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簡曆 

週次 活動日期 行  事 承辦單位 相關對象 

預備 107/8/29(三) 幼兒園家長座談會 幼兒園 幼兒園學生 

一 107/8/30(四)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日 

課後照顧班、學藝班開始上課 

安心就學方案開始申請 

教務處 一到六年級 

課後社團活動開始上課 

友善校園週 
學務處 一到六年級 

開學前完成校園環境總整理 

清洗廁所、水塔 
總務處  

歡迎新生入學活動 

百順獎學金申請開始 

小一家長親職講座-小一自信起步走 

「祖父母節」慶祝活動 

輔導室 一年級家長 

課後留園開始 

認識園區闖關活動 
幼兒園 幼兒園學生 

二 

107/9/3(一) 

低收入戶學生學產基金補助申請 

原住民學生午餐補助、代收代辦費補

助、助學金申請 

發攜手激勵班開課調查表 

教務處 一到六年級 

飲水機更換濾心、水質檢驗 總務處  

特教課輔班開始 輔導室  

填報幼兒園資料概況表 

辦理幼兒平安保險(9/7截止) 

9/3~10/15： 

5歲免學費、經濟弱勢、助妳好孕、5

歲以下中低補助 

9/3~11/20： 

原住民托育補助 

幼兒園 幼兒園學生 

107/9/6(四) 

資源回收 

2~6年級學生含氟漱口水漱口開始 
學務處 

 

八、九月份壽星慶生 幼兒園 幼兒園學生 

107/9/7(五) 回收一年級預防接種調查表。 學務處 一到六年級 

107/9/8(六) 學校日(早上 8時~12時) 輔導室  

三 

107/9/10(一) 
夜補校開學 教務處  

租稅教育宣導 學務處 六年級 

107/9/11(二) 游泳課開始 學務處 五、六年級 

107/9/13(四) 
小一新生校園闖關活動 輔導室 一年級 

收費四聯單繳費 09/17至 09/28止 總務處 一到六年級 

107/9/14(五) 一、四年級蟯蟲檢查(初檢) 學務處 一、四年級 



週次 活動日期 行  事 承辦單位 相關對象 

三 107/9/14(五) 

期初 IEP會議 

5歲以下弱勢家庭兒童托育補助(低

收及危機寄養) 

幼兒園 幼兒園學生 

三 
107/9/15(六) 國小多語文學藝競賽臺北市複賽國

語及本土語第一階段 
教務處 參賽學生 

四 

107/9/17(一) 

生命鬥士蒞校演講 輔導室 六年級 

9/17~9/21幼生身高體重測量 

9/17~幼兒園財產盤點 

9/21前5歲以下特生家長教育費書面

申請作業 

幼兒園 幼兒園學生 

107/9/20(四) 育藝深遠：偶戲初體驗--第一場次

【上午】 學務處 
二年級 

創價行動美術館--第一場次 四年級 

107/9/21(五) 
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學務處 
一到六年級 

消防體驗日(501-505，1320-1540)。 五年級 

五 

107/9/24(一) 中秋節放假一天 教務處  

107/9/25(二) 

二年級 CPM測驗 
輔導室 

二年級 

期初特推會  

發展檢核施測(10/5止) 幼兒園 幼兒園學生 

107/9/27(四) 
交通安全基本認識(1410-1450) 

學務處 
二年級 

創價行動美術館--第二場次 四年級 

107/9/28(五) 

消防體驗日(506-510，0840-1110) 
學務處 

五年級 

尿液檢查(初檢) 一、四年級 

收費四聯單繳費 09/28止 總務處 一到六年級 

教師節慶祝活動 輔導室 一到六年級 

107/9/29(六) 

臺北市國小多語文學藝競賽本土語

言第二階段複賽 教務處 參賽學生 

臺北市學藝競賽-英語文決賽 

107/9/30(日) 

