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安東非營利幼兒園  學期行事曆   一百一十一  學年度第  二  學期  

月 份 行政 教學 衛生保健 社區 

二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一週    1 2 3 4 

第二週 5 6 7 8 9 10 11 

第三週 12 13 14 15 16 17 18 

第四週 19 20 21 22 23 24 25 

第五週 26 27 28     
 

＊2/1 學期開學 

＊2/4 春節補班 

＊2/6 二月份慶生會 

＊2/18 228 補班 

＊2/22 園務會議 

＊2/27 彈性放假一天

2/28 和平紀念日 

＊開 IEP 會議 

＊電訪聯繫開始 

＊2/8 全園性課程發展

會議 

＊2/15 教學研討會議 

＊2/20 原住民長青樂活 

＊義工家長參與教學活動 

 

＊2/13 母語-【元宵節】 

＊2/14 測量身高體重 

＊預防接種追蹤 

＊2/20.21 衛生教育

【細菌病毒 bye bye】 

＊2/24(五)環境檢核 

 

★睡袋清洗日: 

 2/10、2/24 

＊2/23 親子共讀繪本

借閱開始 

 

三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五週    1 2 3 4 

第六週 5 6 7 8 9 10 11 

第七週 12 13 14 15 16 17 18 

第八週 19 20 21 22 23 24 25 

第九週 26 27 28 29 30 31  
 

＊3/06 三月份慶生會 

＊3/08 召開自治委員 

       會 

＊3/10 親職講座暨兒      

      童發展篩檢 

＊3/13 防火宣導 

＊3/20 防火防災演練 

＊3/25 兒童節調休補 

      班 

＊3/29 園務會議 

 

＊3/08 教保會議 

＊3/10 教保專業研習 

＊3/13 安全教育研習 

＊3/20 教學研討會議 

＊義工家長參與教學活動 

＊園內兒童發展篩檢 

＊3/13 安全教育 

【防火、防災宣導】 

＊3/20 安全教育 

【防火、防災避難演練】 

＊3/27 母語-【水果】 

＊3/27 衛生保健 

【自我保護-人身安

全、家暴】 

＊3/30 整合性篩檢 

＊3/31(五)環境檢核 

 

★睡袋清洗日: 

 3/10、3/25 

 

＊3/3 親師座談會 

＊3/3 社區探遊開始 

＊3/6、3/20 快樂故事 

  屋義工家長講故事 

＊3/8 召開自治委員會 

＊3/10 社區親職講座

暨社區兒童發展篩檢

及社區教保資源中心   

＊親子共讀繪本借閱 

四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九週       1 

第十週 2 3 4 5 6 7 8 

第十一週 9 10 11 12 13 14 15 

第十二週 16 17 18 19 20 21 22 

第十三週 23 24 25 26 27 28 29 

第十四週 30       
 

＊4/3-4/5 清明假期 

＊4/10 四月份慶生會 

＊4/26 園務會議 

＊4/29 母親節活動 

 

＊4/12 教保會議 

＊4/19 教學研討會議 

＊4/24 原住民長青樂活 

＊義工家長參與教學活動 

＊戶外教學 

 

＊4/11 母語【家人】 

＊4/18 測量身高體重 

＊4/24.25 衛生保健

【預防意外傷害】 

＊4/28(五)環境檢核 

 

★睡袋清洗日: 

 4/7、4/21 

＊4/17 快樂故事屋-義

工家長講故事 

＊4/29 社區親子活動 

 暨教保資源中心服務 

＊親子共讀繪本借閱 

五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十四週  1 2 3 4 5 6 

第十五週 7 8 9 10 11 12 13 

第十六週 14 15 16 17 18 19 20 

第十七週 21 22 23 24 25 26 27 

第十八週 28 29 30 31    
 

＊5/1 勞動節放假一天 

＊5/8 五月慶生會 

＊5/24 園務會議 

＊5/26 親職講座 

 

＊5/10 教學研討會議 

＊5/17 教保會議 

＊5/26 教保專業研習 

＊義工家長參與教學活動 

＊戶外教學 

＊5/22 品格教育 

     【共享與珍惜】 

＊5/29 母語 

     【我的身體】 

＊5/15.16 衛生保健

【牙齒保健】 

＊5/29 食品中毒宣導 

＊5/31(三)環境檢核 

 

★睡袋清洗日: 

 5/5、5/19 

＊5/15、5/29 快樂故

事屋-義工家長講故

事 

＊5/26 社區親職講座

暨教保資源服務 

＊社區探訪 

＊親子共讀繪本借閱    

六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十八週     1 2 3 

第十九週 4 5 6 7 8 9 10 

第二十週 11  12 13 14 15 16 17 

 第二十一週 18 19 20 21 22 23 24 

 第二十二週 25 26 27 28 29 30  
 

＊6/5 六月份慶生會 

＊6/16 幼小銜接講座 

＊6/17 端午節補班 

＊6/22-23 端午節放假 

＊6/28 園務會議 

 

＊到園檢查暨績效考核 

 

＊6/7 教保會議 

＊6/14 教學研討會議 

＊6/16 幼小銜接講座 

＊義工家長參與教學活動 

＊戶外教學 

＊6/19 端午節戲劇活動 

＊6/20 母語 

【我最愛吃的食物】 

＊6/12 緊急救護演練 

＊6/13 測量身高體重 

＊6/19.20 衛生保健

【兩性教育】 

＊6/30(五)環境檢核 

 

★睡袋清洗日: 

 6/02、6/16、06/30 

＊6/5、6/19 快樂故事

屋-義工家長講故事 

＊6/16 社區親職講座

暨教保資源服務 

＊親子共讀繪本借閱 

＊社區探訪 

七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二十二週       1 

第二十三週 2 3 4 5 6 7 8 

第二十四週 9 10 11 12 13 14 15 

第二十五週 16 17 18 19 20 21 22 

第二十六週 23 24 25 26 27 28 29 

第二十七週 30 31      
 

＊7/3 七月份慶生會 

＊7/8 畢業典禮 

＊7/17~7/21 環境消 

毒備課日停托 

＊7/19 期末圖書、教 

      玩具財產盤點 

＊7/19 園務會議 

＊7/31 學年結束 

＊開期末 IEP 會議 

＊7/5 教保會議 

＊7/10 原住民長青樂活 

＊7/26 全園性課程發展 

      會議 

＊義工家長參與教學活動 

＊7/24 母語 

     【熱鬧的夏天】 

＊7/31 品格教育 

     【負責】 

 

＊期末大掃除 

＊7/24.25 衛生保健 

 【健康一起來運動】 

＊7/31(一)環境檢核 

 

★睡袋清洗日: 

  7/14 

＊7/6 親子共讀 

  繪本借閱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