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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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積極辦理校內三年級鄉土語言、四年級英語演說及五年級國語文競賽，協助二年級圖 
  書館利用、英語拼字王等活動，活化學生學習管道。配合六年級基本學力檢測、高年級游泳教學， 
  了解學生學習狀況。辦理各項學生學習活動..英語拼字王、春聯習寫、北市美術比賽、兒童美術 
  創作展評選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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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多語文競賽、 
  閩南語親子話劇、親子說故事、網路多媒體創意等比賽，獲得良好成績，增進師生團隊及創意學 
  習風氣。為關懷弱勢家庭，照顧特殊需求學生，配合北市華麗扶輪社規劃【小學生大未來獎助學 
  金】頒贈、辦理學生課後照顧*3 班、課後活動*4 班及攜手激勵*5 班，提供學生才藝展現、課業 
  輔導及補救教學學習機會。 

（三）規劃辦理教師研習活動，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持續教育局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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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
課堂教學能力，鼓勵教師鄉土語言研習及領域研討進修活動外，本學期也陸續規劃教師自主進修
及領域教學研討，精進教師教學—閱讀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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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鄉土語言教學，訂每週四為【臺
灣母語日】，配合全校鄉土課程及課間午休音樂播放、情境佈置，鼓勵師生及親子母語交流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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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暑假作業展 課後活動學生圍棋班 週三教師進修閱讀分享 

   
一年級注音符號闖關 小學生大未來獎助金頒贈 校內多語文競賽 

 



榮譽榜 

活動項目 作品名稱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備註 

96學年度北市學生精進學習

檔案比賽獲得佳作!! 

 六年 5 班 許敏涓 黃凱霖老師 教學王廷嘉

老師協助 

96學年度北市「96年中小學

網路多媒體創意大賽」 

影片類--「特優」 

影片類— 

【翡翠王國】 

六年 6班 

五年 8班 

四年 3 班 

褚又嘉 

徐慧恩 

高  行 

96學年度北市「96年中小學

網路多媒體創意大賽」 

廣播類--「特優」 

廣播類— 

【神奇繞口

令】 

五年 1班 

五年 3 班 

 

許凱婷 

張凱茹 

 

96學年度北市「96年中小學

網路多媒體創意大賽」 

廣播類--「特優」： 

廣播類— 

【蛛蜘和蒼

蠅】 

四年 5 班 

四年 3 班 

五年 6班 

林裕欽 

高  行 

陳柏均 

96學年度北市「96年中小學

網路多媒體創意大賽」 

廣播類--「優選」： 

廣播類— 

【一二三木

頭人】 

五年 8班 

四年 3 班 

四年 5 班 

徐慧恩 

高  行 

林裕欽 

96學年度北市「96年中小學

網路多媒體創意大賽」 

廣播類--「優選」： 

廣播類— 

【神奇魔豆】 

六年 8班 

六年 7 班 

六年 6班 

曾柏魁 

顧家豪 

褚又嘉 

96學年度北市「96年中小學

網路多媒體創意大賽」 

廣播類--「佳作」： 

廣播類— 

【小心別上

當】 

六年 8班 

五年 6班 

三年 6班 

曾柏魁 

黃輊宸 

吳珮如 

李恆苓老師 

陳娟娟老師 

 

資訊徐雅雯

李雅節、高

明星老師協

助 

臺北市 96鄉土語言親子話劇比賽南區第一名 

506 陳柏均、405林裕欽、403 高行、306.吳珮如、家長陳輝東先生(柏均爸爸) 

（指導—李恆苓、陳娟娟老師） 

註冊鄭麗芬

老師協助 

臺北市 96年度國語文學藝競賽【南區】 

南區寫字：優勝第 2名--605許敏涓同學（指導—黃凱霖老師） 

南區字音字形：優等--606 朱有晨同學（指導—黃凱霖老師） 

南區演說：優等--606 謝曼寧同學（指導—黃玉琳老師） 

 

