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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願景

–愛、適性、國際觀

貳、校本課程

–夢花園、偶們來遊戲

参、重點特色

–音樂團隊：國樂團、直笛團

–體育團隊：網球、羽球、田徑、棒球
、拔河、游泳、武術

肆、與三民家族的承諾

–民主溝通、走動管理、

–積極陪伴、即時回饋



伍、與學生的勉勵：
–安全最重要、禮節要週到
–環保習慣好、閱讀樂陶陶

陸、與家長的約定：
–修緣（親師合作）
–修圓（和諧合作）
–修園（軟硬設施）

柒、與夥伴的勉勵：
–專業教學＆班級經營（班親會規劃）
–輔導管教（近年案例）＆特教知能

捌、分享學校組織文化分享
（行政、教師、學生、家長）



教務處

•級科任的專業考量

•教學正常化

•作業抽查

•音樂團隊

•藝文輔導團中心學校

•合慶主任行政秘書、展志&家宜&炳楠輔導員

•本土傳承

•小慧客語輔導員







自發 互動 共好

有意願、有動力 有方法、有知識 有善念、能活用

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



一年級課程說明
課程類型 一年級

綱要規定領域學習節數 20

語文
本國語文

國語文 6
本土語言/新住民語文 1

英語 0

數學 4

生活課程

社會

6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3

學校實際領域學習節數 20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夢想行動家/1
向世界說嗨/1

每學年總節數(每週節數) 22



願景 愛與關懷、探究創新、全球視野

學校課
程主軸

樂活田心
(人與自己) (人與他人)

創客田心
(人與環境)

世界田心
(人與國際)

彈性
課程
類別

■主題/專題/議題
□社團與技藝
□特殊需求
■其他(家庭、性平、環境、品格)

■主題/專題/議題
□社團與技藝
□特殊需求
□其他

■主題/專題/議題
□社團與技藝
□特殊需求
□其他

■主題/專題/議題
□社團與技藝
□特殊需求
□其他

學校子
題課程

夢想行動家 我們來遊戲 展翼科技 走讀書海
向世界說嗨

Say Hi! To the World

一年級 2
1
1上三民人事物（詩詞朗誦）
1下說故事

1
1上秘密基地（口述自我介紹）
1下家庭樹（完成家事並說明）

二年級 2
1
2上走讀三民（日記）
2下繪聲繪影（圖文創作）

1
2上歌謠唱跳（食物分類學習單）
2下角色扮演（英語帶動唱）全校英語日

三年級5
1
3上探索三民
3下環境偵察

1
3上（故事接力大考驗）
3下（唱唱跳跳演故事）

1
3上（打字、繪圖）

3下（美編）

1
3上三民報報
3下（剪報專題）

1
3上訪問好友（設計服裝並介紹）
3下生活小提醒（圖文介紹動物身體部位）

四年級 5
1
4上探訪竹塹城
4下古今大探險

1
4上（光影的遊戲）
4下（影子傳說）

1
4上（APP、簡報）

4下（圖形化程式）

1
4上三民報導
4下三民說學逗唱

1
4上花草書籤（小組唱跳表演）
4下學校介紹（寄信給好朋友）X’mas

五年級 6
1
5上看見台灣
5下愛我台灣

1
5上（看見聲音）
5下（我是廣播劇作家）

1
5上（Scratch）

5下（Scratch）

1
5上三民小編
5下三民小記者

1
5上英語簡報（製作美食簡介-結合園遊會）
5下（簡報介紹未來的我）

六年級 6
1
6上這個世界
6下世界一家

1
6上（劇場表演大公開）
6下（三民的故事）

1
6上（Mirco:bit）

6下（影音剪輯）

1
6上書的創作
6下說書人（為電影發表）

1
6上影音報告（完成影片腳本）
6下（拍影片-我喜歡的台灣）



新竹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摘錄）
每次定期學習評量總成績，為定期評量占百分之四十，平時評量成績占百分之六十。

平時評量應以多元評量方式辦理，其中紙筆測驗不得高於百分之四十。

學校應於每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針對學生學期成績未達丙等之學習領域，以多元評
量方式辦理補考。補考以一次為限，並應以書面通知學生於指定期日參加之。除有不
可抗力因素外，逾期未參加者，視同放棄補考之機會。前項補考範圍，應以該領域
（科）學期教學內容為原則，補考六十分以上者，以六十分計算；未達六十分者，與
原始成績擇優採計。

學生定期評量時，因公假、病假或事假經准假缺考者准予補考，因故請假缺考者，於
銷假後應立即補考。但無故擅自缺考者，不准補考，其缺考學習領域之成績以零分計
算。補考成績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因公、喪、病假(需提供就醫證明)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者，按實得分數計算。

