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誠─誠懇篤實、循規蹈矩： 

培養兒童誠實、守法、注重禮節、遵守校規的習慣，擁抱希望、快樂學習，做個言出

必行、言行一致、謹守本分、待人誠懇，循規蹈矩的好孩子。 

愛─孝親、尊師、敬友： 

重視校園倫理，加強道德教育及生活教育，讓孩子從認識自己開始，進而關心鄉土、

愛護自然、照顧弱勢、尊重別人，瞭解如何感恩、惜福、造福，懂得愛家、愛校、愛

國的道理，營造溫馨和諧的大家庭。 

勤─主動探索、激發潛能： 

瞭解自己的能力與興趣，充分發展自己的潛能，培養追求完美、卓越及自主學習的態

度，有團隊合作、實事求是、追根究柢、精益求精的研究精神。 

勇─自尊、自立、自強： 

領悟做人做事的道理，養成活潑開朗、積極奮發、熱愛生命、努力求進的人格特質，

遇事勇於負責，能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充滿信心，力求突破。 

 

 

 

 

再興校徽 12個齒輪代表鐘面上的 12個整點，提醒所有再興人， 

把握時時刻刻，不斷向前、保持持續的行動力及續航力。 

 

 

校 訓 

校 徽 



 

 

 

 

 

 

 

 

 

 

 

 

 

 

 

 

 

 

 

 

 

 

 

 

 

 

 

 

 

 

 

 

 

 

 

 

 

 

 

 

 

 

 



 

 

 

 

 

 

 

 

 

 

 

 

 

 

 

 

 

 

 

 

 

 

 

 

 

 

 

 

 

 

 

 

 

 

 

 

 

 

 

 

 

 

 



臺北市私立再興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校行事曆  

週 次 
品德 
核心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學校重要計畫 

第一週 
孝 

順 

21 22 23 24 25 26 27 2/22 開學日暨開學典禮、2/23低年級多元學習活動開始、 
2/25轉入生迎新活動、中高年級多元學習活動開始 

第二週 28 3/1 2 3 4 5 6 
2/28和平紀念日、3/1 和平紀念日補假、3/3全校頭蝨檢檢查、 
3/4-3/5畢業生拍沙龍照 

第三週 

尊 

 

 

重 

7 8 9 10 11 12 13 
3/7學校日(上午)、3/8 G3-G4 硬筆書法比賽、 
3/9以及 3/11Open House Day、3/9畢業班學士照、3/11 畢業班合照 

第四週 14 15 16 17 18 19 20 3/15 G2-G6 作文比賽、3/15-19 小小說書人初賽、3/16 複合式防災演
練、3/15~3/19 兒童節仁愛捐款、3/18-3/19 G1塗氟檢查 

第五週 21 22 23 24 25 26 27 3/22 G4-G6交通安全創意設計比賽、小小說書人複賽、 
3/24~25 G3參觀廚房、3/26 G5〜G6 作家有約(上午郭瀞婷) 

第六週 28 29 30 31 4/1 2 3 
3/29全校英語能力檢測、3/30 G1-G3 繪畫比賽、3/31兒童節慶祝活動、
4/2-4 兒童節補假 

第七週  

關 

 

懷 

4 5 6 7 8 9 10 4/5清明節補假、4/6 一生一專長開始認證、4/9 G4 閩南語說故事比賽 

第一次觀摩教學 

第八週 11 12 13 14 15 16 17 4/15 G4-G6期中作文評量 

第九週 18 19 20 21 22 23 24 4/21-22期中評量 

第十週 25 26 27 28 29 30 5/1 
4/26 401~403 育藝深遠活動(文山劇場） 
4/28~4/30 G6 畢業戶外教學參觀 

第十一週  

 

感 

 

 

恩 

2 3 4 5 6 7 8 
5/3 404~406 育藝深遠活動(文山劇場）、5/4 G2 作家有約 
5/5 G1作家有約、5/6 母親節慶祝活動暨多元學習成果展 
5/5 301~303 美術館校外教學、青年公園、5/7 G5 英語演講比賽 

第十二週 
9 10 11 12 13 14 15 

5/10英語拼字比賽(G3-G6) 
5/12 304~306美術館校外教學、青年公園交通安全體驗區 
5/13 G3唐詩闖關、5/14明潭閱光學習發表會 
5/15音樂社團成果發表會 

第十三週 16 17 18 19 20 21 22 第二次觀摩教學、5/21 G4抽題演講比賽 

第十四週 23 24 25 26 27 28 29 5/27 G6作文期末評量 

第十五週 30 31 6/1 2 3 4 5 6/1低年級多元學習最後一次上課、6/3 中高年級多元學習最後一次上
課、6/1、6/2 G6畢業考、6/4 畢業餐會 

第十六週  

有 

 

恆 

6 7 8 9 10 11 12 6/12 下午畢業典禮【暫定】 

第十七週 13 14 15 16 17 18 19 6/14端午節放假 
6/17 G3~G5期末作文評量、弦樂團合奏分部最後一次上課 

第十八週 20 21 22 23 24 25 26 6/22〜23 期末評量、6/23六年級畢業展演、 
6/25 G2.G4.G6雙語學習成果展(上午)、弦樂團個別課最後一次上課 

第十九週 
27 28 29 30 7/1 2 3 

6/28 G5特教體驗活動、 
6/29生命教育捐髮活動(下午)、G6上課截止日 
7/2休業式 
7/3暑假開始  

 
附 註 

1.110/2/22（星期一）開學日、正式上課。 
2.110/3/01 和平紀念日補假、4/2兒童節補假、4/5清明節補假。 
3.110/6/14端午節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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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親師生的榮譽 
 109年教育部磐石學校獎 
 109年臺北市交通安全金輪獎績優學校 
 108、107年度臺北市優質學校「學校領導、行政管理、教師教學、   
    課程發展、專業發展、學生學習、創新實驗、資源統整」8個向度單項 
    優質獎 
 108年度臺北市閱讀磐石學校；108、109年深耕閱讀推廣團體獎特優 
 108學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教育實地訪視特優 
 110年度兒童月微夢想的旅行特優(「興」閱情，欣「閱」行〜再興閱讀騎士隊) 
 109年度兒童月微夢想的旅行特優(走進社區走向世界) 
 108年度兒童月微夢想的旅行特優(興悅傳愛樂分享 Let`s Show) 
 107年度兒童月微夢想的旅行特優(捐髮獻愛健康防癌—活出生命的光彩) 
 106年度臺北教育 111標竿學校認證通過 
 105學年度通過國際學校獎 ISA中級認證 

一、語文類 
 109年全國語文競賽作文特優 
 第 21屆全國聽覺障礙國民國語文競賽朗讀第三名 
 109年度臺北市語文競賽南區 
   國語文：作文第 1名、演說第 3名、字音字形優等、寫字優等 

       閩南語：閩南語演說第 4名、閩南語朗讀第 1名 
       客家語：朗讀第 3名、字音字形第 2.3名 
       原住民語：卑南族語歌唱第 1名 
       英語文：英語演說優等、戲劇優等、讀者劇場優勝 

 109年改編故事與劇本低年級組優選 2件、中年級佳作 2件、高年級優選
1件、佳作 2件、108年改編故事與劇本低年級組優選、107學年度深耕
閱讀推動改編故事與劇本特優 2件 

 2019行天宮夢想起飛說故事比賽高年級與中年級組優等 
 2020 全國兒童創意朗詩大賽（媽媽教我的詩）英語團體組第 1名、第 2

名、第 3名、佳作各 1件、2019全國兒童創意朗詩大賽（媽媽教我的
詩）英語團體組第 1名 1件、佳作 2件 

 2019華夏徵文第一名 1件、佳作 2件 
 108年度聲聲不息母語情親子說故事比賽高年級閩南語組優選 
 108年北區四城市中小學學生專題寫作比賽決賽佳作、初賽優等 2件 
 108年國際小學生電腦創意寫作競賽國際賽 1金 1銀與國內賽 1金 1銀 1

銅、107年國際小學生電腦創意寫作競賽國際賽與國內賽 2金 2銀 1銅 
 108、107、105、104年溫世仁全國作文比賽團體優勝或冠軍暨獎勵金共

計 40萬元 
 108年度小小說書人比賽中年級組特優 1件、佳作 1件、高年級組優選 1

件、107年度小小說書人比賽高年級組特優 1件、低年級組佳作 1件 
 第 14屆聯合盃作文大賽總決賽創意類優選 3件、第 13屆聯合盃作文大

賽總決賽兩岸評審獎暨感動類優選 1件、創意類優選 1件、說服類優選 1
件、第 12屆聯合盃作文大賽總決賽首獎暨兩岸評審獎 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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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文類                                                                                                             
 109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南區合唱同聲合唱乙組優等第 1名 
 108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南區合唱同聲合唱乙組特優第 2名 
 109、108學年度臺北市舞蹈比賽國小 B團體組兒童舞蹈乙組優等第 1名 
 臺北市 109學年度五項藝術美術比賽漫畫類第 1名、書法類第 3名、版    
   畫類第 3名 
 109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佳作、版畫類佳作 

三、體育類 
 110年臺北市春季盃全國田徑公開賽跳遠第 2名、60公尺第 1名、109年

60公尺、100公尺第 1名、壘球擲遠第 2名、跳高第 3名、跳遠第 3名 
 109學年度臺北市南區運動會 100公尺、200公尺第 1名、跳高第 2名、

跳遠第 4名、鉛球第 5.6名、男甲 400公尺接力第 3名 
 109學年度全國小學高爾夫 9月錦標賽中女團體組第 2名 
 108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中小學高爾夫球賽高男組團體第 1名 
 108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中小學高爾夫球賽高女組個人第 1名 
 108學年度臺北市國民小學南區運動會國小男生甲組徑賽總錦標第 1名、

國小男生甲組田徑賽總錦標第 1名 
 自 99學年度至 107學年度臺北市二、三年級健身操比賽特優 
 108年臺北市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國小女子高年級型/個人對打冠軍 
 108年度臺北市萬芳社區路跑賽教師男子組第 1名、國小男生組第 1、4

名、師生越野賽國小男子組第 4名 
 108年臺北市春季盃全國田徑公開賽男生組 60公尺第 1名、男生組 800公

尺接力第 1名、男生組 400公尺接力第 3名、女生組跳高第 2名、鉛球第
2名 

 108年臺北市青年盃田徑賽男生組鉛球第 2名、跳高第 2名、男生組跳遠
第 5名、女生組跳高第 4名 

 108年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國小男生混合三項第 5名、男生接力第 2名 
 108年臺北市青年盃空手道錦標賽高年級女子甲組個人形、個人對打冠軍

