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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週行事
日期 星期
行事活動
12/15 二 四年級學習扶助英語筆試
12/16 三 四年級學習扶助國數測驗
12/17 四 五年級學習扶助國英數測驗
六年級學習扶助國英數測驗
12/18 五
◎行動圖書館(第二節下課 信義樓一樓英文教室)
二、學習扶助成長測驗說明
1.周二(12/15)起，將進行學習扶助成長測驗，二、三年級學生採紙筆測驗，請二、三年級導師協
助運用時間依名單上學生進行國語、數學施測，不需批改，施測完畢請於 12/18（五）前送至教務處，
謝謝！
2.四~六年級學習扶助成長測驗時間地點：
時間
班級
地點
參加對象
英語
12/15(二)08：00
四 1、四 2、四 3
忠孝樓圖書室
四 4、四 5、四 6
國數
曾參與 109 年度 5 月份
12/16(三)08：00
仁愛樓二樓電腦教室
四 1、四 2、四 3、四 4
學習扶助篩選測驗國.
國數
英.數任一科目測驗結
12/16(三)08：00
百齡樓一樓電腦教室
四 5、四 6
果未通過者及個案管
12/17(四)08：00
五 1、五 2、五 3
仁愛樓二樓電腦教室 理名單學生【名單如各
12/17(四)12：40
五 4、五 5
仁愛樓二樓電腦教室 班附件】
12/18(五)08：00
六 1、六 2、六 3
仁愛樓二樓電腦教室
12/18(五)08：00
六6
百齡樓一樓電腦教室
12/18(五)12：40
六 4、六 5
仁愛樓二樓電腦教室
三、校本課程檢核撰寫用表格已放置於「教師分享區-教務處專區-08 校本課程檢核-109-1」資料夾，
務 請於 1/5（二）前上傳電子檔，1/6（三）下午 1 點 30 分召開課發會審查。
四、教學組：
（一）擔任第 2 次評量命題的老師，麻煩於 12/30（三 ）前，將試題 B4（填上答案）、word 檔及雙向
細目表（含電子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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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領域定期評量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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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語文領域（國語）定期評量試卷
○年○班 座號○ 姓名○○○
（二）預計 12 月份請假並由政府支付代課費的老師（如公、婚、產前、娩、喪假…等），請能及早提
出並記得填寫課務表。
五、設備組/圖書館:
(一)本週圖書館利用課程安排六年級，請各班準時到圖書館集合。(有書面實作，請帶鉛筆盒)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12/21(一)
12/15(二)
12/17(四)
12/18(五)
12/18(五)
12/18(五)
第4節
第3節
第3節
第6節
第5節
第6節
授課內容
運用資訊素養的各項技能，活用資訊、創建新知 運用多元形式發表閱讀成果
(二)校慶徵文自 12/11(五)開始展出，12/23(三)中午撤展，歡迎各班到館觀摩。感謝各班老師指導送
處 件，撤展後會將作品送回各班，獲獎名單已公告在學校網頁，榮譽卡核章請導師協助或將榮譽卡送到教
務處設備組亦可，請老師再轉發寫作高手獎狀。

(三) 行動圖書館：
1.時間及地點:12/18(五)第二節下課在信義樓一樓英文教室。
2.請六年級老師同意班上圖書股長出勤支援。
六、資訊組
非常重要:新竹市教師認證系統個人 email 修改，(北門有很多老師帳號的 email 都需要修改)請詳
看文件說明，沒改完會無法登入研習護照喔!
>點我看帳號清單 (@ms.hc.edu.tw)email 長這樣要改
>點我看操作說明書
七、預告：
（一）期末行事預告：
12/30 (三)
1/6（三）
1/7（四）
1/12（二）
1/13（三）
12 月份領域 ◎校本課程檢核
◎科任成績提交導師
第二次定期評 第二次定期評
會議
（13：30 視聽教室）
（英語、自然、社
量
量
會、健體除外）
1/13（三）
1/14（四）
1/15（五）
1/20(三)
◎校務會議
◎科任成績提交導師
成績單送交教務 ◎成績單、學習成績表現優
（13：30 視聽教室）
（英語、自然、社 處核章
異獎發給
會、健體）
◎休業式（12：40 放學）
八、本週母語日
年級
中年級歇後語
高年級俗諺
歡歡喜喜一工，煩煩惱惱也一工。
閩南語
阿母灶跤動刀--親切
語意-勸人要開心樂觀，不要太過悲觀。
吂落水先唱歌，有落也無多。
客家語
拳頭打跳蚤—大材小用
語意-還沒下雨先打雷，有下雨也不多。
九、本週公費派代教師：
日期
12/14（一） 12/15（二） 12/16（三） 12/17（四） 12/18（五）
公費派代教師 校慶補假
英浩(下午)
伊伶(全天)
楊洵(上午)

