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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揚才適性揚才適性揚才適性揚才，，，，多元展能多元展能多元展能多元展能    ----    成就每一個孩子成就每一個孩子成就每一個孩子成就每一個孩子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方婉真方婉真方婉真方婉真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即將在 108 學年度實施，延續「九年一

貫課程-培養孩子帶得走的能力」，進而提升為「以素養導向為

主的課程與教學」；從過去的「每所學校提供一樣的教育課

程，每個孩子接受一樣的教育內容」，到此時的「每所學校各

具不一樣的特色課程，每個孩子都依個體特質學習不一樣的適

性內容」，是一場翻轉台灣教育現場的革新進程。 

    何謂課綱？課綱就是規定我國學生在課程上，應該學習的

最低共同內容，學校教師依循一綱多本的原則，採用多樣的教

科書或自編教材講義，以達到孩子學會比課綱更加多元豐富的

學習範疇。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強調讓孩子具備涵蓋態度(Attitude)、

技能(Skill)與知識(Knowledge)這三者之上的關鍵素養，透過

真實生活情境脈絡，跨領域的主題課程設計及素養導向的教學

與評量，讓孩子對於學習內容產生意義化及興趣，進而孕育出

「自發、互動、共好」，簡稱「自動好」的終身學習者！ 

    又何謂「自發、互動、共好」？依據靜宜大學黃政傑教授

論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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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發-自主行動，強調個人為學習主體，能夠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具備創造與行動力，主動學習者。 

二、互動-溝通互動，學習者能泛用各種工具，如：語言、   

         文字、數學符號、科技、藝術等，有效進行人際 

         和環境互動，進而產生連結。 

三、共好-社會參與，個體以參與方式培養與他人或群體互 

         動的社會素養及公民意識，鼓勵改造社會群體更 

         臻良善美好。     

    當前本校配合教育局的進程推動，除了組織推動小組之

外，教師們也積極參與各領域新課綱研習，以提升教育專業知

能，更將持續發展學校校訂課程的課程地圖，規劃彈性學習課

程，願能在 108 學年度順利實施新課綱，培育孩子面對明日生

活的關鍵素養，透過多元探索體驗，創造適性未來！ 

    學校、家長與社區是孩子教育路上最佳的合夥人，期待此

三方面的積極參與，攜手共創更優質有效的素養導向課程與教

學，真正落實十二年國教新課綱「適性揚才，多元展能-成就

每一個孩子」的目標與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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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後港後港後港後港大小事大小事大小事大小事     
 

本學期重要行事及校內團隊本學期重要行事及校內團隊本學期重要行事及校內團隊本學期重要行事及校內團隊、、、、其他課程其他課程其他課程其他課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2/21 開學正式上課 

3/19-3/23 校內語文競賽 

3/31-4/1 新生報到---新生已報到 6人 

4/3 慶祝兒童節活動---品德達人表揚+多元學習闖關活動+吃牛排 

4/23 創意木工課程 

4/24-4/26 
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戶外教育 

(2-6 年級紙影戲團員含預備團員) 

4/27 幼兒園公開抽籤(4 個名額已額滿，幼兒園共招收 15 名幼童) 

4/28-4/29 童軍露營(北農)-高年級 

5/1-5/8 學生 VR 體驗 

5/8 
學生學習成果展+親職教育活動 

(班親會+親子披薩 DIY+VR 體驗+電影欣賞) 

5/4 ,10,17 未來教育：樂扶基金會贊助/光劍、富蘭克林盤、靜電棒…… 

5/15 五校聯合戶外教育-高年級遊潟湖   

5/26 遠距教學成果展(北農) 

5/31-6/1 畢業生樹谷宿營 

6/13 畢業典禮 

6/23–6/24 動畫拍攝(崑山科大) 

6/26 幼兒園開放教學---內：角落教學   外：鳥類解說 

6/29 休業式 

7/5~8/24 暑期營隊活動 

7/31、8/29 返校日 

8/30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正式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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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高爾夫擊遠比賽 

    低年級組 - 第一名：鄭瑋脩  第六名：王軍奕 

 臺南市市長盃田徑錦標賽 

    男童丙組鉛球比賽 - 第八名：吳秉宸 

 臺南市成語競賽 

    合格獎：黃 妍、吳秉宸、陳吟旻 

 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 

    優等：3-6 年級「有影嘸」紙影戲團團員 17 人 

 2018 智霸天下 AI 機器人挑戰賽 

    佳作 & 最佳自造獎：陳以叡、許喆嘉、郭恩佑 

 牛園寫生比賽 

佳作：杜欣諠、劉雨珊 

● 北頭洋小飛番路跑比賽前 100 名：  

       杜欣諠、陳以叡、許喆嘉、蘇昱安、王昭景 

●  2018 南科遠大機器人創意與創新競賽 

            木板迷宮國小組 B 組 

       第一名：陳以叡、許喆嘉、郭恩佑 

 

 

 

 

 

 

 

 

教 導 處 - 榮 譽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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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6106106 學年度第二學年度第二學年度第二學年度第二學期說故事比賽成績公布學期說故事比賽成績公布學期說故事比賽成績公布學期說故事比賽成績公布    

日期 Excellent 

(超厲害) 

Good 

(不錯) 

Fair 

(還可以) 

3/4 
陳贊青(8 個讚) 

陳吟旻(8 個讚) 
陳佳妤(5 個讚) 

 

3/13 

陳郁旋(9 個讚) 

許茹茵(9 個讚) 

劉雨珊(7 個讚) 

鄭瑋脩(6 個讚)  

3/27 

郭恩淇(9 個讚) 

郭恩佑(9 個讚) 

黃  妍(9 個讚) 

  

4/10 

李亭萱(9 個讚) 

王軍奕(8 個讚) 

劉偉傑(8 個讚) 

陳宏銘(5 個讚)  

5/8 

連卉晴(9 個讚) 

陳彥欽(8 個讚) 

杜欣諠(9 個讚) 

王昭景(7 個讚)  

5/15 
黃靖淳(9 個讚) 

陳依如(8 個讚) 
  

5/29 陳以叡(9 個讚) 

蘇昱安(7 個讚) 

吳秉宸(7 個讚) 

李亞侖(5 個讚) 

洪于翔(6 個讚) 

 

6/12 
陳欣緯(9 個讚) 

許喆嘉(9 個讚) 
周正傑(6 個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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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6106106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二二二二學期期末學期期末學期期末學期期末考成績公布考成績公布考成績公布考成績公布    
 成績優良 進步獎 

六年級 吳秉宸 黃  妍 陳吟旻 陳郁旋 

五年級   李亭萱  

四年級 許茹茵 郭恩佑 許喆嘉 陳以叡、杜欣諠、 

劉偉傑 

三年級  陳宏銘  杜侑陵 

二年級 陳彥欽 王軍奕  洪于翔 

一年級 郭恩淇 黃靖淳 連卉晴 陳俊雄、陳依如 
 

 

106106106106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二二二二學期期末領域優秀獎學期期末領域優秀獎學期期末領域優秀獎學期期末領域優秀獎    
六年級 數學：吳秉宸 視覺藝術：劉雨珊 表演藝術：陳佳妤 

