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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小 108 學年度迎新活動 

壹、目標： 

    一、協助新生瞭解學校環境，早日適應學校生活，融入學習。 

    二、搭起親師溝通橋樑，提供家長瞭解學校校務發展管道。 

三、建立家長正確教養觀念，培養優質親子關係。 

    四、了解學童健康身心之重要，結合學校力量，促進學童身心之健康。 

貳、實施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 8時至 12 時 00 分 

參、活動流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地 點 

8:00~8:25 

1. 新生至各班教室向導師報到 

2. 領取名牌配戴。 

3. 座位安排 

4. 級務處理 

5. 分發新生家長手冊 

各班教室 

8:25~8:35 
1. 教師自我介紹 

2. 鼓勵學生向大家問好，自我介紹 
各班教室 

8:35~8:40 1.整理隊伍 各班教室前走廊 

8:40~10:20 

(每關含移動

各 25 分鐘) 

闖 

關 

活 

動 

第一關:敲智慧鑼 孔子像前 

第二關:節水省電宣導 智慧雨撲滿 

第三關:校園主題戶外教室導覽  1-4 班走廊 

第四關:搖布馬 明日之星廣場 

家長活動[新生家長座談會] 

10:30~11:50 

1. 觀看社團表演：扯鈴社、熱舞社、國樂社

和合唱團 

2. 介紹中平大家庭 

3. 溝通辦學理念 

4. 各處室業務報告 

饒平館 4樓 

11:50 家長回各班教室 各班教室 

新 生 班 級 活 動 

10:30~12:00 

1. 級務處理 

2. 編排放學路隊 

3. 新生賦歸 

各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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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中平小小新鮮人-校長給家長的叮嚀 

校長 劉雲傑 

一、陪孩子再過一個童年 

二、入學準備 

（一）與孩子談談上學 

1. 和孩子聊一聊學校發生的大小事。 

2. 讓孩子獨當一面，體驗長大的滋味。 

3. 支持、肯定與讚美，增加孩子的自信心。 

（二）孩子必備的生活能力 

1. 學會過馬路、走天橋，自己上學。 

2. 做好自己的事。 

3. 清楚表達自己的需求與困難。 

4. 學習坐得住。 

5. 規律的生活作息。 

6. 安全的遊戲與運動。 

三、認識課程 

（一）認識部訂課程：語文、數學、生活（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 

  校訂課程：國際環境課程(英語)、環境閱讀課程、三生環教課程，詳細說明見附件一

和附件二。 

（二）了解課程內容、節數、習作教材。 

（三）學習單怎麼做？ 

（四）學寫字。 

（五）學習讀經。 

四、選擇適齡好書，培養自主閱讀的能力與習慣 

(一)五到八歲是自主閱讀的起點。 

    (二)持續為孩子念故事書。 

    (三)鼓勵孩子讀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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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與孩子討論書的內容。 

