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栗縣通霄非營利幼兒園 108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 

（委託財團法人仁德醫護管理學校辦理）家長版 

月份/ 

日期 

學校活動、多元議題與其他重要事項 

 

衛生教育活動 

2月 

2月 3日 

~ 

2月 27日 

◎發 108下學期行事曆 
◎社區教保資源活動 
◎期初量身高體重 
◎每月飲水機檢查保養 
◎2月 3日開學日 
◎2月 7日慶生會 
◎2月 15日補班上課 
◎2月 15發家長參與日與分享活動通 
知單、並調查邀請家長踴躍報名參加 
◎2月 26日班親會〈親職講座〉 
◎2月 28日和平紀念日放假 

 

★2月 10日~品格教育
宣導活動 
★2月 24日~兩性平等
教育宣導活動 
★2月 17日~2月 21日 
讓自己健康的方法教育
宣導活動 

☆各班教室全、衛生檢查 
☆教室除了每日整理消
毒外，每月最少兩次大消 
毒 
☆2月 15日、27日棉被、
潔牙用具、毛巾清洗、全 
園環境消毒（隔兩週棉被 
帶回清洗） 
☆2月 17日~衛生教育宣 
導 

3月 

3月 23 

~ 

3月 31日 

◎社區教保資源活動 
◎每月飲水機檢查保養 
◎3月 6日慶生會 
◎3月 7日親子活動~通苑區托育中心 
~孩子的星空本協辦（親子活動教育）
本園家長自由報名參加 
◎小小社團每周二活動，三月進行 
◎多元文化課程（逍遙時間），每周三
進行、3月份開始開課 
☆新生發展篩檢初篩 

★3月 2日~生活教育宣
導活動 
★3月 9日~安全教育宣
導活動 
★3月 16日環保教育宣
導活動~垃圾分類教育 
★3月 16~20垃圾分類
宣導教學週 
★3月 30日~品格教育
宣導活動 

☆教室除了每日整理消  
毒外，每月最少兩次大消 
毒 
☆衛生教育（衛生所暫教 
育宣導） 
☆3月 13日、27日棉被、 
潔牙用具、毛巾清洗、全 
園環境消毒（隔兩週棉被 
帶回清洗） 
☆3月 23日~衛生教育宣 
導 

4月 

4月 1日 

~ 

4月 30日 

◎全園教學設備安全檢查 
◎社區教保資源活動 
◎每月飲水機檢查保養 
◎清明節放假 2日補假、3日補假、4
日清明節 
◎招生活動與開放報名時間（四月初
放） 
◎4月 10日慶生會 
◎社區教保資源活動 
◎戶外教學 4月 17日（暫定） 

★4月 6日-生命教育宣
導活動 
★4月 13日~品格教育
宣導活動 
★4月 27日-安全教育
宣導活動 

☆教室除了每日整理消
毒外，每月最少兩次大消
毒 
☆4月 10日、4月 24日
棉被、潔牙用具、毛巾清
洗、全園環境消毒 
☆4月 20日~衛生教育宣
導（飲食衛生） 
☆衛教週~均衡飲食宣導
（4月 20~4月 24日） 

5月 

5月 1日 

~ 

5月 29日 

◎全園教學設備安全檢查 
◎社區教保資源活動 
◎暫定教保人員增能研習~家長可報
名參加（職能教育親子講座） 
◎5月 8日慶生日 
◎5月 10日母親節~通苑托育親子活
動，本園家長自由報名參加~同樂會
（親子音樂活動） 
 

★5月 8日母親節活動 
★5月 4日-性別平等教 
育宣導活動 
★5月 11日-品格教育 
宣導活動 
★5月 18日-安全教育 
宣導活動 
★5月 25日-關懷教育 
宣導（關懷教育宣導週 5月 25 
日~5月 29日） 

 

☆教室除了每日整理消
毒外，每月最少兩次大消
毒 
☆每月飲水機檢查保養 
☆5月 8日、5月 22日棉
被、潔牙用具、毛巾清
洗、全園環境消毒 

6月 

6月 1日 

~ 

6月 30日 

◎社區教保資源活動 
◎每月飲水機檢查保養 
◎期末特教 IEP會議 
◎6月底小小社團與多元文化結束活
動結束 
◎辦理招生活動事宜 
◎幼小銜接課程（大班） 
◎期末 IEP會議 
◎特殊幼兒轉銜會議 
◎身高體重測量 
◎六月底新生報名 
◎大班幼小銜接課程活動 
◎暫定畢業典禮（與國小同步舉行） 
（與國小） 
◎6月 5日慶生會 

★6月 1日品格教育宣
導活動 
★6月 8日生命教育宣
導活動 
★6月 15日環境教育宣
導活動 
★6月 22日- 交通安全
宣導活動 
★6月 1日品格教育宣
導活動 
★6月 8日生命教育宣
導活動 
★6月 15日環境教育宣
導活動 
★6月 22日- 交通安全
宣導 

☆教室除了每日整理消
毒外，每月最少兩次大消
毒 
★6月 29日- 衛生保健
宣導（6月 29~7月 3日衛
生保健宣導週 
☆7月 3日、7月 17日 31
日棉被、☆潔牙用具、毛
巾清洗、全園環境消毒 
☆每月飲水機檢查保養 



7月 

7月 1日 

~ 

7月 31日 

◎全園教學設備設施安全 
檢查 
◎全園遊樂設施全檢查 
◎社區教保資源活動 
☆每月飲水機檢查保養 
◎下期預繳費開收費單 
◎擬下學期行事曆 
◎7月 3日慶生會 
◎7月 7日園務.教學會議 
◎7月 17幼兒學習成果暨親子活動
（暫定） 
◎7月 22日全園性教保會 
議、勞資會議、期末課程分享檢討會 
◎7月 29日~7月 31日期末休園 3天，

全園環境消毒，準備課程。 

★7月 6日品格教育宣
導活動 
★7月 13日生活教育宣
導活動 
★7月 13~7月 17日如何
保護自己~教育宣導週 
★7月 20生命教育宣導 
★7月 27日安全戲水安
全教育宣導活動 
★期末同樂會 7月 31日 

☆教室除了每日整理消
毒外，每月最少兩次大消
毒 
☆7月 3日、7月 17日 31
日棉被、☆潔牙用具、毛
巾清洗、全園環境消毒 
 

◎各項活動確認日期將提前通知單告知家長，請家長確認通知單內容 
◎如遇國定假日/紀念日休假調移皆依據人事行政局公告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