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相關活動成果彙整表 

時間 主題軸/家庭教育指標 活動名稱 對象 人次 備註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特色課程-攀岩 學生 50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特色課程-溯溪 學生 50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特色課程-健行 學生 50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特色課程-食農 學生 50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特色課程-國際教育 學生 50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藝文深耕課程 學生 50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游泳教學 學生 30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社團-陶藝 學生 20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社團-扯鈴 學生 10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社團-直排輪 學生 10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社團-跆拳道 學生 5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社團-藝術創作 學生 10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社團-米雕創作 學生、家長 30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週三晨間路跑活動 家長、學生 70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期末體育競賽 學生 50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期末路跑競賽 學生 50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小志工來說故事囉 學生 50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雲水書車 學生 55  



時間 議題 活動名稱 對象 人次 備註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基隆故事協會 學生 50  

全學年 人際互動與親密關係發展 榮譽卡拍賣會 學生 50  

全學年 人際互動與親密關係發展 品德核心價值宣導 學生 50  

全學年 人際互動與親密關係發展 母語教學 學生 55  

全學年 家庭的組成發展與變化 職業探索-明德國中 學生 15  

全學年 家庭的組成發展與變化 職業探索-碇內國中 學生 15  

全學年 家庭的組成發展與變化 職業探索-武崙國中 學生 15  

全學年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戶外教育-山野健行 學生、家長 70  

全學年 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 CPR暨 AED訓練課程 學生 12  

110.09.01 家庭的組成發展與變化 迎新活動 學生、家長 100  

110.09.16 人際互動與親密關係發展 國際日活動-台越中秋節 學生、家長 100  

110.09.17 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 防災教育-地震演練 學生 100  

110.09.27 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 口腔衛生保健宣導 學生 50  

110.09.25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親子閱讀活動 學生、家長 90  110.10.03 

110.11.21 

110.09.28 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 圖書館使用介紹 學生 50  

110.10.05 家人關係與互動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學生 50  

110.10.07 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 自治市選舉 學生 70  



時間 議題 活動名稱 對象 人次 備註 

110.10.12 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 資訊教育宣導 學生 50  

110.10.14 家人關係與互動 兒少保護 VR體驗 學生 30  

110.10.25 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 環教 pagamo競賽 學生 10  

110.11.02 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 交通安全宣導 學生 50  

110.11.23 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 藥物濫用防治宣導 學生 50  

110.11.23 家人關係與互動 家庭教育-以花之語說愛你 學生、家長 70  

110.11.30 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 防災教育-核二廠參訪 學生、家長 150  

110.11.30 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 食農教育-金明昌農場體驗 學生、家長 150  

110.12.01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親子共學母語 學生、家長 90  110.12.08 

110.12.15 

110.12.02 家人關係與互動 特教暨生命教育宣導 學生 50  

110.12.23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成果發表會 學生、家長 100  

111.01.04 家人關係與互動 人口販運防治宣導 學生 50  

111.02.15 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 友善校園宣導 學生 50  

111.02.22 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 租稅宣導 學生 50  

111.03.22 家人關係與互動 性侵及家暴防治宣導 學生 50  

111.03.24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法治教育-地檢署參訪 學生 30  

111.06.07 家人關係與互動 人權暨生命教育宣導 學生 50  



基隆市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週四彈性時間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操場 

主題 特色課程-攀岩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課程 講座/主持人 教導處/小野教練 

活動概要 

由全校老師結合友蚋在地自然與人文資源，一起規劃本校特色課程，課程包

含攀岩、溯溪、健行、食農與國際教育五大主軸，依據各年段孩子的學習情

況，在每週四下午彈性時間進行課程體驗活動，每到週四孩子都很期待老師

會帶來怎樣的活動。 

  

  

 

 

 



基隆市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週四彈性時間 實施地點 友蚋溪 

主題 特色課程-溯溪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課程 講座/主持人 教導處/小野教練 