五年級 數學：李亞侖   

四年級 視覺藝術：杜欣諠 音樂：陳贊青  電腦：陳以叡 

三年級    

二年級 視覺藝術：鄭瑋脩 表演藝術：洪于翔  

一年級 體育：陳欣緯 表演藝術：陳芊孝 閩南語：陳依如 
 

 

106106106106 學年度第二學年度第二學年度第二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學期期學期期學期期末末末末閱讀小學士小碩士小博士閱讀小學士小碩士小博士閱讀小學士小碩士小博士閱讀小學士小碩士小博士    

小學士小學士小學士小學士    陳欣緯 陳芊孝 陳以叡 蘇昱安 吳秉宸 陳佳妤 

    劉雨珊 陳吟旻     

小碩士小碩士小碩士小碩士    陳依如 陳宏銘 陳贊青 許喆嘉 李亭萱 李亞侖 

    蘇昱安 陳吟旻 劉雨珊 王昭景 陳郁旋  

小博士小博士小博士小博士    陳吟旻 郭恩佑 郭恩淇 黃靖淳 連卉晴 許茹茵 

    杜欣諠 蘇昱安 吳秉宸 陳佳妤 劉雨珊 黃 妍 

王昭景 陳郁旋     
 

 



    
 

 

後港 107-2~107-6 超強  7  

 

 

 

101010106666 學年度第二學期圖書室書籍學年度第二學期圖書室書籍學年度第二學期圖書室書籍學年度第二學期圖書室書籍借閱排行榜借閱排行榜借閱排行榜借閱排行榜    

2222、、、、3333 月月月月    
陳吟旻 
36 本 

劉雨珊 
25 本 

鄭瑋脩 
22 本 

陳郁旋 
20 本 

郭恩佑 
18 本 

 李亭萱 
18 本 

陳彥欽 
17 本 

郭恩淇 
15 本 

陳贊青 
14 本 

杜欣諠 
13 本 

4444 月月月月 
郭恩佑 
30 本 

陳吟旻
29 本 

陳佳妤
17 本 

陳郁旋 
14 本 

劉雨珊 
14 本 

 王昭景 
12 本 

陳以叡 
12 本 

陳芊孝 
9 本 

黃靖淳
9本 

劉偉傑 
7 本 

5555、、、、6666 月月月月 陳欣緯 
48 本 

郭恩佑 
36 本 

陳吟旻 
32 本 

王軍奕 
17 本 

陳彥欽 
15 本 

 蘇昱安 
14 本 

陳贊青 
13 本 

黃靖淳 
11 本 

杜欣諠 
11 本 

王昭景 
11 本 

101010106666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二二二二學期線上閱讀認證排行榜學期線上閱讀認證排行榜學期線上閱讀認證排行榜學期線上閱讀認證排行榜    

2222、、、、3333 月月月月 
陳彥欽 
69 分 

郭恩淇 
48 分 

陳以叡 
47 分 

鄭瑋脩 
33 分 

陳芊孝 
30 分 

 
郭恩佑 
30 分 

吳秉宸 
30 分 

陳吟旻 
27 分 

劉雨珊 
26 分 

黃 妍 
21 分 

4444 月月月月    
黃 妍 
79 分 

陳吟旻 
59 分 

陳贊青 
39 分 

黃靖淳 
36 分 

許茹茵 
36 分 

 許喆嘉 
32 分 

蘇昱安 
31 分 

杜欣諠 
29 分 

劉雨珊 
24 分 

郭恩淇 
18 分 

5555、、、、6666 月月月月 陳彥欽 
204 分 

黃 妍 
156 分 

鄭瑋脩 
27 分 

陳吟旻 
24 分 

黃靖淳 
21 分 

 連卉晴 
18 分 

李亞侖 
15 分 

洪于翔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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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報告事項 
1.教育局補助本校 258 萬 7,000 元辦理「「「「公立國民中小學校舍防水隔熱工程計公立國民中小學校舍防水隔熱工程計公立國民中小學校舍防水隔熱工程計公立國民中小學校舍防水隔熱工程計

畫畫畫畫」」」」，將針對本校行政樓屋頂進行防水隔熱工程，解決長久以來的漏水問題，

並改善室內夏日燠熱難耐的情形，給全體師生一個更舒適的學習環境。 

2.教育局補助本校 230 萬元辦理「「「「107107107107 年重大淹水災區校園排水改善工程案年重大淹水災區校園排水改善工程案年重大淹水災區校園排水改善工程案年重大淹水災區校園排水改善工程案」」」」，

將檢修及規畫校內整體排水系統，暢通排水管線，，決校園積水、淹水問

題，打造安全校園，保障師生進行教學活動的安全。 

3.教育局補助本校 3萬 2,750 元辦理「「「「107107107107 年度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缺失改善工年度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缺失改善工年度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缺失改善工年度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缺失改善工

程程程程」」」」，將進行校舍消防設備改善，使本校校園在火警預防處理上，成為一安全

無虞之學習場域。 

4.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補助本校 30 萬元辦理「「「「106106106106 學年度基層高爾夫扎根計學年度基層高爾夫扎根計學年度基層高爾夫扎根計學年度基層高爾夫扎根計

畫畫畫畫」」」」，將持續推動高爾夫教學，除了聘請專業教練入校教學、添購相關設備

外，亦會安排學童搭乘交通車至鄰近地區的高爾夫球場進行移地訓練，提升

學習成效。 

5.本校於教育儲蓄戶教育儲蓄戶教育儲蓄戶教育儲蓄戶進行個案上架，為本校學童募得 110,600 元用於 106 學年

度課後社團、募得 60,000 用於紙影戲團參加全國創意戲劇比賽暨戶外教育，

感謝社會上所有的善心人士，也希望同學們要懂得感恩，因為有這些善款，

大家才能參加各種不一樣的社團，進行多樣化的學習。 

     家長會報告事項 

1.感謝各位家長委員，因為您的不吝付出，本校家長會才得以成立並

運作；感謝本校全體家長，長期關心學童在本校的學習狀況並參與

學校活動，因為您的參與使學童能有更豐富、快樂的學習與體驗。 

2.感謝陳嘉玟會長陳嘉玟會長陳嘉玟會長陳嘉玟會長為本校引入各種資源，包含晶鈺食品有限公司提供食品為學

童加菜並節省經費、國泰人壽愛心外套。 

3.感謝杜清琳副會長杜清琳副會長杜清琳副會長杜清琳副會長在各項活動中出錢出力，協助學校紙影戲社團燈光規畫、

全國創意戲劇比賽集訓及戶外教育等活動。 

4.感謝陳紹康委員陳紹康委員陳紹康委員陳紹康委員提供全體畢業生每人一份畢業禮品(共圖書禮券 2000 元)。 

5.感謝多位委員捐贈本校畢業典禮禮金、禮品，參與並協助典禮及感恩餐會順

利舉行：家長會會長陳嘉玟陳嘉玟陳嘉玟陳嘉玟贈禮金 3000 元、家長會副會長杜清琳杜清琳杜清琳杜清琳贈禮金 2800

元、常務委員杜清分杜清分杜清分杜清分贈禮金 2000 元、委員吳銘輝吳銘輝吳銘輝吳銘輝致贈禮金 3000 元、榮譽會

長邱繼盛邱繼盛邱繼盛邱繼盛贈禮品 2份、榮譽會長許金塗許金塗許金塗許金塗贈禮品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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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學生作品  

