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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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彈性節數一節加強國語文教

學，透過課程教學計畫推動正常教學，並配合教育局提升英語能力政策規定，100 學年度起

三至六年級每週上 3 節英語課（新增 1 節），中高年級每週三上午晨光 08:00-08:40 並已納入

正式排課時段。也透過全校班級閱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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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101 臺北市深耕閱讀，充實學校及班級共讀書籍、部

落格網頁、辦理主題書展【海底尋寶記】及每週二上午【跟書趴趴 Go!】、【好書推薦卡】與

校長有約、每週二書香媽媽說故事等推廣閱讀活動，鼓勵培養孩子閱讀好習慣，開啟學習新

視野與發展閱讀力。本年度亦獲教育部「小一新生閱讀起步走贈書」、推動班級晨讀（「晨讀

10 分鐘」—歡樂讀享卡）及巡迴閱讀活動，更感謝家長會書香志工協助，營造優質閱讀學習

情境與風氣。另外配合閱讀護照、小小書法家，提升語文能力；透過晨光教學、唐詩背誦讀

經推動、班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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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持續定期調閱學生各項習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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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語言、四年級英語演說及五年級國語文競賽，協助一年

級注音符號闖關及圖書館利用、各學年爆米香、讀經闖關、擂茶體驗、四至六年級校內科展、

六年級游泳教學、布袋戲劇欣賞、各學年特色課程學習活動及校外教學協助等，活化學生學

習管道。配合六年級基本學力檢測，了解學生語文、數學與英語學習狀況。辦理各項學生學

習活動、暑假作業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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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競賽等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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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積極辦理學生課後

照顧及延長*14 班、攜手激勵（國語、數學）*21 班，提供學生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學習機會，

帶好每一位學生。 

 

（三）規劃辦理教師研習活動，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持續配合教育局倡導【教育 111】的理念，落實推動「一校一特色、一生一專長、一個

都不少」積極作為。強化教師專業倫理及落實品格、生態教學，除鼓勵教師參加校內、外研

習進修活動，並規劃二次領域研討活動，四次專業學習社群（目前有「非常好攝」、「親親自

然」、「四肢發達」、「尋幽訪勝」、「特教團隊」、「運動休閒-桌球」、「教學 Happy Go」、「活力英

語」等社群），持續發展教師專業能力。本學期也推動教師輔導教師制度、實習教師輔導及專

業社群分享平台（專業對話、資訊融入教學、教學成果分享），提供交流成長機會。持續推動

本土語言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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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配合環境教育法公告，落實環境教育與新興議題海洋教育

等課程，重點教學工作推動，深刻體認生態環保作為，從「愛」開始、從「心」出發，共同

努力讓地球永續發展。 

（四）我們的期末叮嚀與祝福： 

1.6/19（日）六年級畢業典禮。6/20-24一至五年級期末評量。6/27-6/30童心教育影展。 

2.6/29（五）結業式 12:00放學。 

3.7/1-8/29暑假假期。7/6(五)一年級新生入學報到。 

4.8/29(三)開學準備日 10:30放學。(舊生返校，三、五學年編班、發教科書簿本、環境

整理等) 

5.8/30(四)第一學期開學日。（正式上課，全天班開始正常供餐）一年級新生上學迎新活

動。 

 

 

 

 

 

 

 

祝福退休老師榮退快樂、歡送調校同仁 

大家一起快樂迎接暑假假期唷! 
 



 

                                                  

 

 

（五）活動照片集錦： 

 

  

課發會議(100下期初) 課後照顧班期初會議 

  

畢業系列籌備會議 寒假作業優良作品展 

  

南投南港.港源國小教育參訪 南投南港.港源國小教育參訪 

 

 



 

                                                  

 

  

教務處工作團隊歡送彭小姐 校內二年級說故事比賽 

  
校內六年級英語學藝競賽頒獎 兒童說故事比賽-2012夢想起飛頒獎 

  
作業抽查 學生綜合作業學習單 

  

專業學習社群(親親自然社) 專業學習社群(攝影社) 



 

                                                  

 

  
專業學習社群(Free社) 專業學習社群(四肢發達社) 

  
五年級麻糬體驗教學 綜合課程教學 

  
領域研討分享（藝術與人文） 領域研討分享（語文領域） 

  
低年級棉花糖體驗教學 低年級棉花糖體驗教學 

 



 

                                                  

 

  
教學輔導教師交流分享 群組增能研習(閱讀理解) 

  
實習教師輔導會議 實習教師教學觀摩活動 

  
大手牽小手教學輔導會議 新進教師教學觀摩活動(體育科) 

  
幼小銜接活動 課後延長頒感謝 

 



 

                                                  

 

  
調閱學生作業(圖畫作文) 調閱學生作業(作文) 

  
課後照顧家長參觀日 課後照顧班教學指導 

  
期末領域成果分享報告 期末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分享 

  
二年級感恩音樂會 二年級感恩音樂會班級合影 

 



 

                                                  

 

 
 

圖書室新書展 圖書室新書展 

  
圖書室好書交享閱換書活動 圖書室好書交享閱換書活動 

  

3-4月份好書推薦卡入選者與校長合影 好書推薦卡優秀作品張貼 

  

好書推薦卡入選者分享與校長話書香 5-6月份好書推薦卡入選者與校長合影 
 



 

                                                  

 

  

圖書館情境佈置 圖書館情境佈置 

  

感謝好書交享活動閱幕後功臣 書香團隊閱冠磐石複審報告 

  
校內查字典比賽頒獎 校內閱讀楷模表揚 

  
校內低年級晨光讀經活動感謝 校內低年級晨光讀經活動感謝 

 