臺北市國小多語文學藝競賽國語文

第二階段複賽 教務處 參賽學生 

臺北市學藝競賽-英語文決賽 

六 

107/10/1(一) 
攜手激勵班開始上課 教務處 一到六年級 

六年級京劇好好玩移地教學 學務處 六年級 

107/10/2(二) 藥物濫用防制宣導(1320-1400) 學務處 五年級 

107/10/3(三) 聰明做打掃 學務處 三年級 

107/10/4(四) 

中山文選第 129期 10月 4日截稿 教務處 一到六年級 

一年級含氟漱口水開始 

學務處 

一年級 

動物樂團校園音樂分享會(第 1節) 一年級 

動物樂團校園音樂分享會(第 5節) 二年級 

第一次收費三聯單繳費至 10/12截止 總務處 一到六年級 

十月份慶生會、學習活動評量 幼兒園 幼兒園學生 

  



週次 活動日期 行  事 承辦單位 相關對象 

七 

107/10/8(一) 
自編故事劇本報名截止 教務處 一到六年級 

幼兒學習活動評量 幼兒園 幼兒園學生 

107/10/10(三) 國慶日放假一天 教務處  

107/10/11(四) 一、四年級學生健康檢查 學務處 一、四年級 

107/10/12(五) 自編故事劇本送件河堤國小 教務處 一到六年級 

八 

107/10/15(一) 校外教學注意事項宣導 幼兒園 幼兒園 

107/10/16(二) 

辦理本市國民小學五年級學生國語

文、數學領域基本學力檢測及英語文

領域抽測 

教務處 五年級 

一、四年級尿液初檢異常者，做尿液

複檢 

學務處 一、四年級 

乘車安全演練(暫定) 幼兒園 幼兒園學生 

107/10/18(四) 特教班班遊活動 輔導室  

107/10/19(五) 特教參訪：四川成都參觀特教班 輔導室  

九 

107/10/23(二) 乘車安全演練 幼兒園 幼兒園學生 

107/10/24(三) 10/24~10/26校外教學活動(暫定) 幼兒園 幼兒園學生 

107/10/25(四) 育藝深遠：偶戲初體驗--第二場次

【上午】 
學務處 二年級 

十 

107/10/30(二) 
107臺北市國小集中式特教班育樂活

動 
輔導室 

 

107/10/31(三) 親職講座-從繪本中找尋情緒線索 輔導室  

107/11/1(四) 

一年級注音符號檢測 教務處 一年級 

107學年度期中定期評量 教務處 一到六年級 

11月份慶生會 幼兒園 幼兒園 

流感疫苗接種 幼兒園 幼兒園 

107/11/2(五) 107學年度期中定期評量 教務處 一到六年級 

十一 

107/11/5(一) 

第一次體表會預演 學務處 一到六年級 

飲水機濾心更換 總務處  

幼兒園體表會節目演練 幼兒園 幼兒園 

107/11/6(二) 五年級校外教學：天文館 學務處 五年級 

107/11/7(三) 第二次體表會預演 學務處 一到六年級 

107/11/10(六) 體育表演會 學務處 一到六年級 

十二 

107/11/12(一) 體育表演會補假一天 教務處  

107/11/15(四) 

育藝深遠：偶戲初體驗--第三場次

【上午】 
學務處 

二年級 

育藝深遠：戲劇初體驗--第一場次

【上午】 
四年級 

107/11/16(五) 
中山明和助學金開始申請，11/30止 教務處 一到六年級 

幼生塗氟暨潔牙指導(暫定) 幼兒園 幼兒園 

十三 107/11/19(一) 
育藝深遠：認識傳統國樂【上午】(暫

定) 
學務處 六年級 

  



週次 活動日期 行  事 承辦單位 相關對象 

十三 

107/11/20(二) 

上午 08:40~09:30客家語朗讀(暫定) 

教務處 三~五年級 下午 01:00~02:00閩南語朗讀(暫定) 

下午 02:10~03:00閩南語演說(暫定) 

