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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一、本週行事： 

日期 星期 行事活動 

3/7 一 

◎601~603班游泳課 2 

◎12:40成績評量小組會議(視聽教室) 

◎學習扶助數學班 

3/8 二 
◎604~605班游泳課 2 

◎學習扶助英語班 

3/9 三 ◎寒假作業優秀作品繳交及填寫名單截止日 

3/10 四 

◎行事曆原定 3/10 辦理英語護照闖關，因辦理校內語文競賽暫停

ㄧ次，調整至 6/16 辦理，其餘日期不變。 

◎學習扶助數學班 

3/11 五 ◎學習扶助國語班 

3/12 六 貓咪盃 Scratch程式競賽ㄧ日(民富國小) 

二、本週公開授課班級 

授課教師 公開授課日期 公開授課時間 授課班級 學習領域 

張珮萱 3/7(ㄧ) 第 4節 三年 3班 自然 

陳盈宏 3/8(二) 第 6節 三年 3班 資訊 

三、110-2輔導團行事曆電子檔已置於「教師分享區-教務處專區-輔導團行事曆」資料夾。 

四、111學年度普通班教師職務異動意願表請於 3/11（五）前送回教務處。 

五、111學年度新竹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申請開始，請有興趣的領域或學年老師踴躍提出，計畫放

置  於網路硬碟：教師分享區/1.教務處專區/18.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資料夾中，申請期限 3/28(一)

前，除教學領域精進外，也可成立親師生溝通、班級經營、正向管教議題社群，相關問題請洽教務

處文欽。六、3/7(一)召開成績評量輔導小組會議（12:40視聽教室）   

  出席人員： 

1.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 

2.家長會代表 

3.各年級導師代表 

4.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教師代表（陳奕宇組長） 

5.教師會代表（高玉燕老師） 

6.專任教師代表（柯昌亨老師） 

 

七、教學組 

（一）一~六年級寒假作業優良作品展，展覽時間：3/14（一）~3/18（五），地點：圖書室。 

【感謝四、六年級已完成線上填寫及作品繳交，尚未繳交優秀作品的班級，請於3/9（三）下班前交

至教學組】 

 

（二）三～六年級的校內語文競賽時間及場地如表列： 

  

項目 閩語朗讀 客語朗讀 作文 國語朗讀 

日期 3/8（二） 3/8（二） 3/8（二） 3/9（三） 

時間 8：00～8：40 8：00～8：40 12：40～14：10 8：00～8：40 

年級 四、五 四、五 四、五 三 

地點 四年級自然教室 三年級自然教室 圖書室 視聽教室 

 



※請老師提醒參賽的小朋友，務必準時，以免影響賽程。 

八、圖書館/設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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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五)  3/8(二)  3/8(二)  3/11(五) 3/10(四) 

第 2節 第 1節 第 5節 第 5節 第 7節 

授課內容 做筆記 閱讀評論資料 

(二)請班級多加利用班級借書借閱 40本，晨讀時間加以推動。 

(三)各班發下坤泰盃作文比賽活動辦法，題目中年級組-我最想用有的超能力(300~500 字)、高年級

組-予人玫瑰，手有餘香(400~600 字)，題目說明可至比賽官網詳閱。若要學校代為團體報名，

請於 4/13(三)前交件至設備組。此比賽有規定稿紙，需稿紙範例請洽設備組領取或至官網下載

列印。 

九、資訊組 

PPT 簡 報 裡 的 youtube 連 結 失 效 怎 麼 辦 ? 請 參 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8aV2CHMiMY。 

十、英語教學團隊 

ICRT 電台製播之 News Lunchbox 節目，每週一至週五 12:15 播出，請各班級運用午休

時間收聽，節目時間 5 分鐘，收聽連結已放置於校網左側線上學習資源區中。 

十ㄧ、本週公假派代教師： 

日期 3/7 3/8 3/9 3/10 3/11 

公假派代教師 淑汝(全天)  英浩、孟信 

伊伶、高瑋(全天) 

英浩、孟信 

伊伶(全天) 

 

 

項目 國語朗讀 英語朗讀 國語朗讀 

日期 3/10（四） 3/10（四） 3/11（五） 

時間 8：00～8：40 12：40～13：15 8：00～8：40 

年級 四 四 五 

地點 視聽教室 視聽教室 視聽教室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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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第 5週校務通報 111.03.07-111.03.11 

3/7 (一) ◎五年級學生集會(8:05 中正堂) 

3/8 (二) ◎四、五、六年級學生集會(8:05 中正堂) 

3/9 (三) ◎全年級/幼兒園/資源班-「模範生選拔」線上登記截止 

  3/10（四） ◎高社(2) 

 3/11（五） ◎三、四、五、六年級-「兒童才藝秀節目」線上登記截止 

◎資源班、幼兒園班模範生入班拍照(8:10資/8:40幼 班級教室) 