雙項目六連霸第 1名 
 108臺北市青年盃花式溜冰錦標賽基本型、綜合型第 1名、自由型第 4

名、108年第 16屆總統盃溜冰錦標賽綜合型、基本型第 2名 
 108年臺北市青年盃射擊錦標賽國小 10公尺空氣槍第 3名 
 108年全國短道競速滑冰春季錦標賽 333m及 500m冠軍 
 108臺北市(健康活力.運動台北)貓空路跑賽男乙組第 1名 

四、數理類 
 109學年度臺北市中小學教育盃圍棋賽乙組第 1名、初段 D組第 3名 
 108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中小學圍棋比賽個人組 5段第 2名 
 臺北市第 53屆中小學科學展覽佳作 1件、入選 1件 

臺北市第 52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榮獲生物科探究精神獎 
 2020全國科學探究競賽國小組第 3名、入選 3件、2019全國科學探究競

賽國小組優選 1件 
五、教師專業 
 109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創意教學教材徵選計畫團體獎第 2名 
 108學年度國小教師創新教學及學生自主學習檔案徵件比賽團體 B組第 2

名 
 第 20屆臺北市榮獲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團體獎第 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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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家長： 

    時序進入了 2021，全球依然面臨 COVID-19疫情的嚴峻挑戰，而值得慶幸與

感恩的是，孩子們在再興校園裡可以安好的學習，並透過科技和學習工具，將學

習場域擴大，與世界接軌。 

    此刻，我們無法預測未來的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模樣？但並沒有動搖人類持續

探索宇宙的進行。一周前美國太空總署 NASA的火星探測器「毅力號

(Perseverance)」傳回了火星 360度全景圖，這是令人興奮的一刻，而毅力號任

務團隊中來自我國的嚴正博士，在一次專訪中就鼓勵所有的學子需具備發現問題

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也正是我們一直所堅持對孩子的養成教育。 

    同時我們也看到學測出題的方向，學生的閱讀理解力和寫作能力成為各科出

線的關鍵，而非傳統的背誦一蹴可幾的。這也更加確認了再興的一直以來的堅

持，從小形塑孩子們的閱讀習慣，以經典文選淨化心靈、以跨域閱讀豐富知識涵

養、更引進數位閱讀將閱讀篇章加深加廣，不是為了應付考試，而是更加認識世

界並瞭解自身，更重要的是建構自學能力，終至培養具有思辨和解決問題能力的

學子。 

 讓我們一起學習自省和自律、愛與包容，共同豐富孩子們生命的厚度，陪伴

他們面對未來的挑戰，並彼此共勉，惕勵自己「學最好的別人、做更好的自己」！ 

  最後，祝福大家 平安、健康！     

校長            敬上 110年 3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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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業務報告 

一、學校課程願景與內涵 

     再興小學的學校願景為「知恩惜福、追求卓越、激發潛能」。 

    「教育年輪」為本校的校徽，象徵再興學校如巨輪般，不斷的前進與創新；學生圖像之「誠

愛勤勇」為本校校訓，誠懇待人、友愛同儕、尊敬師長、勤勉向學、勇於表現，是我們植基於品

格教育的目標，期望學生擁有健全的人格發展，以服膺創辦人朱校長的治學理念，培養出 21 世

紀優秀的世界公民。 

    再興小學以「知恩惜福、激發潛能、追求卓越」為學校願景，發展出「品德傳承、創新思維、

多元智慧、終身學習」的課程願景，除了「誠愛勤勇」的校訓外，教師團隊以研究創新的精神、

愛心奉獻的態度，透過耐心關愛與輔導，達到敬業樂群的目標，輔以家長對學生學習的主動關懷

與對學校的支持、積極協助學生成長，共創親、師、生三贏的境地。    

 

   

 

 

 

 

 

 

 

 

 

 

 

 

 

 
 
 
 
 
 

 

學校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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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量說明 

    為提供更適性化的教學增進學生成長，我們以多元方式來進行評量，依據教學目標研擬適

切的評量方式、評量內涵、評量人員及評量時機與過程，並呈現多元的學習結果。落實多元評

量在課堂教學中，除了老師可以隨時追蹤學生學習狀況修正教學外，也希望可以改變教學的型

態，強化「學生是學習主角」的思維，除了講述法外，能引導學生透過思考、小組討論、分享

及實作的方式來學習，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及自學的能力，並落實在生活中，本學期各年級紙筆

評量日期臚列如后：  

(一) 期中作文評量：4 月 15 日（G4-G6）。 

(二) 期中評量：4 月 21 日〜22 日（G1-G6）。 

(三) 全校英語能力檢測：3 月 29 日。 

(四) 六年級畢業考作文評量：5 月 27 日。 

(五) 六年級畢業考：6 月 1 日〜2 日。 

(六) 期末作文評量：6 月 17 日（G3-G5）。 

(七) 期末評量：6 月 22 日〜23 日（G1-G5）。 

 

三、各項學藝競賽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務處學藝競賽時間一覽表 

類別 年級 時間 

硬筆書法比賽 G3-G4 110.03.08(一) 

作文比賽 G2-G6 110.03.15(一) 

小小說書人初賽 G1-G6 
110.03.15~03.19 

(各組時間另行通知) 

小小說書人複賽 依初賽結果進入複賽 110.03.22(一) 

繪畫比賽 G1-G3 110.03.30(二) 

閩南語說故事比賽 G4 110.04.09(五) 

英語演講比賽 G5 110.05.07(五) 

英語讀者劇場比賽 G4 
110.05.14 (五) 

明潭閱光學習發表會 

抽題演講比賽 G4 110.05.21(五) 

    十二年國民教育之課程乃是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強調動機、

意願之培養；重視知識、方法之學習；並關照實踐與活用。我們融入十二年國民教育之精神，在

教學、活動及環境建置上賡續努力，精耕優質、提升品質、創造價值，期盼再興學子都能擁有良

好的品格，快樂學習、健康成長，在最優質的教育黌園中，涵養人文的氣質、擴展格局，培養國

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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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校園安全規定 
再興學校是一個大校園環境(含幼兒園、小學、中學)，校方對於校園安全維護十分重

視，為確保各學習階段每位學生的上課權益與學習安全，門禁管理需家長配合事項如下： 

一、入校管理： 

1.中高年級學生請 07:30前進到教室，低年級學生請 07:50前進到教室。晚到學生請由

興隆路大門入校。 

2.上學、放學接送，家長請於門口留步，讓學童能獨立步行進校與離校。 

3.為提升校安與防疫考量，校園一律不對外開放，上課時間家長或訪客需入校面談請由

興隆路大門進出，並遵守入校防疫規定。 

4.家長或訪客入校流程：先與導師（處室）預約入校時間→依約定時間至警衛室填寫登

記表→換證入校。來賓證請別於衣服外明顯處，供校園師生辨識。 

5.家長如需送學用品、水壺、雨傘等，請註明班級、姓名後寄放興隆路大門警衛室，

11:00、15:00 兩個時段校內會派人領回送至教室。若有急件，如藥品、眼鏡等，請

跟警衛說明須送達時間。 

二、學生外出管理： 

1.上課時間離校，請家長務必事先與導師說明事由及確切離校時間，導師填寫二聯式外

出單後至學務處核章，離校時請將其中一聯交予警衛室，方可離校。 

2.若孩子當天臨時不搭乘校車放學，請家長務必記得事先聯絡導師與交通組。 

 

服裝儀容宣導 
再興學子的服裝力求整潔，儀容端莊大方，煩請家長協助督促學生之服裝儀容，透過

孩子自我管理之精神，共營友善健康的校園。 

天氣漸暖後將進行換穿夏季制服，本校夏季服裝儀容注意事項如下： 

一、制服：短袖襯衫、制服短褲(男)、連身裙(女)、白短襪、白鞋。 

二、運動服：短袖上衣、運動短褲、白短襪、白色運動鞋。 

三、其他：1.制服及運動服皆紮在褲子內，男生內衣以白色為主。 

          2.頭髮瀏海不可遮蓋眼睛，以免防礙視線。 

          3.定期勤修剪指甲，不塗指甲油、不戴耳環。 

          4.制服袖長與褲長需符合身形，不可過短。 

109學年度下學期品德教育核心價值內涵 

二月份「孝順」─能以合宜的方式孝敬父母與長輩。 

三月份「尊重」─接受他人為完整而獨立的個體，學習尊重他人的 

自主權與隱私權。 

四月份「關懷」─能積極協助需要幫助的人、事、物。 

五月份「感恩」─能適當地對生活中的人事物，表達感謝之意。 

六月份「有恆」─秉持耐心，對於正確的事情不受影響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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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上放學交通安全宣導 

   安全是孩子幸福的起點，為確保再興學子通學安全，並習得正確的交通安全知識，以下事

項懇請家長務必配合： 

開車接送： 

1. 校門週邊停車格為時段性禁停車格，學生通學時間禁止停車，煩請家長將車靠路邊停

妥後(勿熄火)，讓孩子由右側自行下車，之後盡速離去，請勿停留過久或直接停在大

門口正前方或在車道中讓孩子下車。 

2. 請孩子於上車前就將服儀整理好，並將書包、餐袋放置身旁，以加速下車時間。若需

在車上吃早餐，亦請在尚未進入校區前停靠路邊完食後，再將車駛進校區讓孩子下車。 

3. 放學家接的時間為 16：10~16：25，家接的車輛請勿並排停車或停在校門口、行人穿越

線及紅線處，以免影響放學交通動線及用路之人車安全。 

4. 興隆路校門口、興隆路四段一巷路口及木柵路校門路口均設置學生通學時間禁止迴

轉標誌，煩請家長確實遵守，以維護其他學童過馬路安全。 

興隆路大門口 興隆路四段一巷路口 木柵路門路口 

機車接送： 

1. 駕駛人及附載坐人均應戴安全帽。 

2. 重型及普通輕型機車在駕駛人後設有固定座位者，得附載一人，附載坐人不得側坐。

(小孩坐或站在腳踏板是違法的喔!) 