    (五)訂定家庭閱讀時間。 

五、陪孩子做功課 

（一）訂定每日作息時間表。 

（二）提供孩子一個適合做功課的環境。 

（三）耐心看完孩子的功課，多給予讚美。 

（四）認真使用家庭聯絡簿。 

（五）用心跟老師配合。 

六、課後安排 

（一）鼓勵孩子參加社團活動。 

（二）為孩子的課後托育把關。 

（三）您選的安親班合格嗎？ 

七、值得借鏡 

談到教育，就不能不談猶太人。家庭在教育中發揮者巨大的作用，小孩出生時，父母第

一件事，就是在書上塗點蜜糖，讓孩子用舌頭舔嘗到書是甜蜜的，明白書是好東西，從小就

要親近書。 

在以色列除了希伯來母語之外，猶太人多半能講流利的英語。全國有將近三十家期刊報

社，分別用十五種文字出版，出版社和圖書館的數量位居全球之冠，五百萬人口的國家，居

然有近九百種刊物。刊物價格都很昂貴。但是、節儉的猶太家庭也總要訂閱好幾種期刊和報

紙。十四歲左右的孩子，每人每月大約閱讀一本書，全國平均每千人就有一家公共圖書館。 

今天的以色列，國土面積約兩萬平方公里，世界排名第 133 名；人口約五百萬人，居世

界第 100 名。在近四十年間，國民所得卻擠身世界第 20 名，更在第五次中東戰爭中，打敗面

積為其五百倍，總人口達一億五仟萬的阿拉伯國家，創造出光榮的紀錄。人口數目如此之少

的猶太人，為什麼能創造出如此輝煌的成就？答案就是「教育」。對猶太人而言，教育讓這個

民族實現了強國之夢，讓他們的孩子成為有用的人，讓國家走向富強與文明，也為世界提供

了一批巨人，造福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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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處室說明~與新生家長聯繫事項 

※ 教務處 

教務主任：羅唐泰主任 

一、開學後即正常上課，普遍孩子們都需要一段適應期，請記得「越是情緒焦

躁，越該把步調放緩」。  

二、日課表請填寫於聯絡簿上，並督促貴子女於前一天睡前備妥上課書本文具

等，養成良好學習習慣。 

三、本校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放學後至 18：00，一

年級新生訂於開學第二天 9月 2 日開始上課，欲參加者請向班級導師報名，

名額有限，額滿為止。四、學校本位課程架構(附件一)以環境教育為中心，

透過環境教育三生課程-生態、生產與生活課程三生一體的實施，讓環教種

子深深紮根在每位中平國小學生的心中，未來能成為友善環境、尊重自然，

以生命為核心，實踐綠色生活的地球村公民。 

五、閱讀是所有學習的基礎，世界上有很多國家都曾對閱讀和人類身心的關聯

做過許多研究，發表的結果顯示，常看書可以增長見識與智慧、學會獨立

思考批判、激發創意及提升專注力，因此本校自 107 學年度起結合台中市

推動校園閱讀線上認證系統及辦理主題書展等閱讀相關措施，期望循序漸

進地建立孩子的閱讀習慣，更期待家長能以身教代替言教，帶領寶貝們享

受讀書樂趣。 

六、本校 108 學年度推行英語單字認證與線上閱讀認證，其推行重點詳見附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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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 

學務主任：陳筑莛主任 

一、上學：上學時間為早上 7：20〜7：40，避免於 7：00 之前到校，以維護學

生安全。 

二、 放學： 

(一)自己步行回家的學生，由各班導師帶隊放學。 

  (二)請家長配合放學時間和接送區準時接送子女。 

  (三)各安親班接送之學生由安親班決定集合地點，由安親班老師負責帶隊放

學。 

   放學時間表如下：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2：35 一二年級  全校放學
一二三四 
年級 

一二年級

15：30 
三四五六
年級 

全校放學  五六年級 
三四五六
年級 

三、學生緊急聯絡卡：「學生緊急聯絡卡」，請各位家長詳細填寫各項資料，緊

急聯絡電話請填各位家長上班地點的電話或是個人手機，隨時能聯絡到各

位家長的電話為主。 

四、服裝：平日請學生各自穿著合宜的服裝到校，請勿穿著汗衫及涼、拖鞋，

並配掛名牌；每週一、三、五穿著體育服裝，並縫上名牌，體育課請穿著

運動鞋，並攜帶水壺。 

五、交通安全事項：  

 (一)請家長配合指導學生上下學應注意事項，注意安全，防範陌生人的侵害，

不可在路上逗留或嬉戲，並注意孩子放學返家時間。 

 (二)家長騎乘機車載送孩子上下學，請指導孩子戴安全帽並跨坐，以維安全。 

 (三)搭乘小轎車者，宜坐於後座，並繫上安全帶，鼓勵孩子走天橋。 

六、雙向交流：多和導師聯繫，讓家長和老師均能了解貴子弟在校、在家、在

外的動向及交友情形，避免突發狀況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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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請假：不論事、病假，請於 08：30 前知會導師，若聯繫不上，可電洽學務

處。 

八、志工團隊：本校學生人數多，極需熱心家長的協助，有意願擔任志工的家

長（不限子女是否在學），請填妥志工招募表交給導師或與學務處聯繫。

（TEL：4902025 轉 310、320）(詳見附件四)。 

九、108 學年度上學期課後社團招生簡章 (詳見附件五) 。 

十、108 學年度起實施「葵花金點」獎勵制度。(詳見附件六)。 

 