活動概要 

由全校老師結合友蚋在地自然與人文資源，一起規劃本校特色課程，課程包

含攀岩、溯溪、健行、食農與國際教育五大主軸，依據各年段孩子的學習情

況，在每週四下午彈性時間進行課程體驗活動，每到週四孩子都很期待老師

會帶來怎樣的活動。 

  

  

 

 

 



基隆市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週四彈性時間 實施地點 友蚋社區 

主題 特色課程-健行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課程 講座/主持人 教導處 

活動概要 

由全校老師結合友蚋在地自然與人文資源，一起規劃本校特色課程，課程包

含攀岩、溯溪、健行、食農與國際教育五大主軸，依據各年段孩子的學習情

況，在每週四下午彈性時間進行課程體驗活動，每到週四孩子都很期待老師

會帶來怎樣的活動。 

  

  

 

 

 



基隆市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週四彈性時間 實施地點 各班教室 

主題 特色課程-食農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課程 講座/主持人 教導處 

活動概要 

由全校老師結合友蚋在地自然與人文資源，一起規劃本校特色課程，課程包

含攀岩、溯溪、健行、食農與國際教育五大主軸，依據各年段孩子的學習情

況，在每週四下午彈性時間進行課程體驗活動，每到週四孩子都很期待老師

會帶來怎樣的活動。 

 
 

 
 

 

 



基隆市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週四彈性時間 實施地點 各班教室 

主題 特色課程-國際教育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課程 講座/主持人 教導處/賴麗明老師 

活動概要 

由全校老師結合友蚋在地自然與人文資源，一起規劃本校特色課程，課程包

含攀岩、溯溪、健行、食農與國際教育五大主軸，依據各年段孩子的學習情

況，在每週四下午彈性時間進行課程體驗活動，每到週四孩子都很期待老師

會帶來怎樣的活動。 

  

  

 

 

 



基隆市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各班教室 

主題 藝文深耕課程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藝術創作 講座/主持人 教導處/蔡明誠老師 

活動概要 

本校申請藝文深耕計畫，提供學生多元化的藝術創作課程，孩子們體驗了天

燈、布袋戲、藍染等藝術創作，透過手做，孩子學會各種的藝文創作技能，

從中培養美感的態度，期望孩子能將學習到的技能與美感態度帶回家中，落

實於家庭生活中。 

  

  

 

 

 



基隆市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百福水漾樂活會館 

主題 游泳教學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體育活動 講座/主持人 學務組/基隆運動中心 

活動概要 

由本校學務組結合社區資源，規畫中高年級學生游泳教學活動，依學生能力

進行分組，規畫適合學生之游泳教學課程，透過教練教學，學生除了學習到

游泳技巧之外，更學習到活動前暖身概念以及溺水自救的方法，希望孩子能

落實於家庭生活中。 

 
 

  

 

 

 



基隆市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陶藝教室 

主題 社團-陶藝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社團 講座/主持人 教導處/蔡明誠老師 

活動概要 

由本校教導處規畫學生社團活動，包括藝術創作、扯鈴、鋼琴、跆拳道、陶

藝、米雕等，讓孩子選擇自己喜歡的社團參與，希望孩子能從中培養相關技

能，體會不同的活動，並且落實的休閒生活中，能正確選擇適當的休閒活動，

並認真努力的參與活動。 

  

  

 

 

 



基隆市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社團-扯鈴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社團 講座/主持人 教導處/張維軒教練 

活動概要 

由本校教導處規畫學生社團活動，包括藝術創作、扯鈴、鋼琴、跆拳道、陶

藝、米雕等，讓孩子選擇自己喜歡的社團參與，希望孩子能從中培養相關技

能，體會不同的活動，並且落實的休閒生活中，能正確選擇適當的休閒活動，

並認真努力的參與活動。 

  

  

 

 

 



基隆市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社團-直排輪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社團 講座/主持人 教導處/楊士民教練 

