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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榮譽榜： 

主辦單位 日期 比賽項目 獲獎紀錄 

新竹市政

府 

111.05.06 新竹市第 40屆國民

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603周延融、604楊雨錞、趙子炘 

  605葉宥辰榮獲國小組化學科 第二名          

指導：黃家珮老師 

二、本週行事： 

日期 星期 行事活動 

5/16 一 ◎查閱一~六年級聯絡簿 

5/26 四 預告：◎三、五年級學力檢測 

5/28 六 
★重要通知：原定 5/28本校承辦新竹市語文競賽初賽，延期至 7 月

初辦理(日期待公布)。 

三、本週學習扶助篩選測驗時間： 

時間 班級 地點 參加對象 

5/16（ㄧ）12：40 六 5 仁愛樓二樓電腦教室 

個案管理名單及各班提報學生

【名單如各班附件】 

5/18（三）08：05 六 4 百齡樓一樓電腦教室 

5/18（三）08：05 六 3 仁愛樓二樓電腦教室 

5/19（四）08：05 六 2 仁愛樓二樓電腦教室 

5/19（四）08：05 六 1 百齡樓一樓電腦教室 

5/20（五）08：05 五 1 仁愛樓二樓電腦教室 

5/20（五）12：40 五 2 仁愛樓二樓電腦教室 

四、公文轉達： 

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11 日府教學字第 1110076592 號函，有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調

整授課方式及學生實施「防疫假」期間，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成績評量及平日學校提供基本

照顧建議一案，為保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調整授課方式、暫停實體授課及學生實施「防

疫假」期間之受教權及相關權益，建議學校採取下列成績評量措施： 

(ㄧ)國民中小學：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 6 條規定，學生因故不能

參加定期評量，經學校核准給假者，得補行評量，其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為原則。爰各校針對居家

線上學習之學生，請依「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居家線上學習參考指引」，採從寬認定原則，以

彈性多元方式進行學業成績評量，倘經學校核准給假參加補行評量者，其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不

得因故給予差別分數。 

五、教學組： 

（一）擔任六年級第 2次評量命題的老師，麻煩於 5/20（五）前，將試題 B4（填上答案）、word

檔及雙向細目表（紙本需影印及電子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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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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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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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週查閱一～六年級聯絡簿。預告：下週查閱六年級各領域習作。 

  （三）六年級上課總日數 88天。 

 



六、設備組/圖書館 

 (一) 本週閱讀推廣講座安排四年級，請各班準時到視聽教室就座等候。(班級若有防疫考量，貴班

可採 meet方式參與，請導師協同線上部分)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5/19(四) 5/19(四) 5/19(四) 5/19(四) 5/19(四) 5/19(四) 5/19(四) 5/19(四) 

第四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一節 第三節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三節 

授課內容 會運用圖書資源 會用基本的資訊檢索技能 

 (二)各領域 111學年度出版社課程計畫光碟內容已置於「教師分享區-教務處專區-課程計畫 -111

課程計畫」資料夾，若不夠詳盡請參考雲端連結或與設備組索取光碟。 

 (三)各學年勾選 111學年度上下學期選用巡迴書箱書單請於 6/2(四)前繳交。 

七、資訊組 

（一）1.數位公民教學網站: http://gg.gg/followdigital 
八、本週母語 

年級 中年級歇後語 高年級俗諺 

閩南語 半暝看日頭─還早咧 
豬肉無煏袂出油 

語意-人沒有經過磨練不會成功 

客家語 海底紡棉-情義深 

          勤係搖錢樹，儉係聚寶盆。 

語意-勤勞工作賺錢，省儉過日存錢，自然

積沙成塔成為富足的人。 

九、本週公費派代教師：  

日期 5/16 5/17 5/18 5/19 5/20 

公費派代教師 淑汝(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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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週學務處校務通報 111.05.16-111.05.20 

5/17 (二) ◎全校學生線上集會-五年級自治市市長候選人公開政見發表會(8:05 各班) 

5/18 (三) ◎第 22屆學生自治市市長選舉(8:05 三~六年級各班) 

5/19（四） ◎高年級社團(7) 