3. 機車請靠路邊停車(勿騎上人行道)，停妥後，請孩子從右側下車，以策安全。 

4. 遠離大客車，注意內輪差。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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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交通車： 

1. 請依各站約定時間提早三分鐘至約定地點等車，逾時家長需自送。 

2. 放學時家長若未準時到站，學生即帶回學校(值班處)由家長到校接回。 

3. 請提醒孩子務必遵守搭乘校車規定，乘坐校車務必遵守校車司機及導護阿姨的指導：  

戴上口罩、確實繫上安全帶、不大聲喧嘩，善盡乘客責任，全車保平安。 

步行上學： 

1. 經過路口時，請務必要遵守行人號誌燈號的指示，並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秒數不夠

時，千萬不要強行通過，以確保安全。~大人的身教將讓孩子受用一生~ 

2. 校外交通崗撤崗時間為 07:45，為維護孩子過馬路安全，請提醒孩子務必準時到校。 

兒童安全過馬路 

 

 

 

 

 

 

 

家長該怎麼做，才能減少交通意外： 

 

 

 

 

 

 

 

(資料來源：交通安全入口網) 

交通安全五守則，全校親師生齊遵守： 

(1) 熟悉路權，遵守法規。 

(2) 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交通才會安全。 

(3) 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的交通行為。 

(4) 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的交通行為。 

(5) 防衛兼顧的安全用路行為--不作事故的製造者，也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害者。 

交通安全五運動，全校親師生共響應： 

(1) 車頭朝外停車：不撞行人、迅速逃生、方便充電。 

(2) 乘客責任：協助駕駛人清醒與專心、全車生命保障。 

(3) 下車時向公車及計程車司機說「謝謝」：感恩鼓勵。 

(4) 對禮讓行人的車輛駕駛揮手點頭致謝：感謝與感動。 

(5) 保護長者及婦孺安全地穿越路口：公平正義與人性。 

★學習更多交通安全相關知識，請掃右側 QR code圖檔，【交通安全

入口網】內有豐富的資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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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防治藥物濫用宣導 

 

 

 

 

 

 

 

 

 

 

 

 

 
★游泳防溺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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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提供的服務 

一、 販賣物品：各式簿本(不含教科書)、書包、餐盒、餐袋、 

桌墊、防身警報器等。 

二、定期消毒： 

班級及廁所消毒 環境消毒(病媒蚊防治) 

每週 2次 每月 1次 

三、各式檢驗及清洗、保養： 

飲水機 

水質檢測 

飲水機 

更換濾心 
冷氣濾網 

冷氣機

水塔 
水塔 

每 3 個月 

抽測 7臺 

每 3 個月 

更換 

每月 1次 

(小學部大樓) 

每月 2次 

(顧正秋教學大樓) 

每月 1

次 

每半年 

1 次 

四、油漆粉刷工程：每年暑假期間施作。 

五、物品借用： 

    吹風機、窗簾布、簡易沖洗設備(提供學生因身體不適而造  

    成的汙髒之清洗，如嘔吐、拉肚子等)。 

六、各項硬體設施與事務設備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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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室業務報告 
 

本校輔導團隊以愛為核心，透過多元的輔導型態來陪伴孩子、支持老師~溫馨親職教育講座、

再興月刊親職文章、親職教養策略諮詢、認輔老師愛的關懷、入班輔導化礙為愛。我們的願景是

讓每位孩子都能適性發展、樂在學習，每位老師能專注教學、無後顧之憂，致力讓學校成為一個

充滿愛與關懷的友善校園。 

 

 我們的目標~用愛關懷、用心傾聽 

一、 親師合作、共生共榮。  

二、 自尊樂學、適性揚才。 

三、 同理接納、關注需求。 

四、 整合資源、落實輔導。 

五、 正向管教、友善校園。 

 
 重要活動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輔導室重要活動時間一覽表 

項目 時間 

轉入生輔導活動 110.02.25(四) 

母親節慶祝活動暨多元學習成果展 110.05.06(四) 

特殊教育體驗活動(五年級) 110.06.28(一) 

生命教育捐髮活動 110.06.29(二) 
 

 輔 導 諮 詢：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412-8185 (手機加 02) 

                 協助當事人自我瞭解，增進其處理個人困擾、親職教育、婚姻、 

                 兩性、家庭關係等問題。 

 

 反對家庭暴力 婦幼保護專線：113  

 

 特殊教育諮詢：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中心特殊教育諮詢服務專線：2389-6215 

                  提供特殊教育學生之親職教育諮詢。 

 

父母的言行是孩子成長的航標， 

家人的關愛是孩子成長的溫床， 

家庭的和諧是孩子成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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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再興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二年孝班 班級經營計畫 

導師：余欣倫老師 

一、班級經營理念  

一、 重視品格教育：尊重、順從、負責、誠實、有禮貌。 

二、 喜歡自己，並願意幫助他人，懂得欣賞及讚美別人的好表現。 

三、 熱愛運動，增加生活體驗。 

四、 鼓勵愛閱讀，終身學習好習慣。 

五、 身教重於言教，親師以身作則，引導孩子建立正向人生觀。 

 

二、班級經營策略 

1.制定班級公約：守時守規、愛好整潔、服從尊重、學會負責、付出愛心。 

2.豐富學習環境：教學資源布置、主題活動配合、學習作品的展示。 

3.營造閱讀環境：每周一晨光閱讀、鼓勵孩子善用空白時間，愛好閱讀。 

4.正向榮譽制度： 

 實施班級自治：培養服務心，人人都能為「長」，學生輪流當幹部。  

 重視團隊榮譽：爭取小組競賽與校內各項活動的榮譽。 

 展現多元智能：鼓勵學生參加團隊與校內外比賽，啟發孩子找到興趣。 

 增進親師合作：期初班親會、期間班級聯絡網、每周班訊分享。 

 

三、課程學習規劃：  

(一)國語科 

1.基本語文能力教學:字詞練習、課文理解、句型練習。 

2.發表能力的訓練:課文內容、延伸問題的討論與發表。 

3.寫作能力的訓練:引導式作文習寫。 

 (二)數學科 

1.數學學習生活化、趣味化:學習內容貼近生活經驗，以教具操作方式提升學習興趣。 

2.數學概念精熟化:課堂分布練習、回家作業練習、模糊概念個別指導、單元評量。 

 

四、親師合作： 

1. 叮嚀孩子準時到校(7:50前進教室)，請假務必要告知老師，並依學校服儀規定，穿

著正確的制服與鞋襪。 

2. 家長每日簽閱『聯絡簿』，並要求孩子確實完成回家課業，協助孩子完成訂正並家長

簽名。要求孩子整理書包，備齊隔日應帶的學用品。 

3. 對班級或學校事物，有任何疑問或不了解之處，主動與老師聯繫與溝通。 

4. 尊重教師與孩子的學習，勿在上課時間來電，緊急事情可先聯絡各處室。 

5. 請加強孩子生活自理能力，吃飯、喝水、上廁所、穿衣服、整理書包與環境、並要

求重視個人衛生習慣，以有良好應團體生活與人際關係。 

6. 十點前讓孩子睡覺，有充足睡眠，可以提高學習效率與專注力。 

7. 以「真」正其心，以「善」誠其意，以「美」修以行 ，陪伴孩子成長路上，讓我們

相互為伴，成就孩子美好的人生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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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再興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計畫 

 
 

 

 課程 

 名稱 
語文領域（國語） 

適用年級 二   年    級 

設計者 薛祺薰、余欣倫、鍾孟廷、吳佩潔、董宴均、李秋慧 

教
學
目
標 

1.樂於表達自我的情感，找出管理情緒的方法，嘗試面對與解決問題。 

2.能認識並練習書寫記敘文、應用文，理解韻文和告示牌的內容與意涵。 

3.能觀察、欣賞自己所處環境中景物的變化，培養珍惜自然景觀的情懷。 

4.能正確認念、書寫國字，養成良好的聆聽態度。 

學 
習 
表 
現 

1-Ⅰ-1 養成專心聆聽的習慣，尊重對方的發言。 

1-Ⅰ-3 能理解話語、詩歌、故事的訊息，有適切的表情跟肢體語言。 

2-Ⅰ-1以正確發音流利的說出語意完整的話。 

4-Ⅰ-4 養成良好的書寫姿勢，並保持整潔的書寫習慣。 

5-Ⅰ-6 利用圖像、故事結構等策略，協助文本的理解與內容重述。 

融入學 
校課程
願景 

品德傳承：體驗前人生活智慧，陶冶學生品德性情。 

多元智慧：發揮個人多元潛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創新思維：啟發個人創作思考，拓展學生思辨能力。 

終身學習：促進學生樂於學習，形塑學生終身學習。 
融入重
大議題 【環境教育】、【人權教育】、【家政教育】、【生涯發展教育】 

教  

學  

活  

動  

要  

點 

主題 教學內容 

第壹單元

心情溫度

計 

本單元為〈彩色心情〉、〈笑〉、〈勇敢超人〉、〈小波氣球飛上天〉共四課，本單

元希望能結合生活經驗，認識生活中常見的情緒，引導學生認識自己，進而找

出管理情緒的方法，樂於表達自我的情感。 

第貳單元

特別的禮

物 

本單元為〈小水珠，去哪裡〉、〈生日快樂〉、〈給地球的一封信〉共三課，本單

元希望過認知與生活經驗，讓學生知道生活中大自然之美，願意主動關心其他

物種的生活環境，了解只要細細觀察，用心體會，無處不驚喜。 

第參單元

語文百寶

箱 

本單元為〈傘〉、〈老園丁的話〉、〈小小說書人〉、〈森林迷宮〉共四課，本單元希

望鼓勵學生積極閱讀書籍，藉由故事聆聽中，引導學生進入有趣的國語文天地。 

第肆單元

我喜歡 

本單元為〈點金術〉、〈我喜歡你〉、〈如果我的房間〉、〈打開相本〉共四課，本

單元希望透過生活經驗中，感受知足常樂的幸福，把握並珍惜家人與朋友的陪

伴與愛。 

評量
方式 課堂發表、口語評量、實作評量、作業評量、習作評量、學習態度評量、紙筆測驗。 

成績 
計算 
方式 

一、期中評量：平時成績 50％＋期中考 50％ 

二、期末評量：平時成績 50％＋期末考 50％ 

學生 
家長 
配合 
事項 

一、多了解孩子的學習狀況，並能從旁協助。 

二、多給予孩子自我學習的機會：讓孩子學習獨立自主的精神，讓他能學得更多更快。 

三、鼓勵孩子利用課餘時間多閱讀優良書籍：培養孩子的閱讀習慣是加強語文能力的不二法門。 

四、各簿冊請家長按時簽名，並請協助督導孩子確實訂正錯誤，並按時繳交各項簿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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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再興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計畫 