※ 健康中心 

護理師：林芷琦護理師、董彥伶護理師 

一、為了確實掌握學生的健康情形，開學後將舉行身高、體重、視力、牙齒及

各項身體檢查（檢查前會發通知單，請配合相關事宜）。如接獲缺點矯治通

知單，請家長帶往專科醫師處複檢以確保健康狀況。 

二、預防注射追加劑，請接種完成，並繳交預防注射黃卡影本，以利協助追蹤。 

 

※ 總務處 

總務主任：林志龍主任 

一、本校各項更新及修繕工程仍有部分會繼續於學期初進行，學校除施予安全

教育與督導外，仍煩請家長提醒學生在校期間勿進入施工警戒區內。 

二、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繳費注意事項： 

(一)學生註冊三聯單發放日期：108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三)， 

註冊截止日期：108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一) 

(二)持繳費單到各大金融機構或便利商店繳納。 

  (三)學生註冊減免事項： 

1.低收入戶學生（區公所證明）－－－減免午餐費、 家長會費、保險費。         

2.家長或學生重殘者（需提供證明）－－減免午餐費、家長會費、保險費。 

3.兒童村－－－－－－－－－－－－減免家長會費、保險費。 

  4.原住民－－－－－－－－－－－－減免家長會費、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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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市府公文規定： 

   （104.11.20 府教中字第 1040304255 號、104.10.29 府教體字第 1040282487 號函規定） 

    1.持有鄉鎮公所低收入戶清寒證明者―即予以減免，不得先繳費再退費。 

    2.家境清寒（無鄉鎮公所證明者） 

      1可分二期繳款。                               

      2向市府申請午餐補助（午餐吳淑敏老師）。 

      3向市府申請教科書補助（設備組長蔡曉回老師）需附國稅局 107 年度 

        財產證明。 

     4向學校仁愛基金申請（生教組長陳佳宜老師）。     

三.運動服購買注意事項： 

  (一)開學後有專人到各班協助套量尺寸，之後廠商發到各班時，若尺寸不合

者，可於隔日更換。 

  (二)購買制服費用將納入註冊費中。 

  (三)學期中欲購買運動服請至本校合作社購買。 

 

※ 輔導室 

輔導主任：林依潔主任 

一、本學期訂於 9月 20 日（五）下午 7 至 8時於各班召開班親會。班親會除了

解老師的班級經營方式、教學理念、各科需要家長協助配合事項外，更是

與老師彼此認識溝通、理解孩子在校生活的好時機，是日亦重新推選家長

代表與家長會，希望家長能撥冗踴躍參與。 

二、學校訂於 11 月 2 日(六)上午 9 至 11 點舉辦本學期親職教育專題講座： 

    講題：如何不吼不叫讓孩子愛上學習。 

  講師：葉明修老師講師群。 

    歡迎家長把握機會，踴躍參加。如有其他相關親職講座訊息會另行公告於

學校網站。 

三、本校有資源班 2 班及特教班 1班，提供桃園市鑑輔會轉介之領有身心障礙

手冊之學生就學。如果您有相關特殊教育方面的問題，請電洽輔導室

(4902025-620)特教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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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輔導室提供親職相關問題諮詢，家長如有需求，可電洽輔導室。 

五、「中平采風」電子報訂閱，訂閱方式如下： 

   進入學校首頁：

http://163.30.164.2/index.php 

，左上角訂閱處輸入【家長 Email】，

按下【送出】即完成訂閱。 

   

 

 

 