一、北門國小 110學年第 2學期兒童節闖關活動 

★3/30（三）兒童節闖關活動時間及位置分配如下： 

高年級闖關：第一節下課 09：10-09：30 

低年級闖關：第二節下課 10：00-10：30 

中年級闖關：第三節下課 11：00-11：20 

1.健康中心（護眼三部曲）      2.貓頭鷹平台（環教 ABC） 

3.圖書室前走廊（書箱躲貓貓）  4.忠孝樓一樓中廊（交通安全 168） 

二、活動組 

(一) 兒童才藝秀將於 3月 29 日星期二於中正堂舉行，當天行程預告如下: 

     1.上午:中年級場( 8:20 提早開始-10:10)，三、四年級各班才藝秀表演 

     2.下午:高年級場(13:25準時開始-14:55)，五、六年級各班才藝秀表演 

(二)三~六年級兒童才藝秀尚未填寫班級，導師請於週五放學前完成填報；五、六年級報名班級 

 請於週五前同步提供班級表演音檔(檔案格式需為 MP3)；三、四年級報名班級之音檔，已由表

藝老師提交分享區。兒童才藝秀音檔放置入徑：教師分享區/2.學務處專區/導師資料填報區

/110-2兒童才藝秀線上登記/班級音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8aV2CHMiMY


三、衛生組 

(一)本週整潔評分班級為: 302, 603，請於星期一中前完成交接，並將上週評分表送回衛生組續辦。 

(二)發高年級各班交換櫃「性知識 Q&A」宣傳單一張，請協助全班傳閱，並於宣傳單後簽名，完成

後送回衛生組查閱，謝謝。 

四、健康中心 

（一）本週身高體重視力檢查時間表 

日期 3/7(一) 3/8(二) 3/9(三) 3/10(四) 3/11(五) 

第一節 306 308 402  305 

第三節 大象班 綿羊班 小鹿班 404 505 

第五節 601 207  303 604 

(二）學生身高體重視力檢查，因應疫情請依預約時間分兩梯次進健康中心,前 15分鐘為 1-12 

     號，排隊依序入座檢查。重要提醒～檢查前正確洗手。 

（三）視力檢查結果裸視視力小於 0.8 為複檢追蹤矯治名單。 

五、生輔組 

（一）03/01-03/04：中輟學生人數：0人、霸凌專線申訴人數：0人。 

(二)導護輪值～總導護：孟信 

      (3/08-3/14)導護人員  東大校門口：吳培筠       中正校門口：黃家珮 

      值勤時間：07：15-07：40，請配戴哨子、反光背心、導護旗。 

      交通導護班級：六年 4班(3/07中午交接) 

(三)校門口體溫量測人員  (3/08-3/14)    東大校門口：黃蕾芬     中正校門口：莊惠如 

      值勤時間：07：10-07：40，請配戴口罩。 

六、午餐供應中心 

 1.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為照顧清寒榮民就學子女，秉持排富及不重複之原則，主動協助家 

   庭教養，於例假日及寒暑假實施午餐補助，榮民或榮民遺眷有就讀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子女， 

   且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得申請午餐補助金： 

（一）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認定及證明低收入戶。 

（二）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認定及證明中低收入戶。 

（三）地方政府依相關規定認定因家庭突發因素無力支付午餐費。 

（四）無證明文件，經導師家庭訪視認定清寒確實無力支付午餐費。 

    榮民前配偶（不具榮民身分），其戶籍已記載榮民子女監護權歸屬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2.申請期限：自 111年 3月 1日起至 3月 31日止，逾期不受理。 

 3.符合上述資格者，午餐供應中心營養師處可協助符合資格學生申辦。 

 4.相關來文、要點、申請書、證明單放置入徑: 教師分享區/12.午餐中心(營養師)/ 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辦理榮民就學子女午餐補助金。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 請老師協助宣導小朋友上學多走一段路，請家長不要將汽、機車停放至校門口造成交通壅塞。 

個人自身安全教育宣導： 

1. 請老師協助指導，學生於雨天下課時間必須從事合適的活動(教室內閱讀、桌遊等)，並即時

制止學生在走廊、辦公區、教學區奔跑嬉戲，以免發生碰撞受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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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本週行事: 

07 一 12:40~四年級小團體/宇群/仁愛二 F 表演教室 

08 二 12:40~二年級小團體/宇群/仁愛二 F 表演教室 

09 三 12:50~期初認輔會議/家瓈、昭鵬、玟慧老師/輔導處 

【輔導組業務】：學生的慶生會感恩卡有許多很棒的內容，感謝老師指導。輔導處在這次 3-5 月慶生

感恩卡績優作品左上角貼有「紅色圓形貼」~請老師鼓勵學生見賢思齊 

總

務

處 

煩請級任老師收回註冊單存根聯後送回出納組，請註明未繳費學生姓名，若需本校教育儲蓄專戶協 

助者可ㄧ併提出申請，煩請於 3月 14日前填妥申請表及相關表件送至出納組，相關表件置放於教師 

分享專區-4總務處-儲蓄專戶資料夾內(含申請表、家訪紀錄表、補助回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