臺北市 96年度鄉土語言學藝競賽【南區】 

閩南語演說：優等--404林冠宇同學（指導—朱毓玢老師） 

閩南語朗讀：優等--405商淨媛同學（指導—陳麵老師） 

客家語演說：優等--408 羅語葳同學（指導—鄭惠玲老師） 

客家語朗讀：優等--401 劉家均同學（指導—劉春燕老師） 

南區布農族演說：優勝第 1名--508王昭蓉同學（指導—柯芝嫻、顏雲英老師） 

南區阿美族演說：優等--407沈采欣同學 （指導—陳鴻儀、古國正老師） 

南區原住民歌唱觀摩：優等--502 王安琪同學(樂器伴奏--303 王順順同學)  

                                       （指導—陳娟娟、顏雲英老師） 

南區原住民演說觀摩：優等--604朱霆威同學（指導—童介政.蘇朝明老師） 

臺北市 96年度英語學藝競賽【南區】 

英語演說第一組：優勝--507劉劭容同學（指導—蘇怡安老師） 

英語演說第二組：入選--503蔡岱展同學（指導—洪于涵老師） 

註冊鄭麗芬

老師統整指

導 

臺北市 96學年度學生藝術比

賽，榮獲中年級組繪畫類南區

佳作。 

 

 三年 8班 張芷瑄 莊玉明老師 

 

 

 



臺北市 96學年度學生藝術比

賽，榮獲高年級組繪畫類南區

佳作。 

 六年 4 班 廖英里 童介政老師 

黃秋華老師 

 

96北市第四屆漢字文化節書

藝比賽優等獎。 

 六年五班 許敏涓 黃凱霖老師 

林婉娟老師 

 

 

96年北市深耕閱讀國小組閱

冠王 

 原四年 4

班 

曲敏潔 莊玉明老師  

96年度兒童美術創作秋季展

入選 

 二年 6班 陳永杰 鄭惠玲老師 

 

 

賀本校說唱藝術學生及家長參加 96年 12月 15日(六)財團法人研華文教基金會主辦「2007

親子喜閱故事嘉年華我家的閱讀故事…親子說故事比賽」，表現優異榮獲多項獎勵，值得嘉許

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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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優】榮獲獎座、獎狀、獎金、獎品 

三.2林昱廷同學、一.2林昱昕同學和賴妲燕女士（媽媽） 

-------------------------------------------------------- 

五.6 陳柏均同學和陳輝東先生（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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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選】榮獲獎狀、獎金、獎品 

四.5林裕欽同學和游旭如女士（媽媽） 

-------------------------------------------------------- 

六.6 褚又嘉同學和黃子棻女士（媽媽）、曹薰方女士（奶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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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榮獲獎狀、獎品 

二.2 金源同學和陳虹嫻女士（媽媽）、金禾同學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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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恆苓、陳娟娟老師辛勤指導。 

