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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週行事： 

日期 星期 行事活動 

3/21 一 ◎查閱國語習作 

◎601~603班游泳課 4 

3/22 二 ◎604~605班游泳課 4 

3/23 三 ◎9:30-11:55前導學校計畫數學領域公開觀議課-三年級。 

3/24 四 ◎8:05第二次英語護照闖關活動(視聽教室) 

二、前導學校計畫-數學領域公開觀議課活動時間表 111/3/23(三) 

時間 內容 地點 參與人員 

9:00-9:30 報到 

視聽教室 

學校教師 

第二群組學

校代表 

9:30-9:40 
開場說明 

主持人：賴雲鵬校長 

9:40-10:10 

【說課】 

主持人：賴雲鵬校長 

數學：李國寧老師、黃淑汝老師(教學者) 

10:10-10:25 移動至觀課場地 

10:25-11:05 

【觀課】 

數學：李國寧老師、黃淑汝老師(教學者) 

主題：第 4單元 時間 

三年 5班 

11:15-11:55 

【議課】 

主持人：賴雲鵬校長 

數學：李國寧老師、黃淑汝老師(教學者) 
視聽教室 

11:55-12:30 綜合座談 

三、教育部規劃開設 111 年「中小學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有意願參加之老師請於

3/23(三)前至教務處報名，第一順位：參與縣市自辦雙語教學相關計畫且具備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通過證明之在職專任教師。第二順位：參與縣市自辦雙

語教學相關計畫且具備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通過證明之 3 個月以上

代理教師。 

四、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標準本位評量 111學年度推廣學校申請，請有意參加的老師可先上網挑選領

域及題本內容，申請日期 3/18-4/22，有相關疑問可與教務處文欽討論。申請網址如下：

https://sbasa.rcpet.edu.tw/SBASA/Promote/Promoteschool.aspx 

五、教學組 

（一）擔任第 1次評量命題的老師，麻煩於 4/6（三）前，將試題 B4（填上答案）、雙向細目表紙本

交至教學組，電子檔（試題 word檔及雙項細目表）請寄至教學組信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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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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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語文領域（國語）定期評量試卷 

                                   ○年○班 座號○ 姓名○○○ 

（二）本週查閱國語習作，請老師翻開至批改的最後一頁（全班學生習作含資源班學生），附上領域

查閱紀錄表，並請圈送出日期、填上資料後送至圖書室。下週查閱數學習作。 

六、註冊研究組 

（一）111學年度新生報到方式： 

為提供家長更便利、多元的報到方式，也避免防疫期間群聚感染風險，本校小一新生報到方式採

多元管道進行，相關辦法已公告於本校校網（小一新生照過來專區），若有家長詢問，煩請轉達。 

https://sbasa.rcpet.edu.tw/SBASA/Promote/Promoteschool.aspx


七、設備組/圖書館： 

  (1) 本週圖書館利用課程安排二年級，請各班準時到圖書館集合。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3/24(四)  3/25(二)  3/22(二)  3/25(五)  3/22(二)  3/22(二)  3/21(二) 

第 3節 第 4節 第 5節 第 4節 第 4節 第 6節 第 2節 

授課內容 閱讀態度-橋梁書真有趣 參加主題書展 

  (2) 溫世仁文教基金會辦理「111年中小學作文比賽」校內送件截止日為 3/25(五)，請中、高年級

老師留意；坤泰盃作文比賽校內送件截止日為 4/13(三)。 

  (3) 各學年閱讀推廣排定周次如下，請學年再時間研擬後回傳設備組。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周次 9 11 19 15 17 18 

  (4)「蟲來沒有」主題書展~4/8(五)： 

      ①3/21、3/22自然領域提供昆蟲觀察箱，歡迎入館參觀，並提醒學生尊重生命。 

      ②鼓勵學生完成書展任務卡，圖書館內設有 12隻昆蟲(12道題目不同難度、有標注音)。 

      ③任務卡說明-借閱 1本昆蟲主題的書+答對題目(圖書館設有資料閱讀後可找出答案) 

                  -低年級答對任 1題、中年級答對滿 4顆星、高年級答對滿 5顆星。 

                  -鼓勵參與閱讀活動，個人可重複參加，但不可重複回答同一問題。 

                  -全班需要任務卡請提前告知設備組，活動獎品內容公告在館內。  

八、資訊組 

1.最近 PPT 簡報裡的 youtube 無法使用! (會一直出現你的瀏覽器為最新版本 ) 可能是 youtube 官方的 bug 

解決辦法:https://youtu.be/38aV2CHMiMY 

九、本週母語 

十、本週公費派代教師： 

日期 3/21（一） 3/22（二） 3/23（三） 3/24（四） 3/25（五） 

公費派代教師 培筠（上午）   琤瑜、佳芬（上午）  
 

年級 中年級歇後語 高年級俗諺 

閩南語 扁擔削做尺—大材小用 
戇狗逐飛鳥 

語意-做傻事 

客家語 裁尺量衫-知分寸 
      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 

語意-訓勉後代子孫珍惜傳統、保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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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週校務通報 111.03.21-111.03.25 