活動概要 

由本校教導處規畫學生社團活動，包括藝術創作、扯鈴、鋼琴、跆拳道、陶

藝、米雕等，讓孩子選擇自己喜歡的社團參與，希望孩子能從中培養相關技

能，體會不同的活動，並且落實的休閒生活中，能正確選擇適當的休閒活動，

並認真努力的參與活動。 

  

  

 

 

 



基隆市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社團-跆拳道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社團 講座/主持人 教導處/陳建銓教練 

活動概要 

由本校教導處規畫學生社團活動，包括藝術創作、扯鈴、鋼琴、跆拳道、陶

藝、米雕等，讓孩子選擇自己喜歡的社團參與，希望孩子能從中培養相關技

能，體會不同的活動，並且落實的休閒生活中，能正確選擇適當的休閒活動，

並認真努力的參與活動。 

  

  

 

 

 



基隆市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自然教室 

主題 社團-藝術創作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社團 講座/主持人 教導處/林辛儒老師 

活動概要 

由本校教導處規畫學生社團活動，包括藝術創作、扯鈴、鋼琴、跆拳道、陶

藝、米雕等，讓孩子選擇自己喜歡的社團參與，希望孩子能從中培養相關技

能，體會不同的活動，並且落實的休閒生活中，能正確選擇適當的休閒活動，

並認真努力的參與活動。 

 

 

 

 

 

 



基隆市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社團-米雕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社團 講座/主持人 教導處/謝源張老師 

活動概要 

由本校教導處規畫學生社團活動，包括藝術創作、扯鈴、鋼琴、跆拳道、陶

藝、米雕等，讓孩子選擇自己喜歡的社團參與，希望孩子能從中培養相關技

能，體會不同的活動，並且落實的休閒生活中，能正確選擇適當的休閒活動，

並認真努力的參與活動。 

  

  

 

 

 



基隆市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友蚋社區 

主題 晨間路跑活動 參加對象 全校師生、家長 

方法 體育活動 講座/主持人 學務組/友蚋社區 

活動概要 

結合社區生態資源，由學務組規劃每週三於友蚋社區森林步道進行晨間路跑

活動，透過路跑，一方面讓孩子強健體能，一方面讓孩子對於學校附近的環

境有更深入的了解。家長一同參與學校的活動，透過路跑增加親子互動機

會，增進親子感情。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期末體育競賽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體育活動 講座/主持人 學務組 

活動概要 

由本校學務組結合本校之體育課程，規劃期末體育競賽活動，透過全校參

與，讓孩子能夠將學習到的體育技巧運用本次的活動，孩子們玩非常開心，

賽後也不忘表現運動家精神，大家互相鼓勵、加油，期待下次體育活動能夠

獲的更好的成績。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友蚋社區 

主題 期末路跑競賽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體育活動 講座/主持人 學務組/友蚋社區 

活動概要 

由本校學務組結合本校週三晨間路跑活動，規劃期末路跑競賽活動，透過競

賽方式，檢驗孩子每學期晨間路跑的成果，孩子們非常努力的參與活動，進

行比賽，每位選手都期待自己能夠獲得前五名的榮譽，期望孩子也能夠落實

於家庭生活中。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各班教室 

主題 小志工來說故事囉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繪本閱讀 講座/主持人 說故事小志工 

活動概要 

由本校說故事小志工於週一晨間入班為小朋友說故事，透過不同主題的繪本

閱讀，讓孩子了解愛護環境、衛生保健等觀念，此外我們的小志工也從中培

養了表達、領導等能力，更培養了愛護幼小的態度，能以適當的方式帶領小

朋友進行活動。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走廊 

主題 雲水書車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閱讀活動 講座/主持人 教導處/佛光山文教 

活動概要 

本校與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合作，每學年皆有閱讀書車到校服務，此

外還有閱讀志工為孩子說故事，提供孩子更多元的閱讀機會，孩子增加很多

閱讀機會，從書中獲得不同於學校與家庭的知識，希望孩子能將樂於閱讀的

好習慣落實於生活中。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各班教室 

主題 講故事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閱讀教育 講座/主持人 教導處/基隆故事協會 

