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國民小學「班級親師通訊」實施計畫 

壹、依據：大灣國民小學校務發展計畫暨輔導室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貳、主旨：  

一、建立親師溝通、合作管道，以期共同參與孩子的學習成長。 

    二、鼓勵家長多關心、了解、疼惜孩子，使其能快樂學習。 

    三、宣導班級經營理念，讓家長瞭解導師帶領班級之目標與內涵。 

    四、提供親師生意見交流、心得感言、作品呈現、藝術欣賞的園地。 

    五、透過刊物的傳訊，保障學生學習及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 

參、出刊格式或形式： 

一、定期出刊：每學期需出版一次。可以用班級網頁型式代替。 

二、不定期出刊：適時的專業對話、教育新知的宣導、即時性的溝通、補定期 

    出刊的不足處，各班可視需要隨時出刊。 

三、每學期學校負擔至多 A3 版面影印兩面(次)，超出者則由各班自行負擔。 

肆、實施辦法： 

    一、以班級為單位，各班請定出專屬通訊刊頭名稱（如以班名延伸）。刊頭一

律在第一版上方。 

    二、每期以 1 張 A3 紙張大小為原則；橫書、單面，分 A4 左右兩版面；左為

第一版，右為第二版。如內容較多，可自行增版。 

    三、通訊內容必須包含 1.導師班級經營或教育理念。2.班級(學校)活動訊息。

3.學生優良作品欣賞。 

    四、各班可自行增減項目、單元，以充實通訊內容，突顯各班級特色。例如通

知提醒事項、導師的話、介紹好書、好文章、表揚優良事蹟、各項贈與徵

信、活動照片、班費明細等為主。 

    五、原黑白稿請於各班出刊日前三個工作天交付龔小姐影印。因班級數多，影

印時間較長，懇請給予充足影印時間。 

    六、發出通訊當日可派為功課之一，並可請學生上色美化；家長閱後簽名。請

導師擇優一張彩色通訊交至資料組掃描、整理、建檔。 

    七、彩色版通訊各班可辦理比賽或票選，列為班級競賽之一，發給班級榮譽條。

若是指定學生手繪彩色版者，導師可核給該生大灣榮譽兒童之美育分數 4

分之榮譽條。 

    八、每學期各班需繳交一份定期出刊「班級親師通訊」(書面、PDF 或 JPG 掃

描檔、電子檔皆可)至資料組，全校各班之班級親師通訊整理統一放置於

校網親師通訊區。 

伍、出版日期： 

一、第二學期定期出刊日：110 年 1 月 20 日。 

二、並請於出刊日當日下班前繳交至資料組建檔。 

陸、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支出。 

柒、本計畫呈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 

親職教育講座暨班親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 95年 7月 6日台參字第 0950098188F號函辦理。 

二、臺南縣政府 95年 7月 31日府教發字第 0950142321號函。 

三、大灣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輔導室行事曆。 

貳、目的： 

    一、增進家長親職知能教養角色之概念，激發親子共學之動機。 

二、保障學生學習及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 

三、讓家長、班親會得參與教育事務，並與學校及教師共同合作，促進學 生

適性發展。 

四、協助導師和家長建立溝通管道，彰顯班親會之正面功能。 

參、方式： 

一、 親職講座暨親師座談會並成立班親會：每學年開學後二週內由輔導室主

辦。 

(一) 幼、一、三、五年級及二、四、六年級新接班在 9 月 11 日(五) 晚

上七點至九點半辦理。 

(二) 二、四、六年級延續上學年度自行規劃辦理。 

肆、內容： 

(一) 班親會成立：選舉召集人及幹部，告知家長班級經營計畫、教學特

色，需家長配合事項等。 

(二) 班親會活動：如戶外活動、藝文參觀、一家一菜、同樂會、教學成

果展(演)示等。各班級辦理時應向學生活動組提出申請。若需使用

學校場地、設備請向總務處登記借用。 



伍、學校或導師需提供： 

一、學校重要行事曆、課程規劃、教學計畫、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評量、

輔導與管教學生方式、班級行事曆、班級經費使用、學生家長通訊、學校

教育事務等。 

二、前項學生、家長資訊之提供，其涉及學生、家長個人資料者，除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外，並應徵得該家長書面同意。 

