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北區北門國小校務通報】＜0215＞ 日期：105/05/13
一、榮譽榜：恭喜黃馨逸、洪振全、薛永浩老師參加教育部師資陪用聯盟本土教育教案演示
競賽，榮獲教師組佳作。
二、本週行事：
日期 星期
行事活動
◎五年級游泳課第 9 次
5/16
一
◎查閱三～六年級作文簿，至少批改 4 篇
◎語文競賽初賽組長工作會議（8：05 圖書室）
參加對象：玉燕、仁華、家珮、云禛、琦崴、孟勳、照美、振全、英浩、
5/17
二
秋滿、淑婷、孟信、翌珊
◎第 6 次英語千字王闖關活動報名截止
◎六年級補救教學 5 月份篩選測驗（各班提報名單）
◎課程發展委員會-105 學年度教科書決選及審查 105 學年度學習節數
(08:05 圖書室)
5/18
三
◎語文競賽初賽競賽組工作人員會議（13：30 視聽教室）
參加對象：擔任初賽各項競賽組工作人員（名單請參閱教師分享區-教務
處專區-語文競賽-初賽資料匣）
◎繳交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任教科目支援調查表
5/20
五
◎8：30-11：30 105 學年度國中小學新生報到
本校小一新生報到地點：妙妙屋（圖書室）
三、105 學年度教科書決選及審查 105 學年度學習節數 (5/18 8：05 地點:妙妙屋圖書室)
出席人員：全體課發會委員
1.校長、四處主任、註冊組長、教學組長
教
2.家長代表（莊惟蘭委員、林明蕙委員、江彩蓮委員）
3.領域代表（陳沛佳委員、高玉燕委員、林姣吟委員、周芳如委員、洪振全委員、
務
陳曉卉委員、林孟信委員、邱雯華委員、甘可齊委員、陳易宏委員、薛永浩委員）
處
4.各年級學年主任（104 學年度）
5.特教代表（廖琤瑜委員）
6.教師會代表（方仁華委員）
四、六年級補救教學篩選測驗時間：
時間
班級
地點
參加對象
5/17（二）8：00
六 1.2.3
仁愛樓二樓電腦教室 個案管理名單及各班提報學生
5/17（二）12：40
六 4.5.6
仁愛樓二樓電腦教室 【名單如各班附件】
5/21

六

※請班級導師提醒學生攜帶文具用品，以便作答。
五、 六年級畢業成績提交期程：
5/26（四）
6/2（四）
6/3（五）
6/4（六）
無學科考試科任
六年級畢業考
1.六年級畢業考
1.科任成績 10：00 前提
成績提交導師
2.科任成績中午前提
交導師（社會、健體）
交導師（英語、自然） 2.導師 14：00 前市長獎
及傑出表現獎受獎名
冊送交註冊組
6/6（一）
6/7（二）
放學前各班總受獎 成績單送交教務
名冊送交註冊組
處核章
六、教學組：
（1）擔任六年級第 2 次評量命題的老師，麻煩於 5/25（三）前，將試題 B4（填上答案）、
word 檔及雙向細目表（紙本、電子檔）交至教學組（教學組信箱：huijuu@gmail.com）。
＊試卷標題（標楷體、14～16 號【請依試卷編排比例自行調整】、年級要記得打上）