(二) 事假須於定期評量日三天前提出，經學務處准假，准予補考。事假缺考者，評量日
後3個上課日內補行評量完畢，超過規定期限則不予補考。



學務處
• 交通安全教育

• 109學年度全國金安獎

• 健康促進績優學校

• 防治學生藥物濫用全國績優學校

• 防疫安全
• 勤洗手、戴口罩、量體溫與紀錄

• 保持室內戶外安全社交距離

• 午餐教育
• 安全營養＆感恩惜福＆進班共餐

• 法定傳染病請假事宜（健康中心）

• 廁所委外清掃(分攤收支)

• 體育團隊



國小

1.上學時間較早

2.沒有準備點心

3.有統一服裝

4.蹲式馬桶

5.有固定上下課鐘聲

6.只能趴著睡

7.校園變大囉

一、心理建設--作息調整

幼稚園

1.上學時間較晚

2.早、午有點心

3.沒有統一服裝

4.坐式馬桶

5.無固定上下課鐘聲

6.可以躺著睡

7.校園較小



1.早睡早起，吃飽早餐、刷牙後再上學。

2.利用時間帶孩子到學校走走，知道教室、廁所、健康中心、
遊樂場等位置。

3.跟孩子約定上下學的接送地點與可預見的狀況處理。

4.訓練孩子自己寫名字，蓋章或貼名條。

5.告知並訓練其基本的禮儀與整潔的習慣。

6.生活習慣固定及能力的培養。

7.運用繪本，調適孩子分離焦慮與上學恐懼。

二、開學前的準備



• 衛生局公告傳染病通報暨停課標準學童疑似或確診為疱疹性咽峽炎、手口足病、
腸病毒、水痘、流感個案者，在家自主管理7日(診斷日起算)勿去安親班及公

共場所。

• 低年級一週內同一班3名為腸病毒需全班停課(含假日7-3-7)

• 中、高年級一週內同一班4名為腸病毒需全班停課(含假日7-4-7)

• 違反旨揭通報及停課標準規定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70條第3款規定，處新台幣
3,000~15,000元以下罰鍰。

•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停課標準

• (1)一班有1位師生被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列為確定病例，該班停課。

• (2)一校有2位以上師生被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列為確定病例，該校停課。

• 新竹市規定1例確診，該校全校停課14日。

• PS：上述停課之學生回校後，須繼續配戴口罩一週。

健康中心三、傳染病停課需知



三民國小 學生事務處



保持發動狀態、駕駛者不離車、3分鐘之內。



正校門



彩虹館前廣場-原 放學安親班等候區



復興樓左側公共區域-放學安親班 新等候區



彩虹門-供行人進入校園



自由路 行人注意事項

 因校門口有車輛進出。

請由東側A：進入的小朋友利用

行人專用通道由糾察隊同學指示進入
校園。

由校門口西側B：進入的行人

請利用彩虹門進入學校。

三民國小

鐵道路

AB

自由路

隆
恩
圳

大門彩虹門

A

B



自由路上學 汽機車接送點 1

機車接送者請在變電箱以西(靠

近紅綠燈)人行道下車

汽車接送者請在校門至彩虹門前

下車。(請孩子坐車輛右側，以節
省下車時間)

三民國小

鐵道路

自由路

隆

恩

圳三
民
門

大門



自由路上學 汽機車接送點 2

機車、汽車上學接送

1. 接送者也可順向，在自由路對面
7-11附近靠右邊下車(請學生沿著行
人穿越道過馬路，上學有民防大隊
協助)

2.靠近三民公園，利用天橋。

三民國小

大門

隆

恩

圳

鐵道路

自由路

彩虹門

學校對面停靠點 中
央
路

三
民
公
園

https://www.istockphoto.com/hk/vector/%E8%B2%A8%E8%BB%8A%E5%9C%96%E7%A4%BA%E5%81%B4%E8%A6%96%E5%9C%96%E5%AE%B6%E5%BA%AD%E5%B0%8F%E5%B7%B4%E8%BB%8A%E8%BC%9B%E5%89%AA%E5%BD%B1%E9%BB%91%E8%89%B2%E8%B2%A8%E8%BB%8A%E8%BB%8A%E5%90%91%E9%87%8F%E4%BE%8B%E8%AD%89-gm1097496020-294723293
https://www.istockphoto.com/hk/vector/%E8%B2%A8%E8%BB%8A%E5%9C%96%E7%A4%BA%E5%81%B4%E8%A6%96%E5%9C%96%E5%AE%B6%E5%BA%AD%E5%B0%8F%E5%B7%B4%E8%BB%8A%E8%BC%9B%E5%89%AA%E5%BD%B1%E9%BB%91%E8%89%B2%E8%B2%A8%E8%BB%8A%E8%BB%8A%E5%90%91%E9%87%8F%E4%BE%8B%E8%AD%89-gm1097496020-294723293


