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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六年三班級 

級任導師: 戴祺銘 
壹、 班級經營理念 
 誠正信實，以身作則，希望孩子們嚴以律己、寬（誠）以待人，用心

思考，樂於省思分享。 
 建立終生學習的理念，任何場所、時間；任何課題、活動，都是學習

的機會，期望孩子也能樂在學習中。 

 『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經由分組與分工，賦與任務，釐清責
任與工作內容，教導孩子做事的態度與方法，相信孩子，給孩子機會。 

 用誠摯、感恩、愛心、惜福參與教育，讓親師、親子、師生三方面有

良好的溝通管道，和諧積極的關係。 
 協助孩子善於溝通、處事圓融、掌控情緒、良好人際關係，增進團體

生活融洽，重視班級與個人榮譽。 

貳、 班級經營目標 
 一個融洽、整潔、快樂、做中學的學習環境。 

 「兒童」是學習的本位，老師為輔導、協助者的角色，培養孩子主動

學習、獨立自主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培養學生自動自發、互助合作的精神；增加閱讀的興趣，增廣見聞。 

 經由班訓、班級公約、好學生行為規範的實踐力行，配合班級活動（晨

光時間的安排、午餐的饗宴、班級圖書館成立與運作、班刊親師報聯
絡、每日一文活動等）的進行，從活動中的實踐、體驗、省思，進而

內化成長、自律。生活作息、教學與學習能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動

靜分明，展現出全班團隊精神，達到教學目的。 
參、 班級行政（配合教務、學務、輔導處室） 
 例行活動程序的建立： 

1.上、放學及上、下課應做的事。 
2.考試、測驗時的原則與規定。 

3.器材借還及使用的原則。 

4.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的確切實施。 
5.遇到困難，能尋求老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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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校師長、客人來訪的禮節。 

 生活輔導: 

1.校內禮貌、整潔、紀律的實踐。 
2.校外的生活指導，多與家長聯絡，了解並改進兒童生活習慣。 

3.鼓勵假日休閒活動 

4.協助同儕間的互動與溝通。 
5.加強常規教育生活化，自省並能持久，並表現在行為及習慣中。 

 建立榮譽制度: 

1.團結合作，爭取班級榮譽。 
2.合作學習，維護分組榮譽。 

3.鼓勵個人努力，發展自我潛能，並可激勵他人學習。 

 營造班級氣氛: 
1.共同擬定榮譽制度獎懲辦法，並徹底執行。 

2.協助學童欣賞別人、大方讚美同學，並看重自己，努力學習。 

 親師關係的增進: 
1.運用聯絡簿：請合夥人務必每天檢查功課，簽名、鼓勵及提醒孩子

注意在校學習及人關係。 

2.電話溝通 
3.家長至校訪談 

4.家庭訪問 

5.書信溝通～電子信箱 
6.發行班刊（六年三班親師報） 

7.603班班級網頁 

 親師聯絡方式 
各位爸爸媽媽（孩子親人）在小朋友的生活教育或學習方面有任何困

疑問或困難，可以透過下列方式與我聯繫: 

1. 聯絡簿：需要教師在校配合事項可在聯絡簿中告知。 
2. 電話聯絡：住家2651-6026 ； 手機 0920-098738 (有事請於晚上10:00

前來電，謝謝!)  

3. 個別約談：請先電話告知日期、時間，原則上以學校為約談地點。 

4.E-mail:daichiming@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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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相關學習活動： 
一、晨光時間與導師時間的安排：豐富而多元，兼具動、靜活動，需要各位教育合夥人協助參與。 

舊莊國小六年三班晨光、午休時間活動作息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備註 

7:45~8:00 快樂晨光閱

讀 

快樂晨光閱

讀 

快樂晨光閱

讀 

快樂晨光閱

讀 

快樂晨光閱

讀 

 

