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一一、、、、本學期工作回顧與檢討本學期工作回顧與檢討本學期工作回顧與檢討本學期工作回顧與檢討    

    本學期教務處之工作重點，在營造豐富的學習環境，提供孩子們多元才能展現的機會：持續推展

班級閱讀活動、課後活動、美術創作，以及各項學藝競賽等各項活動，以及有效整合教育資源、激勵

教師創新教學與專業成長等。配合 101 年度教師課稅減授課規劃安排，非常感謝教師共體時艱，考量

教學與學習品質穩定性，有多數同仁配合吸收超鐘點授課。也感謝大家協助本年度教育局推動「精進

教學」、「學習共同體」、「教室走察」工作及完成「攜手激勵暨課後照顧服務輔導訪視」，提供教學與

學習檢核機制，共同努力迎接新契機。 

（一）持續班級共讀語文教學，加強提升語文能力： 

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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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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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圖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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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童樂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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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天宮玄天圖書館巡迴書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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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語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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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年鄉土課程、低年級晨光讀經、四至六年級校內科展、六年級游泳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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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說書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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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班、攜手激勵（國.數、英語）*17班、申辦三年

級課後卓越實驗課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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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教育局推動「深耕閱讀、精進教學」，持續倡導【教育 111】的理念，即推動「一校一特色、

一生一專長、一個都不少」，並落實「以愛為核心，讓愛活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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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社」、「四肢發達」、「尋幽訪勝」、「玩美社」、「Engsanity活力英語」、

「運動休閒-桌球」、「教育影片欣賞」、「教學 Happy Go」及「龍在特教」、「行動學務處」等社群），持

續發展教師專業能力。本學期也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及持續「教師輔導教師制度」、宣導「教

室走察」及專業社群分享平台（專業對話、初任教師教學觀摩、教學成果分享），提供交流成長機會。

也在延續多元學習的教學目標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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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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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環境教育法」公告實施，落實環境教育與新興議題海洋教育

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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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下學期工作重點下學期工作重點下學期工作重點下學期工作重點    

    下學期工作重點，除持續推動各項教務工作外，努力做好「校務評鑑複評」及「資訊主機房、圖

書室整修工程規劃」及配合教育部「2013 家庭教育年」活動為主軸，持續以整合教育資源、推動閱讀

活動、激勵教師專業成長、強化課程發展為目標，為學校規劃完善教學服務環境、奠定學生學科基本

能力及品格素養、關懷弱勢，以展現多元學生智能。分述各月工作重點如下： 

一、二月份  課程計畫編寫修訂、校內備課及資訊研習、資料彙整開學準備、教科書簿本發放、 

        辦理課後照顧、攜手激勵班、深耕閱讀系列【多元閱讀】、課發會議、國際教育宣導 

三月份  寒假作業展、說故事比賽（低年級）、英語學藝比賽（高年級）、營養教育、圖書館利用 

        精進教師增能研習（3~5 月）、校內資訊競賽（班級網頁、四至六年級網路閱讀、查資料） 

        深耕閱讀系列【多元閱讀】...手工書創作、自編劇本、小小說書人、閱冠盤石推薦等 

四月份  行政班級網頁觀摩、秋季美術創作展徵件.評選（待依文辦理）、調閱各項學生作業、高年級游泳 

        教學、期中評量、科學教育暨主題書展活動、舊愛新歡教學活動、新學年度重要行事規劃 

五月份  校內閱讀心得比賽徵件、新生入學資格審查、力行藝文季展演(暫訂)、加強國語文能力評量 

        四六年級學習成就抽測（教育部）、精進教學及學習檔案比賽、職務選填準備、校務評鑑複評 

六月份  教科書採選、課發會議(課程評鑑)、編班會議及編班作業、領域研究分享、教師職務選填、 

        期末評量、畢業考、畢業美展(暫訂)、增額市長獎評選、畢業典禮受獎規劃、童心教育影展 

七月份  教師成長研習（資訊.課程.綜合、本土語言教學等）、教師甄試規劃準備、小一新生報到、 

        編寫課程.領域教學計畫、處室行政職務調整、教師職務課務編排、主機房.圖書館整修等 

    感謝全體教師、行政同仁與家長對教務處團隊的支持、協助，以及寶貴建言，讓各項業務的推動

能圓滿完成，而且能努力達成預期目標或成效，也期望在全體親師生的努力下，讓教師充分展現專業、

讓孩子們有效學習，提供溫馨適性、優質學習環境共同努力！ 



 

                                                  

（四）我們的期末叮嚀與祝福： 

1.1/18（五）結業式 12:00放學。 

2.1/19(六)-2/17(日)寒假假期。 

3.2/18(一)第二學期開學日。（正式上課，全天班開始正常供餐）課後照顧班開始上課。 

 

 

 

祝福李恆苓老師榮退快樂祝福李恆苓老師榮退快樂祝福李恆苓老師榮退快樂祝福李恆苓老師榮退快樂    

大家一起快樂迎接寒假大家一起快樂迎接寒假大家一起快樂迎接寒假大家一起快樂迎接寒假假期及農曆新年唷假期及農曆新年唷假期及農曆新年唷假期及農曆新年唷!!!! 

