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萬福國小 110年度二年級暑假多元學習活動說明 

親愛的同學、家長： 

7月 1日起，將開始暑假生活，在這漫長的假期生活，要學習當時間的主人，

妥善規劃自己的多元學習與休閒活動，為自己設定目標，並紀錄學習的歷程，假期

結束後，將讓孩子上台分享暑假多元學習活動，並將成果展示於川堂或班上。   

二年級教師團隊 

多元學習活動：

 活動主題 學習內容規劃 

★自由參加

處室提供 

學習活動 

自編故事劇本

徵件競賽 

1.各年級作品規定，請參考教務處提供資料。

2.參賽作品完成後請於 9/16前交到教務處。

性別平等徵件 
1.各年級作品規定，請參考輔導室提供資料。

2.如有完成競賽作品，請於 9/16前交到輔導室。

祖孫週學習單 
1.參考輔導室資料，邀請長輩一起完成。

2.如有完成學習單，請於 9/16 前交到輔導室。

★必要完成

年級共同 

學習活動 

暑假健康 

學習單 

1.請完成學務處提供之暑假健康學習單。

2.開學後請將學習單交給導師，收齊交給學務處。

好書閱讀 
1.閱讀課外書，完成三張閱讀認證心得單。(中年級版本)

2.可以自行影印閱讀單加寫。

生活花絮 
1.完成一張生活花絮單。

2.建議約 100~150字，分三段，搭配圖畫或照片。

跳健身操 可上網搜尋國小健身操影片，運動一下。 

做家事 例如掃地、拖地、洗碗……等。 

英文 

1.習寫英語第二冊句型單字 PP76+P78（用到英語藍色格線

本，請見雲端教室說明）

2.英語小達人:請錄製英語課本 pp12-19的發音韻文四首或任

選課本課文（任選 1-2課故事）拍攝念讀影片上傳至雲端

教室。(歡迎和家人一起角色扮演，開學後擇優播放及給予

獎勵。)

3.英文繪本閱讀(請至 Ms. Winnie’s

Reading Website)完成三張閱讀單(期

末已發三張閱讀單給學生帶回或可到班

級雲端教室下載使用)