課程 

名稱 
語文領域（英語） 

適用年級 二    年    級 

設計者 王綺、 汪友蘭 

教
學
目
標 

1.能使用英語表達生活中的休閒活動 

2.能使用英語介紹不同的樂器 

3.能使用英語說出自己居住的環境 

4.能使用英語說出不同的交通工具 

5.能使用英語說出不同種類的衣物 

6.能使用英語說出數字 1-100及日期 

 

對 
應 
學 
習 
表 
現 

L0-5 能聽懂簡易歌謠和韻文。 

S0-5 能以簡單句型提問、回答。 

R1-2 能辨識低年段所習得的字詞。 

R1-3 能辨識低年段所習得的句子。 

W1-3 能臨摹、抄寫低年段所習得的應用字詞。 

I0-2 能聽懂、讀懂、說出各年段生活用語，並作出回應。 

I1-2 能聽懂、讀懂、說出並臨摹抄寫低年段所習得的字詞。 

I1-3 能聽懂、讀懂、說出並臨摹抄寫低年段所習得的句子。 

A0-1 樂於參與各種課堂練習活動。 
A0-4 能專注於教師的說明與演示。 
A0-6 能認真完成教師交待的作業。 
M0-1 善用預習、複習強化學習效果。 

C0-3 能認識外國風土民情。 

融入學 
校課程
願景 

品德傳承：透過英語生活故事，理解禮貌、負責和友愛及正面思考的重要性。 
多元智慧：課程學習活動結合生活經驗、透過小組討論，提升多元智慧。 
創新思維：透過了解他國文化，比較自身文化，進而啟發創意思考。 

終身學習：透過課間引導及提問，培養主動學習的能力。 
融入重
大議題 生涯發展教育，環境教育，家政教育，國際教育 

教  

學  

活  

動  

要  

點 

主題 教學內容 

Unit 6 

Argentina 

認識國家: Argentina 

文法句型: What do you like doing?   I like ____ing. 

          I like ____ing.   I don’t like ____ing. 

          He/She likes ___ing.   He/She doesn’t like __ing. 

英語閱讀: Value Your Friends 

英語歌曲: Playing with Friends 

字母拼讀:  ai,  ay 

Unit 7 
認識國家: Mongolia 

文法句型: He/She/It lives in 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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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lia          Where do you live?  I live in _____. 

英語閱讀: Welcome People 

英語歌曲: Where Do You Live? 

字母拼讀: igh , y, ie 

Unit 8 

Australia 

認識國家: Australia 

文法句型: Do you play ___?   Yes, I do.  No, I don’t.  

Does he/she ____?  Yes, he/she does.  No, he/she doesn’t. 

英語閱讀: Help Your Friends 

英語歌曲: Action Girl 

字母拼讀: oo, ow 

Unit 9 

Thailand 

認識國家: Thailand 

文法句型: I don’t go to ___ by ___.   I go by ___. 

         He /She doesn’t go to ___ by ___,   He /She goes by ___. 

         How many ___ are there?   There are ___. 

英語閱讀: Care for the Environment 

英語歌曲: The Picnic Basket 

字母拼讀: ue, ew 

Unit 10 

Peru 

認識國家: Peru 

文法句型: This is ___.  These are ___. 

         He / She has ___. 

英語閱讀: Share with Your Family 

英語歌曲: Our Clothes 

字母拼讀: th, th 

評量

方式 
口語評量、習作評量、學習單、紙筆評量 

成績 

計算 

方式 

1.定期評量 70%：期中、期末評量。 

2.平時成績 20%：含習作、作業簿練習、學習單、課堂參與及學習態度 

3.聽力口說 10%：由外籍教師依學生口語表現及學習態度給予成績 

學生 

家長 

配合 

事項 

1.請協助檢查學生英語作業是否完成及訂正，檢查後簽名，以瞭解孩子學習情形。 

2.請鼓勵學生在生活中使用英語，並督促學生每日聆聽 CD，養成良好的讀書習慣。 

3.請叮嚀學生上英語課要備齊上課需使用的書籍、作業及文具用品。 

4.請鼓勵學生多閱讀英語繪本，強化英語閱讀理解能力。  

5.請鼓勵學生使用 Kids A-Z 線上閱讀帳號，讓學生從閱讀中增加學習英語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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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再興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計畫  

 課程 

 名稱 
小腳走天下 

適用年級 二    年    級 

設計者 王綺、汪友蘭、陳錦華 

教
學
目
標 

 

1. 能指出阿根廷地理位置並說出當地受歡迎的休閒運動。 

2. 能簡單介紹台灣的休閒運動。 

3. 能指出蒙古的地理位置並描述當地特殊的。 

4. 能簡單介紹台灣的住房。 

5. 能指出澳洲地理位置並說出澳洲傳統樂器名稱及特色。 

6. 能簡單介紹台灣傳統樂器及著名音樂家。 

7. 能指出泰國地理位置並說出當地特色交通工具。 

8. 能簡單介紹台灣的交通工具。 

9. 能指出秘魯的地理位置並說出當地的特殊樂器名稱及特色。 

10. 能簡單介紹台灣的特殊樂器。 

 

學 
習 
表 
現 

 

◎ C 0 1 能認識國內外基本的招呼方式。 

◎ C 0 2 能認識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 

◎ C 0 3 能認識外國風土民情。 

◎ C 0 4 能了解並尊重不同的文化，具備基本的世界觀。 

*  C 0 5 能以簡易英語文介紹國內主要節慶習俗。 

*  C 0 6 能以簡易英語文介紹國外主要節慶習俗。 

 

融入學 
校課程
願景 

 
 品德傳承：尊重他國與多元文化，愛惜並發揚本國文化。 

 多元智慧：透過學習探索異國文化，進行跨文化反思，培養國際觀。 

 創新思維：培養學生邏輯思考能力，並激發其創造力。 

 終身學習：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與終身學習新事物的能力與習慣。 

 
融入重
大議題 國際教育、多元文化 

教  

學  

活  

動  

要  

點 

主題 教學內容 

第六單元 

認識阿根廷 

 

 透過地圖認識阿根廷的地理位置及地形。 

 透過閱讀短文來了解阿根廷當地受歡迎的休閒活動。 

 反思本國特色並以英文簡單介紹台灣的休閒活動。 

 

第七單元 

認識蒙古 

 

 透過地圖認識蒙古的地理位置及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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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閱讀短文來了解蒙古的特色住房-蒙古屋。 

 反思本國特色並以英文簡單介紹台灣住房。 

 

第八單元 

認識澳洲 

 

 透過地圖認識澳洲的地理位置及地形。 

 透過閱讀短文來了解澳洲的原住民傳統樂器其特性。 

 反思本國特色並以英文簡單介紹台灣的傳統樂器。 

 

第九單元 

認識泰國 

 

 透過地圖認識泰國的地理位置及地形。 

 透過閱讀短文來了解泰國的交通工具與特色公車。 

 反思本國特色並以英文簡單介紹台灣的交通工具。 

 

第十單元 

認識祕魯 

 

 透過地圖認識秘魯的地理位置及地形。 

 透過閱讀短文來認識秘魯的特別樂器，了解其外型及音色。 

 反思本國特色並以英文簡單介紹台灣的特別樂器。 

 

評量
方式 

 實作評量、觀察評量、口說評量 

成績 
計算 
方式 

 實作評量 70%、觀察(討論表現)評量 30% 

學生 
家長 
配合 
事項 

 

 請多利用空閒時間與孩子自在討論課堂所學。 

 請勉勵孩子學習欣賞及尊重他國文化， 

 請鼓勵孩子勇於以英語表達介紹他國特色文化並發揚本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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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再興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計畫 

 
課 程 

名 稱 
i 視界 

適用年級 二 年 級 
設計者 Tr. Kaileen、Tr. Aldea、Tr. Lyndsa、汪友蘭、王 綺 

學 期 

課 程 目 標 

1. 能聽懂、並朗讀故事內容。 

2. 能運用先備知識來討論文本中的主題。 

3. 能和他人分享、討論閱讀內容和心得。 

4. 能書寫或改寫故事的句型和內容。 

5. 能和生活中的人、事、物做連結。 

6. 能獲得因文本而啟發的多元智能。 

校 訂 課 程  

核 心 素 養 

英-E-A1 具備認真專注的特質及良好的學習，嘗試運用基本的學習策略，強化個人英    

        語文能力。 

英-E-A2 具備理解簡易英語文訊息的能力，能運用基本邏輯思考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英-E-B2 具備使用各種資訊科技媒材進行自我學習的能力，以增進英語文聽說讀寫綜合

應用能力及文化習俗之理解。 

英-E-C2 積極參與課內英語文小組學習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英-E-C3 認識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及風土民情。 

學 習 表 現 

L0-6 能聽懂簡易兒童故事。 

S0-3 能以正確的語調說出英語的句子。 

I0-4 能以妥適的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或吟唱歌謠韻文。 

A0-9 樂於生活中接觸課外英語素材，探究其涵意並嘗試模仿。 

M0-3 在生活中有使用英語機會時，能把握機會勇於嘗試。 

C0-3 能認識外國風土民情。 

C0-4 能了解並尊重不同的文化，具備基本的世界觀。 

融入學校 

課程願景 

品德傳承：尊重他國與多元文化，愛惜並發揚本國文化。 

多元智慧：透過學習探索異國文化，進行跨文化反思，培養國際觀。 

創新思維：培養學生邏輯思考能力，並激發其創造力。 

終身學習：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與終身學習新事物的能力與習慣。 

教學單元 單元名稱 閱讀書籍名稱 教學內容 

Unit 6 Argentina Hobbies 透過文本，認識不同嗜好能放鬆心情並增添生活樂趣。 

Unit 7 Mongolia My New City 透過文本，比較不同城市住家、食物和交通方式不同。 

Unit 8 Australia All Kinds of Musical 
Instruments 透過文本，認識不同樂器的演奏、吹奏的方式也不同。 

Unit 9 Thailand Caring For Earth 透過文本，認識並學會關心地球的各種方式及其影響。 

Unit 10 Peru Getting Ready For 
School 透過文本，學會上學要準備的文具用品和生活作息等。 

 評量方式 學習單、觀察評量、閱讀能力評量 

 成績計算方式 

實作評量 80％ 
課堂參與 10％ 
課堂行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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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家長配合事項 

  

1. Please help prepare necessary school supplies. 

2. Encourage and praise your child often.  

3. Encourage your child to use Reading A to Z. 

4. Encourage a variety of reading activities. 

5.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assistance. 