新竹市北區北門國小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領域定期評量試卷
六年○班 座號○ 姓名○○○
＊試題內容（標楷體、13 或 14 號）。
◎擔任國語命題的老師請注意標題的書寫方式
新竹市北區北門國小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語文領域（國語）定期評量試卷
六年○班 座號○ 姓名○○○
（2）參加 105 年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關鍵能力 36 小時研習的老師，請先完成線上 21 小
時研習並列印紙本，送至教務處核章，由教務處統一送至承辦學校，老師請記得上教育
網報名所要研習的場次。
（3）102 級、103 級、104 級初任教師務必參加 5/21（六）回流研習，請記得上網報名。
(4)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同不排科任課調查表，請新任學年主任填寫完畢後於 5/20（五）
前送至教學組。
（5）預告：下週查閱一～六年級聯絡簿。
七、設備組/圖書館
(1)本週圖書館利用課程排定五年級，請各班按表訂時間到妙妙屋上課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17(二)
5/17(二)
5/16(一)
5/17(二)
5/16(一)
5/16(一)
5/18(三)
第6節
第7節
第2節
第2節
第4節
第3節
第3節
授課內容
摘要
學習如何閱讀各類圖書(小說等)
八、資訊組：財團法人趙廷箴文教基金會舉辦「閱讀星球網路競賽活動」，透過網路平臺讓
學生在測驗練習中加強字詞之辨識與正確運用的能力，比賽以班級為單位，歡迎有興趣
的老師可以報名參加，活動網址為 http://rc.schoolez.com/。
九、本週公假派代教師：
日期
5/16
5/17
5/18
5/19
5/20
公費派
英浩、孟信、武奇 可齊、汶芳（全天） 金鳳、可齊 可齊（全天）
代教師
（全天）
（全天）
十、本週母語
年級
閩南語

塑膠管歹去－歹講（管）
語意—難以啟齒

客家語

心字少一點─無點心

05/17(二)

學
務
處

中年級歇後語

高年級俗諺
見笑轉受氣。
（語意：惱羞成怒。）
台頂十分鐘，台下十年工。
（語意：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功 。）

兒童朝會（4、5、6 年級參加）：自治市市長暨幹部頒發當選證書
市長盃拔河賽（光武國中）
8：05 午餐會議-校長室

05/19(四)
一、活動組；
（一）本週進行「105 學年度社團教室開社意願調查」，煩請有意願開社之老師，務必於
5/18(三)前告知學務處，以利後續緊湊的學生調查，若有特殊需求(人數限制、身分
別、上課地點等)，也請一併於 5/18(三)前告知，以利協調。同時，亦請記得寫入教
務處授課調查表中。
（二）上週所舉辦學生自治市市長選舉，感謝所有參與之師生協助，恭喜 5 年 7 班顏御桀同
學當選第 16 屆學生自治市市長、5 年 6 班尤映筑同學當選第 16 屆學生自治市副市長。
本週二(5/17)兒童朝會將進行「自治市市長暨幹部頒發當選證書」，煩請提醒五年級
自治市幹部屆時至舞台旁集合。