陸、意見及回饋 

家長對學校或導師所提供資訊有不同意見時，得向教師或學校提出意見。教師

或學校於接獲意見時，應主動溝通協調，認為家長意見有理由時，應主動修正

或調整；認為無理由時，應提出說明。 

柒、經費： 

    由本校相關經費及家長委員會經費勻支。 

捌、預期效果： 

一、家長、班親會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促進教育發展及專業成長。 

二、以學生為主體，讓每一位大灣國民小學的學生獲得最好的教育。 

玖、本計畫呈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國民小學慶祝創校 102 週年 

校慶運動大會實施計畫 

一、依    據：109 學年度行事曆學務處工作計畫執行。 

二、宗    旨： 

    (一)慶祝本校成立 102 週年紀念暨校慶。 

    (二)培養兒童強健之體魄、激發自我潛能。 

    (三)展示體育教學之成果。 

    (四)倡導運動休閒風氣。 

    (五)激勵團隊合作精神、營造校園溫馨和諧氣氛。 

三、主辦單位：大灣國小學務處 

四、協辦單位：大灣國小員生消費合作社、家長委員會、各處室。 

五、報名日期及地點：即日起至 10 月 30 日（五）17 時截止，於班級報名系統報名。 

六、競賽項目： 

年段 

項目 
幼兒園 特教班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親師 

全員賽跑-團 ★ ★ ★ ★      

對列接力-團   ★ ★      

立定跳遠-田   ★ ★ ★ ★    

網球擲遠-田   ★ ★ ★     

大隊接力-團     ★ ★ ★ ★ ★ 

六十公尺-徑     ★ ★ ★ ★  

一百公尺-徑     ★ ★ ★ ★  

四百公尺接力-徑       ★ ★  

壘球擲遠-田      ★ ★ ★  

跳高-田       ★ ★  

跳遠-田       ★ ★  

拔河賽-團         ★ 

七、參加單位：依項目規定班級或學年、家長為單位。 



八、比賽時間： 

日期 參賽年級 比賽項目 備註 

11 月 25 日(三) 

三年級 網球擲遠決賽 

會前賽 五年級 跳遠決賽 

三~六年級 60M 預賽 

11 月 26 日(四) 

六年級 跳遠決賽 

會前賽 

一、二年級 立定跳遠決賽 

三~六年級 100M 預賽 

四年級 壘球擲遠決賽 

五年級 跳高決賽 

11 月 27 日(五) 

六年級 跳高決賽 

會前賽 五年級 壘球擲遠決賽 

三~六年級 60M 決賽 

12 月 2 日(三) 

一、二年級 全員賽跑 

會前賽 六年級 壘球擲遠決賽 

五、六年級 400M 接力預賽 

12 月 3 日(四) 
一、二年級 網球擲遠決賽 

會前賽 
三~六年級 100m 決賽 

12 月 4 日(五) 
三、四年級 立定跳遠決賽 

會前賽 
五、六年級 400m 接力決賽 

12 月 19 日(六) 

特教班、幼兒園 全員賽跑 

運動會 
一、二年級 對列接力 

三到六年級、親師生 大隊接力決賽 

親師 趣味競賽 

九、競賽辦法：(一)田賽及徑賽項目每組每項報名人數每班限報兩名選手，選手不

可重複報名，每位選手限報名一項(團體項目不在此限)。 

(二)400 公尺接力賽每單位限報一隊，選手四位，預備兩位。 

(三)女前、男後混合大隊接力，每班參賽人數由學年統一訂定。 

十、競賽規則：如附件—臺南市大灣國民小學校慶運動會競賽規則。 

十一、計分及獎勵方式：  

(一)所有得獎學生依大灣榮譽兒童獎勵制度核予體育榮譽分數。 

(二)年度最佳指導教練獎勵金頒發，以各學年競賽積分最高班級，頒發最佳指

導教練獎勵金 500 元給該班級任導師。 

(三)其他細項請參閱臺南市大灣國民小學校慶運動會競賽規則。 

十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十三、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