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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您好！ 

首先用歡喜雀躍的心情歡迎小寶貝進入尚仁這個大家

庭，相信您此刻內心一定充滿喜悅與期許，希望寶貝有好

的開始，並能夠順利的學習與成長。  

在預備入學的這段時間，歡迎您有空可以帶小寶貝到

學校走走，認識一下校園，讓他（她）先認識國小的環

境，降低對新環境的不安與擔心；您亦可以上學校的網站

或粉絲團，也可以來電跟我們約定時間到校參觀，我們非

常樂意為您和小寶貝導覽解說。 

尚仁這幾年來，在全體教職員工共同努力下，已躋身

成為全球二千多所實施自我領導力教育的學校之一，並且

獲得燈塔學校的認證。 

「品德 雙語 健康 書香」是我們努力推動的四個教

育主軸。由於辦學的績效深獲家長的肯定與支持，越來越

多認同我們理念的家長跨學區送孩子到尚仁就讀。尚仁校

園環境清幽宛如森林小學，校風良好友善，教師熱誠素質

精良。透過自我領導力教育的思維，我們提供孩子豐富多

元的學習經驗，期望孩子們在小學階段能快樂學習健康成

長，奠定自主學習的基礎。 

每個孩子都有獨特的天賦能力，在尚仁，每個孩子都

受到尊重與真心關懷，每個孩子都有被肯定與發展的舞

台。我們珍惜您的信任與託付，也珍惜和孩子一起學習成

長的緣分，我們希望盡一切努力成就每個孩子成為健康快

樂成功關懷創新的領導人。再一次歡迎您和小寶貝！     

敬祝 

闔家平安喜樂 

基隆市尚仁國小校長楊金芳謹上  2020.5 



壹、我們的校務發展願景 

 

 

 

 

 

 

※教育目標：形塑健康快樂、品德高尚、創意

自信的全人兒童 

※學校願景：健康、快樂、成功、關懷、創新 

※學習四大主軸：品德、雙語、健康、書香 

 

 

 

 



 

 

 

貳、我們的校徽與校歌 

 

 



叁、我們的交通位置

 

肆、學生公車路線 
路線沿途的公車站牌都可上下車，但要自行招手或

告知司機。 
發車 

時間 

發車 

地點 
行經路線 

7:10 

台北大鎮

(基金一

路 208

巷) 

台北大鎮(基金一路 208 巷)－武嶺街－東

方巴黎－忠聯倉儲－興寮里－石皮瀨－新

山淨水場－麥金路樂利三街口--婦幼福利

服務中心－莫內花園（樂利二街）－壯觀台

北社區（樂利二街 62巷）－橘郡（長庚醫

院）－富景天下－尚仁國小 

13:00

（星期二

因上整天

課故停

駛；星期

一、五視

該學期搭

車人數決

定） 

尚仁國小 

尚仁國小－富景天下－長庚醫院－莫內花

園（樂利二街）－壯觀台北社區（樂利二街

62巷）－婦幼福利服務中心－麥金路樂利

三街口－新山淨水場－石皮瀨--興寮里－

忠聯倉儲－東方巴黎－武嶺街－基金一路

208巷口－台北大鎮 

16:10

（星期三

停駛） 

尚仁國小 

尚仁國小－富景天下－長庚醫院－莫內花

園（樂利二街）－壯觀台北社區（樂利二街

62巷）－婦幼福利服務中心－麥金路樂利

三街口－新山淨水場－石皮瀨－興寮里－

忠聯倉儲－東方巴黎－武嶺街－基金一路

208巷口－台北大鎮 



伍、尚仁校園平面圖 

 

陸、我們的工作團隊 

        校長：楊金芳 

       教導主任：黃冠勳   總務主任：宋承恩 

       會計主任：徐秋華   人事主任：鄭英法 

       教師群：(依筆畫排列) 

       于雅瀞、李孟芬、李晏淳、何宜蓁、高瑩瑩 

       紀宣寗、唐秀穎、許宜靜、張曉嵐、陳柏雋 

       廖淑芬、鄭詠文、蘇奕儒。       

       家長會長：潘同鴻 

       職員工：陳稟穎、毛彥鈞、林王地 

       保全：陳一鵬、楊宏一 

    廚工：江美玉、李雅琪 

   ※學校電話：02-24311708 傳真：24324089 

 



柒、日課表 
節次 
Periods 

時間 
Time 

一 
Mon. 