 



 

                                                  

活動照片集錦 

  
頒發學年主任及領召聘書 頒發學習社群召集人聘書 

  
課後照顧班開班期初會議 攜手激勵班開班期初會議 

  
課後照顧(延長)班上課情形 攜手激勵班上課情形 



 

                                                  

  
頒發教學輔導教師指導聘書 教學 Happy Go 教學輔導教師會議 

  
教學 Happy Go 教師精進成長分享 教學 Happy Go 班級經營交流 

  
教學 Happy Go 教學輔導教師會議 教學 Happy Go【TED】影片欣賞 



 

                                                  

  
專業學習社群精進成長(非常好攝照片處理) 專業學習社群精進成長(尋幽訪勝參觀剝皮寮) 

  
優良暑假作業頒獎 優良暑假作業頒獎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會議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校內規準研討 



 

                                                  

  
暑假作業展觀賞心得回饋摸彩 課發會期初會議 

  
英語萬聖節體驗活動 校長與處室主任體驗英語萬聖節活動合影 

  
一年級認識師長活動 舊愛新歡二手書贈書活動 



 

                                                  

  
我心目中圖書館徵畫活動 兒童美術創作評選 

  
四年級綜合課學習活動 學生作業調閱抽查 

  
北市多語文競賽第一名(本土語)  好書推薦與校長有約 



 

                                                  

  
臺北市英語學藝競賽綵排(英語戲劇) 臺北市英語學藝競賽校內綵排(英語 RT) 

  
書香服務隊跟書趴趴 GO 攜手激勵班教學（國語） 

  
校內小小說書人比賽（高年級組） 校內小小說書人比賽（中年級組） 



 

                                                  

  
行天宮書香書箱共讀書閱讀優良獎頒獎 班級晨讀 10 分鐘 

  
書香小博士頒獎 五年級科學嘉年華活動 

  
六年級基本學力檢測 校內多語文學藝競賽（國語文朗讀） 



 

                                                  

  
臺北市小小說書人比賽特優頒獎 校內多語文學藝競賽（國語文演說） 

  
歲末春聯習寫評選（中年級組） 歲末春聯習寫評選（高年級組） 

  
攜手激勵課後照顧訪視座談 攜手激勵課後照顧訪視座談 



 

                                                  

  
各學年營養教育 母語日融入領域教學活動(102 謝英玲老師) 

  
領域研討時間(語文領域) 綜合科任陳祈宏老師教學觀摩(208 美勞) 

  
605 牟嘉瑩老師教學觀摩(605 國語)  英語陳鈺雯老師教學觀摩(502 英語) 



 

                                                  

  
專業學習社群期末分享 專業學習社群期末分享 

  
一年級特色課程（認識師長） 二年級特色課程（舞蹈） 

 

 

三年級校外教學（紅毛城） 四年級校外教學(動物園) 



 

                                                  

  
舊愛新歡綜合課程體驗環保惜福 舊愛新歡英語課程萬聖節鬼屋體驗 

  
五年級科學嘉年華活動…動腦及動手操作!! 五年級科學嘉年華活動…好好玩唷!! 

  
六年級特色課程（國術） 六年級特色課程（國術） 

 



 

                                                  

101 上學期【學生榮譽榜】（教務處） 

校外比賽活動 

參加活動項目(班級、姓名、指導老師) 

【臺北市 101 學年度多語文學藝競賽】 

狂賀本校學生狂賀本校學生狂賀本校學生狂賀本校學生 9/22(六六六六)參加臺北市參加臺北市參加臺北市參加臺北市 101 學年度多語文學藝競賽學年度多語文學藝競賽學年度多語文學藝競賽學年度多語文學藝競賽..表現亮麗表現亮麗表現亮麗表現亮麗.. 

榮獲多項優異成績榮獲多項優異成績榮獲多項優異成績榮獲多項優異成績(兩組第一名兩組第一名兩組第一名兩組第一名.一組第二名一組第二名一組第二名一組第二名.七組優等獎項七組優等獎項七組優等獎項七組優等獎項)..表現優異成果豐碩表現優異成果豐碩表現優異成果豐碩表現優異成果豐碩，，，，值得肯定值得肯定值得肯定值得肯定!!... 

學校亦榮獲學校亦榮獲學校亦榮獲學校亦榮獲【【【【國語文與本土語言組項目團體第六名國語文與本土語言組項目團體第六名國語文與本土語言組項目團體第六名國語文與本土語言組項目團體第六名】。】。】。】。 

 

詳見各舉辦學校網站公告訊息.... 

(比賽地點:西松國小)------------------------------------------------------------------------------------------- 

南區組閩南語演說(506陳姿昀)第一名...指導:陳麵老師 

客家語字音字形(504羅詩妤)第一名...指導:劉增興老師 

南區閩南語朗讀(604張瓊之)第二名...指導:李春英老師 

南區客家語演說(508許紀柔)優等...指導:劉惠美老師 

南區客家語朗讀(406賴詠晴)優等...指導老師:劉惠美老師 

(比賽地點:健康國小)------------------------------------------------------------------------------------------- 

南區泰雅族語朗讀組(506 謝駿恩)優等...指導:王永雄老師 

南區泰雅族語歌唱組(206 謝駿文)優等...指導:王永雄老師 

 

(比賽地點:大湖國小)------------------------------------------------------------------------------------------- 

南區英語演說第一組(501鄭羽潔)優等...指導:梁善溱.孫錦梅老師 

南區英語戲劇組(405郭政彥.405劉君苹.406李念.407黃安敏.407林子宸)優等... 