學

※第 16 週校務通報 109.12.14-108.12.18
12/14(ㄧ)

◎122 校慶補休一日

12/16(三)

◎各班榮譽狀線上登記、榮譽卡送學務處核章（週五截止）

12/17(四)

◎中年級社團(8)

★122 校慶運動會圓滿完成，感謝各位老師同仁們的協助與學生指導。
一、活動組
（一）校慶舉辦摸彩之榮譽卡本週整理完畢後將儘快發還各班，再請老師協助轉交給學生。本次摸彩
不會打洞，仍可再次參加摸彩。
（二）本周 12/16(三)-12/18(五)為「榮譽狀登記」，相關實施辦法如下：
各班收齊所登記每位學生之三張未蓋上「兌換榮譽狀章」榮譽卡，送至學務處核章。
務 本次依舊採「網路線上登記」，請至以下路徑：教師分享區/2.學務處專區/導師資料填報區/109-1 榮譽
狀登記/一~六年級 excel 檔，進行線上填寫學生姓名。填寫完成請務必關閉整個軟體，以利其他班級
使用。登記時間至 12/18(五)放學前為止。
若班級皆無人登記，導師亦協助線上填入「無」，以利彙整。
學生榮譽狀拍照時間為 12/23(三)晨光時間，地點：校長室。
（三）有擔任高年級社團指導老師:請協助評定本學期該社團學生之成績，於 12/24(四)前送回活動組
彙整；中年級社團亦可開始著手整理成績，於 12/31(四)前完成評定並送回活動組。
二、衛生組
（一) 本週整潔評分班級為：402、602，請於星期二中午前完成交接，並將上週評分表送回衛生組續
處
辦。

三、生輔組
（一）12/07-12/12：中輟學生人數：0 人、霸凌專線申訴人數：0 人。
（二）已發下同際會校園反毒繪畫比賽報名表(三到六年級)，請有意願參與的學生於 12/25(五)繳回學
務處生輔組。
（三）導護輪值～總導護：孟信
輪值日期：12/15-12/21
交通導護班級：六年 1 班
東大校門口：慧君
中正校門口：祐萱
值勤時間：07：15-07：40，請配戴哨子、反光背心、導護旗。
※本週行事:
輔
14
一 校慶補假
15
二 一年級/雙手萬能/彩色筆*1
北門小天使選拔/上網填報(網路填報每班 3 位、12/21 前完成)
16
三 晨光/三年級/看見新世界//口罩+彩色筆*1
18
五 晨光/五年級/老年體驗 5619318【輔導組業務】：
請老師們於 12/21(一)放學前上網填報本學期小天使名單，當選過的名單在表冊，供老師參考。填報路
徑如下~教師分享區/輔導處/00000 小天使填報區
【綜合業務】：
活動預告:12/24(四)彩虹生命戲劇演出欣賞-第一場(1、2 節)為二、五、六年級，第二場(3、4 節)為
幼+一三四年級，(部份年段配合英語團隊聖誕活動略有調整)，有事先告知輔導處調整時段的班級，依
調整後的時段入場。

導

【生命教育月宣導】：108 課綱生命教育議題五大學習主題(摘要):
• 哲學思考：哲學思考培養及提升學生之思考素養。適切的思考素養引導學生覺察人我的偏見與成
見，提升客觀公正、同理傾聽的能力，促進理性溝通與對話。
• 人學探索：人學探索對於「人是什麼？」、「我是誰？」等問題進行探究，藉由人性論與自我觀的理
解，肯定每一個人都不只是時空中具延展性的「物」或「客體」，而同時也是不能被物化或工具化的
「主體」，從而建立個人尊嚴與尊重人我生命的適當態度。
• 終極關懷：終極關懷乃是整合生死、人生哲學與宗教的重要課題，讓學生能夠分辨快樂、幸福、道
德與至善之間的關係，掌握人生的意義，建立生命的終極信念。
• 價值思辨：在科技高速發展的資訊、網路、媒體時代中，不僅道德與倫理問題日趨複雜，美感經驗
與健康訊息也日益多元豐富，因此更需要具備討論這些議題的價值思辨能力，以釐清日常生活及公共
事務中的價值迷思並尋求解決之道。
• 靈性修養：「靈性」指的是人自我超越、追求真理、愛與被愛、企向永恆的精神特性。靈性修養不
處 僅包括靈性自覺與發展，也包括人格修養與人格統整，使人的知、情、意、行整合，突破生命困境，
達致幸福人 生，追求至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