活動概要 

由基隆市故事協會的志工媽媽到校為孩子進行說故事活動，除了繪本閱讀，

每次故事媽媽都會另外準備小活動，讓孩子們透過活動能更深入故事，孩子

們都很認真聆聽故事，在討論時也都能闡述自己的想法，並且與他人討論互

動。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榮譽卡拍賣會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活動 講座/主持人 輔導行政教師 

活動概要 

由本校輔導行政教師結合本校榮譽制度進行期末榮譽卡拍賣會，孩子在學期

間透過各式競賽與品德評分爭取積點，期末將積點兌換代幣，進行獎品拍

賣，透過獎勵，孩子在積點的過程中，學習到服務他人、團隊合作、關懷等

態度。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品德核心價值宣導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宣導 講座/主持人 自治市幹部 

活動概要 

由本校輔導行政教師結合本校榮譽制度進行期末榮譽卡拍賣會，孩子在學期

間透過各式競賽與品德評分爭取積點，期末將積點兌換代幣，進行獎品拍

賣，透過獎勵，孩子在積點的過程中，學習到服務他人、團隊合作、關懷等

態度。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母語教學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宣導 講座/主持人 教導處 

活動概要 

本校孩子來自不同的家庭，每個家庭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我們透過晨間的

母語教學活動，讓孩子認識自己的母語，也認識他人的母語，並體會不同的

文化特色，孩子非常喜歡這樣的活動，樂於與他人分享自己的生活，與接納

他人的生活文化。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明德國中 

主題 職業試探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體驗 講座/主持人 學務組/明德國中 

活動概要 

由學務組規劃一系列的職業探索體驗，六年級的畢業生參訪了明德國中、碇

內國中、武崙國中等學校的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體驗了食品、設計、

商業管理、藝術、餐旅以及電機電子等共六個職群，協助孩子們打開生涯發

展的另一扇窗。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碇內國中 

主題 職業試探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體驗 講座/主持人 學務組/碇內國中 

活動概要 

由學務組規劃一系列的職業探索體驗，六年級的畢業生參訪了明德國中、碇

內國中、武崙國中等學校的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體驗了食品、設計、

商業管理、藝術、餐旅以及電機電子等共六個職群，協助孩子們打開生涯發

展的另一扇窗。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武崙國中 

主題 職業試探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體驗 講座/主持人 學務組/武崙國中 

活動概要 

由學務組規劃一系列的職業探索體驗，六年級的畢業生參訪了明德國中、碇

內國中、武崙國中等學校的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體驗了食品、設計、

商業管理、藝術、餐旅以及電機電子等共六個職群，協助孩子們打開生涯發

展的另一扇窗。 

  

 

 

 

 



基隆市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基隆山、陽明山 

主題 戶外教育-山野健行 參加對象 學生、家長 

方法 戶外教育 講座/主持人 教導處 

活動概要 

由教導處結合本校特色課程-健行，規劃一系列戶外教育-山野健行活動，從

難度較低的山系到較難的山系，我們的孩子與家長一次又一次的挑戰自己的

極限，透過登頂過程，培養努力不放棄的態度，也培養家長與孩子的另一個

興趣。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全學年 實施地點 音樂教室 

主題 CPR暨 AED課程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體驗 講座/主持人 健康中心 

活動概要 

由本校健康中心為六年級畢業生進行 CPR暨 AED、哈姆立克法訓練課程，透

過影片與實作練習讓學生對於 CPR與 AED、哈姆立克法的操作有深入的了

解，並能將其應用於需要的時刻，孩子們非常認真的學習，期間更提出很多

問題，透過討論更加深急救觀念。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09.01 實施地點 音樂教室 

