與"牙齒"接觸，進而破壞牙齒表面，使

牙齒產生脫鈣及齲蝕。可見進食之後，儘速漱口、刷牙、及使用牙線，徹

底去除食物的殘渣，即可除掉"食物"的這個因素!減小形成牙菌斑的機會，

儘量讓"細菌"與"食物"不碰頭!"牙齒"不在長的"時間"泡在髒亂的環境之

下，並請定期到牙醫師那兒，做健康檢查！ 

4. 齲齒進行的三個階段 

(1) 通常剛開始的齲蛀發生於牙釉質內，此時牙齒表面會出現黑點和小洞， 

但患者並不會感到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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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齲蛀往內延伸至牙本質時，患者就會有酸痛的感覺。 

(3) 倘若齲蛀再更向內破壞至牙髓時，即會導致牙髓炎，此時會極為疼痛，

甚至不能正常進食而影響全身的健康。雖然牙齒撞傷、牙齒裂縫、咬

耗、磨耗、牙周病、不同金屬填補物相碰引起導電等等均可能引起牙痛

的現象，不過引起牙痛最常見的原因是以齲齒居多！請隨時注意保養您

的牙齒，若有疼痛現象請及早求醫！ 

5. 容易罹患齲蛀的部位在那裡？ 

通常牙齒表面不易清潔的位置，就是容易產生齲蛀的地方。 

(1) 牙齒咬合面上的溝紋與隙縫：例如臼齒咬合面因小凹與裂溝很多容易滯

留細菌及食物殘渣，且位牙床後方清潔不易，故易齲蛀！ 

(2) 牙齒的鄰接面：牙齒鄰接面因牙刷不易刷到，若不靠牙線來清潔則附在

鄰接面的牙菌斑即演變成齲齒！ 

(3) 牙齒靠近牙齦的部份：刷牙時所持牙刷的角度不對，使牙齒與牙齦的交

界處沒刷到，故易蛀牙。成人罹患牙周病致牙齦退縮，此交接處更不易

清潔，更易引起齲蛀。兒童則因刷牙疏忽或不良飲食習慣所致，幼兒之

不良餵食習慣、含奶瓶睡覺也為齲齒禍首。 

6. 如何做好口腔疾病的預防？ 

(1) 諮詢合格的牙醫師，並按時定期檢查：  

 0 - 6歲之幼兒期：每 2-3月檢查一次。 

 6 -12歲之學齡期：每 3-6月檢查一次。 

 3歲以上至老年期：每六個月至一年檢查一次。 

 

(2) 做好口腔清潔：使用牙刷與牙線。 

 均衡的飲食。 

 塗佈齒面裂溝封密劑：密封咬合面裂溝可防齲齒。 

 塗氟:兒童每半年塗一次，可抑制細菌滋長與強化牙齒！ 

7. 乳牙如何做預防性治療？ 

(1) 塗氟：蛀牙是由於細菌和食物殘渣起化學作用，產生酸來侵蝕牙齒所造

成的。牙齒最外層的牙釉質可利用塗氟來增加對酸的抵抗力，一般來

說，塗氟約可降低百分之三十左右的蛀牙率，在飲水加氟未能實施以

前，定期請牙醫師塗氟，對於蛀牙的預防是十分必要的措施！ 

(2) 齒面裂溝封密劑：剛萌出的牙齒，其咬合面上的發育溝與凹陷極為明

顯，往往難以清理，貯積其內的食物殘渣，當然容易罹患蛀牙。因此就

有專家們設計出一種可以封閉這些發育溝和凹限的藥劑，那就是齒面裂

溝封密劑，請洽詢你的牙醫師有關塗氟與封密劑的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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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親職教育文章 

你是「蘇格拉底式」的父母嗎？ 

2020.02.10    by 黃敦晴 (親子天下) 

 

    蘇格拉底是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兼教育家，他的教學以擅長用對話、討論、提

問來啟發學生聞名，所以在教育的場域，也有「蘇格拉底式的提問」的概念。但在

家庭教養，蘇格拉底被賦予更大的期待，愈來愈多心理、教育學者引用「蘇格拉底

式的教養」。剛出版的新書《蘇格拉底式的父母：如何藉問對問題教養孩子》（The 

Socratic Parent: How to Navigate Raising Your Child by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認為，只要學蘇格拉底問對問題，就可以輕鬆教養各種年齡的孩子，在鼓勵孩子成