 

                                                  

 

  
校內小小說書人比賽 校內小小說書人比賽 

  

校內美術比賽頒獎 教師教學與學習檔案觀摩展示 

  
本土語言教學期末座談 本土語言教學期末感謝 

  
資訊小組會議 網路閱讀心得比賽 

 



 

                                                  

 

  

書香志工期末座談 可愛的書香媽媽與校長快樂合影 

  

圖書館教學輔導團隊蒞校指導 書香志工成長讀書會 

  
書香團隊參觀興隆國小圖書室 書香團隊參觀興隆國小圖書室 

  
畢業才藝發表會 畢業才藝發表會 

 



 

                                                  

 

  
畢業美展 畢業美展 

  
準備畢業囉!! 六年級畢業典禮會場 

  

品行優良頒獎 學期成績優良頒獎 

  
三年級電腦動畫著色活動 三年級電腦動畫著色活動 

 



 

                                                  

 

100下學期【學生榮譽榜】（教務處） 

參加活動項目(班級、姓名、指導老師) 

賀 306 林薏晴參加紅十字會臺灣分會 繪畫比賽 獲 星光少女組 入選。 

賀 605 許雅晴 參加臺北市學生藝術比賽 版畫比賽 獲 佳作。 

賀本校同學參加【2012 夢想起飛】兒童說故事比賽榮獲佳績 

賀本校 205 周芷嫻 303 陳雅婕、304 劉若禾、304 張昌恩、306 李念、604 劉若凡，通過百人初

賽.進入總決賽榮獲佳績如下： 

205 周芷嫻 榮獲低年級組第三名、303 陳雅婕 榮獲中年級組第三名  

304 劉若禾 榮獲中年級組第三名、304 張昌恩 榮獲中年級組第三名  

306 李念 榮獲中年級組第三名、604 劉若凡 榮獲高年級組第二名  

感謝李恆苓老師賽前辛苦指導!!!! 

賀 206 胡淨涵 作品「遊戲中的孩子」獲選 2012 美術創作春季展。 

賀本校學生參加臺北市第 45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榮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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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 1--小學生最愛的糙米飯炊煮口味 

獎項:國小組生活與應用科學佳作及團隊合作獎 

參加學生:六 8 楊善茵、六 8 吳昱辰、六 8 袁湘妍、六 8 陳威霖、六 8 黃云宣、六 8 黃鵬霖 

指導老師:游文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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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 2--無盡的旋轉－空氣力學的研究與探討 

獎項:國小組物理科佳作 

參加學生:六 3 廖化仁、六 3 洪瑋廷、六 3 高振益、六 3 吳瑋恩、六 3 黃昱凱、六 3 游景淳 

指導老師:魏仁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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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指導老師的辛勞及學生家長與級任老師的支持 

恭喜六年 5 班賴昭蓉.楊博雅投稿國語日報，作品刊登於國語日報週刊第 90 期，並獲得小作家證

書。 

恭喜五年 6 班黃靖投稿國語日報，作品刊登於 5 月 17 日的國語日報，並獲得小作家證書。 

賀本校教師及學生參加臺北市 101 年度小小說書人比賽，榮獲特優等佳績，得獎名單如下。 

低年級 特優 二年四班：袁佳瑋、賴鉑崴、徐珮淇 指導老師:李麗玉、曹珈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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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級 特優 三年六班：李 念 三年四班：劉若禾、張昌恩  

指導老師:李恆苓、楊兆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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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級 佳作 三年一班：張廷緒 三年八班：張宥元、陳雅婕  

指導老師:李恆苓、陳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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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年級 特優 五年二班：林昱昕、五年七班：李潔祈、五年六班：蔡昀珊 

指導老師:李恆苓、陳娟娟 

賀 405 劉皓云 美術作品 獲選 2012 兒童美術創作 秋季展 

賀本校書香志工團隊參加臺北市 101 年度推動兒童深耕閱讀--閱冠磐石評選,獲得<書城閱冠磐石

獎>的殊榮,感謝書香志工對於協助推動本校兒童深耕閱讀活動長期的付出與奉獻。 

 



 

                                                  

 

100下學期【教師榮譽榜】（教務處） 

賀本校參加臺北市 100 年度國民小學推動深耕閱讀活動<捕捉閱讀--閱讀推動紀錄片>競賽,榮獲

<閱讀私房菜組>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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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作品:孩子,你可以更好--閱讀推手 梁善溱老師 

作者:設備組高明星老師 四年 8 班梁善溱老師 圖書室幹事洪惠萍小姐 

恭賀本校幼稚園教師團隊黃珊銘園長、黃嬿庭老師、吳奕萱實習老師以「篇篇蜂釆」優良教案

參加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辦理之「Greateach-KDP2012 全國創意教學 KDP 國際認證獎」評選,進入

最後決審榮獲--佳作,值得肯定...成果與大家分享。 

賀二年 3 班及二年四班榮獲 100 學年度【書香‧書箱‧好書交享閱】試辦計畫 班級推廣閱讀成

果評選表現最佳獎感謝 二年 3 班 徐蕙美老師 及二年 4 班 李麗玉老師及曹珈菱老師 指導班級

閱讀有成! http://www.ht.org.tw/spage/2011lib/plist.htm 

 

更多校內外師生得獎訊息…詳見力行國小網站 www.lsps.tp.edu.tw 榮譽榜 

http://www.ht.org.tw/spage/2011lib/plist.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