也感謝級任和家長們鼓勵支持，提供親子說故事參與機會，讓孩子多元學習與適性發展。 

本校學生參加 96年 10月 27日(六)財團法人天主教光仁文教基金會主辦「2007幸福家庭~兒

童說故事比賽」，表現優異榮獲多項獎勵，值得嘉許與肯定。 

--------------------------------------------------------------------- 

【幼稚園組】 

優選獎：（獲頒獎狀及圖書、獎金） 

綿羊班-吳芝瑄 

佳作獎：（獲頒獎狀及圖書） 

企鵝班-鄭欣恩 

-------------------------------------------------------------------- 

【國小兒童 A組(1-3 年級)】 

306 吳珮如第一名、302蘇紀仁第二名、302林昱廷第三名（各獲頒獎盃、獎狀及圖書獎品） 

優選獎：（獲頒獎狀及圖書、獎金） 

208周千又、208盧玟惠、306江曼寧、308 顏永明 

佳作獎：（獲頒獎狀及圖書） 

103鄭欣昀、205邱晉韋、208 張煜、308 劉恩霈 

--------------------------------------------------------------------- 

【國小兒童 B組(4-6年級)】 

405林裕欽第三名（獲頒獎盃、獎狀及圖書、獎金） 

優選獎：（獲頒獎狀及圖書、獎金）  

401戴寧昕、403 高 行、408梁育琁、408 劉晏菱、501 許凱婷、 

508 徐慧恩、606 褚又嘉 



佳作獎：（獲頒獎狀及圖書） 

401 陳俐廷、401 張馨、404邱奕捷、408 陳譽心、408 陳小瑜、 

408 陳彥齊、408 陳洳萱、408 張翔、408何皓穎、408 張瑜倢、 

506 陳柏均、506 黃輊宸 

指導老師：李恆苓、陳娟娟老師。 

也感謝級任、家長們鼓勵支持，提供機會讓孩子多元學習與適性發展。 

本校 306 吳珮如同學參加 96年 10月 27日(六)臺北市百合國際獅子會主辦「第八屆青少年河

洛語演講比賽」榮獲國小中年級組第二名（獲頒獎盃、獎狀及獎品、獎金），值得肯定。 

指導老師：李恆苓、陳娟娟老師。也感謝級任、家長們支援協助。 

 

                                                  

 

 

 

（一） 辦理多元課外社團，發展學生特殊潛能 

      爲提供孩子優質廉價的課外活動，辦理體育、音樂、舞蹈、民俗等類型課外社團，發 

      展學生特殊潛能。            

（二） 辦理各項專案活動，提供學生發表舞台 

      於辦理春暉教育、交通安全教育、人口教育、民主法治教育等專案時， 除配合國語文 

      競賽外，並辦理徵文、童詩創作、有獎徵答、壁報、漫畫、著色等比賽活動，以落實 

      宣教成果，並提供孩子發表空間。 

（三） 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提升學生衛教知能 

      針對視力保健、口腔衛生保健、健康飲食（含健康體適能）、環境保護等議題，除常態 

      辦理之視力檢查牙齒檢查、各項健康檢查、含氟漱口水、餐後潔牙、牙醫師駐校檢查、 

      營養教育、營養櫥窗、西餐禮儀、出刊視力及口腔保健壁報專刊、明眸皓齒選拔活動、 

      畢業生美齒獎、體育表演會、資源回收、乾電池回收競賽活動、舊愛新歡、公廁清潔、 

      環境美化綠化等例行工作外，更辦理座談會、說明會、研討會、視力保健、視力保健 

      親職講座、視力保健健走認證、親山活動認證、慢跑活動、班際體育競賽、體育表演 

      會、教師健康體能及 CPR研習等活動，有效提升孩子衛教知能。 

（四） 賡續加強生活教育，有效提升學生氣質 

      辦理禮儀楷模、孝親楷模、班級模範生、班級幹部公共服務優良選拔活動，以推動標 

      竿學習，有效提升學生氣質，達成愛清潔、有禮貌、守秩序好兒童的目標。 

       

榮譽榜榮譽榜榮譽榜榮譽榜    
◎ 96年度臺北市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傳統北派拳術比賽-- 