二 
Tue. 

三 
Wed. 

四 
Thu. 

五 
Fri 

/ 
7：40-7：

50 
導 師 時 間 

 
7：50-8：

10 
身教式持續閱讀 MSSR 

/ 
8：10-8：

45 

導師 

時間 

宣導 

時間 

導師 

時間 

導師 

時間 

導師 

時間  

1 
8：50-9：

30 五大領域課程 

/ 
9：30-9：

45 
課  間  活  動(路跑、跳繩、健康操) 

2 9：45-10：25 五大領域課程（國、 

數、生活、健體綜合） 
3 10：35-11：15 

4 11：20-12：00 

  午 餐 暨 午 休 時 間 
5 1：15-1：55 

課後照

顧班或

補救教

學班 

領 

導 

力 

教育 

教師 

進修時

間 

課後照

顧班或

補救教

學班 

課後照

顧班或

補救教

學班 

6 2：05-2：45 

7 2：50-3：30 

/ 3：30-3：45 整 潔 活 動 

/ 3：45-4：00 導師時間/放學 

 
捌、服裝儀容 
制  服：本校學生不規定穿制服。(週二統一著運動服) 

運動服：開學後，學校會統一調查協助訂購運動服亦可自

行購買，運動服於體育課和校外參觀或集會時須

穿著。 
＊一年級孩子容易流汗，家長可存放一套衣物在學校置物

櫃中 

 
玖、書包減重  健康啟動 
    書包超重將影響孩童脊椎的生長，寶貝的健康從書包

減重開始。 

1.書包重量(含手提所有物品)不可過體重的 12.5%(即 1/8)  

2.書包應雙肩背負，肩帶要寬。  

3.盡量不要使用拖式書包。 (上下階梯時，拖拉式書包重量比

一般雙肩背的書包至少重一、兩公斤，且容易絆倒，因此不

鼓勵學生使用。) 

拾、親職教育、親子活動 

一、家長若欲詢問有關教學事宜，可以與各班導師以電話 

    、家庭聯絡本聯絡或是接送學童時與班導聯繫。 

二、學校每學期辦理家長成長班，期待各位家長踴躍參加。  

三、每學期辦理學校日、校外教學、領導日……等。 

 



拾壹、給家長的話 
小一新生上學囉！  ～幫助孩子適應小學生活 

本文節錄自 學前教育月刊 

小小新鮮人進入國小就讀，卸下圍兜、告別遊戲的童年，取而

代之的是進入一個陌生的學習環境。由於國內小學和幼稚園間無論

在學習內容和教學方式上都有一段差距，孩子初進入一個迥然不同

的學習環境，是否會遭遇適應上的問題呢？ 

期望過高反而帶來壓力 

造成新生學習困擾的原因，除了課程內容帶來的學習

壓力外，其實家長的態度影響很大。現代家庭孩子少，父

母更關心孩子的教育，這種現象固然可喜，但是過高的期

望卻給孩子帶來壓力，反而影響孩子的學習興趣。 

常有一些家長對孩子學習上的適應過於心急，總是問

「別人的孩子都學會了，我家孩子為什麼還不會？」「為

什麼功課老是落後，是不是學習不認真？」焦慮的心態徒

然為孩子增加壓力。其實，任何人接觸一種陌生的學科，

都需要一段時間反覆學習才能吸收，何況是學習經驗有限

的低年級學生？家長過於心急，期待太高，動輒指責孩子

不認真、很笨，很容易給孩子造成過大的壓力，讓他覺得

學習是很大的負擔，最後視上學為畏途。 

 

過度保護養成依賴性 

現代家庭孩子少，父母對孩子的照顧比過去更為周

到，但是過度保護的結果，卻造成孩子的依賴性。父母教

養態度得當與否，在新生進小學的適應能力上尤可見一

斑。家長過度保護孩子，在孩子份內生活自理的事情上代

勞太多，反而剝奪了孩子學習獨立的機會。對於七歲的孩

子而言，服裝儀容的自理能力是這個年齡的孩子起碼應具

備的能力，家長應及早在家訓練孩子照顧自己的能力，對

孩子小學生活的適應也有直接的幫助。畢竟小學老師不像

幼稚園老師必須兼俱「保姆」的角色，孩子對老師角色轉

變的認知，也是進小學後需有的調適。 

 