                            上上上上    臺臺臺臺    說說說說    故故故故    事事事事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鄭瑋脩鄭瑋脩鄭瑋脩鄭瑋脩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鄭啟甫鄭啟甫鄭啟甫鄭啟甫 

     我們學校有說故事比賽，這次終於輪到我了，老師要我

們利用放假的時候選故事。 

    我看了很多故事，最後選了「不服輸的尼特」當上臺說

故事的內容。尼特是一隻很特別的蜘蛛，因為我覺得牠很勇

敢，所以才想說這個故事給大家聽。我用了大約二星期的時間把故事

背起來，媽媽一直提醒我要加上動作。我都利用睡覺之前練習，每天

用心的一直背、一直背，背到幾乎不必看書就可以把它說出來。 

    終於輪到我上臺說故事了，我緊張的心砰砰跳。當老師叫到我的

名字時，我的頭腦一片空白，差點就把故事給忘記了，還好我有回想

自己是怎麼背的。最後我還是順利的把故事說完了，評審還給我六個

「讚」，讓我覺得好開心！ 

   要先認真背好故事，上臺說故事的時候才可以得到評審的「讚」。

下次我會再選一個更有趣的故事，說得更精采給大家聽。 

 

                            我我我我    的的的的    相相相相    簿簿簿簿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洪于翔洪于翔洪于翔洪于翔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洪玟成洪玟成洪玟成洪玟成    

     我有一本正方形的相簿，它是藍色的，一頁一頁的記

錄了我的生活。 

    打開相簿，我的第一張相片是才剛出生的樣子，我躺

在一個透明的箱子裡扭來扭去，還戴著手套、穿著襪子、

包著尿布，手腳戴著藍色的紙手環，被柔軟的毛巾包裹

著，我覺得自己好可愛。 

    打開相簿，第二張相片中，我在阿公的公司附近，我穿著熊熊裝

去慶祝我的生日。慶祝完，我站在磚頭上面，穿著小熊裝、圍著圍

裙、穿著鞋拍照，我覺得自己很快樂。 

    打開相簿，第三張相片中我在中山公園騎腳踏車，穿著紅色背心

和藍色的鞋子，背景有高高的樹木，有五顏六色的花，還有一座白色

的飛馬雕像，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我喜歡我的相簿，裡面有我小時候的故事，希望我的相簿裡能放

進更多有趣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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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次次次次    做做做做    披披披披    薩薩薩薩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陳彥欽陳彥欽陳彥欽陳彥欽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陳志銘陳志銘陳志銘陳志銘    

     五月六日是學校親職教育活動，中午安排了 DIY 披薩活動，讓小

朋友和家人一起在戶外親自動手做披薩。 

    我們這組是夏威夷口味的。製作披薩的材料有：火

腿、番茄醬、鳳梨、蝦子、玉米粒、洋蔥和麵餅皮。首

先把番茄醬平均刷在麵餅皮上，然後我和于翔把所有的

材料全部放在上面，好像在做一幅有趣的食物圖畫，最

後把披薩放入烤箱，就等出爐了。 

    把披薩放入烤箱等待的時候，我們迫不及待的想趕

快拿出來品嘗看看，終於熱呼呼的披薩出爐了，紅通通的火腿和蝦

子，金黃的玉米粒和黃澄澄的鳳梨，光用看的就覺得很好吃，我聞到

番茄醬酸酸甜甜的味道，馬上拿了一片披薩，啊！發現太燙了，所以

只好放下來吹一吹，再一口一口地慢慢吃，吃一片還不夠，又再拿一

片。沒多久，我、于翔和他妹妹把披薩吃完了。 

    我自己做的披薩真是人間美味，吃過的人都說好吃，希望以後我

可以烤披薩給大家吃。 

                            戶戶戶戶    外外外外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王軍奕王軍奕王軍奕王軍奕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王世宏王世宏王世宏王世宏 

     十二月十五日學校舉辦戶外教育，全校師生好早好早就來學校等

遊覽車，我好期待去台南市。 

    首先，我們來到「政大書城」，一走到地下室，我看見了五花八

門的書籍，有小說、漫畫，還有我最喜歡的迷宮書。我買了一本妖怪

迷宮，書裡有很多的妖怪和迷宮，迷宮裡有很多隱藏的圖案，我要介

紹的妖怪是撒旦，是住在地獄最深處的惡魔之王，它原本是天使，因

為反抗上帝而被打入地獄變成惡魔。 

    接著我們到中山公園吃午餐，我坐在椅子上吃著媽媽細心準備的

飯糰，吃得很快樂。休息一下後，再到兒童科學館，我們在積木之森

玩積木，我疊了火箭，還玩了科學遊戲，

認識了空氣浮力。 

    回家的路上，我載著滿滿的收穫回

家，原來書局可以很舒適，科學也可以很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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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學生作品 
我我我我    的的的的    相相相相    簿簿簿簿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陳宏銘陳宏銘陳宏銘陳宏銘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陳振茂陳振茂陳振茂陳振茂 

    我有一本正方形的相簿，封面是紅色的，有 Hello Kitty 的圖
案，一張張、一頁頁，都是我生活和成長的紀錄。 
    照片中的我才一歲，我們全家人去宜蘭玩，爸爸幫我和媽媽拍了
照片，我們坐在草皮上，我對著相機笑。 

    我還是寶寶的時候，高高牽著我站在沒有葉子的樹下拍
照，我們在那裡野餐，媽媽準備了豐富的點心，爸爸幫我拍下
喝牛奶的照片。 
    我有一張照片是幼稚園畢業的時候拍的，我們全校去高雄

的博物館看恐龍，我們看得很認真、很開心，看完還在外面的草坪上
吃午餐，下午回到學校還在操場上開同樂會，真是難忘的一天啊！ 
    我的相簿收集了我們全家人開心又有趣的生活故事。 

                        快快快快    樂樂樂樂    時時時時    光光光光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陳宏銘陳宏銘陳宏銘陳宏銘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陳振茂陳振茂陳振茂陳振茂    
     我的快樂時光是下課的時候和贊青玩追逐，以
及假日的時候全家一起去露營。 
    下課的時候，我常去找正傑和贊青去網球場玩
「鬼抓人」，我們玩到尖叫連連，尖叫聲大到辦公
室、幼兒園都聽得到，還影響到幼兒園小朋友的睡眠。   
    假日的時候，我們全家會和阿姨去山上露營，還爬到最頂端的景
觀台看風景、拍照，我最喜歡在山林間吃晚餐，感覺既舒服又浪漫。 
    快樂時光像熱騰騰的飯菜，也像溫暖的被窩，給我幸福的感覺、
美好的回憶。 