長、讓孩子變得更獨立自主、擁有批判性思考的同時，也跟家長建立更深的關係與

連結，除了跟家長的觀念更趨近，還可以帶著孩子調整行為，讓他們變得更自律。 

 

10種問題，幫助孩子自主又自律 

    什麼是符合蘇格拉底式教養的「對的問題」呢？綜合心理學家與相關書籍，蘇

格拉底式的父母會問孩子： 

 

1. 問開放式的問題。要刺激孩子思考，首先，就不能讓他們太「省話」。所以，要

多問孩子得思考後才能回答的問題，而不是孩子用「是不是、好不好」就可以

結束的話題。例如：問孩子「你覺得我們該去哪裡買什麼好呢？」比「你要不

要跟我去買東西」好。 

 

2. 問「為什麼呢？」這樣可以刺激孩子進一步思考因果關係，也會鼓勵孩子探究

更多事情。 

 

3. 問孩子的感受如何。藉此可以了解孩子的內心世界，還可以協助孩子練習表達

自己。 

 

4. 描述事情的經過與狀況的問題。除了多了解孩子究竟遇到什麼事情，還可以知

道孩子是怎麼看待發生在他身上的事。這樣父母就可以知道怎麼引導孩子的想

法與價值觀，或是解答孩子的疑惑。 

 

5. 詢問、甚至調查式的問題。有時孩子支支吾吾、或是一直繞圈圈、或是欲言又

止，父母此時也可以單刀直入，問孩子「究竟想要什麼」，這樣可以了解孩子究

竟想要什麼，找到他內心的動機和渴望，打開謎團，展開更深的討論。 

 

6. 問有關行動的問題。問孩子打算怎麼做，幫助父母了解孩子認為他們的能力可

以如何改變情況，也可幫助找到合適幫助孩子的方法。通常在調查式的問題之

後，也可接著問這類問題，幫助孩子完成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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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問假設情境式的問題。例如「如果是你」、「如果再來一次」，你會怎樣做？這可

以幫助孩子站在不同的立場想問題，還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的處境與做法。 

 

8. 問有無窮可能性的問題。例如，下次放假想去哪裡玩？可以幫助孩子養成彈性、

思考事物的可行性、以及刺激創意。 

 

9. 問有關解方的問題。問孩子事情有什麼可以解決的方法，可以訓練孩子的問題

解決能力。 

 

10. 問「記不記得……」這類的問題。當發現孩子事情沒做好、或想跟他們再強調

他們應該知道、重要的事情時，可以用這種提醒代替說教。這種說法可以增進

彼此的溝通與互動，也可以降低孩子的反叛心。 

 

    無論孩子怎麼回答這些問題，父母都別忘了表達對他們的信任，以及趁機強調

重要的原則，協助孩子在變動的世界中，有得以依據的恆常價值作為判斷、決策的

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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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載篇 

(一) 學生急難救助慰問金實施要點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 

學生急難救助慰問金實施要點 
 

99.12.31第十二屆第四次常務委員會通過 

100.1.7 第十二屆第二次家長委員會通過 

100.3.25 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102.3.12 第十四屆第六次常務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 緣    起：  

以現今方式所收之家長會費不足因應會務之推動，故於 99學年度校慶日辦理自由

樂捐活動。因應自由樂捐用途中”學生急難救助慰問金”之實施，並依據臺北市松山

區健康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財務處理辦法之相關規定，草擬此要點，以配合實

施。 

 

二、 目    的： 

希望將大家匯集的力量發揮更大、更多的功能，以期照顧到經濟弱勢、家庭突遭

變故的學生，使其學習順利。 

 

三、 經費來源： 

由家長會「急難救助專戶」中提撥。 

 

四、 經費運用對象及金額： 

1.家庭突遭變故且經濟弱勢，致使其無法順利接受教育者，補助新台幣三仟元整。 

      非上述家庭的學生，但需要協助方能使其順利就學或參與學校活動之特殊個案 

      學生，得由急難救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再予以補助。 

    2.個案學生已接受其他經費補助者仍無法解決其困難時，得由急難救助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再予以特案補助。 