家長應該抱持的態度  

家長對孩子進小學抱持著合宜的心態，對孩子紓解適

應焦慮會有正面的影響。家長那些態度對孩子的適應會有

所幫助呢？ 

1.家長視孩子進小學為人生必經的階段，以平常心看待，

不刻意期待孩子一定要如何。 

2.不要一味以「分數取向」評量孩子的學習成績。換句話

說，不要以孩子的分數為評量指數，而應把重點放在關

心孩子是否培養了正確的學習態度。 

3.當孩子考不好或和同學有衝突時，不要因過於緊張而替

孩子代勞解決問題。先聽聽孩子這麼作的原因，和他一

同商量解決方法，把學習解決問題的機會留給孩子。  

    

由幼稚園進小學，代表孩子的學習生涯將踏上新的階

段，面對新的學習環境，不僅孩子自身的角色有所改變，

父母的角色和期待也將有所轉換，在正式教育的「起跑

點」上，如何幫孩子跨出安穩的第一步，是父母責無旁貸

的課題。 

  

http://www.hsin-yi.org.tw/Preschool/default.asp


拾貳、新生注意事項 

恭喜您！孩子長大了，即將帶著成長的喜悅，新鮮又

好奇的來到尚仁大家庭，尚仁國小是強調品德、雙語、健

康與書香的多元教育學園，但願我們的協助，能夠快速的

引導孩子適應新環境，認識新同學，喜愛學校，喜歡來上

學，以下是開學日的活動流程及注意事項，提供您了解與

參考，並盼望您能踴躍參加我們為新生家長特別舉辦的

「新生家長座談會」，讓孩子在親師校家共同關心下，健

康快樂的成長與學習。 

 

一、 開學： 

1.109年 8月 31日（星期一）上午七時五十分到校。 

    2.本日為新生入學迎新日，請準時到校。 

3.當日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孩子第一天上學， 

因環境陌生，心裡會緊張害怕，請父母或家長務必 

陪著孩子一起到校，全程參與開學第一天的學校活 

動，給孩子一個好的開始。  預計 11點 30分放 

學。感謝您的參與。 

    4.新生 9月 1日(星期二)正式用餐，請準備餐具。 

當天為整天課，下午 4點 00分放學。 

 

二、註  冊：開學後領取註冊繳費單，請家長自行至台灣

銀行或便利商店繳費。 

三、飲  食：本校重視學生健康，每週提供一次營養且非

基因改造之豆漿，週二無肉日。 

四、其  他： 

    1.學生作息：週二整天課 4:00放學，其餘皆用完餐 

                12:50放學。公車 13：00搭乘。 

    2.本校有課後照顧班，時間為週一、四、五下午，費

用約為每月 1600--2500元（視參加學生人數定）， 

      專業老師指導學生完成課業及閱讀教學，歡迎小朋

友參加。 

    3.請家長務必於9月入學前攜帶幼童完成麻疹腮腺炎

德國麻疹混合疫苗第二劑（MMR2）、日本腦炎疫苗

第四劑（JE4）、減量破傷風白喉非細胞性百日咳

及不活化小兒麻痺混合疫苗（Tdap-IPV）等三劑疫

苗接種，前述疫苗可同時（分開不同部位）接種。 

五、開學日家長需繳交資料： 

    1.輔導資料紀錄表影本  

    2.緊急聯絡卡 

3.健康檢查紀錄卡 

    4.「兒童健康手冊」內完整的「預防接種時程及紀錄

表」影本(如果已繳交則免) 

 

 



十一、服藥說明 

＊學生如果有需要老師協助餵藥時，請家長務必在『託藥

單』上說明清楚；用藥日期、時間、用藥原因、藥品內

容……等項目並務必簽名。 

＊藥品請準備當天在校服用藥量即可，其餘藥品請留在家

裡。 

貼心叮嚀： 

1.若家長將藥品放在學童書包內卻沒有附上託藥單，老師

將不協助餵藥。 

2.即使家長在場，只要是由老師協助餵藥，一律請填寫託

藥單。 

3.有吃藥的情況，請主動幫學童準備口罩（一天２個較

佳）。 

 