 幫忙孩子備妥學用品 

 經常鼓勵讚美小朋友 

 鼓勵用個人帳號閱讀 

 鼓勵自發性大量閱讀 

 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請多鼓勵並陪伴孩子使用閱讀帳號，透過閱讀發展「自主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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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Private Tsai Hsing Elementary School 
PHONICS Course, Class 201/202/203, Spring Semester, 2021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二年級英語字母拼讀課程教學計畫 

Instructors: Teacher Kaileen, Teacher Aldea, and Teacher Lyndsay 
 

Objectives 
教學目標 

 Master the use of basic sound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mprove reading, spelling and pronunciation while 
learning new vocabulary. 

Language Skills 
學習能力 

 Students will learn how to correctly pronounce new 
words and develop a higher ability to hear, identify and 
manipulate parts of English words. 

Contents 
學習內容 

Oxford Phonics World 5  

 Unit 1 : ar, ir, ur, er, or 
 Unit 2 : ou, ow, oi, oy, oo, u 
 Unit 3: au, aw, all, wa, or, oar 
 Unit 4: are, air, ea, ear, eer 
 Unit 5: a, e, i, o, u 
 Unit 6: a, e, i, o, u 
 Unit 7: kn, wr, mb, e, rh, st 
 Unit 8: ture, sure, tion, sion, ous, ful         

Activities 
課程活動 

 Book work 
 Digital Resources 
 Class discussion 
 Board work 

Evaluation 
評分標準 

 Workbook check 
 Oral testing 
 Participation 
 Effort 

For Parents 
家長協助 

 Review the pronunciations of the sounds that we are 
learning in class.  

 

 



21 
 

Taipei Private Tsai Hsing Elementary School 
READING Course, Class 201/202/203, Spring Semester, 2021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二年級英語閱讀課程教學計畫 

Instructors: Teacher Kaileen, Teacher Aldea, and Teacher Lyndsay 
 

Objectives 
教學目標 

 Enhance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language skills 
using books from an online resource.  

 Develop additional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Language Skills 
學習能力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sight read new vocabulary 
words from text selections. 

 Students will have proper pronunciation of new terms 
and vocabulary.  

Contents 
學習內容 

 Selected books from Reading A-Z directory 
1. Hobbies 
2. My New City 
3. All Kinds of Musical Instruments 
4. Caring for Earth 
5. Getting Ready for School 

Activities 
課程活動 

 Independent reading 
 Choral reading 
 Teacher lead reading 

Evaluation 
評分標準 

 Participation / Effort 
 Comprehension worksheets 
 Oral retelling / Summative assessment 

For Parents 
家長協助 

● Please encourage your students to maintain an active 
role in the classroom: following with their finger and 
participating in discussions.  

● Check with your students on the things that they ar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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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Private Tsai Hsing Elementary School 
GRAMMAR Course, Class 201/202/203, Spring Semester, 2021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二年級英語文法課程教學計畫 

Instructors: Teacher Kaileen, Teacher Aldea, and Teacher Lyndsay 
 

Objectives 
教學目標 

 Develop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grammar structures.  

 Build upon existing grammar knowledge developed last 
year. 

Language Skills 
學習能力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create original sentences using 
proper English grammar.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catch basic grammar errors and 
show how to correct the errors. 

Contents 
學習內容 

Grammar Goals 2    

 Unit 7: My hobbies 
 Unit 5: Animal world 
 Unit 2: My week  
 Unit 4: Getting around 
 Unit 9: Our school festival 

Activities 
課程活動 

 Bookwork  
 Teacher lead instruction 
 Group work 
 Grammar games 

Evaluation 
評分標準 

 Bookwork checks 
 Summative assessment 

For Parents 
家長協助 

 Review bookwork. 
 Please encourage your students to put forth their best 

effort and participate i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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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Private Tsai Hsing Elementary School 
WRITING Course, Class 201/202/203, Spring Semester, 2021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二年級英語寫作課程教學計畫 

Instructors: Teacher Kaileen, Teacher Aldea, and Teacher Lyndsay 

Objectives 
教學目標 

 To have students understand basic sentence structure 
and content and write simple sentences about houses, 
getting around, animals, and other basic themes. 

Language Skills 
學習能力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write complete sentences using 
correct spacing, capitalization, and punctuation.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express original thoughts using 
structured formats. 

Contents 
學習內容 

Grammar Goals 2    

 Unit 7: My hobbies 
 Unit 5: Animal world 
 Unit 2: My week  
 Unit 4: Getting around 
 Unit 9: Our school festival 

Activities 
課程活動 

 Practice worksheets 
 Practice on the board 
 Creative writing 

Evaluation 
評分標準 

 Writing checks 
 English notebook checks 
 Participation  
 Effort 

For Parents 
家長協助 

 Encourage your child to try their best in class.  
 Help them practice writing sentences using their own 

ideas following basic grammar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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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Private Tsai Hsing Elementary School 
STORYTELLING Course, Class 201/202/203, Spring Semester, 2021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二年級英語故事課程教學計畫 

Instructors: Teacher Kaileen, Teacher Aldea, and Teacher Lyndsay 

Objectives 
教學目標 

 Students will focus on vocabulary and the story for each 
unit.  

 Improve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in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Language Skills 
學習能力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comprehend the stories and 
concepts within the text.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class discussions 
and explore language concepts.  

Contents 
學習內容 

1. Zoo Animals  
2. Getting Ready in the Morning  
3. Playing Baseball 
4. Going on Vacation  
5. Famous Places 
6. Different Languages 

Activities 
課程活動 

 Read out loud 
 Partner reading 
 Vocabulary review 
 Making connections 

Evaluation 
評分標準 

 Participation and effort 
 Workbook completion 
 Quiz 

For Parents 
家長協助 

 Students will be asked to re-read the story and practice 
and study vocabulary at home. 

 Encourage kids to explain the story to you in their own 
words. 

 

 



25 
 

Taipei Private Tsai Hsing Elementary School 
MATH Course, Class 201/202/203, Spring Semester, 2021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二年級英語數學課程教學計畫 

Instructors: Teacher Kaileen, Teacher Aldea, and Teacher Lyndsay 

Objectives 
教學目標 

 Further develop math knowledge while utilizing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Comprehend math equations and English math 
questions. 

Language Skills 
學習能力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use mathematical terminology.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properly articulate math 

concepts using English. 

Contents 
學習內容 

1. Time Intervals  
2. Comparing Numbers Up to 1,000 
3. Place Value,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4. Multiples   
5. Geometry 
6. Division 

Activities 
課程活動 

 Board work 
 Group work 
 Math practice sheets 
 Games 

Evaluation 
評分標準 

 Participation and effort 
 Workbook completion 
 Quiz 

For Parents 
家長協助 

 Review math concepts.  
 Check for workbook completion. 
 Encourage students to work independ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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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Private Tsai Hsing Elementary School 
SOCIAL STUDIES Course, Class 201/202/203, Spring Semester, 2021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二年級英語社會課程教學計畫 

Instructors: Teacher Kaileen, Teacher Aldea, and Teacher Lyndsay 

Objectives 
教學目標 

 Students will focus on real-life applications by talking 
about how people live and organize themselves in 
societies. 

Language Skills 
學習能力 

 Students will learn and practice using a variety of 
vocabulary word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class discussions. 

Contents 
學習內容 

1. Where Animals Live 
2. Steps to Stay Healthy and Clean  
3. Baseball Fans  
4. Visiting the Amusement Park  
5. Famous Landmarks  
6. Languages of the World 

Activities 
課程活動 

 Group work 
 Workbook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Evaluation 
評分標準 

 Participation and effort 
 Workbook completion 
 Quiz 

For Parents 
家長協助 

 Students will be asked to review key vocabulary and 
concepts at home.   

 Check for workbook compl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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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Private Tsai Hsing Elementary School 
SCIENCE Course, Class 201/202/203, Spring Semester, 2021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二年級英語自然課程教學計畫 

Instructors: Teacher Kaileen, Teacher Aldea, and Teacher Lyndsay 

Objectives 
教學目標 

 Students will gain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round them through scienc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Language Skills 
學習能力 

 Students will learn science specific English vocabulary.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explain basic ideas pertaining 

to science. 

Contents 
學習內容 

1. How Things Are Different 
2. Yum, Yuck 
3. Heat in the Kitchen 
4. Dogs Smell 
5. Where Are Its Eyes? 

Activities 
課程活動 

 Group discussions 
 Reading 
 Watch science clips 
 Extension Worksheets 

Evaluation 
評分標準 

 Demonstrating general science content knowledge  
 Effort 
 Participation 

For Parents 
家長協助 

 Encourage your child to bring needed materials to 
school and engage in class discussions.   

 Ask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scienc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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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Private Tsai Hsing Elementary School 
MUSIC Course, Class 201/202/203, Spring Semester, 2021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二年級英語音樂課程教學計畫 

Instructors: Teacher Kaileen, Teacher Aldea, and Teacher Lyndsay 

Objectives 
教學目標 

 Students will gain more familiarity for spoken English 
across different sources.. 

Language Skills 
學習能力 

 Students will gain a hig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through the use of songs,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pronounce and develop proper intonation. 

Contents 
學習內容 

1. Bridge songs 
2. Performance songs 

Activities 
課程活動 

 Choral singing 
 Dancing 
 Small group singing 

Evaluation 
評分標準 

 Participation 
 Effort 

For Parents 
家長協助 

 Encourage your child to bring needed materials to 
school and engage in class discussions.   

 Ask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scienc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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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Private Tsai Hsing Elementary School 
ART Course, Class 201/202/203, Spring Semester, 2021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二年級英語美勞課程教學計畫 

Instructors: Teacher Kaileen, Teacher Aldea, and Teacher Lyndsay 

Objectives 
教學目標 

 Use prior knowledge and chapter content to learn 
visual arts.  

 Further develop an appreciation for the arts and 
improve fine motor skills. 

Language Skills 
學習能力 

 Communicate to share ideas and explain art projects.  
 Learn and use art specific terminology. 

Contents 
學習內容 

1. Rousseau’s Tiger  
2. Pablo Picasso  
3. Sculpture  
4. Paul Gauguin’s Vacation 
5. Castles and Palaces  
6. Make a Cut-Out 

Activities 
課程活動 

 Drawing 
 Coloring 
 Collage 
 Basic construction 

Evaluation 
評分標準 

 Visual presentation  
 Effort  
 Participation 

For Parents 
家長協助 

 Prepare art supplies for your child. 
 Ask your child about their art. 
 Proudly display your child’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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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Private Tsai Hsing Elementary School 
PE Course, Class 201/202/203, Spring Semester, 2021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二年級英語體育課程教學計畫 

Instructor: Teacher Nate 

Objectives 
教學目標 

 Develop kinesthetic motor skills through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play.  