六、桃園市中小學--學習扶助資源說明： 

配合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推動，鞏固學生基本學力，教育部已推動「國

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實施方案」以扶助每一位學習低成就學生，

另為追蹤學習扶助受輔學生之學習成效，自 100 年已全面推動補救教學篩選

及成長測驗，以標準化之評量系統來篩選需被學習扶助之弱勢低成就學生，

並個案列管每年施以 2 次之成長測驗，以追蹤其學習扶助之學習進展狀況。 

本校配合政府政策，於每學年第二學期末辦理全校國語、英語、數學三科學

習低成就學生之篩選測驗，篩選出國語、英語、數學三科學習低成就學生，

立即為這些學生開設補救教學專班，聘請校內熱忱有經驗的教師或經過培訓

的優秀大學生來協助學習情形待加強的學生。為了追蹤補救教學受輔學生之

學習成效，於每學年第一學期末實施成長測驗，以追蹤這些學生補救教學之

學習進展狀況。透過教育部的科技化評量系統期能建立長期個別化、系統

化、電腦化的學習資訊，藉以追蹤、掌握學生學習情形。 

    為了及早且即時施以學習扶助，弭平學力落差，本校特開設四期學習扶

助專班(暑假班、第一學期課後班、寒假班及第二學期課後班)， 每班皆不

超過 12 人，且所有課程皆免費，希望家長們能多多善用此資源，讓孩子即

時縮短與同儕的學習成就差距、及早穩固基礎學科的學力，順利找回自己的

學習節奏、興趣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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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家長的小叮嚀  

一、一年級的行為能力 

    剛進入小學，有些新生對於陌生的校園，會認不清教室的方向，也不了解

校規。此時老師和家長都要耐心的給他們一點時間來適應，同時，給予學校生

活中應有的幫助。以下就是一年級新生應培養的行為能力和習慣： 

（一）進入校門，能獨自走到教室，就算走出教室也能找到方向回來。 

（二）認識學校相關處所，例如辦公室、健康中心等。 

（三）會聽鐘聲作息。 

（四）會整理自己的抽屜。 

（五）能如期的完成老師交代的作業。 

（六）上課中不隨便離開座位。 

（七）上課發言要先舉手。 

（八）看到紙屑會自動撿起來。 

（九）常說請、謝謝、對不起。 

（十）能隨路隊回家，並能辨別行人交通安全號誌。 

（十一）每天隨身攜帶手帕、衛生紙，上廁所的時候，會先敲門，用完廁所會

沖水、關門，並洗手(洗手五大步驟：溼、搓、沖、捧、擦)。 

（十二）熟記自己家中的住址及電話，但是不隨便告訴陌生人。 

（十三）未經允許，不取別人的物品，用完公共物品會放回原處。 

（十四）會認、寫自己的姓名。 

（十五）知道自己就讀的校名和班名。 

 

二、聯絡簿的功用 

    聯絡簿是老師和家長之間的橋樑，善用它，你會發現它的神奇功效。 

（一）培養小孩子自己整理書包，按課表攜帶學用品。 

（二）培養小孩子自己檢查功課上之錯字。 

（三）家長在聯絡簿簽名前，務必檢查您的孩子是否每一項均做到了，並且在

每一項上方打ˇ，以方便老師檢查。 

（四）每一本簿子發下後務必要求訂正，家長請配合檢查當日每一項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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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若有朗讀、準備故事等作業，請務必聆聽子女準備，並給予鼓勵。 

（六）課程上常有蒐集資料或用具之準備，請將此種功課確實完成，不要幫孩

子找藉口。 

 

三、整理書包的重要 

    孩子初入國小，還不清楚學校的規範，不會整理書包，常忘了帶課本或學

用品，也不懂服裝的穿著，這些都是困擾。做父母的應該親切的輔導孩子，整

理書包，核對課表，該帶的課本、習作或美勞用品，在睡前檢查妥善才上床。

第二天早晨，依照學校規定穿著。剛開始的時候，孩子一定不習慣，所以父母

要耐心的指導。漸漸的，幫忙和參與一定要減少，直到最後，讓孩子獨立處理

這些生活細節，千萬不可代勞過多或過久，或一接到電話，就火速的為孩子送

去所需要的東西，使孩子養成依賴性。有的時候可以讓他嚐嚐忘記帶學用品不

方便的後果，他就能夠記住自己要特別注意的事情了。 

 