※謝謝家長的配合，安全的用藥，需要你我共同協助 

 

託藥單 

當您的孩子生病需服用藥物時，請家長務必填寫一

張託藥單，附在聯絡簿書套裡，並交代孩子將藥交給老

師，或來電告知班級老師或寫在聯絡簿上。因您的配

合，使用藥量更精準，讓生病孩子更快痊癒，謝謝您的

配合！ 

＊ 請家長視需要自備退燒藥（請勿自備成藥）。 
 
孩子姓名：____________      

服藥日期：______年 ______月______日 

用藥原因：□感冒 □腸胃炎 □眼睛不適 □皮膚過敏  

          □其它_________ 

藥品內容：□藥粉  □藥水每次___cc  □藥膏  □藥錠 

          □眼藥水﹙ ﹚左眼﹙ ﹚右眼   

          □發燒 38.5度(退燒藥)           

用藥時間：□早上點心後   □午飯前   □午飯後    

          □午睡起床後    其它時間___________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    

餵藥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 



我的七個好習慣 

習慣一：主動積極（當自己的主人） 

我是個負責任的人。我主動自發。 

我決定自己的行動、態度與情緒。 

不必別人開口要求，我會選擇作對的事。—即使在沒人看到的時候

也是如此。 

習慣二：以終為始（做事有目標，訂計劃） 

我凡事設定目標、做好計畫。 

我只做有意義、對別人有貢獻的事情。 

我是班上重要的一份子，而且對學校的使命及願景能夠有所貢獻。 

我努力尋找方法，使自己成為一位好公民。  

習慣三：要事第一（先工作，後玩樂） 

我會把時間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也就是說，我會對自己不應該做的事情說「不」。 

我會訂定事情的優先順序、規劃時程表，然後努力按照時程進行。 

我做事有紀律、有組織、凡事井井有條。 

習慣四：雙贏思維（人人是贏家） 

我有勇氣爭取自己所愛的事物，但也體貼別人的需要。我努力在其

中尋求平衡。我會努力在別人的感情帳戶存款。發生衝突時，我努

力找出雙贏的解決方法。 

習慣五：知彼解己（先聆聽、再開口） 

我願意聆聽別人的意見與感受、我努力從別人的眼光(思維模式)看

事情。我專心聆聽他人說話、不隨意打斷。我用耳朵、眼睛、心來

聆聽；與人交談時，我會專注看著對方的眼神。我可以很有自信的

提出自己的意見。 

習慣六：統合綜效（合作力量大） 

我看重別人的長處，並努力向他們學習。我善於與人相處—即使是

和我很不一樣的人。我長於團隊合作。解決問題時，我會努力尋求

別人的意見，因為我知道團隊合作可以創造出比任何個人努力更好

的結果。我努力尋求「第３選擇」。 

習慣七：不斷更新（身心平衡、感覺最棒） 

我藉著正確的飲食、運

動以及睡眠來照顧自己

的身體（身）。我可以

在不同地方、以各種不

同的方式學習，而非僅

限於學校（腦）。我花

時間與家人、朋友相處

（心）。我會花時間尋

求好的方法來幫助他人

（靈）。我努力尋求自

己身、腦、心、靈四方

面的平衡。 

 

 

 

 

 

 



開學檢查表（請家長協助檢查） 

          寶貝！你已經準備好開學了

嗎？ 

             準備好的請打 

常用的物品： 

□一包衛生紙         □牙刷、牙杯 

□手帕               □換洗衣物一套 

□水壺               □墊板 

□餐具(兩個碗和湯匙)   

□抹布兩條(擦地和桌子) 

□茶杯或鐵碗(喝豆漿用)  

鉛筆盒裡面應該有的東西： 

□三支以上削好的鉛筆    

□橡皮擦        □黃色螢光筆 

□短尺(15公分)     

上課時會用到的其他物品： 

□彩色筆  

□膠水或口紅膠 

□安全剪刀一把 

你可以加上其他你認為應該準備的東西 

（不可以包括糖果、玩具、娃娃喔！）。 

老師已經有幫你們訂購姓名貼了，如果你  

自己早就有姓名貼，可以先貼在所有屬於

你的東西上面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