4.請複習熟讀第一，二冊課文與句型 (參考雲端教室電子書

或自己的課本) 開學後會有複習評量。

★必要完成

自主規劃 

學習活動 

1.自主規劃或與家人討論後，進行自己想要完成的學習活動，例如：美勞、鋼

琴、烹飪……等。 

2.以多元的方式於開學後繳交或展示。



臺北市萬福國民小學自編故事劇本徵件競賽說明 

壹、徵件依據：臺北市 111學年度國民小學兒童深耕閱讀自編故事劇本徵件活動實施計畫 

貳、承辦單位：萬福國小教務處。 

參、參加對象：本校 111學年度在籍學生及學生家庭成員，學生每人限報名一件作品。 

肆、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111年 9月 16日。 

伍、收件說明：請繳交作品說明書電子檔、作品聲音檔 MP3電子檔，並將電子檔寄給王薇老師

（e-mail：sunnywangteach@wfps.tp.edu.tw）。 

陸、徵件組別（參賽學生請以 111學年度之年級為參賽別） 

  一、低年級「童話變奏曲」組（親子組） 

  （一）字數限制：800字以內。 

  （二）每件作品以學生及家庭成員(可包含父母、或其他長輩親戚)各一人組隊報名。 

  （三）鼓勵親子共同發揮想像力，將耳熟能詳的童話故事，改編創作短篇童話，並請於報名表

註明故事出處。 

  二、中年級組「自編故事高手」組（親子組） 

  （一）字數限制：1200字以內。 

  （二）每件作品以學生及家庭成員(可包含父母、或其他長輩親戚)各一人組隊報名。 

  （三）鼓勵親子從聽故事、解構故事的元素，發揮想像力自編故事創作。故事內容題材不拘，

可為溫馨、趣味笑話、冒險、校園、科幻或品格主題等。 

  三、高年級「小小編劇達人」組（學生組） 

  （一）字數限制：2500字以內。 

  （二）每件作品至多 5位學生組隊報名參加。 

  （三）鼓勵學生從聽故事、解構故事，創意發想故事劇本。作品請以廣播劇型式呈現，故事內

容題材不拘，可為溫馨、趣味笑話、冒險、校園、科幻或品格主題等。 

柒、注意事項 

  一、本次徵件活動低年級及中年級組為親子共同創作，高年級組為學生共同創作。親子組每件

作品以親子各一人為報名單位，所有參賽人員皆須參與錄音。 

  二、作品文本以 A4直式橫打，字型為標楷體，12級字，並須錄製聲音檔。文本須為聲音檔之

逐字稿，非聲音檔之摘要，不符規定則取消參賽資格。 

  三、徵件作品可視故事需求夾雜多種語言，但不接受純外語之作品，作品聲音檔只須單錄角色

聲音，勿加入配樂或音效，並請存成 MP3格式。 

  四、作品若有學生為不同就讀年級之組合，則以報名較高年級參賽。親子組錄音時，請以學生

聲音為主，家長聲音為輔。改編作品內容採原創方式，不得有抄襲行為。 

捌、評審規準： 

項目 評分規準 

低年級 童話變奏曲 內容 50%、創意性 25%、聲音表現 25% 

中年級 自編故事高手 內容 50%、創意性 25%、聲音表現 25% 

高年級 小小編劇達人 內容 50%、創意性 25%、聲音表現 25% 

玖、獎勵方式： 

  一、依據學生分組競賽件數，核予第一、二、三名與優選若干名次，給予獎狀及獎品。 

  二、擇優作品，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競賽。 

拾、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萬福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自編故事劇本徵件活動 

自編故事劇本徵件 作品說明書  

作品名稱  徵件類別 
□童話變奏曲 
□自編故事高手 
□小小編劇達人 

作者 
低中年級 1人為限，

高年級 5人為限 

          年           班 姓名: 

          年           班 姓名: 

          年           班 姓名: 

          年           班 姓名: 

          年           班 姓名: 

家長 

(低中年級 1人為限) 

 

指導老師 

(以兩人為限) 

  

改編童話出處 
(僅低年級填寫，若

非傳統童話故事請附

故事原文)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角色分工 
(請註明各作者負責

錄音之角色) 

 

文字內容 

(文字內容須為聲音檔之逐字稿，非聲音檔之摘要，此欄可視需要自行延伸) 

 

 



臺北市 111年度萬福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 

「科技不冰冷，性別更平等」中年級徵件比賽計畫 

壹、計畫理念： 

   科技日新月異進步，在生活各層面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近年來 COVID19疫情衝擊原有生活

型態，讓人深刻感受到科學相關研究在防疫的重要貢獻，無論是防疫政策的制定、病毒株的解

析、疫苗的研發及智慧防疫系統等，背後都充滿科學的力量，而這股穩定世界的科學力量是所有

人類、不分性別的努力，以堅韌、細膩、及不畏挑戰的精神，突破重重的難關。本市111年度性

別平等宣導月以「科技不冰冷，性別更平等」為主題，鼓勵學生透過科技及突破性別刻板限制之

觀點，探討在科技相關領域中有卓越貢獻的實例，並自我期許未來能為社會貢獻所長。 

貳、比賽主題與內容： 

  學生可參考附件1所提供的繪本，或自行蒐集勇於突破限制ヽ追尋夢想的實例，依據比賽規則

參賽，呈現與主題相關之內容。 

參、中年級比賽規則：畫說追夢人 

1.以有情節發展的畫面介紹某一在科技相關領域(科學、技術、醫療、資訊…等)突破性別

刻板印象的人物或想給予支持的情境或對象，可介紹此人的生平或特別描述其奮鬥的

歷程(可以是生活中的任何角色或虛擬之人物，不限公眾人物或知名人士)。 

2.參賽者可選擇下列方式其中一組參加： 

        (1)四格漫畫組：一律使用圖畫紙八開(39× 27公分)，紙張請以「橫式」創作，四格

漫畫為限。作品的構圖、用色、創意及技巧，以生動活潑之方式自由發揮，表達

主題意義及重點，限「平面創作」，請勿有立體設計。 

        (2)六頁小書組：一律使用圖四開(53×39公分)畫紙裁切摺疊成六頁書冊形式創作，以

橫書、左翻或右翻之格式進行版面設計，並自行發揮創意設計封面及封底。紙張

裁切與摺疊說明如「附件2」。作品的分頁、構圖及用色、創意及技巧，以生動活

潑之方式自由發揮，表達主題意義及重點。 

肆、評審標準及方式： 

    一、邀請本校專家或具有實務工作者擔任評審，組成評審小組進行審查。 

   二、評審標準： 

      (一)主題性 30%：符合情感教育的主題及精神。 

      (二)合理性 20%：生活事例與回應合乎情理。 

      (三)完整性 20%：作品形式及內容完整。 

      (四)創意性 20%：作品創意呈現。 



      (五)其他 10%：符號、技法與表達等。 

   三、評審時間：110年 9 月 27日（星期一）至 9月 29日（星期三）。 

  四、預計錄取件數：特優2件(代表表校參加臺北市比賽)、優選6件及佳作 

       數件；各組作品經評審委員評選未達獎勵標準者得從缺。 

伍、收件： 

  開學將作品交於各班導師，再送至輔導室彙整。輔導室邀請評審進行全校評選。 

陸、獎勵： 

  1. 特優兩件，可獲得 E酷幣點數100點，並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比賽。 

  2. 優選六件，可獲得 E酷幣點數80點。 

  3. 佳作(擇優)，可獲得 E酷幣點數50點。 

 