指導:蘇靖閔老師 

 

(比賽地點:國語實小)-------------------------------------------------------------------------------------------- 

南區國語文朗讀(606施又寧)優等...指導:黃劭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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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與大家分享!!也感謝所有參賽學生之努力.老師辛勤指導與家長全力協助配合..您們的表

現令人欣賞..留下令人難忘的成長學習經驗!! 

 

感謝所有參賽選手努力及指導教師辛勤指導、級任家長們之協助支持，參加比賽即是一種

成長學習的機會，珍惜成果、展現才華與大家分享喜悅。 

 

【臺北市 101 年度小小說書人比賽】 

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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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學年度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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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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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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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指導老師辛勤付出及級任老師.家長支持鼓勵.前任設備組高明星老師辛苦影像拍攝及後

製處理...成績優異!!成果與大家分享!! 

【經典背誦會考】 

三年三班黃家樑、黃家棟參加 2012第五屆福智經典背誦(高階)會考，通過背誦證明!可喜可賀!! 

【臺北市美術比賽】 

陳士軒老師指導五年五班黃柏翰同學參加 101 學年度臺北市美術比賽榮獲漫畫類國小高年級

組【佳作】! 

【小樹苗作文獎徵文比賽】 

恭禧陳鴻儀老師指導五年四班羅詩妤同學參加小樹苗作文獎徵文比賽榮獲【甲等】!!! 

【兒童深耕閱讀>之<自編故事高手><童話變奏曲>比賽】 

狂賀四年 2 班簡佑蓁同學參加<兒童深耕閱讀>之<自編故事高手>比賽，榮獲【優選】，感謝

家長的支持及級任導師卓享意老師的指導!!! 

狂賀二年 5 班徐偉綸同學參加<兒童深耕閱讀>之<童話變奏曲>比賽，榮獲【佳作】，感謝家

長的支持及級任導師藍梅瑛老師的指導!!! 

【河洛話演講比賽】 

恭賀~4 年 3 班陳雅婕同學參加 101.12.08『臺北市百合獅子會第十四屆河洛話演講比賽』榮獲

國小中年級組【優勝】 (獲頒獎狀及獎座鼓勵)...表現優異值得肯定!! 

感謝本校本土語支援教師:陳麵.李春英老師指導.說唱藝術:李恆苓老師.級任:柯芝嫻老師協助.

家長支援參與...成果與大家分享!! 

【數學能力檢測暨競賽活動】 

恭賀二年一班沈紀杉同學及二年五班林玄晉同學參加第 12屆國際盃數學能力檢測暨競賽活

動榮獲【優等】；恭賀六年二班林兆洸參加第 36屆奧林匹克數理競賽榮獲【優勝獎】；恭賀

一年七班張博翔榮獲國際心算暨數學競賽及全國心算暨數學競賽【第三名】!! 

【兒童美術創作】 

賀 405 劉皓云 美術作品 獲選 2012兒童美術創作 秋季展。 

 

 

  



 

                                                  

101 上學期【教師、教學團隊榮譽榜】（教務處） 

【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國小組） 

狂賀本校教師參加「臺北市第 13屆中小學及幼稚(兒)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國小組

評審兩件作品獲佳績，表現優異值得肯定...成果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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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總務陳智蕾主任以「搭橋者的生命修煉-公立小學行政組長之工作反思」作品，之「教

育專業經驗分享類」評選榮獲【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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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黃玉琳老師、103林育如老師、104吳雪如老師、英語科任吳沛珊老師以「影響二年級

學生英語學習成效之因素與提升學成效之行動研究」作品，之「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評

選榮獲【佳作】。 

【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幼兒園組） 

狂賀本校幼教教師團隊--洪淑珍、黃珊銘、張美紅、黃嬿庭、吳奕萱(實習教師)、高譽菱（代

理教師）等六位教師，以「運用經驗學習於幼兒環境教育之行動研究--以文山嬉遊記為例」

教學研究作品，參加「臺北市第 13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暨成果發表會幼稚（兒）

園組論文類」評選榮獲【優選】佳績，成果優異值得肯定...成果與大家分享。 

詳見臺北市第 13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網站公告訊息 http://163.21.34.143/。 

【全國創意教學 KDP 國際認證獎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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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語文競賽】 

恭賀本校本土語(客家語)支援教師劉增興老師.劉惠月老師參加「臺北市 101 年社會組語文

競賽」榮獲佳績!!共同分享獲獎喜悅..... 

客家語字音字形 

劉增興老師榮獲【第 2名】；劉惠月老師榮獲【第 8名】。 

【深耕閱讀--閱冠磐石評選】 

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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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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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