四、親職教養的方法 

  （一）什麼是有能力的愛呢？ 

1.愛是要有能力的，才能幫助孩子成長，讓他感受您的愛。 

2.親子溝通的過程，要有溫馨、祥和的感覺，若引起彼此之間的僵持或

不愉快，則是沒有能力的愛。 

3.指正孩子，要能引發他的心智成長，若只是一味的要求與責備，則是

沒有能力的愛。 

4.認清孩子的能力，幫助他走出自己的路，若凡事要求他跟別人比，只

會更增加他的挫折感。 

5.培養孩子主動自我指導的能力，使您的愛成為孩子自發成長的動力。 

      您是否覺得在花費許多心力教孩子、愛孩子之後，他仍覺得您不夠愛他，

甚至彼此之間關係緊張，這是怎麼回事呢？因為雖然父母都是愛孩子的，但

是愛是要有能力的，才能幫助孩子成長，讓他感受您的愛。 

（二）管教與賞罰的原則 

      管教方式要依孩子的發展和需要而調整，不可一成不變。您該如何合理

的管教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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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愛為出發點：讓孩子瞭解，即使懲罰他們，也是愛他們的。 

2.明確的規範：訂定孩子行為標準，並切實執行，態度溫和。 

3.有建設性：指出孩子的錯誤，並教他正確的做法。 

4.有效的賞罰：多鼓勵、少責罰，每次賞罰前，一定讓孩子明白原委，

強化正確行為。 

5.立即糾正：孩子做錯事，立即說明指正，事過境遷再來翻舊帳，效果

則差。此外，應避免連坐處罰，或公開場合羞辱、抨擊。 

6.避免情緒化：就事論事，切勿藉題發揮，大發脾氣，而造成身心傷害。

或用刻薄羞辱的話語責罵孩子。例：「你每次都這樣」、「你簡直沒救

了！」忽略行為背後的原因，而強迫孩子答應下次不敢了。 

7.管教態度前後一致：讓孩子有所遵循，可幫助孩子及早建立自我的行

為標準。 

8.精神物質並重：切勿無限制滿足孩子物質需求，應漸以精神鼓勵替代。 

9.以身作則：孩子由父母的身教所習得的一切，是最自然且不費力的。

切忌教孩子不可做，自己卻帶頭做。例：抽煙、喝酒、賭博、吃檳榔、

生活懶散、家居雜亂、沈迷電玩電視，或在孩子面前爭吵、打架、說

髒話及說別人壞話。 

10.根據研究，溝通的影響力，在措辭方面佔 7%，音調方面占 38%，肢

體語言（表情、動作、姿勢等）方面佔 55%。也就是說，如果您和孩

子說一件事，說話的音調和肢體語言影響溝通效果很大，所以有時

對孩子一個真心的微笑，摸摸頭、拍拍肩， 甚至一個熱情的擁抱，

早已勝過千言萬語。 

11.不要忘記親子溝通時間，無論父母有多忙，請每天給孩子三、五分

鐘單獨談話的時間，給予關懷、傾聽他的心聲。 

12.表達意見時，對事不對人。 

13.只描述具體可見的行為。 

14.說出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指責孩子。 

15.把握適當時機。 

16.與孩子一同討論，尋找合適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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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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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8 學年度學校環境教育本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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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英語單字認證與線上閱讀認證推行重點 
 

    親愛的小朋友，學校在 108 學年度要進行兩個認證活動，一個是英語單字認證，另一個

是線上閱讀認證，想在新的學年度給自己一個挑戰嗎？趕快來看看詳細的內容喔! 

 

 
英語單字認證 線上閱讀認證 

對

象 
三至六年級學生 一至六年級學生 

認

證

方

式 

  小朋友開學後，會拿到一本英語單字認證

護照，一週只要背 1 個單元的單字，一學年

下來，三、四年級小朋友就能背 150 個單字；

五、六年級小朋友就能背 300 個單字。 

  小朋友和家長可以到「英語單字認證網」

聆聽單字發音，背誦完成後，可以請爸爸媽

媽、班級導師或晨光志工簽名認證。只要通

過 5 個單元的單字認證，就能參加摸彩，並

有機會得到中平金點的獎勵喔！  

 

★網站路徑： 

中平國小網頁 認證專區 英語單字認證 

 

  小朋友從圖書館借回有藍色認證貼紙的

書，閱讀完後，登入「閱讀認證」網站搜尋

書籍名稱並進行認證。電腦會出 10 道題目，

只要答對 8 題以上，就過關並得到 3 分囉! 
 
