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市立過港幼兒園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家長版行事曆
週別

日期

重要辦公行事

教務組

暑假

7/1-8/29

＊07/08(一)-8/9(五)暑假課後留園
＊08/01(四)新學期開始
＊08/13(二)飲水機換濾心
＊08/17(六)清洗水塔
☆08/29(四)園務會議(9 時)
☆08/29(四)期初全園性教保活動課程發展會議-九月份(10 時)
＊08/29(四)暑假結束
☆補充期初教材教具
☆兒童遊戲場設施管理檢核表
☆教室安全檢核表

一

8/30-9/1

☆08/30(五)開學、正式上課
＊08/31(六)親師座談會(9-11
時)

二

9/2-9/8

教保資源中心暨
親子活動

保育組 (活動組)

總務組

健康中心

◇08/30(五)全園活動:迎
新活動/9 月慶生

＊09/06(五)發學雜費繳費單
＊09/07(六)新北市溪崑國中附
幼參訪(9 時 30 分)

＊09/07(六)教保資源中
心:親子體能遊戲

◇09/06(五)全園活動：防

☆園區安全管理檢核

災宣導

☆水電設備安全檢核

＊清洗棉被(大幼)

☆總務研習暨列管會議
＊09/13(五)中秋節放假一天
三

9/9-9/15

＊9/11(三)、9/12(四)108

◇複合式防災演練週(各

＊清洗棉被 (中小)

學年度第 1 次身心障礙學

班自行演練)

＊09/09-09/11 期初量

生臨時鑑定安置會議

身高體重

☆09/16(一)家長代表會(18：

*09/21(六)教保研習:基

＊09/20(五)全國複合式

＊清洗棉被(大幼)

30)

本救命術

防災演練

＊飲水機巡檢
＊09/17(二)102-103 年

四

9/16-9/22

次新生測量視力及 NTU
＊09/18(三)水質檢驗
＊09/21(六)全園消毒
＊09/28(六)教師節

五

9/23-9/29

＊09/27(五)九月親師交

◇09/27(五)全園活動:母

＊09/27(五)班級校外安

流紀錄

語發表(大、中) /10 月慶

全檢核表、教保活動基本

生

安全檢核表

＊10/02(三)-10/04(五)

◇10/04(五)全園活動:母

☆總務研習暨列管會議

大班兒童劇初體驗(暫

語發表(小、幼)

☆兒童遊戲場設施管理

＊10/05(六)補上班上課

六

9/30-10/6

＊10/10(四)國慶日放假一天，
七

八

10/7-10/13

10/11 彈性休假）

訂)

檢核表

＊10/03(四)中班親子校

☆09/30 前完成教室設

外教學

備教具清點

＊10/09(五)重覆閱讀活
動學習單

10/14-10/20

＊清洗棉被(中小)

＊清洗棉被(大幼)

＊清洗棉被(中小)

＊10/16(三)小班親子校

◇10/18(五)全園活動:

外教學

【衛教宣導】登革熱不要

＊10/19(六)教保資源中

來

＊清洗棉被(大幼)
＊預定 104 年次新生聽
力篩檢
＊飲水機巡檢

心：肢體藝術遊戲
＊10/26(六)中華幼兒教育改革
研究會參訪

九

10/21-10/27

＊10/25(五)重覆閱讀活

＊10/23(三)、10/24(四)

＊10/25(五)班級校外安

動學習單

幼童專用車逃生演練

全檢核表、教保活動基本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

◇10/25(五)全園活動:母

安全檢核表

中及高中、國小及學前)身

語發表(大、中) /11 月慶

心障礙學生期中轉介暨

生

＊清洗棉被(中小)

109 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
鑑定初審小組會議
＊10/31(四)國北護二技參訪團
十

＊11/01(五)十月親師交

*11/2(六)教保資源中

◇10/30(三)幼兒創新科

＊清洗棉被(大幼)

流紀錄

心：親子體能遊戲

學初體驗(海豚班)

＊預定 10/29.30 塗氟

10/28-11/03

◇11/1(五)全園活動:臉
部平權宣導

十一

＊11/08(五)重覆閱讀活

*11/09(六)親職教育講

◇11/06(三)幼兒創新科

動學習單

座：教學正常化-角落不

學初體驗(河馬班)