107/11/22(四) 
上午 08:20~08:40客家語字音字形 

教務處  
中午 12:40~01:20原住民朗讀(暫定) 

十三 

107/11/22(四) 三年級校外教學：動物園 學務處 三年級 

107/11/23(五) 
一年級+2~6年級外縣市轉入生心臟

病篩檢 
學務處 

一年級+2~6年級

外縣市轉入生 

十四 

107/11/27(二) 

補救教學成長測驗(暫定) 教務處 一到六年級 

上午 08:40~09:30客家語、原住民語

歌唱(暫定) 教務處 三~五年級 

下午 01:00~02:20閩南語歌唱(暫定) 

107/11/28(二) 
11/28(三)-11/30(五)西區運動會 學務處  

親子共學活動-桌遊大進擊 輔導室  

107/11/29(四) 

上午 08:20~08:40國語字音字形 
教務處 三~五年級 

中午 12:40~02:10作文 

11/29-30(四-五)全校流感疫苗注射 學務處 一~六年級 

十五 

107/12/2(日) 特教班亞特盃 輔導室 特教班學生 

107/12/3(一) 

讀報教育展開始 教務處  

育藝深遠：戲劇初體驗--第二場次

【上午】。 
學務處 四年級 

107/12/4(四) 

中午 12:50~01:30三年級說故事比賽

(暫定) 

教務處 

三年級 

下午 01:40~02:20四年級國語朗讀

(暫定) 
四年級 

下午 02:30~03:20五年級國語朗讀

(暫定) 
五年級 

拍攝畢業照和紀念照 幼兒園 幼兒園 

107/12/6(四) 

中午 12:50~02:10英語讀者劇場(暫

定) 
教務處 三~五年級 

四年級校外教學：兒童新樂園 學務處 四年級 

十二月份慶生會 幼兒園 幼兒園 

十六 
107/12/11(二) 

上午 08:00~08:40一、二年級硬筆字

比賽 

教務處 

一到二年級 

中午 01:00~01:40四年級國語演說

(暫定) 
四年級 

下午 01:50~02:50五年級國語演說

(暫定) 
五年級 

育藝深遠：發現典藏美術--第一場次

【下午】 
學務處 三年級 

107/12/13(四) 游泳課結束 學務處 五到六年級 

  



週次 活動日期 行  事 承辦單位 相關對象 

十七 

107/12/19(三) 融入本土語言暨臺灣母語日教學 幼兒園 幼兒園 

107/12/20(四) 

攜手激勵班上課結束 教務處 一到六年級 

歲末感恩音樂會 學務處 一到六年級 

第二次收費三聯單繳費期間自 12月

20日(四)至 12月 27日(四)止。 
總務處 一到六年級 

107/12/22(六) 12/22(六)補 12/31(一)上班 教務處  

十七 107/12/22(六) 歲末感恩聯歡會 幼兒園 幼兒園 

十八 

107/12/25(二) 育藝深遠：發現典藏美術--第二場次

【下午】 

學務處 三年級 

107/12/26(三) 升學輔導講座(家長場次)暫定 輔導室 六年級家長 

十九 

107/12/31(一) 彈性放假 1天 教務處  

108/1/1(二)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放假 1天 教務處  

108/1/3(四) 
資源回收 學務處 一到六年級 

1月份慶生會 幼兒園 幼兒園 

二十 

108/1/8(二) 全校維修調查 總務處  

108/1/9(三) 期末考第 1天 教務處 一到六年級 

108/1/10(四) 期末考第 2天 教務處 一到六年級 

二十一 

108/1/17(四) 

課後照顧班、課後學藝班上課結束 教務處 一到六年級 

課後社團課程結束 學務處 一到六年級 

資源回收及大型廢棄物回收。 學務處 一到六年級 

108/1/18(五) 休業式 教務處  

108/1/19(六) 寒假開始 教務處  

 108/2/11(一) 第二學期開學日 教務處 一到六年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