3/21(一) ◎三年級學生集會（8：05 中正堂） 

3/22(三) ◎四年級樂樂足球賽 

3/24(四) ◎幼兒園、全年級-各班市模範生與校長合照（8：05同心堂） 

◎午餐委員會議（12：40  校長室） 

◎高社(3) 

3/25（五） ◎五年級樂樂足球賽 

一、活動組 

(一) 發下幼兒園/資源班/全年級「110學年度班級模範生」獎狀，感謝導師協助完成拍攝。 

(二) 邀請一、二、三、四、五、六年級、幼稚園各班「市模範生」，於本週四 8:05至同心堂與校長 

     合照，拍照後預計將發給市模範生獎狀一張及300元禮卷一份，再請導師代為轉知。 

(三) 三~六年級尚未繳交社團費之學生，請提醒學生記得於繳費期限3/25(五)之前，至臨櫃、四大超   

     商或以信用卡繳費；學生若遇繳費單遺失、不見，請該生盡速至活動組申請補發。若已收齊之 

     班級，請協助將「校內外聘社團繳費單」第二聯及該班繳費名單，一併回送活動組。 

(四) 預告下週二「110學年度兒童才藝秀」活動行程:  

     1.上午場(三、四年級) 8:20 - 10:10，共十六個節目。導師請於 8:10帶隊至中正堂集合入座。 

     2.下午場(五、六年級) 13:25 - 14:55，共十二個節目。導師請於13:15帶隊至中正堂集合入座。 

二、衛生組 

(一)本週整潔評分班級為: 304, 6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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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38aV2CHMiMY


(二)請中高年級加強宣導要求學生打掃清潔時之工作紀律及安全注意事項，並巡視內外掃區，指導學

生完成打掃工作。 

三、健康中心 

(一) 視力保健活動宣導:對象-六年四班/3月22日(二)/12:40-13:15/健康中心  

四、生輔組 

(一)03/15-0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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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3/28)導護人員  水田校門口：陳沛佳       中正校門口：黃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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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班(3/21中午交接) 

(三)校門口體溫量測人員  (3/22-3/28)    水田校門口：黃翠梅     中正校門口：朱佩宜 

      值勤時間：07：10-07：40，請配戴口罩。 

五、午餐中心 

      午餐食材已請業者優先提供較無刺的生鮮魚排,但天然食材無法保證百分之百無刺(魚骨)，煩

請各年級導師用餐前提醒學生，用餐應細嚼慢嚥勿大口吞食。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 因應校門口動線及學生上放學安全考量，上學及放學時間老師汽、機車入校或離校時請減速慢

行，禮讓學生及行人通行，放學時段中正路校門口以學生放學出入優先，老師請等待學生離校後，

遵從警衛人員指示離校，東大路校門口將實施出入時間管制，管制時間禁止進出校門(重大事件

需求除外)，管制時間解除也需視學生放學狀況由警衛人員指示離校，規劃時間如下，敬請配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學生 

放學時間 

12:30-13:00 
15:35-16:00 

12:30-13:00 12:30-13:00 
12:30-13:00 

13:55-14:25 

15:35-16:00 15:35-16:00 15:35-16:00 15:35-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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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週日承辦提早入學初試圓滿結束~謝謝工作團隊暨協助老師的費心與用心! 

※本週行事: 

23 三 13:30輔導+家庭+特教知能研習 

25 五 國中資優公布初選名單 

【資料組業務】： 

1.親師通訊徵稿預告通知：時間:3/28-4/1完成徵稿，負責的老師們可提前做準備，內容建議： 

針對本學期安排的教學課程、課外活動等，較值得提出的特色，以較詳細的方式介紹； 

及其他要提醒孩子與家長的事項（全校性簡易行事、考試範圍等不需列入）  

單位：各處室、學年、特教、幼稚園    字數：約 200-250 字以內的內容  

所需資料：word文字檔（附 3-4張照片）。 

截稿時間：4/1（星期五）下班前存至教師分享區/輔導處/110-2  96 期親師通訊資料夾內。  

【特教組業務】： 

111年 2至 6月特殊教育專業團隊服務時間表已公告校網，請老師們參閱。若有相關諮詢問題， 

歡迎於服務時間內洽詢各治療師。 

【綜合業務】： 

0323法定綜合研習-特教、輔導(3hr)+家庭教育(2hr)~全為數位自學(心得)+線上研習 

1、完成期程:即日起~4/22；對象:所有同仁(含幼園及學前巡迴) 

2、操作說明及(完成上傳)路徑-教師分享區/輔導處/000成果區/1110323研習說明及成果上傳區 

3、備註：A.家庭教育有市府規定課程，請點選指定課程；B.記得到教師研習護照報名，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