自由路陸橋



三民門-外側



三民門-內側，放學家長機車等候區



•汽車請在前溪門停車

(緣石呈現綠色區塊)

•機車請靠近教學門接

送

(緣石呈現藍色區塊)

鐵道路接送區汽機車分流停靠

三民國小

鐵道路

自由路

隆
恩
圳

前溪門 教學門
X未開X



前溪門-9/1起開啟使用(10月三民樓完工恢復開放三民門，屆時再關前溪門）



教學門外側-使用中



教學門內側-使用中



•交通導護值勤 7：30 - 7：50

•不早到也不遲到，以確保安全。

•確實配合導護人員的指揮。

上學時間安排







交通違停的可怕.......              2020年3月13日新竹市民生路

勿貪自己一時之便利，禍害別人一輩子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313/1666788.htm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313/1666788.htm


交通違停的可怕.......又見投機違停害命！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417/1693930.htm

新竹市彭姓夫婦2020年4月16日下午騎機車雙載，行經北大路仁德路口時，
從後方直接撞上前方違停佔據外車道的貨車，造成機車直接卡在貨車後方，
彭姓夫婦分別受到輕重傷，經送醫搶救，彭夫因胸腔出血嚴重傷重不治。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417/1693930.htm


當我們看到先進國家的進步時，相對的我們也會去反
省自己生活的現況，以及如何使國內達到這樣的守法
文化素養。

法條的規範往往是最不得已的手段，唯有培養人人守
法的文化素養，以及懂得尊重他人的「一顆體貼的
心」，才能確實將行車安全的概念落實，達到整體社
會文化的提升。

「尊重」及「禮讓」：交通安全的基本原則



府教社字第1050022101號函：

上、放學時間，請家長依規定位置停放車輛

接送學生。
鼓勵家長「陪學童走一段路上學」，避免在車

道上下車、以減少危險性，並降低各校校門口壅
塞的車流量。





總務處
• 2021國家建設卓越獎

•通學步道工程
• 第一期(自由路人行道周邊110.9-111.5)

• 第二期(自由路66巷110.9-111.5)

• 第三期(鐵道路&隆恩圳，規劃設計中，

• 估計110.11-112.1施工)

• 三民樓耐震補強工程

• 110.6-110.9.30，因施工變數、颱風、下雨，

• 遊樂設施工程(110.8-110.10)

• 電力改善工程(預計111/2/24完工)

• 校園門禁管理

• 班班有冷氣



開學前準備

•校舍安全定期檢查

•機電消防安全檢查、維護建物與設備修繕

•飲水機定期保養、濾心定期更換、水質檢驗

•校園定期消毒 (開學前已消毒)、花草樹木修剪



校舍安檢、各項工程安全檢查



採購、招標會議 電梯耐重測試



飲水機清潔、保養



門禁管理與校園安全

•防疫期間，校園不開放家長及其他民眾進入校園

•上課期間，家長要送東西給孩子怎麼辦呢?

• 統一放置警衛室，並寫好班級姓名

• 警衛先生會統一在下課時間(避免上課時打擾教學)，電話聯絡請學
生出來拿喔

• 9月1日起將開放戶外操場

• 200公尺操場為100名以下

• 實施實聯制、出入量體溫及人流控管



三民樓耐震補強工程

•因施工變數、颱風、下雨，展延20日，預計9月底完工，完
工後就恢復原配置，回原班上課。

•學校規劃三民樓的班級至安置教室上課，待耐震補強工程
結束後，即可恢復原教室分配。

• 安置教室配置圖，如下圖所示





輔導處

•提供學生輔導、個別諮商及親職諮詢

•初級輔導(導師)、二級輔導(專輔教師)、三級輔導(心理師)

•學習扶助

•國、數、英三領域，每年5月篩選測驗、每年12月成長測驗，針
對不合格學生進行補救教學

•市政府推薦全國績優團隊、績優教師及學生楷模學校

•課後照顧班

•錄取名單已公布在學校網頁

• 110年9月1日(三)開學日開始上課



• 家庭教育資源

•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412-8185

•新竹市家庭教育中心(有志工、相關親子講座資訊)位於社福大樓(巨
城旁)