主題 迎新活動 參加對象 學生、家長 

方法 迎新 講座/主持人 輔導組 

活動概要 

由本校輔導組規劃迎新活動，透過闖關、健走等方式，讓孩子與家長認識學

校與社區環境，並體驗本校週三晨間的體能活動，孩子和家長非常熱烈參與

活動，我們希望每位新生都能夠感受到復興的熱情，也期望家長能夠放心的

將孩子交給復興。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09.16 實施地點 多功能教室 

主題 國際日-台越中秋節 參加對象 學生、家長 

方法 體驗 講座/主持人 輔導組 

活動概要 

由輔導組規劃一系列國際日體驗活動，透過傳統節慶的介紹，讓孩子學習到

不同國家的風俗、人文、飲食。希望孩子從中可以學習到尊重多元文化，增

進國際視野。另外邀請新住民家長擔任講師，更可以增進新住民子女對母親

國家的認同。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09.17 實施地點 教室、操場 

主題 防災教育-地震演練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演習 講座/主持人 總務處 

活動概要 

每年一度的防震演習友要開始了，由本校總務處規畫，全校家長、學生、教

師根據擬定好的腳本進行演習，透過演習，我們希望孩子在遇到真正災難

時，能夠正確、迅速的採取防護措施，演習中每個孩子都能夠確實做好避難

的動作。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09.27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各班教室 

主題 口腔衛生宣導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宣導 講座/主持人 健康中心/國訪醫學院 

活動概要 

本校健康中心與國防醫學院口衛隊的學生們合作，每學期都會至學校為孩子

進行口腔衛生宣導，透過戲劇演出，讓孩子體認到口腔衛生的重要性，之後

進行實際口腔衛生實作，包含潔牙、牙線操作，孩子透過一對一的教學，更

加知道口腔清潔技巧。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09.25、110.10.03、110.11.21 實施地點 多功能教室 

主題 繪本好好玩．幸福小時光 

方法 繪本分享、實作 講座/主持人 輔導行政教師 

參加對象/人數 家長、學生/60人次 議題 親子共學 

活動概要 

由輔導行政教師申請基隆市家庭教育中心「繪本好好玩．幸福小時光」計畫，

規劃一系列親子共讀活動，透過講師分享與示範，讓家長能夠了解親子共讀

的優點，並且學習到如何引導孩子閱讀。透過主題式的繪本介紹，像是食物

與食品、性侵害防治等，從中讓孩子學習到相關知識。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09.28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圖書館使用宣導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宣導 講座/主持人 閱讀教師 

活動概要 

本校閱讀教師透過簡報說明圖書的使用規則，本校圖書館擁有非常多元的圖

書，孩子們也非常喜歡到圖書館進行閱讀，但是有時在圖書館會出現一些不

適當的行為，所以每學期我們都會再一次提醒孩子圖書館裡應該注意的禮

貌。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10.05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性別平教育宣導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宣導 講座/主持人 學務組 

活動概要 

我們從六個班級中各選出一位學生上台，透過作動作，例如跑步、坐著、笑

等，認孩子去體驗男生、女生有什麼不一樣，孩子從中發現，好像大家都是

一樣的，不會因為你是男生，你是女生就會有不同的動作出現，會有不同動

作出現是因為你個人的特質，而不是因為性別。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10.07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自治市選舉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選舉 講座/主持人 學務組 

活動概要 

由本校學務組規劃自治市長選舉，依照選舉流程，由孩子們自行選出自己理

想的自治市幹部，孩子從選舉的過程中學習到選舉的相關概念，並且培養選

賢舉能、自我意見表達的態度，我們期望這樣的活動能夠加深孩子民主自由

的觀念，並落實於家庭生活中。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10.12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資訊安全宣導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宣導 講座/主持人 資訊教師 

活動概要 

由本校資訊教師為全校師生進行資訊安全宣導活動，透過簡報介紹網路上個

資安全保護的重要性，此外也透過案件分享，提醒孩子上網時應該注意自己

個資的保護，不輕易洩漏，不隨便進入不明網站登入自己的相關資料，不隨

意散播不實的訊息。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11.02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交通安全宣導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宣導 講座/主持人 學務組 