 
 
 
★網站路徑： 

  中平國小網頁 認證專區 閱讀認證 

★帳號：cpestyc108020105，底線部分為班 
        級和號碼。 
★密碼：1234 

獎

勵

方

式 

只要通過 5 個單元的認證，就能參加摸彩，

每次定期考查後會進行公開抽獎喔！ 

獎勵如下:  

(1)銅質獎(認證累積 5個單元)，抽中即頒

給中平金點 10 點。 

(2)銀質獎(認證累積 10 個單元)，抽中即

頒給中平金點 30 點。 

  (3)金質獎(認證累積 15 個單元)，抽中 

     即頒給中平金點 50 點。 

 

 

 

 

累積的分數達到以下的標準，學校就會頒發

獎狀，並由校長親書小朋友姓名，張貼於閱

讀榮譽榜表揚喔！ 

  (1)小學士：積分達 600 分 

  (2)小碩士：積分達 1000 分 

  (3)小博士：積分達 1500 分 

  (4)小教授：積分達 2100 分 

  (5)博學多聞獎：積分達 3000 分，還能 

     與校長有約！ 

 

網

址 

英語單字認證網址： 
http://163.30.164.2/blog/english/ 
 

閱讀認證網址： 
http://read.tc.edu.tw/reading_certificate/index.p
hp 

 

藍色認證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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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平志工團招募 

親愛的家長您好： 

新學年開始了，感謝您平時的參與和鼓勵，使本校各方面皆能與時俱進，日新又

新。孩子是您的寶貝，也是我們的最愛。為了讓孩子擁有更加安全健康的學習環境以

及豐富快樂的學習生活，願您能在家庭、工作之餘撥冗加入本校志工的行列，藉由您

的人生經驗與專長，期許給我們的孩子更多、更好的教育服務。 

以下為目前學校所需求的志工組別，如時間許可，希望能有您的加入。以下報名

表再請您撥空填寫之後，繳回給班導師，謝謝您! 

中平國小生教組 (03)4902025 轉 310 
................................................................................ 

孩子班級：___年____班座號：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 

請勾選想加入之志工類別及時段(我們會跟您連絡!) 
PS.服務時段任選(一週一次皆歡迎)，有事隨時可彈性調整，歡迎家長及爺爺奶奶多多陪伴中平

莘莘學子。 

□圖書志工：協助圖書館書籍整理、圖書館利用教育及閱讀推展等相關業務。 

  (服務時段：□08：00~12：00、□12：00~16：00、□假日早上） 

□ 交通導護志工：於上下學期間於學校交通路口，協助維護交通安全。 

  (服務時段：□07：00~08：00、□12：30~13：00、□15：30~16：00） 

□ 保健志工：協助健康中心相關業務及平日學生傷病照護。 

  (服務時段：□08：00~12：00、□13：00~15：30) 

□環保志工：協助學校資源回收工作。(時間：隔週三 10：00~10：30） 

□晨讀志工：晨光時間進班(低年級)說故事。(時間：每日 08：00~08：40） 

□學習輔導志工：一年級注音、國數課業輔導。(時間：每週三、四 08：00~09：00） 

□認輔志工：協助輔導室進行學生行為輔導。(時間另行約定) 

□ 兒童成長班志工：協助進行兒童村學生藝文手作課程。(時間：每週四 08：00~09：00）

□ 特教志工：協助特教班學生餵飯、故事聆賞等事項。(時間：每日 11：00~12：00） 

□ 經典儒學志工：進班運用儒學經典進行品格教育。(時間：每週五 08：00~09：00） 

個人基本資料  (請仔細填寫，以利建立資料並做志工保險，謝謝！ 

姓名 
 

 