                            戶戶戶戶    外外外外    教教教教    學學學學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陳宏銘陳宏銘陳宏銘陳宏銘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陳振茂陳振茂陳振茂陳振茂    
    這一天早上，我們集合完就開心的浩浩蕩蕩坐上校車出發了。 
    首先我們到達「政大書城」，裡面有五花八門的書籍，木板區有
木桌椅，首先裡面的大哥哥、大姊姊，先介紹他們在書店的工作性質
和書籍位置，我選了─交通工具迷宮，裡面介紹各種交通工具，這本
書看完之後，我還看了重機小百科。 
    我們再到中山公園吃午餐，那裡有一片綠油油的草地，還有一個
小舞臺，在樹下野餐很涼快，接下來我們到了兒童科學館，我們三~
六年級到四樓做了空氣火箭。 
    最後我們到對面 321 巷看文創藝術作品，在那邊老師也幫我們拍
了很多照片，那邊有古老的房子，也有人在拍畢業照、拍影片。 
    這一天我學到很多也玩得很開心，玩得很盡興，我更學到空氣火
箭的原理，還帶回我最喜歡的書，這趟旅行真好玩！ 



    
 

 

後港 107-2~107-6 超強  12  

         四甲學生作品  

蘋蘋蘋蘋            果果果果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周正傑周正傑周正傑周正傑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周文泰周文泰周文泰周文泰    

吃起來酸酸甜甜， 

      摸起來平平滑滑。 

        聞起來清香四溢， 

它穿著紅禮袍，媽媽切了一盤， 

我一口又一口，滿肚子的蘋果。 

            葡葡葡葡            萄萄萄萄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杜欣諠杜欣諠杜欣諠杜欣諠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杜清琳杜清琳杜清琳杜清琳    

一串串的葡萄 

彷彿是一顆顆紫色的彈珠 

果肉又像軟糖一樣軟 

香甜多汁  營養滿分 

放進冰箱成了我最愛的零嘴 

                        苦苦苦苦                瓜瓜瓜瓜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郭恩佑郭恩佑郭恩佑郭恩佑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郭蔚文郭蔚文郭蔚文郭蔚文    

切開苦瓜 ㄅㄧ ㄅㄧ ㄅㄛ ㄅㄛ 

外皮凹凸起伏  摸起來一粒一粒的 就像雞皮疙瘩 

 臭臭的味道不討喜  媽媽的巧手  變出梅漬苦瓜好滋味 

    山山山山        藥藥藥藥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陳贊青陳贊青陳贊青陳贊青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陳進聰陳進聰陳進聰陳進聰    

一根長長的拐杖 

有白色的 

也有紫色的 

長相雖難看 

媽媽煮了一碗湯 

讓它華麗變身 

那軟綿綿的味道 

令我好著迷 

苦苦苦苦        瓜瓜瓜瓜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許喆嘉許喆嘉許喆嘉許喆嘉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許敏郎許敏郎許敏郎許敏郎    

一條條的苦瓜  細皮嫩肉 

卻被蚊子叮了滿身包 

媽媽施了魔法 

苦瓜炒鹹蛋  滿足我的味蕾 

                        洋洋洋洋                蔥蔥蔥蔥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許茹茵許茹茵許茹茵許茹茵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許艷成許艷成許艷成許艷成    

它 穿著一層層的衣服 

   切開它、剝開它   你會流眼淚 

   將它與果醋涼拌   就是盛夏的美味餐點 

葡葡葡葡        萄萄萄萄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陳以叡陳以叡陳以叡陳以叡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陳文洲陳文洲陳文洲陳文洲    

藤上有一串串的葡萄 

啵啵啵  脫下了皮 

露出透白的肉 

酸酸甜甜的好滋味 

令我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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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巫同學幫幫忙女巫同學幫幫忙女巫同學幫幫忙女巫同學幫幫忙》》》》讀後感讀後感讀後感讀後感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許喆嘉許喆嘉許喆嘉許喆嘉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許敏郎許敏郎許敏郎許敏郎    

    我要介紹的書是《女巫同學幫幫忙》，這本書的作者是張
子寅，出版社是文房社，這是一本又有趣又搞笑的書。 
    書的主角是甄泰健和賈煌尚，他們是同學、朋友，彼此還
有一段遙遠的血緣關係，而女巫是張熙倩，還有其他人物，賈
木昆、甄神等等，主角的共通性格是笑料製造機一族。 

    我覺得第一有趣的是一開始罰站的那一段，因為這個夢境是由許
多地點組合的，像是在太空船、沙漠、戰場……等，令人眼花撩亂；
第二個有趣的是「正義陣線聯盟」那一章，因為有一次，他們用三秒
膠黏鑰匙孔的時候，突然汽車的警報器就響了，只好趕快逃之夭夭；
第三有趣的是賈圖斐身高一百九十公分，卻連一隻蟑螂都可以怕到昏
倒，這實在叫人捧腹大笑。 
    我覺得「正義陣線聯盟」這一章裡面做的事有些超過，像是在湯
裡面加青蛙乾，用三秒膠黏鑰匙孔，這些事若在現實生活中發生就太
不妥當囉！ 最後，賈煌尚在期末考的時候不讀書，就算有讀也只是
隨隨便便的看過，而且都不會緊張，也不在意成績，凡事「剛剛好」
就好，哈！這跟我真的一模一樣。 

下下下下            雨雨雨雨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杜欣諠杜欣諠杜欣諠杜欣諠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杜清琳杜清琳杜清琳杜清琳    

    烏雲婆婆發現已經這麼晚了，太陽公公怎麼還沒出來上班，便打
了通電話，原來他生病了，需要她來代個班。 
    雨來了，外面下著傾盆大雨，敲打在屋頂上，發出「咚！咚！
咚！」聲響，許多的雨滴掉落到地面上「滴答！滴答！滴答！」聲音
交錯在一起，就像大自然的交響曲，讓我聽了煩惱一掃而空。 
    雨來了，小雨滴跳落到地面上，小草們和花兒們高興的歡呼著，
也開始玩起水來，重振精神的他們讓大地更顯生機。 
    雨來了，街上的行人接二連三的打開一朵朵傘花，沒
帶傘的，只能認命的躲雨，免得被淋成落湯雞，小雨滴笑
著看著那些慌張的人們。 
    雨停了，太陽公公帶著彩虹妹妹出來，讓辛苦的烏雲
婆婆休息去，彩虹高高掛在清朗的天空中，病好的太陽公公望著彩虹
妹妹，笑得更燦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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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藍鵲的自述台灣藍鵲的自述台灣藍鵲的自述台灣藍鵲的自述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許茹茵許茹茵許茹茵許茹茵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許艷成許艷成許艷成許艷成    

    我住在臺灣的山區，環境優美，原本過著無拘無束的生活，但被
帶來臺北動物園後，變得一點也不自由。 
    我有長長的尾巴，所以又被稱為「長尾山娘」。我的羽毛幾乎都
是蔚藍色，還是臺灣特有種，所以名字才叫做臺灣藍鵲。我有一個妹
妹，我們總是形影不離，吃飯、玩樂、休息等都在一起，我們感情很
好，後來我們分離了，我過得寂寞又孤單。是幸運還是不幸？沒想
到，我和妹妹重逢在動物園裡。 
    在這裡，活動被侷限在小小的空間，很受拘束，幸虧還有很多同
伴能陪我聊天，至少過得還算開心。每天吃完早餐後，我會和妹妹一
起去運動，再找朋友聊天。有一天，妹妹無奈的
說：「每天過著一成不變的生活，好無聊哦！」
「唉！只能認命了。」我搖搖頭說。 
    「真希望能夠回到美麗的故鄉。」我和妹妹
異口同聲說：「時時刻刻自由自在的飛翔！」我們
一塊向老天祈求，讓我們回到思念的家鄉。 