    五 4陳宣文：國小五年級男子組第二名 

    五 4陳中權：國小五年級男子組第四名 

    六 8 曾柏魁：國小六年級男子組第四名 

    五 7沈容軒：國小高年級女子組第一名 

    六 7徐 沁：國小高年級女子組第四名 

    三 4劉宸宇：國小三年級男子組第一名 

    三 8 顏永明：國小三年級男子組第二名 

    三 8周家駿：國小三年級男子組第三名 



    四 1 張 馨：國小中年級女子組第三名 

    二 8 張景珹：國小低年級男子組第二名 

    ㄧ 6高明謙：國小低年級男子組第四名 

    二 1段彥安：國小低年級男子組第六名 

  傳統長器械比賽-- 

    五 4陳中權：國小高年級男子組第一名 

    六 7蔡旻霖：國小高年級男子組第四名 

    五 7沈容軒：國小高年級女子組第一名 

    六 1 謝維心：國小高年級女子組第三名 

    六 6 褚又嘉：國小高年級女子組第四名 

    三 8 顏永明：國小中年級男子組第一名 

    二 8 張景珹：國小中年級男子組第二名 

    四 3陳庭謙：國小中年級男子組第三名 

    四 1簡廷翰：國小中年級男子組第四名 

    三 8周家駿：國小中年級男子組第五名 

    四 3陳鈞鼎：國小中年級男子組第六名 

  傳統短器械比賽-- 

    五 4陳宣文：國小高年級男子組第一名 

    六 7徐 沁：國小高年級女子組第三名 

    四 2廖牧安：國小中年級男子組第二名 

    二 1段彥安：國小中年級男子組第五名 

 感謝教練陳錦湧老師辛勤指導感謝教練陳錦湧老師辛勤指導感謝教練陳錦湧老師辛勤指導感謝教練陳錦湧老師辛勤指導,,,,以及參賽選手家長與級任老師的鼎力支持以及參賽選手家長與級任老師的鼎力支持以及參賽選手家長與級任老師的鼎力支持以及參賽選手家長與級任老師的鼎力支持 

 

◎96學年度臺北市南區國民小學運動會 

  男童甲組田徑第二名,田賽第一名,徑賽第二名  精神總錦標 

  女童甲組田徑第一名,田賽第一名,徑賽第一名 

  男童甲組 100公尺 第 7名-六 3陳浚維 

  女童甲組 100公尺 第 1名-六 3鐘以茜 第 3名-六 6 羅雅馨 

  男童甲組 200公尺 第 1名-六 6 徐緯宏 

  女童甲組 200公尺 第 2名-六 7徐 沁 第 6名-六 1 陳俞雅 

  男童甲組 400公尺接力 第 4名-六 8饒丞書.六 6 徐緯宏.六 6 林豊鈞.六 3陳浚維     

  女童甲組 400公尺接力 第 1名（破大會紀錄）-六 3鐘以茜.六 6 羅雅馨.六 7徐 沁.六 1 謝維心 

  男童甲組 800公尺接力 第 2名-六 8饒丞書.六 6 徐緯宏.六 6 黃子剛.六 3陳浚維 

  女童甲組 800公尺接力 第 1名-六 3鐘以茜.六 6 羅雅馨.六 7徐 沁.六 1 陳俞雅 

  男童甲組跳高 第 1名-六 6 徐緯宏 第 2名-六 6 許又升 

  女童甲組跳高 第 3名-六 1 謝維心 第 7名-六 7徐 沁 

  男童甲組跳遠 第 3名-六 3陳浚維 

  女童甲組跳遠 第 1名-六 3鐘以茜 第 2名-六 1 謝維心 

  感謝教練胡正仁老師感謝教練胡正仁老師感謝教練胡正仁老師感謝教練胡正仁老師、、、、張榮賢老師辛勤指導張榮賢老師辛勤指導張榮賢老師辛勤指導張榮賢老師辛勤指導；；；；感謝本校家長會感謝本校家長會感謝本校家長會感謝本校家長會、、、、參賽選手家長及級任老參賽選手家長及級任老參賽選手家長及級任老參賽選手家長及級任老    

        師鼎力支持師鼎力支持師鼎力支持師鼎力支持 

 

◎96年臺北市中正盃秋季田徑賽 

  國小男子組 100公尺 第 6名-六 6 徐緯宏 



  國小女子組 100公尺 第 6名-六 6 羅雅馨 

  國小女子組跳遠 第 1名-六 3鐘以茜 第 3名-六 1 謝維心  

  第 4名-六 7徐 沁 第 5名-六 6 羅雅馨  

  國小男子組跳高 第 3名-六 6 徐緯宏  

  國小女子組跳高 第 1名-六 3鐘以茜 第 2名-六 1 謝維心  第 5名-六 7徐 沁                

  感謝教練胡正仁老師感謝教練胡正仁老師感謝教練胡正仁老師感謝教練胡正仁老師、、、、張榮賢老師辛勤指導張榮賢老師辛勤指導張榮賢老師辛勤指導張榮賢老師辛勤指導，，，，以及以及以及以及參賽選手家長及級任老師鼎力支持參賽選手家長及級任老師鼎力支持參賽選手家長及級任老師鼎力支持參賽選手家長及級任老師鼎力支持 