 Understand physical education rules and terminology. 

Language Skills 
學習能力 

 Use English oral communication in PE activities and 
sports. 

Contents 
學習內容 

1. Roll, Throw, and Catch  
2. Soccer 
3. Gymnastics 
4. Jump Rope  
5. Striking Games  
6. Frisbee 

Activities 
課程活動 

 Team Building Games 
 Exercise and Healthy Eating Activities  
 Running, Jumping, Stretching, and Sit-ups 
 Dribbling and Shooting Skills 
 Running and Tag 
 Dance and Rhythm Games 
 Extra Activities and Games 

Evaluation 
評分標準 

 School PE test results 
 Effort in activities and games 
 Class Participation 

For Parents 
家長協助 

 Prepare a water bottle for your child. 
 Ensure that your child is dressed appropriately for PE 

classes. 
 Encourage your child to stay active and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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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名稱 

語文領域 

（作文） 

適用年級 二   年    級 

設計者 薛祺薰、余欣倫、鍾孟廷、吳佩潔、董宴均、李秋慧 

教
學
目
標 

1. 能認識並正確使用標點符號。 
2. 能運用正確詞性的語詞完成照樣造句。 
3. 能認識新詩的格式並仿寫。 
4. 能認識卡片的格式並仿作。 
5. 能培養孩子的創作思考。 

學習
表現 

6-I-1  根據表達需要，使用常用標點符號。 
6-I-2  透過閱讀及觀察，積累寫作材料。 
6-I-3  寫出語意完整的句子、主題明確的段落。 
6-I-4  使用仿寫、接寫等技巧寫作。 
6-I-5  修改文句的錯誤。 
6-I-6  培養寫作的興趣。 

融入
學校
課程
願景 

1. 品德傳承：孕育高尚品德，豐富生活內涵。 
2. 多元智慧：邁向數位學習，胸懷國際視野。 
3. 創新思維：啟發多元智慧，落實五育均衡。 
4. 終身學習：深耕學科知識，樂於終身學習。 

融入
重大
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家政教育、生涯發展教育、環境教育、人權教育融入寫作 

教  

學  

活  

動  

要  

點 

主題 教學內容 

多采多姿的校園生活 利用引導式學習單練習排比法及記敘文的作文架構。 

氣味小旅行 利用引導式學習單練習感官摹寫的作文架構。 

地球的回信 利用引導式學習單，完成書信的寫作格式。 

布告牌 利用引導式學習單，完成布告牌的寫作格式。 

好書介紹 利用引導式學習單，完成好書介紹的寫作格式。 

我想去的地方 利用引導式學習單，發揮想像完成作文。 

評量
方式 

1. 個別：依照上課態度及求知情況給予評量。 
2. 作業：文章寫作優劣及繳交情形為其要項。 

成績 
計算 
方式 

1. 分二次定期評量。 
2. 期中定期評量及期末評量各寫三篇作文。 

3. 依其次數再予百分比計算。 

學生 
家長 
配合 
事項 

1. 提醒學童備齊上課用品，了解孩子的學習狀況。 
2. 關心學子作業繳交情形，多陪伴孩子一同閱讀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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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名稱 
語文領域 

（閱讀興識界） 

適用年級 二    年    級 

設計者 陳玉卿、黃尹 

教
學
目
標 

1. 能運用先備知識來討論各文本中的主題。 
2. 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並分享心得。 
3. 能選擇自己喜愛閱讀的書籍，並享受閱讀的樂趣。 
4. 能認識各國的傳統市集，並感受豐富文化的趣味。 
5. 能珍惜自己，關懷他人，體會人與人之間該有的情感與溫暖。 

學 
習 
表 
現 

1-Ⅰ-1 養成專心聆聽的習慣，尊重對方的發言。 

1-Ⅰ-2 能學習聆聽不同的媒材，說出聆聽的內容。 

2-Ⅰ-3 與他人交談時，能適當的提問、合宜的回答，並分享想法。 

3-Ⅰ-4 利用注音讀物，學習閱讀，享受閱讀樂趣。 

5-Ⅰ-4 了解文本中的重要訊息與觀點。 

5-Ⅰ-9 喜愛閱讀，並樂於與他人分享閱讀心得。 

融入學 
校課程
願景 

品德傳承：從閱讀中認識大自然之美，培養愛護萬物的胸懷。 
多元智慧：透過多元文本與學習活動，探索自我的潛能。 
創新思維：採用小組共做腦力激盪模式，完成圖文創作。 

終身學習：廣泛閱讀以了解自身興趣、特長，並且培養能力。 

融入重
大議題 

生命教育、環境教育、品德教育、性平教育、家庭教育、海洋教育、人權教育、生涯規
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國際教育 

教  

學  

活  

動  

要  

點 

主題 教學內容 

橋梁書閱

讀 

1.透過閱讀策略─運用提問、發表飼養小動物的經驗，帶入《我家有個烏龜園》。 

2.全書篇章概覽、分篇引導閱讀。 

3.製作寵物飼養卡。 

書香傳情 

《你送玫瑰，我送什麼?》 

1.介紹王子與公主的童話故事。 

2.共讀繪本，了解故事發展，並推測可能的進展。 

3.寫下、畫下自己想送麼給最喜愛的人。 

與作家有

約 

1.運用閱讀策略導讀《骨頭博士找骨頭》，認識作家管家琪。 

2.透過換位思考，替書中解決問題。 

3.練習日記敘寫，紀錄生活事件與感受。 

生命教育 

1.運用閱讀策略閱讀繪本《祝你生日快樂》 

2.利用書名進行內容的預測。 

3.能運用六何法的提問，重述故事重點。 

國際教育 
1.運用閱讀策略閱讀繪本《世界的市集》 

2.利用簡報介紹各國的傳統文化及市集特色。 

圖資利用 
1.解書籍的演變與發展。 

2.了解書籍的形成由來，養成珍惜圖書的好習慣。 

評量
方式 

參與態度、口語評量、表演評量、實作評量 

家長 
配合 
事項 

1.提醒學童備齊上課用品，了解孩子的學習狀況。 
2.陪伴孩子一同閱讀，並給予孩子回饋；挑選適合孩子的優良讀物，進行親子共讀。 
3.陪伴、討論、共讀，並且關心孩子作業繳交情形。 
4.適度協助孩子填寫閱讀存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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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名稱 數學領域 

適用年級 二    年    級 

設計者 薛祺薰、余欣倫、鍾孟廷、吳佩潔、董宴均、李秋慧 

教
學
目
標 

1.能認識 1000以內的數，進行 1000內各數的大小比較。 

2.能用兩步驟解決三個數連加、連減和加減混合的問題。 

3.認識公尺單位，認識公分和公尺的關係和換算。 

4.在具體情境中，應用十十乘法表。 

5.透過月曆的查看和點數，認識年、月、日、星期的關係，並解決生活問題。  

6.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步驟問題(加、減與乘，不含併式)。 

7.透過平分和分裝的活動，了解等分除和包含除的概念，並用畫○、減法和乘法解

決問題。 

8.透過平分認識 12以內的單位分數。 

9.認識長方體、正方體的構成要素有頂點、邊和平面及邊長關係。  

學 
習 
表 
現 

n-I-3 應用加法和減法的計算或估算於日常應用解題。 
n-II-9 理解長度、角度、面積、容量、重量的常用單位與換算，培養量感與估測能力，

並能做計算和應用解題。 
r-I-1 學習數學語言中的運算符號、關係符號、算式約定。 

融入學 
校課程
願景 

品德傳承：培養孩子自尊、自立、自強的生活態度。 
多元智慧：培養主動探索、激發潛能的能力。 
創新思維：激發多元能力，充分表達想法。 
終身學習：奠基學科智識，樂於終身學習。 

融入重
大議題 1.環境教育 2. 家政教育  

教學 

活動 

1.數到 1000：認識 1000以內的基數。並做兩數大小比較。 

2.加加減減：用直式計算解決三位數的加、減法問題。 

3.幾公尺：認識公尺及實測、估測和計算。 

4.0、1、10的乘法：認識十十乘法表，以及 0、1、10的乘法計算。 

5.年月日：認識年月日並進行日期的點數。 

6.兩步驟的乘法：熟悉乘加、乘減、加乘、減乘計算。 

7.分東西：學習分裝與平分。  

8.單位分數：認識分母 12以內的單位分數。  

9.面的大小與立體：進行面的直接和間接比較，點數立體形體的邊、面、頂點。 

評量
方式 1.二次定期評量紙筆測驗 2.學習態度  3.作業處理  4.實作評量  5.平時測驗 

成績 
計算 
方式 

一、平時成績：1.學習態度 2.作業處理 3.實作評量 4.平時測驗 
二、定期評量成績：（定期成績+平時成績）÷ 2 
三、學期總成績：定期評量之(期中成績+期末成績) ÷ 2 

學生 
家長 
配合 
事項 

請協助叮嚀孩子確實完成每日作業。 
請協助叮嚀孩子訂正作業。 
了解孩子的想法並多給予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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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名稱 
生活領域（自然） 

適用年級 二    年    級 

設計者 朱定揚、謝發銓 

教
學
目
標 

1.透過觀察，發現人們在生活中頻繁的使用塑膠製品；利用各種資料蒐集的方式了解塑膠
垃圾對生活造成的影響。 

2.透過紀錄、省思、討論，能實際進行減塑活動，將減塑行為落實在生活中。 
3.透過探討活動和實際觀察種子以及植物生長過程，感受生命生長的喜悅，進而能尊重及

關懷自然與生命，養成積極探索的學習態度和愛護大自然的心境。 
4.能知道種植種子需要的物品，並和同學分工合作準備需要用到的物品。 
5.能根據種子的成長，與同學分享活動及說出照顧植物成長的心得感想。 
6.透過觀察與探索，發現雨天上學的各種狀況及雨天對生活的影響，並學習解決各種問題。 
7.實際在校園觀察與天的情景後，進行雨天的各種創作。 
8.能思考與天觀察時的觀察重點有哪些，及說出自己觀察的發現。 

學 
習 
表 
現 

2-I-3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彼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2-I-4在發現及解 在發現及解 在發現及解 在發現及解 在發現及解 決問題的歷程中，學
習探索與究人、事、物的方法。 