                            台灣藍鵲的自述台灣藍鵲的自述台灣藍鵲的自述台灣藍鵲的自述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郭恩佑郭恩佑郭恩佑郭恩佑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郭蔚文郭蔚文郭蔚文郭蔚文    

    我是ㄧ隻臺灣藍鵲，原本住在山上的樹林裡，過著無憂無慮的生
活，但是，自從被捕抓來動物園以後，我每天都過得很不快樂。有一
天，我找到了我以前的好朋友－白兒，我非常高興，每天跟牠一起吃
喝玩樂，像在山林裡一樣自由自在。 
    我是雜食性動物，特別喜歡吃螳螂和蟋蟀，我的特色是尾巴很
長、體色鮮豔。我的家人有：爸爸、媽媽、和妹妹，我們常會到各個
地方玩耍和探險。記得有一次，我們到小河邊喝水，妹妹潑了我一身
水，大笑：「哈哈哈！你全身都濕透了吧！」，我們繼續探險玩樂，直
到天黑才回家。 
    來到動物園時，因為我是唯一的臺灣藍鵲，所以，被關在一個很
小的籠子，被好多人觀賞著，「要是我能像你們一樣逍遙自在就好
了。」我常對其他在鳥園裡飛舞的鳥兒說，「我們反倒是希望和你一
樣，吸引大家的目光…」牠們也會開玩笑回應「這樣動物園老闆就會
多給我們一點食物，讓我們吃得更飽了。」 
    我希望能再見到山林裡的朋友們，與他們分享我在動物園裡遇見
的所有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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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巫同學幫幫忙女巫同學幫幫忙女巫同學幫幫忙女巫同學幫幫忙》》》》讀後感讀後感讀後感讀後感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許茹茵許茹茵許茹茵許茹茵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許艷成許艷成許艷成許艷成    

    我在寒假看了一本書–《女巫同學幫幫忙》，作者是張子寅，出
版社是文房社，我覺得這是一本搞笑的書。 
    這本書的主角是甄泰健、賈煌尚、張熙倩，配角則是甄神、賈木
昆、賈圖斐等，我覺得泰健和煌尚一搭一唱的，很逗趣。 
    我覺得第一有趣的是賈圖斐，他雖然身材高大、壯碩，卻被蟑
螂嚇到昏倒；第二有趣的是泰健和煌尚想要永遠長不大，所以決
定去張熙倩家偷書，結果他們偷到瀉藥百科全書，就這樣吃了
六天，最後就住院了；第三有趣的是他們的作弊方法，他們求
文昌帝君保佑，結果所有科目都零分。 
    我覺得「正義陣線聯盟」做的事有點超過，而且他們口中的「正
義」好像不是真正的「正義」，因為用三秒膠填滿機車的鑰匙孔、用
釘子刺破汽車的輪胎和把青蛙乾丟到牛肉湯裡，這些都很過分。 
    我跟泰健一樣，段考前都沒有讀書，頂多看一下自然、國語，到
學校再用短短幾分鐘來複習，把一些基本的看一看，剩下的就靠運
氣，賭一賭，僥倖的看看上天有沒有眷顧我？ 

非洲象的自述非洲象的自述非洲象的自述非洲象的自述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陳贊青陳贊青陳贊青陳贊青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陳進聰陳進聰陳進聰陳進聰    

    我是從非洲被載過來的非洲象，到了臺灣才發現這裡的氣候十分
炎熱，這種天氣非常適合我減肥，因為我太笨重了，目前我居住在臺
北動物園。 

    我是草食性動物，性情溫和，可以跟其他小動物住在
一起；我的外形看起來很龐大，行動又笨重，所以，有些
調皮的小伙伴常把我當成溜滑梯；有一些人會嘲笑我們
重，但是，媽媽鼓勵我：「“重”就是大象的特色！」要我
提起精神來；我的習性是「日習性」，習慣在早上活動。 

    我平時都會跟爸爸、媽媽、朋友們聚集在一起，散步或探險，但
有時候我會睡過頭，「寶貝，你知道現在幾點嗎？」爸爸就會這樣呼
喊我；我和朋友無聊時，會在水池裡玩水，或者用鼻子勾住腐爛的樹
枝，把它當成劍來「打仗」，看誰先認輸為止。 
    我希望大家都能過著平安的日子，也能受觀眾們的歡迎與愛戴，
如此一來，遊客玩得盡興，動物園也會變得更有名，「好開心啊！」
爸爸歡呼著：「我們來慶祝一番。」我們將永遠幸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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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下下下            雨雨雨雨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杜欣諠杜欣諠杜欣諠杜欣諠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杜清琳杜清琳杜清琳杜清琳 

    一早，烏雲婆婆急忙打電話給太陽公公：「太陽啊！你怎麼還沒
起床？」太陽公公回答道：「烏雲，妳今天能幫我代班嗎？我生病
了。」烏雲婆婆答應了。 
    雨來了，一個接著一個的小雨滴們，手舞足蹈的跳入乾涸的農田
裡，「淅瀝淅瀝！」植物們大口大口的喝著水，解了渴心滿意足的笑
著，我真替那些植物感到開心。 
    雨來了，如豆子般大小的士兵們，奮力的往下飛，飛落在鐵皮屋
上，「答答！答答！」「咚！咚！咚！」大自然的交響樂真是悅耳，讓
我聽得如癡如醉。 
    雨來了，街上開滿了一朵朵形形色色的傘花，就像一幅
會行走的彩色抽象畫。有些行人匆匆忙忙，有些行人從容不
迫，還有貪玩的小孩踩著水窪，把身上濺濕了。 
    雨停了，太陽公公露了臉，烏雲婆婆說：「太陽，你終於
來了，我正想回去休息呢！」「謝謝妳今天幫我代班！」太陽公公笑
著說。這時，彩虹姐姐出現了，她就像一道七彩的拱門，引領著群鳥
飛向希望。 

            《《《《女巫同學幫幫忙女巫同學幫幫忙女巫同學幫幫忙女巫同學幫幫忙》》》》讀後感讀後感讀後感讀後感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陳贊青陳贊青陳贊青陳贊青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陳進聰陳進聰陳進聰陳進聰    
    今天我要介紹一本書，就是《女巫同學幫幫忙》，這本書
的作者是張子寅，出版社是文房社，這是一本很有趣的書。 
  書中主角的名字很「諧音」，一個叫煌尚、一個叫泰健，