 

五、 經費動支程序：    

1. 學生部分主由各班級任導師填寫申請表(附件)，家長若發現某個個案學生需要

協助，亦可向輔導室反應。個案當事人提出補助的申請書，提交輔導室依程序

辦理。 

2. 接受專款慰問或資助者，當事人(或申請人)簽收領據連同申請表，提交家長會

辦理核銷。 

3. 本經費由急難救助委員會審核，急難救助委員由本會常務委員兼任；如情況緊

急由會長代行核可並於當月內召開臨時常委會追認之。如專款金額不足時得調

減慰問金或家長會急難救助委員會開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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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急難救助慰問金申請表 

 

 

 

 

 

臺北市健康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學生急難救助慰問金申請表 

        

學生姓名：                   年     班      號         

填寫人(師長)：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事   

由   

    

審   

核   

意   

見   

 

申請人(師長)        輔導主任       急難救助委員會       家長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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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代收代辦費收費項目彙整表 

收費名稱 收費原則 收費項目 備註 

四聯單 全校統一 

家長會費、教科書(審定本)、英

語書、本土教科書(閩南語)、本

土教科書(客語)、學生團體保險

費 

經學校行政會議

討論，奉校長核

可後實施。 

三聯單 
全校統一或

學年統一 

午餐費、戶外探索體驗費、閩南

語 CD費、美勞材料費、簿本費、

畢業紀念冊費、簡訊費 

經學校行政會議

討論，奉校長核

可後實施。 

班級 

經營費 
班級統一 

資料夾、影印卡、影印紙、海報

紙、書面紙、文具(剪刀、膠水、

光碟、護貝膠膜、筆、夾子、色

紙…) 

依規定經班親會

討論通過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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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小各處室服務項目 

編號 服務項目 內容 方式 受理單位 備註 

1 轉學 轉入、轉出手續辦理 親自或委託 教務處 註冊組*113 

2 獎助學金申請 各種獎助學金 親自或委託 教務處 
註冊組*113 

特教組*140 

3 學習疑難 教材、教法 親洽或電話聯絡 
級任教師 

教務處 

各班群分機 

教務主任*111 

教學組長*112 

4 英語教學 分組教學方式 親洽或電話聯絡 教務處 英語教學*554 

6 學生請假 請假手續辦理 親洽或委託 
級任老師 

學務處 

各班群分機 

生教組*123 

7 親職教育諮詢 

學生諮商與輔導、教

養子女方式、學生輔

導與管教不當申訴 

親洽或約談 輔導室 
輔導組*142 

輔導主任*141 

8 特殊教育 

特殊兒童轉介、鑑

定、安置及各項補助

費用申請 

親洽或約談 輔導室 
特教組*140及 

潛能班 149 

9 志工團體 

成員徵求、成長活

動、聯誼座談、回饋

獎勵 

親洽或電話聯絡 輔導室 資料組*144 

10 體育活動 泳訓班 親自報名 學務處 體育組*124 

11 午餐退費 停餐，轉出入 親自辦理 學務處 營養師*609 

12 場地借用 
活動中心、視聽教室

（均需收費） 
親自辦理 總務處 事務組*136 

 洽詢電話：           級任教師： 

  代表號：2528-2814      一年級 123班（211）  一年級 456班（212） 

各處室分機代號：       二年級 123班（221）  二年級 456班（222） 

  教務處：111-118        三年級 123班（231）  三年級 456班（232） 

  學務處：120-126、609   四年級 123班（241）  四年級 456班（242） 

  總務處：131-136        五年級 123班（251）  五年級 456班（252） 

  輔導室：140-144        六年級 123班（261）  六年級 456班（262） 

 其它：請假：120    資源教室：149    健康中心：126    警衛室：139 

 各處室主任 e-mail address： 

  教務主任：楊瑋芬 penny@mail.jkes.tp.edu.tw 

  學務主任：陳怡錩 yicheng@mail.jkes.tp.edu.tw 

  總務主任：蔡孟憲 albert@mail.jkes.tp.edu.tw 

  輔導主任：江艾謙 dolphin@mail.jkes.tp.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