3-I-2體認探究事 體認探究事 體認探究事 體認探究事 體認探究事 理有各種方法，並且
樂於應用。 

融入學 
校課程
願景 

品德傳承：孕育高尚品德，豐富生活內涵。 
多元智慧：啟發多元智慧，落實五育均衡。 
創新思維：引導創新思考，提升競爭優勢。 

終身學習：深耕學科知識，樂於終身學習。 

融入重
大議題 

【人權教育】【環境教育】【品德教育】【法治教育】【戶外教育】【科技教育】【生命教育】 
 

教  

學  

活  

動  

要  

點 

主題 教學內容 

一、減塑
大作戰 

1.介紹塑膠製品的特色，讓學生認識塑膠，並找出教室內的塑膠製品。 

2.引導學生觀察生活周遭那些東西也是塑膠製的，並以文字或說明方式記錄下

來，及在家中使用塑膠的類型有哪些。 

3.透過討論延伸塑膠製品的特點、優點、缺點，及為地球環保盡一分心的減塑觀

念。 

二、奇妙
的種子 

1.透過對種子的尋找及觀察，覺察種子的存在。 
2.藉由展示活動認識到更多種子及其特別之處，引發進一步對種子的探究。 
3.藉由觀察認識植物成長過程，感受種子種植與成長的過程與問題，及思考解決

方法。 

四、下雨

了 

1.讓兒童透過討論知道泡泡如何產生，並動手做泡泡水，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 
2.引導兒童探索吹泡泡的方法，並觀察泡泡表面的顏色與現象。 

3.能和同學分工合作，進行吹泡泡的比賽遊戲。 

評量
方式 

(1) 習    作：要求準時交作業、訂正確實、字跡端正，圖文保持整潔。 
(2) 觀察評量、口頭評量：配合課程，能察覺、描述、表達、探索、隨堂測驗。 
(3) 學習態度：上課常規、課堂參與程度、課前準備、訂正及其他熱心表現。 

成績 
計算 
方式 

1.定期評量（佔 60％）：期末考。 
2.平時分數（佔 40％）：學習態度、習作、實驗操作。 

學生 
家長 
配合 
事項 

1.請指導貴子弟養成課前預習、課後復習的好習慣。並督促貴子弟按時交作業。 
2.請家長配合於習作、學習單上簽名，並協助貴子弟上課務必帶齊課本及單元交代物品。 
3.請家長了解兒童想法，並給予兒童適度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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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名稱 
生活領域（社會） 

適用年級 二    年    級 

設計者 薛祺薰、鍾孟廷、余欣倫、吳佩潔、董宴均、李秋慧 

教
學
目
標 

1.透過實地的走訪社區，產生對社區情感的連結，並且感受自身生活環境的美好。 

2.藉著發表與分享，對居住的社區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並且發自內心的關懷周遭的人事

物。 

3.透過對各種米製品的探索與探究，認識米食文化的多元性。 

4.進行對為米飯努力者的感謝行動，能愛惜食物，好好品嘗食物的美味。 

5.能發現自己外貌的成長，以及能力和內在的成熟，並學習欣賞他人的優點。 

6.能分享即將升上三年級的心情，並對自己立下三年級的目標。 

學 
習 
表 
現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的感受與想法。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彼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4-I-1 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現與創作，喚起豐富的想像力。 
5-I-4 對生活周遭人、事、物的美有所感動，願意主動關心與親近。 

融入學 
校課程
願景 

品德傳承：培養良好生活習慣，陶冶品格性情。 
多元智慧：培養自主學習能力，發揮多元潛能。 
創新思維：啟發仔細思辨能力，拓展創作思考。 
終身學習：樂於自動自發學習，邁向終身學習。 

融入重
大議題 

【環境教育】、【戶外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 

教  

學  

活  

動  

要  

點 

主題 教學內容 

我愛社區 

 

1.社區放大鏡:分享自己最喜歡的社區地方，並動手製作社區地圖，認識社區的

機構與環境。 
2.我愛社區:願意對為我們服務的人表達感謝，並具體落實於生活中，增進社區

的和諧與美好。 

米食好好

吃 

1.米食大集合：認識米製食物，並利用製作不同的食材組合成創意米飯餐盒。 
2.珍惜與感謝：認識從米到飯的生產歷程，並進而體悟珍惜米食，並能實際進行
感謝行動。 

升上三年

級 

1.成長的喜悅：分享成長過程的改變，並發現自己長大會有許多能力上的進

展。 
2.迎接三年級：透過訪問知道三年級和二年級的不同，並能說出升上三年級的

期待，進而規劃實踐方法。  

評量
方式 

課堂發表、口語評量、實作評量、習作評量、學習態度評量、紙筆測驗。 

成績 
計算 
方式 

1.學習態度：每節課評量兒童上課的學習態度（分組合作、討論）10％ 

2.實作活動、學習單和習作：作業按時繳交、訂正確實、字跡工整 20％ 
3.紙筆測驗：期末測驗成績 70％ 

學生 
家長 
配合 
事項 

1.協助學童選擇文具，並注意使用情形。 

2.指導學童整理自己的用品，並做好自己的事。 

3.習作、學習單、考卷務必簽名。 

4.低年級屬硬筆教學，請勿使用自動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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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名稱 

生活領域 

（音樂、表演藝術） 

適用年級 二   年   級 

設計者 王鶯玲、楊思萱 

教
學
目
標 

1.能從交通標誌的顏色、符號和外形做推論，了解其代表的意思 
2.能透過音樂的方式認識標誌的功用 
3.能透過演唱歌曲，認識住在泥土中的動物 
4.能透過律動感受玩泥沙的樂趣 
5.能演唱歌曲《小豆苗》，並認識音符在五線譜上的位置 
6.能演唱歌曲《當我們同再一起》，並用手搖鈴為歌曲伴奏 
7.能隨著音樂節奏做律動 

對應 
能力 
指標 

1-1-2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1-1-4 正確、安全、有效的使用工具或道具，從事藝術創作及展演活動。 
2-1-6 體驗各種色彩、圖像、聲音、旋律、姿態、表情動作的美感，並表達出自己的感

受。 
2-1-8 欣賞生活周遭與不同族群之藝術創作，感受多樣文化的特質，並尊重藝術創作者的

表達方式。 
3-1-9 透過藝術創作，感覺自己與別人、自己與自然及環境間的相互關連。 
3-1-10養成觀賞藝術活動或展演時應有的秩序與態度。 
3-1-11運用藝術創作形式或作品，增加生活趣味，美化自己或 與自己有關的生活空間。 

融入學 
校課程
願景 

品德傳承：孕育高尚品德，豐富生活內涵 
多元智慧：比較多元文化，開拓視野 
創新思維：啟發多元智慧，落實五育均衡 
終身學習：提升藝術涵養，終身樂於學習 

融入重
大議題 

性別教育 人權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環境教育  

教  

學  

活  

動  

要  

點 

主題 教學內容 

減塑小尖兵 1.學會正確演唱歌曲《減塑小尖兵》 
2.拍子的節奏，以響板拍出不同的節奏組合 
3.透過感受四拍子的節奏律動，並正確唸出《減塑小尖兵》的語言節奏 

音樂走走停停 1.正確地拍出並唸出歌曲《一起去拜訪》的語言節奏 
2.學會演唱歌曲《一起去拜訪》，並運用肢體律動表現歌曲。 

神奇的種子 1.學會正確地唱出歌曲《小豆苗》 
2.學會正確畫出休止符在五線譜上的位置 
3.學會感受四拍子的節奏律動 
4.透過小組合作，為歌曲《播種歌》合奏練習 

下雨了 1.學會正確唱出在五線譜上的音符 
2.認識雙頭目魚的正確敲擊並為歌曲《下雨》伴奏 
3.會在五線譜上正確畫出所有線上的音符 
4.會在五線譜上正確畫出所有間上的音符 

米食好好吃 1.學會 4/4拍的語言節奏 
2.正確的使用木魚敲出唸謠《幸福的米食》並演唱 
3.學會專心聆聽基本節奏形式的節奏並拍出 

升上三年級 1.學會運用歌曲《我永遠祝福你》對同學表達祝福 
2.會正確在五線譜上依指定音符畫出正確位置 
3.會以正確的手語唱出歌曲《我永遠祝福你》 

評量
方式 

教師觀察 、學生實作、發表 、小組合作學習 

成績 
計算 
方式 

1.認知 40﹪：樂理（唱名練習、音符名稱實值、五線四間的正確位置），課堂評量 
2.技能 40﹪：歌曲演唱、節奏拍奏 
3.情意 20﹪：學習態度、欣賞發表、 

學生 
家長 
配合 
事項 

請多鼓勵及帶領孩子參加藝文活動，落實藝術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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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名稱 
生活領域（視覺藝術） 

適用年級 二    年    級 

設計者 趙    襄    羽 

教學 

目標 

1. 能透過欣賞藝術家作品引導想像力與造形變化，並將其創作於畫面中。 
2. 能熟悉各式彩繪用具混合使用。 
3. 能嘗試與探索不同的創作材料，如：樹脂土、冰棒棍、玉米黏土。 
4. 能嘗試彩繪與製作各式立體物件，如：立體小屋。 
5. 能運用紙材搭配組合襯紙。 

學 

習 

表 

現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的感受與想法。 
2-I-1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4-I-1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 現與創作，喚起豐富的想像力。 
4-I-2使用不同的表徵符號進行表現與分享，感受創作的樂趣。 
4-I-3運用各種表現與創造的方法與形式，美化生活、增加生活的趣味。 
5-I-1覺知生活中人、事、物的豐富面貌，建立初步的美感經驗。 
5-I-3 理解與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異同。 
5-I-4 對生活周遭人、事、物的美有所感動，願意主動關心與親近。 

融入

學校

課程

願景 

品德傳承：孕育高尚品德，豐富生活內涵。 
多元智慧：邁向數位學習，胸懷國際視野。 
創新思維：啟發多元智慧，落實五育均衡。 
終身學習：深耕學科知識，樂於終身學習。 