他們兩個是好朋友，還有一個女主角叫張熙倩，他們為了除暴安良，
組成了一個「正義陣線聯盟」。                            
  煌尚和泰健很討厭老周牛肉麵，他們認為就是有老周牛肉麵這種
仗勢欺人的惡魔黨，社會才會紛亂，所以正義陣線聯盟就派上用場
了，只是老周牛肉麵力量太大了，他們根本打不過，這時，他們想找
女巫，也就是張熙倩來幫忙。之後，他們不但刺破車輛輪胎、還拿三
秒膠填滿鑰匙孔，還有破壞陳列在違規地區的一一物品……終於，他
們做的事，被發現了，他們兩個即將被送到少年輔導院了。 
    在書裡，他們覺得期末考很可怕，這個跟我一模一樣，要是沒考
好，一定會被罵到臭頭，而且還要被修理，就像被判無期徒刑一樣。 
我覺得這本書跟我們的生活很相近，像泰健的爸爸很愛吹牛，跟我的
爸爸根本是同一國的，真的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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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甲學生作品 
                             

  

 

                企鵝的自述企鵝的自述企鵝的自述企鵝的自述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李亭萱李亭萱李亭萱李亭萱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李世和李世和李世和李世和    

    我原居住在南極，是一個很冷的地方，有很多冰山，常和朋友玩
躲貓貓，也常常下水游泳比賽，住在這裡讓我覺得很幸福。 
    我的個性活潑、好動，每一天都最早起床，和伙伴去抓魚，吃飽
後就去玩一些有趣的遊戲，我幾乎每次都勝利，所以被大家稱「遊戲
王」；我還是捕魚高手，鄰居看到我為家人抓食物，都會說我是一個
孝順的小孩。 
    有一天，有幾個人類拿了麻醉槍射擊了我和朋友，我們就來到了
一個島，這裡對我來說真的很小，從此我們不用像以前一樣辛苦抓
魚，只要聽到飼養員說：「來吃飯了。」就可以飽餐一頓。平時，我
們還是可以像以前一樣玩遊戲，「其實這裡不錯啦！只是空間太小
了。」一隻企鵝這樣講。 
    我希望我們住的台灣再冷一點，空間再大一點，我的願望如果實
現了，就不會每一天想著逃跑，會乖乖的待下來。     

            芒芒芒芒            果果果果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李亞侖李亞侖李亞侖李亞侖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李尤群李尤群李尤群李尤群    

夏天是芒果的季節 

在樹上由綠變黃 

拿起來沉沉的 

吃起來軟軟的 

聞起來香香的 

芒果刨冰我最愛 

            鳳鳳鳳鳳            梨梨梨梨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李亭萱李亭萱李亭萱李亭萱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李世和李世和李世和李世和    

鳳梨是頭髮刺又翹的戰士 

脫掉盔甲 

有著金黃色的身體 

特別的酸味 

酸到舌頭破洞了 

拿它來料理 

鳳梨蝦球是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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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甲學生作品 

  童童童童    年年年年    CCCC    DDDD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蘇昱安蘇昱安蘇昱安蘇昱安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蘇榮文蘇榮文蘇榮文蘇榮文 

     
        我的偶像我的偶像我的偶像我的偶像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吳秉宸吳秉宸吳秉宸吳秉宸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吳銘輝吳銘輝吳銘輝吳銘輝 

    你有偶像嗎？如果有，你崇拜他什麼地方呢？我有偶像，而他是
林俊傑，我很崇拜他是因為他的每首歌幾乎都是自己創作的，每首歌
背後也都有個故事，歌詞更有許多涵意，讓歌曲不只是歌曲。 
    林俊傑其實有優沃的家世背景，爸爸是新加坡最大的電信公司的
股東之一，媽媽是美國一間石油公司的亞洲代理人，許多人說他其實
不需要當歌星就可以很有錢，而他當歌星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 
    林俊傑一開始走這條路並沒有很順利，他在二零零七年正式出
道，發行首張專輯「樂行者」，雖然大受好評，但沒有公司要和他簽
約，直到二零一一年才和華納音樂簽約，而他在第十四屆金曲獎獲得
最佳新人獎，也在第二十七屆金曲獎獲得最佳男歌手獎和最佳作曲人
獎，隨後發行的「修煉愛情」和「不為誰而做」兩首歌都榮獲佳績。 
    我認為林俊傑的創作精神很好，他把自己的故事寫成一首歌，而
且他很努力，即使到了半夜還在想歌要怎麼寫，我很崇拜他，而林俊
傑也改變了我對創作的想法，也開始想要創作，雖然還沒寫完，也有
許多語句不順，但我會持續努力，彌補自己的缺點。 
    從今以後，我勉勵自己做什麼都要努力，像林俊傑一樣，堅持下
去，總有一天會成功。 

第三首第三首第三首第三首    播放著「我們青春」 
時間過得很慢 
功課變多、變困難 
希望畢業那一天 

第六首第六首第六首第六首    播放著「多想留在你身邊」 
最後幾張考卷 
一句「珍重再見」 
結束了六年的生活 

第四首第四首第四首第四首    播放著「追光者」 
認識了新朋友「壓力」 
補習班單字背不完 
學校功課寫不完    

第一首第一首第一首第一首    播放著「兩隻老虎」 
第一次來到陌生的環境 
懵懂無知 
陌生的臉孔令人緊張 

第二首第二首第二首第二首    播放著「四季──春」 
開始認識新朋友 
每天都過著快樂的日子 
沒有任何煩惱 

第五首第五首第五首第五首    播放著「後來的我們」 
時間飛呀飛 
一轉眼就要畢業了 
大家都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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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忘的菜色難忘的菜色難忘的菜色難忘的菜色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黃黃黃黃    妍妍妍妍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許艷成許艷成許艷成許艷成 

    什麼樣的菜色讓我吃了十分難忘？它們吃下去味道如何？為什麼
令我難忘呢？嗯……容我想想。 
    第一道令我難忘的菜色名叫「牛巴」，你們是不是很疑惑，「牛
巴」是什麼呀？這食物一定很少人聽過，「牛巴」它是大陸廣西的風
味小吃，它更是外婆的拿手菜。我從小吃到七歲，真的十分好吃，有
點咖啡色、油亮，肉質有嚼勁，齒頰留香，那滋味，真令人想一吃再
吃。但自從來臺灣後，就吃不到了，常常會想起外婆炸牛巴的樣子，
也想念外婆店裡的食物，我的腦海裡盡是「牛巴」的好滋味。 

    第二道令我難忘的是「蛋炒飯」，因為它是我做的第
一道料理，也是現在大人不在時，我經常會做來當午餐的
料理，我吃過很多人做的蛋炒飯，爸爸、媽媽，舅舅……
等，其中最令我難忘的是媽媽做的蛋炒飯。媽媽的手藝很
好，但由於上班的緣故，媽媽很少回來，所以很少吃到她

做的菜，所以當我在做蛋炒飯時，會想起之前媽媽每天在家煮飯的日
子，就是我難忘的理由。 
    每個人心中都有幾道難忘的菜色，而你想要創造屬於自己的菜色
嗎？ 

        我我我我    的的的的    偶偶偶偶    像像像像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劉雨珊劉雨珊劉雨珊劉雨珊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劉家成劉家成劉家成劉家成 

