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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續班級共讀語文教學，加強提升語文能力： 

  依據北市語文政策推動及國語文基本學力檢測建議，配合課程教學計畫正常教學，也透過閱

讀、作文教學、重點補充等教材，強化各年級班級語文教學內涵，以期提升學生語文能力。另外

配合深耕閱讀及班級巡迴共讀活動，鼓勵圖書館利用活化教學，豐富閱讀悅讀書香學習風氣；也

定期調閱學生習作，了解學生學習狀況，肯定教師教學用心及協助學習成長。 

（二）積極辦理各項藝文活動，展現學生多元才能： 

辦理低年級說故事、高年級英語演說比賽、三年級鄉土語言演說比賽、協助一年級圖書館利

用、二年級查字典學習、英語拼字王等活動，活化學生學習管道。配合四.六年級學習成就抽測、

高年級游泳教學，了解學生學習狀況。辦理畢業系列活動...西餐禮儀教育(5/3-4)、畢業才藝發

表(6/14)及畢業美展(6/11-15)，鼓勵展現學生藝文及才藝學習成果。此外也積極指導學生參加科

學展覽、網頁製作及網界博覽會，獲得良好成績，增進師生團隊及創意學習風氣。也持續配合辦

理北市深耕閱讀系列..閱讀美術、閱讀心得、閱冠王及秋季兒童美術創作展評選送件等推廣閱讀

教學，以及辦理課後輔導及攜手激勵、英語補救教學，提供學生課業輔導學習機會。 

（三）規劃辦理教師研習活動，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今年是教育局推動「2007 教育專業年」，深化教師專業發展，除持續配合推動九年一貫課程，

鼓勵教師第二專長研習及領域研討進修活動外，本學期也陸續規劃領域教學研討及教師精進教

學、學生學習檔案觀摩，鼓勵教師進行領域教學成果分享與教學檔案製作。也在延續多元學習的

教學目標下，推動臺灣母語日，校園情境佈置鼓勵並親子母語交流對話，分別接受鄉土語言教學

訪視及進行教學觀摩活動，藉以發現教學困境與不斷力求突破，以期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畢業生西餐禮儀教育 畢業才藝發表會 畢業美展 

 



榮譽榜 

 

活動項目 作品名稱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備

註 

臺北市第四屆中小學網界博

覽會決選(地方體育活動類)

國小組第二名佳績、亦獲得

2007 年第八屆台灣學校網界

博覽會決選(地方體育活動

類)國小組金獎榮耀 

武武生風. 

國術探源之

旅 

六年 8班 

<蓋世英

雄>團隊 

張寬逸、陳作棟 

魏宇堂、蘇長欣 

翁  瑞、廖麗明 

黃海欣、施盈秀 

邵宣文、徐立軒 

徐雅雯老師 

張崇仁老師 

 

95 學年度臺北市中小學科學

展覽，獲得佳作及研究精神獎 

研究主題：

【地球殺手-

溫室效應】 

六年 1 班 許  揚、李奕緯 

張瑀芯、張  涵 

朱曉瑩老師  

95 學年度臺北市中小學科學

展覽，獲得入選獎及團體合作

獎 

研究主題：

【黑山蟻的

外型構造與

覓食習慣】 

四年 7 班 劉劭容、王孟平 

李昀霈、張凱茹 

彭楷淇、李怡萱 

謝素菡老師  

五年 8班 曾柏魁 

五年 7 班 顧家豪 

95 學年度臺北市小小說書人

複選獲得高年級組特優獎 

說書主題：

【神童巧對

尚書爺】 五年 6 班 褚又嘉 

李恆苓老師 

陳娟娟老師 

 

三年 5 班 林裕欽 

三年 3 班 高 行 

95 學年度臺北市小小說書人

複選獲得中年級組佳作獎 

說書主題：

【一根羽毛

也不能動】 四年 7 班 張凱茹 

李恆苓老師 

陳娟娟老師 

 

95 學年度臺北市中小學班級

網頁比賽國小高年級組入選

獎 

 六年 6 班  張榮賢老師  

96 年度深耕閱讀系列閱讀美

術創意作品展優選、 

 五年 4 班 廖英里 童介政老師 

賴佩妮老師 

黃秋華老師 

 