重大

議題 

人權教育、家庭教育 

教  

學  

活  

動  

要  

點 

主題 教學內容 

繽紛剪

紙 

1.認識藝術家馬諦斯的剪紙世界。 

2.能運用色紙進行剪紙與組合。 

3.能製作紙畫框。 

黏土筆

筒 

1.熟悉黏土捏塑與混色。 

2.運用黏土進行筆筒製作。 

親愛母

親節 

1.嘗試與練習運用色紙剪、摺、黏貼進行組合設計。 

2.能完成立體卡片製作。 

立體小

屋 

1.學習立體小屋組合方法。 

2.彩繪立體小屋與家飾裝置。 

慶端午 1.認識端午節。 

2.小粽子彩繪。   

評量

方式 

課程中學習態度與實作成果表現 

成績 

計算 

方式 

1.認知 20%：美感知識、視覺語彙 

2.技能 40%：造形表現、色彩運用、整體構圖、媒材與工具的應用能力 

3.情意 40%：材料與工具的準備、上課學習態度、座位的整理 

家長 

配合 

事項 

1.請帶齊上課所需工具材料(彩色筆、粉蠟筆、色鉛筆、剪刀)，濕紙巾為每堂課必 

  備用具。 

2.注意工具使用的安全性。 

3.作品依課程進度完成勿拖欠，拖欠者及缺交者影響學期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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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名稱 

健康與體育領域 
（體育） 

適用年級 二    年    級 

設計者 廖君維、廖學仕 

教
學
目
標 

1. 能分辨哪些是有益身心健康的休閒運動並鼓勵參加。 
2. 能於行進間完成踢塑膠袋球的活動。 
3. 能和同組學童合力完成教師示範踢球動作。 
4. 能體會跑步的樂趣，遵守遊戲規則，並和同學合作完成遊戲。 
5. 能完成直線來回與左右方向變換的折返跑動作。 
6. 能在遊戲過程中運用快跑、急停、改變方向的連續動作。 
7. 能配合音樂做出老師指定的動作。 
8. 能做出簡易的飛盤投擲動作。 
 

學習表
現 

1c-I-1認識身體活動的基本動作。 

2c-I-1表現尊重的團體互動行為。 

2c-I-2表現認真參與的學習態度。 

2d-I-1專注觀賞他人的動作表現。 

3d-I-1應用基本動作常識，處理練習或遊戲問題。 

3c-I-2表現安全的身體活動行為。 

4d-I-1願意從事規律身體活動。 

融入學 
校課程
願景 

品德傳承：培養學生誠信守法的精神，誠實的參與活動競賽。 
多元智慧：引導學生悅納自我，懂得友愛並尊重他人的表現。 
創新思維：啟發學生的多元潛能，養成互助合作與勤奮向學的精神。 
終身學習：形塑學生積極開朗、熱心服務且勇於負責的態度。 
 

融入重
大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生涯發展教育、人權暨道德法治 

教  
學  
活  
動  
要  
點 

主題 教學內容 

第一階段
健身操 

先透過模仿教師動作的方式引發學習，再藉由分解動作教學後統整練習，使學
生能夠隨著音樂的節奏律動，學會教育部九年一貫健身操。 

體適能檢
測 

教師說明並示範動作，引導孩子正確做出動作後再行施測。（項目－坐姿體前
彎、仰臥起坐、立定跳遠）。 

跑的遊戲 
藉由了解適當的體重與運動息息相關，進而藉由跑、跳、遊戲、障礙賽讓學生
能充分活動，並樂在其中。 

踢踢樂 
先了解足部各部位名稱，再進行足背、足內側踢球、停球、點球等多項與足球
有關之遊戲，讓孩子培養運動的習慣，體現踢足球的樂趣。 

籃球運球 藉由籃球進行遊戲培養情感，以增進拋、接、傳、運球等技巧的能力。 
飛盤 能透過飛盤做出簡易的拋擲、接等動作，培養規律休閒運動的良好習慣。 

評量
方式 

教師觀察、學生實作、發表、小組合作學習 

成績 
計算 
方式 

實作評量：60％ 
學習態度：20％ 
口語評量：20％ 

學生 
家長 
配合 
事項 

＊請協助提醒孩子上體育課時應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以避免運動傷害。 

＊煩請叮嚀孩子課前身體若有不適，請於上課剛開始就先行告知老師，好能安排適當的
學習活動。 

＊請準備水壺及手帕，便於課後整理服裝儀容及補充水分，亦可依個別需求準備防蚊
液、防曬乳（部分戶外課時可用）。 
＊鼓勵孩子養成規律運動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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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名稱 

健康與體育領域 

（健康） 

適用年級 二    年    級 

設計者 薛祺薰、鍾孟廷、余欣倫、吳佩潔、李秋慧、董宴均 

教
學
目
標 

1.能透過思考、判斷的活動，在消費時會選擇真正適合自己的用品，以達到聰明消費。 

2.在選購食品時，能分辨安全性，並購買安全的食品。 

3.能體會媽媽懷孕與生產的辛苦。 

4.能藉由身體不斷的成長，知道人生的必經過程。 

5.能分辨哪些是有益身心健康的休閒運動並鼓勵參加。 

6.了解自己與他人之間的異同，並能更深入的了解自己、欣賞自己，也欣賞同學。 

學 
習 
表 
現 

1-1-3 認識身體發展的順序與個別差異。 

1-1-4 養成良好的健康態度和習慣，並能表現於生活中。 

2-1-4 辨識食物的安全性，並選擇健康的營養餐點。 

5-1-3 思考並演練處理危險和緊急情況的方法。 

6-1-2 學習如何與家人和睦相處。 

融入學 
校課程
願景 

品德傳承：體驗前人生活智慧，陶冶學生品德性情。 

多元智慧：發揮個人多元潛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創新思維：啟發個人創作思考，拓展學生思辨能力。 

終身學習：促進學生樂於學習，形塑學生終身學習。 
融入重
大議題 

環境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校慶主題、人權暨道德法治。 

教  

學  

活  

動  

要  

點 

主題 教學內容 

健康成長派 

1.引導學童實際觀察或透過照片的比較，觀察不同人生階段的異同，並了解不

同人生階段有不同的需求與責任。 

2.學童除了注意自己的生長發育，還要觀察並注意家人的轉變，對他們付出
愛與關懷。 

流感小尖兵 

1.從日常生活保健觀念著手，向學童說明感染流感時的居家照護要點，讓學童

學習正確的照護方法，日後，在自己或家人感染流感時，能表現出促進健 

康的行為。 

我家拒菸酒 
1.能認識吸菸的危害與戒菸的好處。 

2.能發覺家人吸菸的行為對個人及家庭的危害。 

愉快的聚會 
1.能藉由小主人招待好朋友的準備活動，了解合宜的待客之道，並學習主動招
呼、接待別人的方法。 

食品安全我
最行 

1.能知道挑選包裝食品與散裝食品的方法。 

2.能具體描述如何正確選購包裝食品與散裝食品。 

評量
方式 教師觀察、發表、小組合作學習。 

成績 
計算 
方式 

觀察表現、發表 50%，學習單 50%。 

學生 
家長 
配合 
事項 

1.與孩子一齊從事運動時，選對場所、聽從專業建議並遵守注意事項。 
2.和孩子共同知道如何挑選乾淨衛生的用餐場所。 
3.帶領孩子知道能了解接待客人的注意事項，並運用方法招待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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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再興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計畫 

 
 
 

 課程 

 名稱 

語文領域 

（本土語文） 

適用年級 二   年    級 

設計者 薛祺薰、鍾孟廷、余欣倫、吳佩潔、李秋慧、董宴均 

教
學
目
標 

1.能用閩南語說出常見的家具和擺設。 

2.能學會常見情緒的閩南語說法。 

3.能學會和第四課相關的謎猜和俗語。 

4.能學會吟唱傳統念謠。 

5.能吟唱並欣賞童謠之美。 

學 

習 

表 

現 

1-Ⅰ-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掌握重點。  

2-Ⅰ-3  能正確朗讀所學的閩南語課文。 

3-Ⅰ-1  能建立樂意閱讀閩南語文語句和短文的興趣。 

2-Ⅰ-4  能主動使用閩南語與他人互動。 

融入學 
校課程
願景 

品德傳承：學習閩南語用語，實踐在生活中。 

多元智慧：運用多媒體器材，輔助語言學習。 

創新思維：啟發多元智慧，落實五育均衡。 

終身學習：善用讀書方法，樂於終身學習。 

融入重
大議題 【環境教育】、【家政教育】 

教  

學  

活  

動  

要  

點 

主題 教學內容 

歡喜

來阮

兜 

1.引起動機：透過看「卡通學臺語動畫」，讓學生認識常見的家具。 

2.朗讀：教師揭示「課文情境圖」，配合教學電子書，帶領學生朗讀、輪讀課文。 

3.解釋課文語詞：講解課文內容及語詞，再以例句說明，使學生深入了解文意。 

4.綜合活動：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課所學。 

我的

心情 
1.引起動機：透過看「卡通學臺語動畫」，讓學生認識情緒的用語。 

2.朗讀：教師揭示「課文情境圖」，配合教學電子書，帶領學生朗讀、輪讀課文。 

3.解釋課文語詞：講解課文內容及語詞，再以例句說明，使學生深入了解文意。 

4.綜合活動：搭配教學電子書，複習本課所學。 

評量
方式 1.學習態度  2.口頭評量 

成績 
計算 
方式 

一次學期成績 

學生 
家長 
配合 
事項 

1.善用課本附贈的教學 CD，親子一起聆聽、一起分享學習。 
2.請家長多善用閩南語和孩子交談，鼓勵孩子把課文中學到的閩南話使用在日常生
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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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興 小 學 1 0 9 - 2 學 期 隨 車 導 護 人 員 名 冊 

項次 姓名 連絡電話 車號 

1 金千筑 0926389379 01 車 

2 胡雅如 0932158024 02 車 

3 邱秀婷 0935303012 03 車 

4 胡瓈允 0935788050 05 車 

5 唐婕菲 0989442236 06 車 

6 林惠美 0938418388 07 車 

7 曾珮綺 0958377549 08 車 

8 張秀琴 0933941192 09 車 

9 陳美華 0928099393 11 車 

10 張慧芬 0915263273 12 車 

11 李麗珍 0937847570 13 車 

12 董台英 0932023511 15 車 

13 王孝容 0989223568 16 車 

14 黃富美 0966679326 17 車 

15 楊美玉 0911839681 18 車 

16 呂淑娟 0910018956 19 車 

17 項素華 0967022970 21 車 

18 陳昭如 0988152818 22 車 

19 施映秋 0936936015 23 車 

20 許琇琪 0933941265 25 車 

21 朱麗娟 0926984891 26 車 

22 王品涵 0966077881 27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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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2(ok)
	1. 能聽懂、並朗讀故事內容。
	2. 能運用先備知識來討論文本中的主題。
	3. 能和他人分享、討論閱讀內容和心得。
	6. 能獲得因文本而啟發的多元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