    你有偶像嗎？我有，他是誰呢？他是昆蟲界的魔術師──法布
爾。 
    法布爾十分厲害，對事物的觀察十分入微，而且他把一生都用觀
察上，對植物學的貢獻極大，並寫了「昆蟲記」整整十卷，也到許多
學校教書。另外，他還從紅根藤的根提煉一種純粹的紅色素，因而獲
得獎項。法布爾看似有些頑固，但做起事來充滿幹勁和毅力。 
    法布爾為了研究昆蟲而去撿馬糞的精神，令我十分敬
佩，因為他為了夢想和興趣，不怕大家的嘲笑。以前的我
相當在意大家的眼光而不敢去做一些事，看到法布爾的精
神後，現在的我才發現，其實我不必在意別人怎麼想、怎
麼看我，只要勇敢去追求夢想就行了。 
    每個人喜歡的偶像都不同，各有各的優缺點，值得我
們去學習與仿效，現在的我，努力再努力，為未來向前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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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    的的的的    偶偶偶偶    像像像像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陳佳妤陳佳妤陳佳妤陳佳妤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陳建章陳建章陳建章陳建章 

    你是否有喜歡的偶像？是明星？還是偉人？ 
    我的偶像是南丁格爾，她從小心腸慈善，一心想要獻身做看護病
患的工作，可是始終都得不到父母的同意。後來克里米亞發生戰爭，
因此南丁格爾去戰場當看護，她日以繼夜的照顧那些受傷的士兵，還
克服重重的困難，改善醫院的設施，她把她的一生給了病人。 
    我覺得她非常偉大，很少人會到戰場工作，更何況是在那兒當護
士，每天都有士兵需要療傷，所以工作肯定累，可是南丁格爾居然不
怕累，繼續照顧那些受傷的士兵，正如人家所說的：「有錢出錢，有
力出力。」就算沒有錢也可以出到力，用行動去溫暖別人，才是最好
的選擇。 
    以前的我很少去幫助別人，現在因為南丁格爾而變成
是一個愛幫助其他人的女孩，我很感謝她，如果沒有她，
我也不會常去幫助其他人或做善事，未來我還會做更多善
事。 

             我我我我    的的的的    偶偶偶偶    像像像像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陳吟旻陳吟旻陳吟旻陳吟旻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陳嘉玟陳嘉玟陳嘉玟陳嘉玟 

    你有偶像嗎？你的偶像是明星還是偉人呢？我的偶像是
居禮夫人，她是一名偉大的科學家。 
    居禮夫人從小就非常聰明，四歲時就會認字，上學之後
各科都是全班第一，但幾年後，她的大姊、母親卻過世了，
家裡經濟也沒那麼好了，因為她居住的華沙被俄國統治，經
過朋友介紹她認識了皮耶，交往幾年後，兩人在小小的實驗
室裡發現了釙、鐳，一開始沒有人相信，他們想盡辦法證
明，後來皮耶過世了，居禮夫人仍然保持對科學的熱愛與執
著，因此她成為唯一獲得兩次諾貝爾獎的人。 

    我認為居禮夫人很勇敢，才十幾歲她就去當家庭教師，為了籌措
自己和姐姐的大學學費，這一點讓我很欽佩，而她不放棄的精神也讓
我有所改變，以前的我遇到一、兩次失敗就會完全放棄，現在的我，
為了目標會一直嘗試，不再輕易放棄，直到成功為止，這樣才能讓自
己不斷的進步。 
    每一個人的偶像不同，要學習的地方也不同，偶像之於我的重要
在把自己的缺點、壞習慣改掉，成就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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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英語單字王恭喜英語單字王恭喜英語單字王恭喜英語單字王~~~~努力背單字努力背單字努力背單字努力背單字!!!!!!!!    說故事比賽說故事比賽說故事比賽說故事比賽，，，，小小評審團請給分小小評審團請給分小小評審團請給分小小評審團請給分!!!!    

 
 

六年級介紹閩南語每週一句六年級介紹閩南語每週一句六年級介紹閩南語每週一句六年級介紹閩南語每週一句    宣導勤洗手常保健康宣導勤洗手常保健康宣導勤洗手常保健康宣導勤洗手常保健康    

 
 

3333 月說故事比賽大家表現都很棒月說故事比賽大家表現都很棒月說故事比賽大家表現都很棒月說故事比賽大家表現都很棒！！！！    小小評審請講評小小評審請講評小小評審請講評小小評審請講評~~~~很專業哦很專業哦很專業哦很專業哦!!!!    

 

 

教務組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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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一句學英語每週一句學英語每週一句學英語每週一句學英語，，，，學生上台演出學生上台演出學生上台演出學生上台演出。。。。    高爾夫球教練指導如何正確拿球竿高爾夫球教練指導如何正確拿球竿高爾夫球教練指導如何正確拿球竿高爾夫球教練指導如何正確拿球竿    

 

 

 

語文競賽語文競賽語文競賽語文競賽，，，，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書法書法書法書法    圖書館挖寶圖書館挖寶圖書館挖寶圖書館挖寶，，，，老師說明挖寶主題老師說明挖寶主題老師說明挖寶主題老師說明挖寶主題————誠信誠信誠信誠信    

 
 

圖書館挖寶圖書館挖寶圖書館挖寶圖書館挖寶，，，，大家仔細的找哦大家仔細的找哦大家仔細的找哦大家仔細的找哦！！！！    圖書館挖寶圖書館挖寶圖書館挖寶圖書館挖寶，，，，你挑的書有被選中嗎你挑的書有被選中嗎你挑的書有被選中嗎你挑的書有被選中嗎????    

 

 

教務組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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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英語書車行動英語書車行動英語書車行動英語書車        可以讓外籍老師上課真有趣可以讓外籍老師上課真有趣可以讓外籍老師上課真有趣可以讓外籍老師上課真有趣    

 
 

三年級介紹閩南語每週一句三年級介紹閩南語每週一句三年級介紹閩南語每週一句三年級介紹閩南語每週一句    海龍哥哥宣導愛海親海環保議題海龍哥哥宣導愛海親海環保議題海龍哥哥宣導愛海親海環保議題海龍哥哥宣導愛海親海環保議題    

 
 

校內語文競賽得獎學生校內語文競賽得獎學生校內語文競賽得獎學生校內語文競賽得獎學生————查字典組查字典組查字典組查字典組    校內語文競賽得獎學生校內語文競賽得獎學生校內語文競賽得獎學生校內語文競賽得獎學生————字音字形組字音字形組字音字形組字音字形組    

 

 

教務組活動照片 



    
 

 

後港 107-2~107-6 超強  24  

    
 

 

 
 

兒童節闖關活動兒童節闖關活動兒童節闖關活動兒童節闖關活動--------CPR CPR CPR CPR 手臂要打直哦手臂要打直哦手臂要打直哦手臂要打直哦!!!!    兒童節闖關活動兒童節闖關活動兒童節闖關活動兒童節闖關活動————認真聽護士阿姨說明認真聽護士阿姨說明認真聽護士阿姨說明認真聽護士阿姨說明    

 
 

兒童節闖關活動兒童節闖關活動兒童節闖關活動兒童節闖關活動————認識健康食物認識健康食物認識健康食物認識健康食物    兒童節闖關活動兒童節闖關活動兒童節闖關活動兒童節闖關活動————英語單字對對碰英語單字對對碰英語單字對對碰英語單字對對碰    

 
 

兒童節慶祝活動兒童節慶祝活動兒童節慶祝活動兒童節慶祝活動————拔河比賽拔河比賽拔河比賽拔河比賽    兒童節慶祝活動兒童節慶祝活動兒童節慶祝活動兒童節慶祝活動--------一二煞一二煞一二煞一二煞!!!!一二煞一二煞一二煞一二煞!!!!    