活動概要 

由本校資學務組為全校師生進行交通安全宣導活動，透過簡報介紹遵守交通

規則的重要性，此外也透過案件分享，提醒孩子使用馬路時應該要注意的事

項，並且讓孩子認識一些常見的的交通號誌與標示，培養孩子對用路安全的

警覺心。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10.14 實施地點 多功能教室 

主題 兒少 VR遊戲體驗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宣導 講座/主持人 輔導組/基隆家扶中心 

活動概要 

由基隆家扶中心到校為一至三年級學生進行兒童保護宣導活動-VR遊戲體

驗。透過 VR遊戲體驗，讓孩子了解如何保護自己，之後還進行問卷填寫，

每位孩子都很認真的回答問題，也把今天的感想畫出，希望下次可以再有體

驗活動，孩子玩得很開心。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10.25 實施地點 電腦教室 

主題 環教 pagamo競賽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競賽 講座/主持人 教導處/慈濟基金會 

活動概要 

由教導處與慈濟基金會合作，藉由有趣、豐富多元且極具教育性的電競遊

戲，創造環保防災學習園地。在志工的引領下，將環境素養深植學生心靈透

過遊戲化幫助建立在食衣住行中，讓環境教育落實學校、社區以及每一個家

庭。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11.23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藥物濫用防治宣導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宣導 講座/主持人 基隆地檢署反毒宣導團 

活動概要 

由基隆市地檢署反毒宣導團到校為全校師生進行反毒教育宣導，透過簡報與

影片介紹，讓孩子了解毒品對人體的危害、目前新興毒品的種類，以及我們

面對毒品的誘惑應該如何防範與拒絕。會後的有獎徵答，孩子們非常的踴躍

回答。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11.23 實施地點 多功能教室 

主題 以花之語說愛你 參加對象 學生、家長 

方法 實作 講座/主持人 輔導組/盧施閔老師 

活動概要 

由輔導組規劃感恩所愛之人的活動，透過影片欣賞，引導學生了解感恩、分

享、關懷等意涵，並且透過愛的小語分享，讓孩子練習說出對感恩的人愛的

話語。之後藉由小花籃的 DIY活動，讓孩子動手為感恩的人製作一份獨有的

小禮物。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11.30 實施地點 核二廠 

主題 防災教育-核二廠參觀 參加對象 學生、家長 

方法 參觀 講座/主持人 總務處/核二廠 

活動概要 

由總務處搭配全國防災演練活動，規劃核能發電廠參觀行程，因本校位處核

能事故的警戒區內，因此對於核能發電廠的認識更是重要，透過本次參訪，

孩子了解平時我們使用的電視從哪裡來的，核能發電廠是如何進行發電的，

進而培養孩子節省電力的習慣。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11.30 實施地點 金明昌鹿園 

主題 實農教育-金明昌鹿園 參加對象 學生、家長 

方法 實作 講座/主持人 學務組/金明昌鹿園 

活動概要 

由學務組搭配本校特色課程-實農教育，申請基隆市生態農場參訪活動，我

們這次前往基隆瑪陵的金明昌鹿園，體驗柚子醬的製作，從剝果肉、打汁、

熬煮、加糖等過程，孩子都熱情的參與，之後完成的柚子醬，孩子更是向老

師表示要帶回家與家人分享。 

  

 

 

 

 



基隆市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長相關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12.01、110.12.08、110.12.15 實施地點 多功能教室 

主題 咱作伙來講故事(閩南語繪本閱讀) 