附件 1       參考書目 

書名 簡介 基本資料 

為什麼不能有女醫

生？美國第一位女

醫生的故事 

很久以前，女人不能當醫生！1830年

代，有一個勇敢又充滿好奇心的女孩-

伊麗莎白．布萊克威爾。當時，女孩職

業的選項很稀少。當然絕對不可能有女

醫生。可是伊麗莎白拒絕接受這些成

見，而且不肯放棄。她靠著堅強意志力

實現自己的理想，為所有後來的女醫生

開創新局。 

作者： 譚亞．李．史東   

譯者： 柯倩華 

繪者： 瑪尤莉．普萊斯曼 

出版社：維京    

出版日期：2016/05/01 

愛達的想像力：世

界上第一位程式設

計師 

身為詩人拜倫男爵和數學家安妮．米爾

班克的女兒，愛達是有豐富想像力又有

數學技能的女性，她是全世界第一位電

腦程式設計師，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夢

想，因想像未來的可能性感到快樂。 

作者： 費歐娜．羅賓森   

譯者： 柯倩華 

繪者： 費歐娜．羅賓森 

出版社：維京   

出版日期：2019/01/01 

天鵝－安娜．帕芙

洛娃的舞蹈人生 

安娜．帕芙洛娃（Anna Pavlova）因為

小時候看了一齣芭蕾舞劇，立志成為芭

蕾舞者。為了她的最愛~芭蕾舞，她付

出畢生心血，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作者： 蘿拉・史奈德   

譯者： 宋珮 

繪者： 朱莉・莫斯黛 

出版社：維京 

出版日期：2018/12/01 

世界不是方盒子：

普立茲建築獎得主

札哈‧哈蒂的故事 

普立茲建築獎得主札哈．哈蒂的故事，

出生在伊拉克巴格達的她，為了擠進男

性為主的建築設計業曾經屢屢受挫。堅

持不放棄的她，終於成為世界知名的建

築大師 

作者： 貞娜‧溫特   

譯者： 馬筱鳳 

繪者： 貞娜‧溫特 

出版社：小典藏出版   

出版日期：2017/09/18 

黑猩猩的好朋友：

珍‧古德 

動物保育的先鋒--珍．古德的故事：一

個勇敢的女人，不害怕做沒人做過的

事，因為她的付出，使動物世界得以受

作者： 貞娜‧溫特   

譯者： 朱恩伶 

出版社：維京    



書名 簡介 基本資料 

益。 出版日期：2014/04/01 

我是文字小鬥士馬

拉拉 

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因為爭取女性受

教權，她在上學途中遭到塔利班槍殺，

奇蹟生還後，現在繼續為了全世界數百

萬名無法上學的孩童發聲。 

作者：凱倫．萊格特．阿伯拉

雅 

譯者： 翁雅如 

繪者： L. C. 惠特莉 

出版社：愛米粒   

出版日期：2017/07/01 

不簡單女孩1 用圖

像思考的女孩：動

物科學家天寶‧葛

蘭汀的故事 

天寶．葛蘭汀從小被診斷是自閉症，但

對動物的熱愛讓她成為一位動物科學

家，改善美國畜牧業技術。 

作者：茱莉亞‧芬利‧摩斯卡    

譯者：黃筱茵 

繪者：丹尼爾‧雷利 

出版社：字畝文化   

出版日期：2019/02/13 

不簡單女孩2 有數

學頭腦的女孩：工

程師瑞‧蒙特固的

故事 

瑞‧蒙特固在美國海軍任職，是全世界

第一位以電腦設計船艦的工程師。 

作者：茱莉亞‧芬利‧摩斯卡 

譯者：黃筱茵 

繪者：丹尼爾‧雷利 

出版社：字畝文化   

出版日期：2019/02/13 

不簡單女孩3 眼光

獨到的女孩：派翠

西亞‧巴斯醫師的

故事 

派翠西亞．巴斯堅持「健康的視力對每

一個人都很重要」，出身貧困的她飽受

歧視，但是她發明了白內障治療手術

儀，讓無數眼疾患者重見光明。 

作者： 茱莉亞‧芬利‧摩斯卡 

譯者：黃筱茵 

繪者：丹尼爾‧雷利 

出版社：字畝文化   

出版日期：2019/02/20 

追夢，我的世界宇

宙大 

這系列的繪本介紹多位傑出女性，不僅

顛覆了傳統對女性的觀念，從他們的努

力過程，讓我們看到每個人未來的多元

及可能性。 

• 作者： 吳嘉麗    

• 出版社：女書文化    

• 出版日期：2009/07/15 

少年博雅套書 學名人──吳季剛，找到人生發光發熱

的舞台！ 

• 作者： 黃述忱等 

• 繪者： 陳寧悅 

• 出版社：五南  

• 出版日期：2019/04/28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吳嘉麗/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girlbook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黃述忱/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陳寧悅/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wunan