 

◎96年全國台灣盃少林拳道綜合武術錦標賽 

  五 4陳中權 (少年 A 男組) 傳統外家劍術 第三名；傳統外家棍術 第三名； 

                          傳統外家槍術 第三名；傳統外家北拳 第五名； 

                          傳統外家刀術 第四名。 

  五 4陳宣文 (少年 A 男組) 傳統外家棍術 第三名：傳統外家劍術 第四名； 

                          傳統外家槍術 第五名。 

  六 8 曾柏魁 (少年 A 男組) 傳統外家刀術 第六名；傳統外家劍術 第四名；           

                          傳統外家棍術 第六名。 

  五 7沈容軒 (少年 A女組) 傳統外家刀術 第二名；傳統外家棍術 第二名； 

                          傳統外家劍術 第四名；傳統外家北拳 第四名； 

                          傳統外家象形拳 第二名。 

  六 7徐  沁 (少年 A女組) 傳統外家北拳 第三名；傳統外家奇兵器 第三名 

                          傳統外家棍術 第四名；傳統外家象形拳 第六名  

  四 1 張  馨 (少年 A女組) 傳統外家象形拳 第五名；傳統外家北拳 第六名   

  二 8 張  煜 (少年 B女組) 傳統外家象形拳 第一名；傳統外家棍術 第二名 

  感謝教練陳錦湧老師辛勤指導感謝教練陳錦湧老師辛勤指導感謝教練陳錦湧老師辛勤指導感謝教練陳錦湧老師辛勤指導，，，，以及以及以及以及參賽選手級任老師與家長的支持參賽選手級任老師與家長的支持參賽選手級任老師與家長的支持參賽選手級任老師與家長的支持    
 

活動剪影活動剪影活動剪影活動剪影    

  
廁所清潔指導 課外社團抽籤 

  

資源回收 班級幹部訓練 



 
導護志工會議 課外社團—跆拳班 

  
課外社團—籃球班 課外社團—國術班 

  
課外社團—扯鈴班 課外社團—運動舞蹈班 

  
學生視力檢查 健身操活動 

 

 



--關心校園的每個角落 

 96年 8 月--普通教室環境改造工程增加教

室空間的功能 

 

 

 

 

 

 

 

 

96年 8月--戶外遊戲場工程完工後增加學生

遊憩空間 

 

 

 

 

 

 

 

 

 

 

 

 

 

 

 

 96年 9 月--校園二重奏(馬纓丹與繁星花) 

 

 

 

 

 

 

 

 

96年 10月--柯蘿莎颱風修復工作 

 

 

 

 

 

 

 

 

 96年 11~12月--修剪圍牆內高大樹木 

 

 

 

 

 

 

 

 

 

 

 

 

 

總務處全體同仁說：「我們樂在校園美化的工

作，期望給力行的小朋友擁有一個安全溫馨

舒適的校園空間，在心中充滿快樂幸福溫暖

的感覺。」 

 

 

 

 

 

 

 

 

 



 

 

 

 

 

 

 

力行提供學生「家」的感覺，我們認同每一個孩子都適合也都應該獲得融合式教育。然一

個溫暖、接納的溫馨友善校園，需要做好準備的是教育環境而非孩子。 

輔導室為了推行全人教育，在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特殊教育及生活學習輔導上，藉

由辦理多元、溫馨、體驗的輔導活動，協助孩子更有思考和創造能力，並具備自我探索的能力。

以下是我們的努力： 

 

 
六年級愛心導生小志工 

 
轉入生輔導活動 

 

身心障礙生轉銜會議 
 

定期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教師節敬師活動 

 
六年級真愛要等待輔導活動 



 
注音符號補救教學志工講習 

 
注音符號補救教學 

 
輔導知能研習 

 
親子電影賞析--和你在一起 

 
特教知能研習 

 
五年級生理衛生講座 

 
性別平等教育戲劇宣導 

 
親職講座 

 
性別平等教育相聲宣導 

 
生命教育戲劇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