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麗娟校長的教育理念

孩子的名字是『希望』

教育是打造希望的工程

全校協力攜手共創

「適合所有孩子、成就每個孩子」的幸福學習樂園

A School for All·Achiev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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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

• 會長-呂秉學會長

• 副會長-張瑋珊副會長

•分享~明星小學?公立雙語小學?



教導處-教導主任-陳志宏主任





總務處-總務主任-蕭書凡主任
• 111學年度重大工程之例
• 風操/校舍除鏽及油漆

• 英語情境+自然教室壁癌改善及油漆工程

• 接送區雨遮

• 幼兒園後方特色遊戲區

• 社規2案-幸福香草植栽區、幸福停歇站

• 美力校園第三部曲啟動~46巷路口、學校停
車場暨校舍改建前期規畫設計



改善前 改善後



幼兒園-園主任-趙苑君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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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處-教務組-汪郁純組長



教導處-教務組-汪郁純組長

數學想想
故事屋

舞蹈、
跳繩課

積木課 烏克麗麗



教導處-教務組-汪郁純組長
週次 重大行事曆

第八週 國語作業抽查

第十週 注音符號闖關、多元評量週

第十四週 校內語文競賽
1-3年級：硬筆字比賽、童詩朗讀、說故事比賽

第十五週 基隆市閩客原新口說藝術競賽(12/7週三)

第十七週 12/24(週六)學習成果發表日暨幼小銜接家長說明會

第十九週 聯絡簿抽查

第二十週 期末評量

第二十一週 休業式1/19 (週四)
112年1月20日(週五)因配合小年夜彈性調整為放假
日，其課務調整於112年1月7日(週六/補班日)補課。

第二學期開學日 112年2月13日（週一）。



教導處-學務組-蔡佾辰組長

• 校內體育活動辦理

• 學生相關事務辦理(安全教育、法治教育、
品德教育、性別平等教育、防治霸凌等重大
教育政策)

• 相關體育競賽報名

• 學生出缺席管理

• 學生上、放學導護規劃



教導處-資訊教師-蔡佾辰老師

• 學生OPEN ID管理

• 學術網路管理

• 資訊設備、行動學習載具管理、保管及借用

• 資訊安全宣導及資訊倫理素養培養

• 資訊競賽及活動報名申請

• 相關資訊問題協助



美國數位學習教師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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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公民、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

• 學生個人化學習

• 與家長(家庭)合作提供學生學習支

持

學生個人化學習

◼ 增強個人學習力

◼ 促進學生學習投入

◼ 發展數位自主學習

◼ 運用數位學習將評量最佳化

資料來源~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長
教育部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專案辦

公室執行秘書

郭伯臣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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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載具與網路提升

資料來源~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長
教育部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專案辦

公室執行秘書

郭伯臣



教材更生動 書包更輕便 教學更多元 學習更有效 城鄉更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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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長
教育部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專案辦公室執行秘書

郭伯臣



師生跨平台單一登入帳號(OPEN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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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長
教育部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專案辦公室執行秘書

郭伯臣



教導處-雙語行政-黃詩涵老師
雙語教學相關計畫
1.我們的外師-Ian
2.我們的雙語課程-每周三分之一雙語課程。
低年級：8節、中年級10節、高年級11節。
3.以主題發展雙語綜合校本課程(各項議題、
聯合國永續教育發展指標SDGs等)

例:G3安全教育、G4環境教育…
4.台灣大學國際學伴-ICL
5.姊妹校-美國猶他州鹽湖城西點小學
6.暑期英語營隊



教導處-輔導教師-黃詩涵老師

• 學生三級輔導工作
1. 學習問題
2. 情緒問題
3. 人際問題

• 111學年度即將辦理的線上親職教育講座時程
及主題如下，請預留時間



教導處-特教老師-黃國信老師

• 資源班教師：黃國信 02-24225530#40

• 正名~特殊教育需求

• 教育趨勢~普特融合

1.每學期期初、期末召開特推會、學生IEP會議(請預留如下時間)

辦理事項 對象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111學年度學生IEP會議

2-6年級 111.08.29

本校會議室
1年級 111.9.1~111.9.15

2.協助特殊教育需求學生課程與教學，以及相關資源引進
3.特教助理人員入班服務：國小-朱裴方 幼兒園-林慧萍



4.學習輔具之申請
5.進行特殊教育需求學生輔導及親師溝通
6.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心評測驗、分析測驗結果
7.學生相關專業團隊入校服務(物理、職能、心理、
語言等治療師)安排，九月中旬上課



教導處-閱推教師-鄭慧娟老師

建立閱讀習慣，需要家長與老師熱情的參與！
我們一起努力成為孩子閱讀的典範與夥伴！

中華
Facebook

12月16日(五)
與童嘉老師有約
透過和孩子共讀
營造美好的氛圍

歡迎加入
圖書志工



什麼是 TL;DR?

資料來源：陳昭珍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座教授兼張靜愚紀念圖書館館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所名譽教授
教育部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總召集人



Too Long; Don't Read

太長了，不讀

資料來源：陳昭珍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座教授兼張靜愚紀念圖書館館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所名譽教授
教育部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總召集人



✓國小是培養學生基本閱讀能力、閱讀興趣最重要的時期

✓生活越來越進入網路世界，所需的數位閱讀越來越多

✓雙閱讀能力是現代人必須具備的能力

資料來源~陳昭珍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座教授兼張靜愚紀
念圖書館館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所名譽教授
教育部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總召集人



健康中心-校護美淑阿姨
◆因應COVID-19學生到校前請先量測體溫，若有發燒、
呼吸道不適症狀在家休息-生病不上學

◆在校期間若有發燒等不適，先在健康中心休息，等待
家長接回就醫

◆意外事故處理輕傷於健康中心處理，較嚴重送醫治療

◆在校視力篩檢異常，視力異常學生追蹤請家長帶到眼
科複檢

◆十月份1-6年級流感疫苗接種

◆ 新生及四年級健康檢查:包括尿液、蟯蟲及身體理學
(胸腔、心肺、腹部-男生泌尿生殖器、皮膚等)、牙科、
辦色力、聽力、脊柱四肢

◆齲齒、健康檢查異常學童就醫追蹤



午餐業務報告
◆家境清寒須午餐補助申請，請聯絡導師
◆請準備午餐用具—有格子的餐盒，湯汁不
會滲入飯中，避免食入過多熱量
◆本校午餐採三菜一湯，每週有一次飲品
(鮮奶、豆漿輪流供應)、二次水果
◆本校午餐食材均採三章一Q食材，每日並
於教育部食材登陸平台，可見菜色，家長可
下載app、或中華國小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