附件2 

中年級「畫說追夢人-六頁小書」之規格與裁切摺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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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班（   ）號 姓名：（          ） 

小朋友~你有沒有發現你長得很像外公外婆或爺爺奶奶？你知道嗎，8 月的第四

個週日是祖父母節，為了感謝阿公阿嬤照顧爸爸媽媽和你的辛勞，請你與阿公

阿嬤拍個照，來張超級祖孫臉吧！ 

作品主題  

     □我的祖父     □我的祖母 

     □我的外祖父   □我的外祖母 

 

我想對他(她)說：                                                     

                                                                     

家長請簽名：                         

附註：開學後請記得將此份學習單交給級任老師！優秀作品輔導室會核給 E酷幣 50點！ 



萬福國小 110年暑假視力保健學習單 

班級：   年   班    座號：    號     姓名：              家長簽名:             

各位小朋友： 

    在開心過暑假的同時，仍然不要忘記要好好的保護自己的眼睛唷！請確實勾選每日是否

有做到 853210(幫我刪除惡視力)的日期，預祝小朋友假期愉快。 

 
日期\ 

項目 

8 

每日睡滿 8 小時 

5 

5 蔬果 

3 

坐姿 321 

2 

戶外活動 2 小時 

1 

每天使用 4 電時

間，不超過 1小

時 

0 

用眼 30分鐘休

息 10分鐘 

7/4       

7/5       

7/6       

7/7       

7/8       

7/11       

7/12       

7/13       

7/14       

7/15       

7/18       

7/19       

7/20       

7/21       

7/22       

7/25       

7/26       

7/27       

7/28       

7/29       

8/1       

8/2       

8/3       

8/4       

8/5       

8/8       

8/9       

8/10       

8/11       

8/12       

8/15       



8/16       

8/17       

8/18       

8/19       

8/22       

8/23       

8/24       

8/25       

8/26       

說明： 
1.每日睡滿 8小時 
◎夜間關燈睡眠時，腦中會分泌生長激素、血清素生長激素會讓小孩長高，修補細胞損傷，晚上 11點到 3 

點分泌最多。 

◎血清素和孩子的記憶、平靜有很大的關係，鼓勵夜間睡 90分鐘的倍數，如:9小時、7.5小時 
2.天天 5蔬果，均衡飲食 
◎每餐提供小孩她拳頭大小一拳半的蔬菜 

◎每天提供小孩她拳頭大小二拳的水果 

◎提供多色彩虹蔬果餐，蔬菜一拳是深綠色，其他是多色 
3.靜心坐姿 321 
◎3直角: 腳掌到小腿 90度；小腿到大腿 90度；大腿到身軀 90度 

◎2手平: 2肩放鬆，2手平放桌上，肋骨下緣在桌板附近 

◎1直線: 耳、肩、臀在一直線上 
4.天天戶外活動 2小時 
◎增加戶外活動時間，能減緩近視的發生及進展。 

◎陽光會刺激視網膜釋放巴多胺，幫助兒童眼睛成熟可減緩視力的發生及惡化。 
5.每天使用 4電(電視、  電腦、手機及電動)時間，不超過 1小時 
◎藍光含量比較多，傷害視網膜；產品亮度高，會刺激眼睛不斷調節，造成眼睛疲勞 

◎螢幕越小越傷眼睛，不要用手機、平板看影集 

◎在晃動的交通工具上閱讀，不易讓兩個眼球平衡，眼睛必須花更多力氣對準目標，以保持整體平衡 

6. 用眼 30分鐘休息 10分鐘 
◎寬、廣、遠的環境，能讓眼內肌肉放鬆，是視力的保護因子。 

 

請你幫下面的眼睛塗上喜歡的顏色~                              

 

 



臺北市文山區萬福國民小學

中年級學生閱讀認證紀錄單

班級：    年    班  座號：      姓名：                

書名 作者 /譯者

出版社 閱讀日期       年   月   日

圖書分類

□ 000 總類   □ 100 哲學類  □ 200 宗教類  □ 300 科學類  □ 400 應用科學類

□ 500 社會科學類  □ 600 史地類：中國史地 □ 700 史地類：世界史地

□ 800 語言文學類  □ 900 藝術類  □報章雜誌類

 優美詞句：請寫下這本書中優美的詞句。

    第（    ）頁：                                                           

    第（    ）頁：                                                              

 學習收穫：請寫下學到的事情或心得感想。

                                                                       

                                                                               

                                                                        

請將書中印象最深刻的「主角」或「事情」用色筆畫出來。

家長簽名： 教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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