96 年度兒童美術創作春季展

入選 

 五年 4 班 廖英里 童介政老師 

賴佩妮老師 

黃秋華老師 

 

95 年度北市推動英語圖書徵

稿活動，榮獲低年級組閱讀教

案設計特優 

   葉翠雰老師  

台北市 95 學年度兒童美術比

賽榮獲低年級組繪畫類南區

佳作 

 二年 3 班 陳芷琪同學 劉惠美老師  

96 北市漢字小神通競賽，連

闖初賽、複賽兩關，入選決

賽。 

 六年 4 班

學生 

 潘誼祥老師  

 

 

 

 

 

 



 

 

 

  

 

 

 

 

 

 

 

                                                        

 

 

 

 

96 北市漢字小神通競賽，連

闖初賽、複賽兩關，入選決

賽。 

 六年 4 班

學生 

 潘誼祥老師  

96 北市深耕閱讀國小組閱冠

王入選複評(正在評選中)  四年 4 班 曲敏潔同學 莊玉明老師  

參加「大手牽小手 一同獻愛

心˙教師節公益繪圖比賽」獲

得二年級組入圍 

 二年 2 班 吳珮如小朋友 黃月花老師  

恭賀本校學童參加 96.06.02郭元益教育基金會基金會舉辦之第四屆兒童鄉土語言演說..台語

相聲比賽..榮獲國小組各組演說佳績!! 

*********************************************************** 

A 組(一至三年級) 

第一名二.2吳珮如.二.2鄭 詠小朋友 

第二名三.5林裕欽.三.3 高 行小朋友 

第三名三.4林冠宇.三.4簡萃璟小朋友 

*********************************************************** 

B 組(四至六年級) 

第三名五.7顧家豪.五.8 曾柏魁小朋友 

優選獎六.2金 禾.五.6褚又嘉小朋友 

恭賀本校學童參加 96.03.31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及漢聲廣播電台舉辦之 

....九十六年度兒童安全說故事比賽....榮獲中.高年級第一名佳績!! 

*********************************************************** 

中年級組第一名 

三.3 高行.三.5林裕欽.四.4徐慧恩等三位小朋友 

*********************************************************** 

高年級組第一名 

六.2金禾.五.6褚又嘉等二位小朋友 

*********************************************************** 

感謝李恆苓老師指導及級任老師協助支援...小朋友們優異表現值得肯定!! 

三年 4 班簡萃璟小朋友參加扶輪盃台語演說獲中年級組第三名 

感謝級任朱毓玢老師及李恆苓老師協助支援。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重要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重要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重要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重要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一、推動健康促進計畫：計推動 1.視力保健、2.口腔保健、3.健康飲食教育﹝含健康體適能﹞、4.

環境保護等相關重要活動 

議題 辦理活動項目 辦理活動內容 

專家座談 辦理兩次。 
健康促進學校辦理說明會 辦理一次。 
視力保健健走活動認證 常年辦理，初辦至今已逾三個月，已有約十人申辦獎狀。 
定期視力檢查 一四年級每年實施。 