方法 繪本分享、實作 講座/主持人 輔導行政教師 

參加對象/人數 家長、學生/90人次 議題 親子共學 

活動概要 

由輔導行政教師申請教育部補助辦理家庭親子共學母語計畫，規劃一系列親

子學母語活動，以繪本閱讀為活動主題，每次都有一個特定主題，像是動物、

蔬果、昆蟲等，利用猜謎、摺紙、唸謠等方式，提供家長在家中可以與孩子

互動的方式，讓學生與家長透過繪本認識閩南語，並且讓學生與家長學習有

關閩南語相關用語。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12.02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特殊教育宣導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宣導 講座/主持人 特教組 

活動概要 

由本校特教教師為全校師生帶來一部西班牙的動畫《小繩子》，透過動畫影

片主人翁之間的互動，我們期盼孩子能夠從影片中學習到尊重、包容、關愛

與接納與自己不一樣的人，也希望孩子能夠將映片中所要傳達的訊息落實家

庭生活中，關懷身旁的每一個人。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0.12.23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成果發表會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發表會 講座/主持人 教導處 

活動概要 

由本校教導處規畫學生期末成果發表會，透過戲劇、舞蹈、相聲、打擊樂等

方式，呈現學生一學期在各個領域中學習成果，家長的參與，無論是孩子服

裝、道具製作各方面，都讓孩子的演出更加精采。我們期待透過發表會得呈

現讓孩子與家長都能夠獲得成長。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1.01.04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議題宣導-人口販運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議題宣導 講座/主持人 學務組 

活動概要 

由本校教導處規畫週二兒童朝會宣導活動，並由全校老師擔任議題宣導講

師，內容包含防災演習、圖書館利用、人權、特殊教育、性別平等、兒少保

護、母語教學、海洋教育、家庭教育、品德核心價值等相關議題，透過繪本、

問答、有獎徵答、影片欣賞等方式，讓孩子了解各議題的內容。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1.02.15 實施地點 多功能教室 

主題 議題宣導-友善校園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議題宣導 講座/主持人 學務組 

活動概要 

由本校教導處規畫週二兒童朝會宣導活動，並由全校老師擔任議題宣導講

師，內容包含防災演習、圖書館利用、人權、特殊教育、性別平等、兒少保

護、母語教學、海洋教育、家庭教育、品德核心價值等相關議題，透過繪本、

問答、有獎徵答、影片欣賞等方式，讓孩子了解各議題的內容。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1.02.22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稅務宣導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宣導 講座/主持人 學務組/基隆市稅務局 

活動概要 

由基隆市稅務局到校為全校親師生進行稅務宣導活動，透過影片欣賞，讓全

校師生瞭解稅務之相關知識，讓孩子了解國家之基本運作需要全體國民一起

努力，進行有獎徵答時，孩子都能夠正確的回答稅務相關問題，期望孩子能

將觀念落實於家中。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1.03.22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性侵與家暴防治宣導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宣導 講座/主持人 學務組 

活動概要 

由本校學務組規畫性侵害與家庭暴力防治宣導活動，透過動畫、簡報說明，

讓孩子了解性侵害與家庭暴力等樣態、預防方法以及孩子們遇到性侵與家暴

應該要採取的應對，我們期待孩子透過宣導能夠加深對性侵與家暴的印象，

並且記住應對方法。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1.03.24 實施地點 基隆地檢署 

主題 法治教育-地檢署參訪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宣導 講座/主持人 學務組/基隆地檢署 

活動概要 

由本校學務組規畫法治教育活動，申請基隆地檢參訪，透過實際參訪活動讓

學生了解法院、地檢署實際工作是什麼，並請透過案例分享，讓孩子了解平

常生活中那些行為有違反法律規定，進而培養孩子遵守法律、建立良好品德

的習慣。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小 110學年度辦理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實施日期 111.06.07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主題 人權暨生命教育宣導 參加對象 學生 

方法 宣導 講座/主持人 學務組 

活動概要 

由本校學務組規畫透過簡報說明，推廣兒童權利公約相關知能，讓孩子了解

有關兒童人權的相關知識，避免兒童及少年權利受到不法侵害，我們希望孩

子能更了解與自身有關的權益，並且知道當自己權益受損實應該向哪些人或

單位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