7:55~8:35 

（晨光、導

師時間） 

資源回收 

淨山活動 

兒童朝會 綜合活動 教師晨會

（大愛媽媽） 

後山體育活

動 

檢查手帕、衛
生紙、指甲及
服裝儀容 

12:50~13:1

0（午休） 

趴下睡覺或

休息 

趴下睡覺或

休息 

 趴下睡覺或

休息 

趴下睡覺或

休息 

不走動、安靜 

15：50~17：

30 

      

說明： 

一、每天 7:45~8:00為快樂晨光閱讀時間，星期三 7:55~8:35為綜合活動課程，希望孩子於 7:30 

前到校，抄聯絡簿、繳交作業，以利晨光閱讀的進行。 

二、課間活動：鼓勵孩子走出教室，活動筋骨。但第一、三節下課（只有五分鐘），不鼓勵玩激烈

的動態活動（例如球類運動）。課間活動教室都會播放輕柔音樂，讓學生放鬆心情，舒緩緊張課業

壓力，學生可做一些靜態活動。午餐至午休靜習時間，因為健康因素，請做靜態活動，不希望打球

等激烈運動。 

三、午餐的饗宴：播放欣賞精緻學習短片（攝影、世界風土民情、動植物等；星期二固定播放影片：
小英的故事），讓孩子們充分享受美好的饗宴。星期一、二、四午餐前背誦詩詞。教導用餐禮儀，
用餐前有『默念』儀式，無任何宗教意味，目的在於感恩天地父母，學習團體生活規律，一致行動。
導師則利用機會，柔性輔導鼓勵學生在學業、人際的檢討改進，增進師生互動情誼。利用有限時間
請同學上台念出自己的文章（作文、聯絡簿日記），見賢思齊並收鼓勵效法之用。當天若有壽星，
致贈生日卡片，全班合唱生日快樂歌曲慶祝。 

四、班級圖書館成立與運作：為孩子開啟通往知識殿堂的一扇窗戶，列入語文科成績加分項目，請

各為支持鼓勵、共襄盛舉。（詳班級圖書館設置及借閱管理辦法）。 

五、本班為學校讀報實驗班，星期一至星期日每天兩人可獲享一份國語日報，進行讀報教育，為期

一年。孩子們可從報紙獲知許多知識與訊息，增長智慧，所謂：「秀才不出門，爭天下事」。希望

家長一起陪同孩子讀報，養成習慣，營造書香的家庭，中生獲益無窮。老師則利用「看圖作文簿」

進行讀報寫作與發表。 

六、聯絡簿日記：以日記方式每天在聯絡簿上寫出對生活、朋友、親人、人生觀等的想法，紓解心

情與壓力（寫法及內容參考安妮的日記、愛的教育二書）。設定不同主題，讓孩子動腦寫出自己的

見解與情感，加彩色插圖，訓練寫作能力，培養國際觀與繪畫能力。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備註 

書寫題目 國際社會大事 感動故事或指 圖畫日記 小英的故事 生活札記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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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或指定題目 定題目 上人物特寫 

說明：1日記至少 120字（逐步增加字數），可加彩色插圖；圖畫日記請鼓勵孩子繪製彩色圖案。 

2日記內容以寫出心得感言、對你的影響或幫助為主，避免流水帳。 

七、每天在聯絡簿上給孩子一句佳句格言、名人名語，與孩子分享體會，啟迪智慧，見賢思齊，有

為者亦若是，拓展孩子視野。 

八、本班有班訓、班級公約、班歌及班呼，其目的在凝聚班級向心力，增加學生互動與向心力，為

爭取班上榮譽而努力。 

舊莊國小六年三班班訓 
誠懇負責，積極認真；追求夢想，發揮所長。 

 

舊莊國小六年三班班級公約推動重點 
一、整理自己的座位，乾淨整齊。 
二、用心完成每ㄧ件事，每天交齊功課作業。 
三、自己動腦解決困難或問題。 
四、每天運動 30分鐘。 
五、友愛同學，互助合作。 
六、口說好話，尊敬師長。 

舊莊國小六年三班班歌 

詞：戴祺銘改編 

喔喔喔同學們    我們來讀書 

喔喔喔孩子們    我們來遊戲 

手牽手啦    心連心啦    大家來努力 

共同度過一個美好    快樂五年級  嘿 

 