只是玩，角落探遊面面

◇11/08(五)全園活動:母

觀、教養與溝通-正向處

語發表(小、幼)

11/4-11/10

☆總務研習暨列管會議

＊清洗棉被(中小)

理幼兒行為
*11/16(六)教保資源中
十二

心：親子音樂

11/11-11/16

◇11/13(三)幼兒創新科
學初體驗(貓熊班)
◇11/15(五)全園活動:

＊清洗棉被(大幼)
＊11/15(五)飲水機換濾
心

【衛教宣導】預防流感
＊11/18(一)臺中市大甲幼兒園
參訪

＊11/22(五)重覆閱讀活

◇11/22(五)全園活動:美

動學習單

齒小天使頒獎活動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民
十三

11/18-11/23

小學及學前階段身心障礙
學生期中轉介鑑定安置會
議

＊清洗棉被(中小)

十四

11/25-12/01

＊11/29(五)十一月親師

*11/30(六)教保資源中

◇11/29(五)全園活動:12

＊11/29(五)班級校外安

交流紀錄

心：咚咚太鼓敲ㄚ敲

月慶生

全檢核表、教保活動基本

＊清洗棉被(大幼)

安全檢核表

十五

＊12/06(五)重覆閱讀活

◇12/6(五)全園活動:母

☆總務研習暨列管會議

＊清洗棉被(中小)

動學習單

語發表(大、中)

☆兒童遊戲場設施管理

＊12/7(六)全園消毒

檢核

12/02-12/08

☆園區安全管理檢核
☆水電設備安全檢核
◇12/13(五)全園活動:母
語發表(小、幼)

＊12/09(一)新北市泰山附幼參
十六

12/09-12/15

訪

＊清洗棉被(大幼)
*預定流感疫苗注射

＊12/14(六)園慶

十七

十八

＊發續讀調查
＊發 109 年寒假暨 108 學
年度第 2 學期公立幼兒園
課後留園服務家長意願調
查
＊12/20(五)重覆閱讀活
動學習單

12/16-12/22

12/23-12/28

*12/21(六)教保資源中
心：科學魔術大挑戰(基
隆教育創新研發實驗中
心)

◇12/20(五)全園活動:

12/18(三)水質檢驗

＊清洗棉被(中小)

＊清洗棉被(大幼)

【衛教宣導】預防一氧化
碳中毒

＊12/27(五)十二月親師

◇12/27(五)全園活動：1

＊12/27(五)班級校外安

交流紀錄

月慶生

全檢核表、教保活動基本
安全檢核表

十九

12/30-1/05

二十

1/06-1/11

＊12/31(二)園慶補假一天
＊01/01(三)元旦放假一天

＊01/05(六)教保資源中

◇01/03(五)全園活動:閱

心：親子體能遊戲

讀小博士頒獎活動
◇01/10(五)全園活動:

二十一

＊清洗棉被(中小)

☆兒童遊戲場設施管理
檢核表

☆總務研習暨列管會議

＊清洗棉被(大幼)

【衛教宣導】幼兒性保護

1/14~1/17

＊01/17(五)幼兒學習記

＊01/17(五)班級校外安

錄發放

全檢核表、教保活動基本
安全檢核表
◇01/20(一)全園及節慶
活動:結業式暨歡喜過新
年

＊01/20(一)休業式(無課留)
＊01/21(二)寒假
1/20-1/26

＊01/23-01/29 除夕及春節連
假

寒假

＊01/23-01/29 除夕及春節連假
＊02/03-02/07 寒假課留(五天)
＊02/08 清洗水塔
＊02/23(日)教保資源中心：幼兒 STEAM 教育

備註：★相關訊息均公告於本園網站：https://kgkg.kl.edu.tw/ 及粉絲專頁。
【官方網站】

基隆市立過港幼兒園相關資訊，
歡迎掃描 QRcode，
跟我們互動呦!

過港幼兒園電話：2458-1815
【粉絲專業】

＊清洗棉被(全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