（三）1-6 年級交換櫃放置「六福村水樂園」、「小熊維尼特展」活動代購 DM，煩請協助發下
並提醒有欲購買的學生，於 5/20(五)11:15 以前將回條和費用送至活動組。其餘時間
則可依 DM 上方式購買。
（四）預告：請有開設社團之老師著手整理社團成績，中、高年級均於 6/3(五)前提交。
（五）因應六年級之畢業時程，煩請提醒六年級同學開始著手整理手邊之榮譽卡，以利將於
下周開始之「六年級榮譽狀登記」
，以及 6/4(六)晨光時間與第一大節的榮譽狀拍照活
動。
二、衛生組:
（一）感謝五年級老師推薦 105 學年度資源回收及愛校服務隊，預計本週進行職務分配與工
作說明，下週實習，第 17 週交接，感謝六年級整年度的辛苦付出。
三、健康中心:
（一）腸病毒好發於夏季及初秋,現階段進入流行警訊期，請老師宣導叮嚀養成正確洗手方
法 (濕搓沖捧擦)及時機,「餐前」「便後」「進班前」「離校前」洗手等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二)【腸病毒的傳染方式與潛伏期】腸病毒的傳染性極強，主要經由腸胃道（糞—口、水
或食物污染）或呼吸道（飛沫、咳嗽或打噴嚏）傳染，亦可經由接觸病人的分泌物而受到感
染。潛伏期：腸病毒感染的潛伏期大約 2 至 10 天，平均約 3 到 5 天，發病前數天在喉嚨及
糞便都有病毒存在，即開始有傳染力，通常以發病後一週內傳染力最強；而患者可持續經由
腸道釋出病毒，時間可達 8 到 12 週之久。
（三）傳染病防治宣導小叮嚀單，請老師協助黏貼於聯絡簿。
(四) 教室內應依規範使用漂白水與酒精等消毒用品,避免誤用及誤噴到學童眼睛。分裝酒
精的瓶子請協助於瓶身外註明標記清楚,避免誤食誤用。
(五)四年級視力不良(裸視小於 0.7)學生團體衛教/5 月 17 日(二)/12:40-13:15/視聽教室。
四、生輔組：
（一）05/9-05/13：中輟學生人數：0 人、霸凌專線申訴人數：0 人。
（二）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專欄：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 五年級糾察隊及交通導護隊名冊登記，請於 5/24(二)前送交學務處生輔組彙整。
2 各班級放學請確實依照年段音樂行動(科任老師亦同)，避免太早或過晚放學，宣導學生
與家長約定放學方式、地點，勿任意更動行程，也請導師與家長、安親班保持聯繫，確認
孩子放學行蹤。
（三）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請導師確實注意學生上學狀況，無故不到校請通知學務處並記
錄備查。
（四）導護輪值：總導護：孟信
東大校門口：培筠
中正校門口：汶芳
糾察班級：六年 2 班
值勤時間：07：15-07：40，請配戴哨子、反光背心、導護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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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 105-1 學期-課後照顧班報名表
二升三;四升五提報特殊氣質學生名單
7:30-105-1 學期-課後照顧班開始報名-特+一至五年級

【輔導組業務】：
1.5/18(三)12:50 於輔導處召開低年級小團體個案研討會轉知本府民政處自 105 年 5 月 29 日

至 105 年 7 月 3 日每週日辦理「105 年度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活動訊息，請惠予協助宣
導並鼓勵新住民踴躍報名參加，詳情請參閱招生簡章（如附件），請 查照。請佩宜、姣吟、
昭瑢、蕾芬、碧芳等老師準時與會。
2.5/19(四)12:40 於輔導處召開高年級小團體個案研討會，請至善、明善、詩靜、云禎、玉
燕、汶芳、文怡等老師準時與會。
【資料組業務】：
1. 一四年級的瑞文氏圖形推理測驗已施測完畢並登錄於輔導系統。
2. 親師通訊 73 期徵稿：各學年、處室及幼稚園，標題名稱自定，以本學期回顧或其他相關
內容作為主題。截稿時間：5 月 28 日（五）下班前電子檔請存至教師分享區/輔導處/親
師通訊存稿區，謝謝。
3. 市政府 105 年度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星期日上課，全程免費並提供午餐，小孩托育，
歡迎新住民家長報名。詳情請參考校網公告。
【綜合業務】：
1. 五月家庭教育月/小幸福大分享/學生捐款已轉贈世界和平會暨家扶中心，收據請各班導
師協助轉發；另參與活動之親子考核卡鼓勵之核章數已公告校網，請導師協助核章或全
班送至輔導處核章亦可。
2. 順清宮白米補助領用由 5/16 至 5/22 每日 9:00-19:00，請再提醒學生。
3. 活動預告-105-1 課後班報名:5/23 發單、5/25 報名。
1. 總務處預定於105年5月18日中午12時40分於校長室召開104學年度教育儲蓄專戶申請補
助會議。

總
2. 總務處預定於105年5月19日上午10時於視聽教室召開中正堂耐震補強期末審查會議，請
務
老師暫勿使用視聽教室，謝謝。
處
3. 本校影印機當卡片剩餘2張時，請暫勿再印，因卡片若直接印至0張將會造成卡紙，煩請
老師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