性

別 

□男

□女

生

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通訊處  
最高

學歷

□小學□國中□高中職 

□五專□大學□碩士□博士

聯絡 

電話 

（住家） 

（行動） 
志工服務紀錄冊 □有；□無 

職

業

現職： 

□退休 □軍 □公 □教 □農 □工 □商 

□家管 □在學 □其他 E-mail  

煩請老師收齊後交回生教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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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一、學校課後社團一覽表 
 

編號 社團名稱 費用 上課期間 上課時間 
招生 
年級 

任課老師 備註 

1 籃球 2000 9/24~1/7 共 15 堂 
週二 

15：40~17：10
1-6 林江明  

2 造型氣球社 2300 9/24~1/7 共 15 堂 
週二 

15：40~17：10
1-6 林桓宇 

新開設，含 800 元材
料費 

3 圍棋進階班 2250 9/23~1/7 共 15 堂 
週二 

15：40~17：10
1-6 張育豪  

4 直排輪 A班 2500 9/24~12/31 共 15 堂
週二 

15：40~17：10
1-6 陳馨彥  

5 桌球 2350 9/25~1/8 共 15 堂 
週三 

13：00~14：30
1-6 羅子惟 含材料費 100 元 

6 漫畫美術社 2000 9/25~1/8 共 15 堂 
週三 

13：00~15：00
1-6 鍾宏寬 含 300 元材料費 

7 跆拳道社 2000 9/25~1/8 共 15 堂 
週三 

13：00~15：00
1-6 羅金木 宏武過嶺館上課 

8 流行熱舞社 A班 2200 9/18~12/18 共 14 堂
週三 

13：00~14：30
5-6 貝佩紋 

服裝費：350 元 
(有表演時購買服裝)

9 空手道 免費 9/25~12/25 共堂 
週三 

13：00~15：00
1-6 邱俊忠 

舊生優先 
過嶺國中上課 

10 益智桌遊 2500 9/25~11/27 共 12 堂
週三 

15：40~17：10
1-6 林義軒 含教材費 500 元 

11 圍棋初階班 2250 9/25~1/8 共 15 堂 
週三 

13：00~14：30
1-6 張育豪  

12 全民機器人社 2500 9/25~1/8 共 15 堂 
週三 

13：00~15：00
4-5 黃展彥 含材料費 1000 元 

13 直排輪 B班 2500 9/25~1/8 共 15 堂 
週三 

13：00~14：30
1-6 陳馨彥  

14 流行熱舞社 B班 2200 9/26~1/2 共 14 堂 
週四 

13：00~14：30
1-4 貝佩紋 

服裝費：350 元 
(有表演時購買服裝)

15 魔術社 2500 9/26~1/9 共 15 堂 
週四 

13：00~14：30
1-4 蕭宇利 含 1500 元材料費 

16 科學好好玩 2600 9/26~1/9 共 15 堂 
週四 

13：00~14：30
1-4 梅俊宥 含 750 元材料費 

17 
金頭腦益智社 

初級 
1950 9/26~12/26 共 12 堂

週四 
13：00~14：30

1-2 蔡孟純  

18 珠心算 2100 9/26~1/9 共 15 堂 
週四 

13：00~14：30
1-4 吳明燕 

含教材費 300 元 
自備算盤 

19 小提琴 3550 9/26~1/9 共 15 堂 
週四 

13：00~14：30
1-4 廖恣煒 租琴 1000 元 

20 兒童彩畫 2400 9/26~1/2 共 14 堂 
週四 

13：00~14：30
1-4 

謝  臻 
彭涵圓 

含材料費 300 元 
要自備粉蠟筆 

21 
金頭腦益智社 

中級 
1950 9/26~12/26 共 12 堂

週四 
13：00~14：30

3-4 吳俊泓 新開設 

22 扯鈴 2000 9/26~1/9 共 15 堂 
週四 

15：40~17：10
1-6 林江明 可代購扯鈴 700 元 

23 國樂社 5400
暫定 9/21 開始上課
預計開設 13 堂課 

分部 
09：00~12：00

合奏 
13：00~15：00

1-6 楊杰儒 
新生亦可加入， 
報名請洽訓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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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課後社團注意事項 
 