5/20（五） ◎一、二、四、五年級之我繪租稅及租稅創作學生作品送交截止 

ㄧ、活動組： 

（一）110學年度「第22屆學生自治市小市長選舉」因應疫情考量，活動說明如下： 

  1.投票方式:三、四、五、六年級各班發給選舉袋，內附班級學生與導師之選票及選舉人名冊一張，

導師指導學生簽名並領取選票後，於個人座位豎起防疫隔板，進行圈選投票。請各班導師將名冊

及選票收齊後整袋交回學務處，之後再一併進行開票、計票。 

  2.選票說明:本屆共有七位候選人，打勾或畫圈皆可；選票以能清晰辨識、明確勾選視為有效選票。 

  3.歡迎全校教職員工踴躍投票，共襄盛舉:教職員工之投票地點設於忠孝樓一樓「妙妙屋圖書室」。 

  4.投票日若有相關問題，請與選務中心/學務處連繫。 

（二）111學年度「社團教師開社意願調查」:有意願於新學年度開社教師，請於5/20(五)前告知活

動組。若開社有特殊需求亦請提出，以利協調。待確認開社成功後，再請寫入教務處授課調查表。 

     社團開社門檻：10名學生以上，25名學生滿班 

二、衛生組： 

(一)第十四週整潔評分班級：404, 601，請於星期一中午前完成交接，並將上週評分表送回彙整。 

三、生輔組 

(一) 05/09-05/13：中輟學生人數：0人、霸凌專線申訴人數：0人。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 五年級糾察隊及交通導護隊人員訓練，請五年級老師依照以下時間協助告知各組人員至學務

處集合，5/24(午休時間)上學導護組，5/26(午休時間)放學導護組，5/27(午休時間)糾察隊。 

個人自身安全教育宣導： 

1. 生輔組校園安全議題宣導，請導師利用以下連結 https://reurl.cc/yryXkO，點選年段並依

http://gg.gg/followdigital


(二) 「新竹特仕版」名畫混疊圖反毒特展 

     展覽日期:5/16-5/20，地點:本校同心堂。 

高年級參觀時程表。 

日期 5/16 5/17 5/18 5/19 5/20 

節次/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節  604   501 

第二節 601     

第三節  503，506    

第四節 502  605 505，507  

(三)導護輪值～總導護：孟信  

      (5/17-5/23)導護人員  水田校門口：廖琤瑜       中正校門口：李侑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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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班(5/16中午) 

(四)校門口體溫量測人員  (5/17-5/23)     水田校門口：鄒淑婷    中正校門口：羅爥麟 

      值勤時間：07：10-07：40，請配戴口罩。 

三、自 111年 5月 1日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推動擴大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補助，故於 5

月 20日(五)額外提供 1瓶產銷履歷豆漿。 

照宣導議題點宣導影片觀看，並協助拍攝學生觀看影片過程，每個議題繳交 2張照片，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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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業務】： 

1. 請老師們於 5/20(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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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組業務】：親師通訊徵稿通知：時間:5/16-5/20完成徵稿，負責的老師們請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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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星期五）下班前存至教師分享區/輔導處/08親師通訊存稿區/97期親師通 

 訊資料夾內。   

【綜合業務】： 

一、因應疫情減少群聚，下學年課後班於【5/23(一)~5/29(日)線上報名後抽籤】，報名網址預定

5/23(一)公告校網，若學生有需要，請家長記得報名；亦請導師協助於家長群組轉知訊息。 

二、行事預告-預定 5/23(一)升小一適性導師會議；5/24(二)晨光二升三編班前輔導會議、同日中午

四升五編班前輔導會議/地點:視聽教室 

16 一 小天使填報+家庭教育有獎徵答~5/27+親師通訊徵稿~5/20 +升級編班會前會 

19 四 
小團體個案研討會-輔導處-林玟慧老師 

12:40~五年級/碧芬、佩蓉、雪娟、芳瑜、嘉莉、佩雯、爥麟老師與會。 

21 六 
原課後班實體報名，因應疫情，改由 5/23-5/29校網公告 Google表單報名後抽籤 

9:00-12:00承辦本市特教專業知能研習—校內專業團隊跨專業整合/線上研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