舊莊國小六年三班班呼 

老師：舊莊六三 

學生：拍拍拍  讚 

拍拍拍  能（台語） 

拍拍拍  NICE    KIDS 

要領說明：學生喊出口令，同時做出動作。聲音短截宏亮，動作一致整齊。 

 

九、班級規定與好學生行為規範：把學生在學校一天生活中，有關學習活動、作息時間、生活常規

等，做一個有系統的重點規範、整理與提醒，讓孩子在學校的活動有所遵循，表現出合宜的行為，

為每天的學習奠下良好的基礎。 

十、班刊（親師報）聯絡：每雙週五出刊，把本星期班級發生的大事重點羅列，適時反應孩子的學

習狀況，告知學校相關措施與活動，另外也把自己的教學理念與想法，與各位分享，這是一份班級

與家庭、親師之間的良好溝通刊物，希望得到合夥人們的認同與指正。 

十一、我愛閱讀本：為同學準備一本閱讀紀錄簿，每週閱讀一本班書後，可紀錄在本子內，另可完

成心得大意（可加彩色插圖），結合學校書香獎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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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活教育：（603班班級規定與好學生行為規範） 
1. 早上 7點 30分前提早 20分鐘到校，值日生請務必在 7點 30分前到校。 

2. 值日生（每天二位，依座號輪流，今天下課時間留在教室幫忙）工作事項: 

a. 早上打掃走廊 

b. 整潔講台，準備上課學用品，協助老師上課相關事宜。 

c. 晨間活動、上下課後的黑板清理。 

d. 每節下課要將黑板整理好才能下課。 

e.12點 40分午間靜息請安靜的掃教室、走廊並整潔講台。 

 

3. 早自習依每天行事曆作息，且只能進行與學習有關的自修活動，不可喧嘩或任意

走動。 

4. 回家作業請準時繳交。 

a. 來校後就將作業翻至批改的第一頁處，交至餐桌上。 

b. 學藝長收齊分類後，於 8：35登記缺交座號，並於黑板登記缺交座號。遲交者，

不得下課，利用下課時間補寫交回。 

c.聯絡簿於到學校後立即抄寫，8：00前交給各組（排）長（組長請先檢查有無抄 

錯、漏抄，更正收回）。 

5. 請盡量在家吃完早餐，若來校吃早餐者（7：50前請吃完，未吃完請於下課吃）。

吃完午餐後要刷牙或漱口，飯後可在走廊上悠閒散步，不可從事激烈活動，尤其

不准到操場追趕、玩球。 

6. 中午一律趴著睡覺、閱讀或老師指定工作，不准從事其他活動，小志工除外（請

盡快完成工作回到班上）。 

7. 上課鐘聲響請準時進教室，鐘響完後未進教室者，遲到幾分就罰站幾分鐘上課【有

特殊狀況者請報告老師，除外】。除了個人生理緊急或大號需要，上課時間不准

上廁所，違者該節不得下課，處罰整理清潔教室。 

8. 事前準備，上課時學用品和課本要帶齊全，並主動放置於桌面，迎接上課。 

9. 上課請踴躍發言，發言或有事報告請先舉手，經師長同意後才能起身說話【發表

時請起立，方便同學注意與聽清楚】。 

10. 導師時間不定時檢查手帕、衛生紙、指甲及服裝儀容；上課不准吃喝食物飲料（開

水請下課再喝）。 

11. 上科任課或排任何隊伍，請保持安靜，不可插隊，行進間請抬頭挺胸。 

12. 下課時桌面請收拾乾淨【美工刀等危險物品放置鉛筆盒，】，垃圾清好，並將椅

子靠好，才能下課。 

13. 集合時要迅速，喊口令排隊時，遲到者不可插隊。隊伍整隊與行進間，不可脫隊，

大聲交談，專心聽候師長或班長、健體股長等帶隊者指令。 

14. 不可在走廊上跑，不做危險動作，課堂間進行稍具危險動作時，一定要遵守教師

指示，不可任意行為，以確保安全。 

15. 抽屜內書本請放整齊，文具用品儘量靠邊放。其他個人物品請放在自己的 2個置

物櫃，擺放於固定位置，方便取用，要時常清理，打掃乾淨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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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請常說：請、謝謝、對不起；請做到：口說好話、心想好意、身行好事。 