(一) 報名時間自 9 月 2日(星期一)至 9月 6 日(星期五)止，請先交報名表給 

     學務處張志傑老師，費用請暫勿繳交。 

(二) 9 月 9 日發放社團確定開班通知並公布上課地點，請於指定時間自行前往

上課地點報到。 

(三) 繳費方式為繳費三聯單，請家長拿到後至便利商店繳納，並將收據交由學

生繳回學校學務處。 

(四) 社團開始上課時間為 9 月 23 日(星期一)至 9月 27 日(星期五)當週。 

(五) 各社團之課程與講師簡介公布於中平社團網頁，請自行至校網參閱。         

     (http://163.30.164.2/index.php) 

(六) 各社團不足額時本校保有退費停班權利。 

(七) 若社團報名人數超過 20 人，將採取以下作為： 

方案 1.： 

先詢問開課老師是否加派助教協助上課 同意加派助教：學生全數入班上

課。 

方案 2.： 

先詢問開課老師是否加派助教協助上課 無法加派助教：學生於 9/10 上

午 8：35 辦理抽籤，未抽到之學生若要報名其他可開設社團，請於 9/12

放學前到訓育組報名。 

(八) 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各社團不足額時本校保有退費停班權利。 

(九) 退費原則；報名後至開課前，退 70%；開課後未達全部課程三分之ㄧ，退 

50%；開課後達全部課程三分之ㄧ以上，不予退費。 

(註:依桃園市社團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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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葵花金點獎榮譽 經典禮品贈達人 

小朋友，看了獎品櫃的獎品是不是很心動呢?我們一起來看看怎麼獲得葵花金點及葵花貼紙吧! 

●葵花金點怎麼賺 

1.學期成績優良-學期領域成績優良、學期成績進步、學期總成績優異均可獲得 30 點。 

2.校內經校長核定之比賽活動各項前四名可獲得 5-30 點。 

3.擔任志願服務小義工(含自治市)表現良好可獲得 20-60 點。 

4.參加對外競賽獲得名次，依參賽層級及名次，可獲得 10-200 點。 

5.通過校內各項認證制度，可以獲得 30-500 點。 

6.聽老師的話完成老師交代事項，可以得到葵花貼紙，集滿 30 張葵花貼紙可以換葵花金點 30

點。 

●葵花貼紙怎麼集 

1.服裝保持整齊清潔，不穿拖鞋、涼鞋到校。 

2.對師長同學常請安、問好，常說請、謝謝、對不起。 

3.遵守校規、班規，例如依照規定時間穿制服，上課專心且不隨便插嘴。 

4.熱心班級公務或擔任班級幹部並且服務認真負責、主動積極。 

5.能幫助別人並有具體事蹟。 

6.平時書寫作業認真用心，或作業抽查及假期作業表現優良。 

7.定期考查成績表現良好或是成績有進步。 

8.經常主動輔導班上功課不佳的同學。 

10.參加校隊練習，不隨便缺席並練習認真。 

11.參加校內外徵文、競賽活動等成績優良而未達發給獎狀標準。 

12.主動熱心學校公益或愛校服務表現優良。 

13.拾金不昧，拾獲金額達 100 元以上或貴重物品。 

14.其他特殊優良行為，導師認為值得鼓勵。 

15.家中電費因節能減碳而達到電費優惠折扣。 

●葵花金點怎麼存 

1.由各處室行政人員登錄 

(1)各處室舉辦之活動及比賽，由各承辦人員依獎勵辦法於線上

登錄葵花點數。 

2.凡是接受公開表揚者，皆由圖書志工登錄 

(1)學生持各處室核發的葵花點數登錄卡 

(2)時間：每天上午 10:10-10:30 

(3)地點：圖書館，由圖書志工登錄 

三、學生自行上網確認點數是否已登錄 

●經典禮品怎麼換 

1.申請：學生自行於金點系統提出線上兌換申請(低年級

由導師協助申請) 

2.審核：總務處承辦人員查詢點數是否符合。 

3.獎品發放：總務處承辦人員依審核通過之獎品兌換申請

備妥獎品，並通知學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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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校舍配置平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