明眸皓齒選拔活動 每年舉辦，頒發獎狀獎品。 

視力保健親職講座 已辦理一場。 

環境綠化美化 常年辦理。 

出刊視力保健壁報 常年辦理。 

視力

保健 

親山步道認證 常年辦理。 

含氟漱口水活動 常年辦理。 

定期牙齒檢查 一四年級每年實施。常年辦理。 

牙醫師駐校檢查 每週二至校定檢。 

明眸皓齒選拔活動 每年舉辦，頒發獎狀獎品。 

餐後潔牙活動 常年辦理。 

潔牙教育牙線使用教育 常年辦理。 

口腔衛生宣教 每年辦理。 

出刊口腔衛生壁報 每年辦理。 

口腔

保健 

畢業生美齒獎選拔 每年辦理。 

營養教育 分年級每學年辦理。 

營養櫥窗 常年辦理。 

一元布偶劇團 申請辦理。 

午餐供應委員會 每學期兩次。 

西餐禮儀教育 配合六年級畢業班會餐每年舉行。 

健走活動認證 常年辦理，初辦至今已逾三個月，已有約十人申辦獎狀。 
體育表演會 每學年上學期辦理一次。 

班際體育競賽 每學年下學期各年級辦理一次。 

師生 CPR研習 畢業生及教職同仁每年辦理一次。 

親山步道認證 常年辦理。 

慢跑活動 體育課以外，每週至少一次。 

健康

飲食

教 育

﹝含

健康

體適

能﹞ 

健康體能研習 辦理一次。 

資源回收活動 每週二、四中午實施。 

乾電池回收活動 每週二、四實施，每年獲績優表揚及獎金補助。 

跳蚤市場活動 二年級於上學期辦理、全校則於下學期配合兒童節辦理一次。 
公廁清潔活動 每日清掃，連續兩年榮獲評鑑全部優等。 

校園美化綠化 隨時辦理。 

透水舖面 已完工。 

環境

保護 

申請綠色夥伴學校掛牌 持續進行中。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重要輔導活動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重要輔導活動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重要輔導活動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重要輔導活動：：：： 

一、推動親職教育活動： 

1、3月 10 日學校日。 

2、親職教育講座三場（家長會辦理）。 

3、3月 31 日畢業生家長升學輔導說明會畢業生家長升學輔導說明會畢業生家長升學輔導說明會畢業生家長升學輔導說明會。。。。 

二、辦理各項宣導活動： 

1、3月 4 日至 3月 10 日多元文化週宣導活動。 

2、3月 1 日至 3月 31 日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活動。 

三、落實兒童輔導活動： 

1、5月 10 日慶祝母親節暨志工表揚活動。 

2、3月 29日及 4月 14 日畢業生參觀學區國中。 

3、小團體輔導、榮譽狀頒獎、個案輔導。 

四、辦理教師進修教師進修教師進修教師進修與與與與專業成長專業成長專業成長專業成長：：：：    

1111、、、、5555 月月月月 2222 日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專題講演日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專題講演日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專題講演日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專題講演。 

2222、、、、特殊教育及輔導管教宣導特殊教育及輔導管教宣導特殊教育及輔導管教宣導特殊教育及輔導管教宣導。。。。 

五五五五、、、、有愛無礙的特教服務有愛無礙的特教服務有愛無礙的特教服務有愛無礙的特教服務：：：：    

1111、、、、特教生輔導及獎助學金申請特教生輔導及獎助學金申請特教生輔導及獎助學金申請特教生輔導及獎助學金申請。。。。    

2222、、、、特教生升學輔導及鑑定安置特教生升學輔導及鑑定安置特教生升學輔導及鑑定安置特教生升學輔導及鑑定安置。。。。 

    
95959595 歲末聯歡歲末聯歡歲末聯歡歲末聯歡晚會晚會晚會晚會 

 

學校日活動學校日活動學校日活動學校日活動 

 

 

 

1.維護校舍整建、進行整建修復：寒假期間進行

崇德、勤學樓頂樓樓板結構修復工程，於四月

份順利全部完工驗收，並協助二年級及四年級

各班搬回原教室； 

  定期進行校內各項建物安全檢查，定期維護及

修復，保障師生安全。 

2.規劃各項工程，改善教學空間：規劃進行「普

通教室環境改造工程」、「全校教室油漆粉刷」、

「戶外遊戲場整建工程」、「全校視聽教學暨數

位定址廣播系統工程」於六月底完成發包，暑

假七月一日起開始進行上列工程。 

3.爭取預算經費、改善校園環境：教育局申請相

關經費改善力行、忠信懷恩樓頂樓樓板結構修復

工程經費，教育局同意明年度編列五百多萬經費

進行力行、忠信樓補強工作，另普通教室環境改

善工程明年亦核給本校三、五年級十六間教室，

共計一百多萬經費；此外向財政局申請三百多萬

經費改校園足球場及運動場週圍步道積水改

善；明年度本校共計有近一千萬工程預算。 

4.進行各項採購、協助教學活動：進行營養午餐

採購、各項教學用品、材料、辦公用品採購；定

期、不定期進行各項物品檢修、安全衛生檢查（水

質、機電、消防等）；支援各項活動進行，定期

進行校園環境美化及整理。 

5 規劃校園保全、落實門禁管制：本年度系統保全

委由新光保全負責、並派駐一名保全人員於本

校，配合本校警衛，落實門禁管理，同時因應本

校學生活動時間，修正校園開放時間，以維校園

安全。 

    勤學樓甘蔗板拆除   崇德樓刷水泥漆及燈具等復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