17. 個人物品不可放置於走道中，以免影響他人行進的安全；隨時留意週遭可疑、危

險及陌生事物，適時提醒同學，報告老師。 

18. 在校園中不亂丟垃圾，看見垃圾要隨手撿起來，教室的資源回收要確實分類好，

回收瓶罐要清洗乾淨。 

19. 打掃時間請認真打掃，掃完主動協助其他工作，不可拿掃具嬉戲遊玩，檢查完畢

才能作自己的事。 

20. 唱國歌和校歌時，請張開嘴巴放聲盡情的唱，聲音請宏亮。 

21. 時時說好話，日行一善；不要隨意說出不悅耳或粗俗髒語，也不要常有不雅的舉

止。 

22. 師長和人交談時，有事找老師原則上應等老師說完才可報告，不可插嘴。若事情

很緊急、重要，要先說『對不起!打斷一下，有要事報告老師』才可說話。 

23. 校園內見到師長要主動問好，校長、主任、其他老師或家長來到教室，要主動大

聲問安。有事須進入辦公室或別班教室時，要先報告，等允許後方可進入。 

24. 和同學相處，要懂得自尊、自愛、節制【不可惡作劇，尤其是危險動作】，更要

感同身受他人的感受。若有紛爭無法解決時，請告知老師處理，不可有暴力行為

【含外在與內在】或口出髒話。 

25. 不和同學挑釁;避免不必要的爭執、吵架、打架；對異性同學要尊重，避免粗俗

言語及不雅動作；對低年級學弟妹要友愛保護。 

26. 自己與人相處以不影響他人自由為前提，若他人告知自己舉止對他造成不適時，

請立即停止該動作。若對方的舉止造成自己的不悅時，亦請嚴正告知對方不喜之

舉，以免對方不知情而進一步產生雙方的爭端。 

27. 請依班級穿著服裝規定，隨時注意服裝儀容，衣服紮進褲子，不要隨意更換便裝，

破壞班上整體一致性。 

28. 教室內請輕聲細語，隨時保持教室及個人周圍座位環境整齊清潔。 

29. 在班上撿到他人物品，請將一般物品放置遺失物品箱中；若是貴重物品，則交給

老師（視情況交至學務處）處理。 

30. 公用物品用完後放回原位，非經老師許可，不可隨意搭乘電梯。 

31. 借用他人物品，須經當事人同意；歸還時，須告知並且說聲謝謝！時時幫助別人，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32. 已發放的資料，若自己不小心丟掉時，需自行影印或購買。 

33. 盡量不帶飲料來學校，只帶白開水；請準備一件輕便雨衣放在教室，帶一個環保

杯（裝開水用）。雨天請穿雨衣，不要撐傘。 

34. 每天快快樂樂的上學，認真努力學習，健健康康的成長，平平安安的回家。 

 

 

參、課業方面: 
1. 回家功課儘早完成，今日事今日畢，字要端正整潔、一筆一畫認真寫，

並做好各科的預習功課；主動整理書包，將隔天的課本、學用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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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一起裝入書包裡。 

2. 為了提升語文能力，配合心情小語分享的練習，提升語文能力。 

3. 上課要安靜並且專心聽講，並能尊重同學的發表。 
4. 遇到不懂的地方一定要請教老師、同學或父母，務求完全了解貫通。 

5. 習作、聯絡簿、考卷或日記有錯誤，發還後一定要馬上主動訂正。 

肆、評量方式: 
1. 形成性評量：收集資料、參與討論、小組專題報告、學習

單、習作、上課態度、同學自評、互評、作業繳交情況。 

2. 總結性評量：第一次及第二次定期評量(30%)；平時小考(30﹪)； 
；形成性評量(含習作、各項作業、報告討論等)(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