•提供每戶一本家庭教育書籍~我和我的孩子

•家庭教育講座~啟動親子連結的密碼~培養樂學習、有自信的孩子，講
師：李崇義老師，時間：10/02(六)09:00-12:00，地點：彩虹館2F活
動中心

• 性別平等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防治準則

•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
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4小時(性平法第17條)

• 生命教育&特教服務



兒少保護責任通報

•學校兒童少年保護的範疇
•遭受疏忽虐待的兒童少年
•家暴兒少及目睹家暴兒少
•校園性侵害及性騷事件
•脆弱家庭(高關懷兒童)
•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
或其他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其他—憂慮、自傷或自殺案件

•責任通報人員知悉後24小時內
進行通報

•一般民眾可以打113通報
•任何人看見孩子身上有傷都有
通報責任

•學校通報高峰期~考試前後

SOS



☆主動與級任老師溝通

•親師溝通是家長與教師發揮合作功能的主要途徑，級任老師必須經
過長時期的觀察，才能了解孩子的特質，建議家長在孩子入班時，
將自己孩子的特殊狀況告訴老師。

•事務性的事情可以利用家庭聯絡簿。

•有疑慮或是需要溝通理念的事情，請與導師約時間電話聯繫或是到
校晤談。

•親師間良好的溝通與合作是讓孩子適應學校最快速的方式。



幼兒園

•軟硬體建設

•閱讀教育

•食農教育

•本土教育



拾、三民好夥伴、教育永承擔

•圖書室、短期代課

•交通導護、防疫志工

•晨光說故事、EQ課程、晨光小學堂(國、數補救教學)

•特教服務志工、園藝志工



拾壹、分享

•對孩子做好『付出』與『欣賞』的天職

•鐵道路感人的親子畫面—

•天下父母心--父母疼子，長流水不時停
子想父母，樹尾風有時陣



110學年度一年級導師 校長陳智龍

•素婷經常晚下朝，教過學生都說好；

•筑寧羽球見高招，積極正向來管教；

•麗文年輕卻老道，班級經營有一套；

•怡容音樂技藝高，學生高度能推敲；

•明儀數理好口條，慢工細活來琢雕；

•文菊帶班金字號，動靜皆宜人氣爆；

•琦敏語文造詣高，閱讀素養教得好；



110學年度一年級導師 校長陳智龍

•宸伃美術一把罩，樂將學生都當寶；

•淑鳳資深經驗好，照料學生在夕朝；

•秀瑾書香責任高，敬業樂群人低調；

•金秀資深卻不驕，學習檔案記憶找；

•麗慧思慮慎週到，學生規矩好樣貌；

•淑如每天都早到，經師人師贏口褒；

•十三導師皆證照，親師合作惠學寶；



110學年度一年級導師名單

101邱素婷 102劉筑寧 103林麗文 104李怡容

105廖明儀 106宋文菊 107張琦敏 108蕭宸伃

109游淑鳳 110黃秀瑾 111林金秀 112吳麗慧

113謝淑如



110學年度幼兒園團隊 校長陳智龍

•修彩主任四同堂，三民四旬當鼓掌；

•秀雲帶班見專長，經驗豐富人大方；

•靜竺在地好幫忙，美感教育很在行；

•詩筠年輕又奔放，帶領律動永熱場；

•乃慈專業好幾張，敬業奉獻在全方；

•羽真年輕美大方，敬業樂群好幫忙；

•盈蓁汽球摺得棒，品格教育在日常；

•怡靜主持是強棒，五心教育幼苗秧；



110學年度幼兒園團隊 校長陳智龍

•朱亦府城美姑娘，因材施教有良方；

•亮亮老師施如芳，創作笑容愛鹿港；

•冠妏設計好涵養，微笑與愛寶貝旁；

•思妤故事聽得狂，甜蜜新婚又登榜；

•妙瑜動靜皆好樣；師生互動真是棒；

•佳其狀元三民榜，在地才女好榜樣；

•肉丸阿伯翁輝煌，多才多藝常曝光；

•烹飪高手陳菊香，均衡美食又營養；



新竹市東區三民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落成賀詞

•台日大師人中龍，三民附幼六班紅；

•幼兒需求啟童蒙，簡約美學日式風；

•壁牆結構好運動，視野穿透八方通；

•班群設計來共融，滑梯草沙樂趣種；

•日月星來三光頌，白雲微風加彩虹；

•生活教育首看重，健康快樂有笑容；

•主題教學學習濃，適性操作個別懂；

•堅強名師大陣容，惠我田心好幼童；



~召開各班班級家長會(班親會)~

•請家長參與各班的班級家長會(班親會)

•竭誠歡迎您與孩子加入三民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