 

 

教務組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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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節慶祝活動兒童節慶祝活動兒童節慶祝活動兒童節慶祝活動————全校吃牛排啦全校吃牛排啦全校吃牛排啦全校吃牛排啦！！！！    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呢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呢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呢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呢！！！！    

 
 

甜甜劇團到校演出甜甜劇團到校演出甜甜劇團到校演出甜甜劇團到校演出————體驗操偶體驗操偶體驗操偶體驗操偶    甜甜劇團到校演出甜甜劇團到校演出甜甜劇團到校演出甜甜劇團到校演出————快樂村傳奇快樂村傳奇快樂村傳奇快樂村傳奇    

 
 

木工創客木工創客木工創客木工創客 DIYDIYDIYDIY，，，，認真看老師示範認真看老師示範認真看老師示範認真看老師示範。。。。    認真切割屬於自己的木工創作認真切割屬於自己的木工創作認真切割屬於自己的木工創作認真切割屬於自己的木工創作    

 

 

教務組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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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工創客木工創客木工創客木工創客DIYDIYDIYDIY。。。。    六年級介紹閩南語每週一句六年級介紹閩南語每週一句六年級介紹閩南語每週一句六年級介紹閩南語每週一句    

 
 

四年級演出英語每週一句四年級演出英語每週一句四年級演出英語每週一句四年級演出英語每週一句。。。。    未來教育未來教育未來教育未來教育------------製作光劍製作光劍製作光劍製作光劍    

 
 

未來教育未來教育未來教育未來教育------------靜電靜電靜電靜電            看我的小球不會跑出去哦看我的小球不會跑出去哦看我的小球不會跑出去哦看我的小球不會跑出去哦！！！！    

 

教務組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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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慶祝活動母親節慶祝活動母親節慶祝活動母親節慶祝活動————六年級擔任主持人六年級擔任主持人六年級擔任主持人六年級擔任主持人    獻母親節卡片獻母親節卡片獻母親節卡片獻母親節卡片，，，，給媽媽一個愛的抱抱給媽媽一個愛的抱抱給媽媽一個愛的抱抱給媽媽一個愛的抱抱    

 
 

母親節暨親職活動母親節暨親職活動母親節暨親職活動母親節暨親職活動————親子窯烤披薩親子窯烤披薩親子窯烤披薩親子窯烤披薩    披薩出爐啦披薩出爐啦披薩出爐啦披薩出爐啦！！！！大口咬下去大口咬下去大口咬下去大口咬下去!!!!    

 
 

包芒果體驗包芒果體驗包芒果體驗包芒果體驗！！！！    細心的用袋子把芒果套起來細心的用袋子把芒果套起來細心的用袋子把芒果套起來細心的用袋子把芒果套起來！！！！    

 

 

教務組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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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全國偶戲比賽榮獲優等參加全國偶戲比賽榮獲優等參加全國偶戲比賽榮獲優等參加全國偶戲比賽榮獲優等    參加台南市成語競賽恭喜合格獎同學參加台南市成語競賽恭喜合格獎同學參加台南市成語競賽恭喜合格獎同學參加台南市成語競賽恭喜合格獎同學    

 
 

小學士小學士小學士小學士、、、、小碩士得獎的小朋友小碩士得獎的小朋友小碩士得獎的小朋友小碩士得獎的小朋友    榮獲閱讀小博士榮獲閱讀小博士榮獲閱讀小博士榮獲閱讀小博士，，，，不簡單哦不簡單哦不簡單哦不簡單哦！！！！    

  

智霸天下機器人挑戰賽智霸天下機器人挑戰賽智霸天下機器人挑戰賽智霸天下機器人挑戰賽────最佳自造獎最佳自造獎最佳自造獎最佳自造獎    
南科遠大機器人木板迷宮南科遠大機器人木板迷宮南科遠大機器人木板迷宮南科遠大機器人木板迷宮ArduinoArduinoArduinoArduino組組組組    

榮獲榮獲榮獲榮獲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教務組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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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給畢業生祝福與勉勵校長給畢業生祝福與勉勵校長給畢業生祝福與勉勵校長給畢業生祝福與勉勵    畢業生獻花給師長畢業生獻花給師長畢業生獻花給師長畢業生獻花給師長    

 
 

在校生列隊歡送畢業生在校生列隊歡送畢業生在校生列隊歡送畢業生在校生列隊歡送畢業生    畢業餐會畢業餐會畢業餐會畢業餐會！！！！    

 
 

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在校生為畢業生別胸花在校生為畢業生別胸花在校生為畢業生別胸花在校生為畢業生別胸花    校長帶領畢業生校長帶領畢業生校長帶領畢業生校長帶領畢業生，，，，感恩師長感恩師長感恩師長感恩師長    

 

教務組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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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坤龍老師到校指導陳坤龍老師到校指導陳坤龍老師到校指導陳坤龍老師到校指導    小朋友開心上課小朋友開心上課小朋友開心上課小朋友開心上課    

 
 

偉傑很專心上課偉傑很專心上課偉傑很專心上課偉傑很專心上課    軍奕認真做實驗軍奕認真做實驗軍奕認真做實驗軍奕認真做實驗    

   

會不會被電到啊會不會被電到啊會不會被電到啊會不會被電到啊？！？！？！？！    老師進行指導老師進行指導老師進行指導老師進行指導    

未來教育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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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漿動手做紙漿動手做紙漿動手做紙漿動手做    製作太陽能車製作太陽能車製作太陽能車製作太陽能車    

  

體驗手抄紙體驗手抄紙體驗手抄紙體驗手抄紙    在南科環教中心合影在南科環教中心合影在南科環教中心合影在南科環教中心合影    

  

熱烈討論中熱烈討論中熱烈討論中熱烈討論中    認真寫學習單認真寫學習單認真寫學習單認真寫學習單    

 

參觀南科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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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揮桿練習揮桿練習揮桿練習揮桿，，，，動作真標準動作真標準動作真標準動作真標準    洪洪洪洪于翔于翔于翔于翔爸爸指導學生練習爸爸指導學生練習爸爸指導學生練習爸爸指導學生練習    

  

幼兒園體驗高爾夫幼兒園體驗高爾夫幼兒園體驗高爾夫幼兒園體驗高爾夫    劉偉傑練習鐵桿劉偉傑練習鐵桿劉偉傑練習鐵桿劉偉傑練習鐵桿    

   

校園推桿比賽校園推桿比賽校園推桿比賽校園推桿比賽    參加擊遠比賽參加擊遠比賽參加擊遠比賽參加擊遠比賽    

 

高爾夫球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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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檢測游泳檢測游泳檢測游泳檢測    仰式教學仰式教學仰式教學仰式教學    

  

求生自救求生自救求生自救求生自救：：：：仰漂教學仰漂教學仰漂教學仰漂教學    韻律呼吸韻律呼吸韻律呼吸韻律呼吸：：：：熟悉水性熟悉水性熟悉水性熟悉水性    

   

教練示範動作教練示範動作教練示範動作教練示範動作    自由式姿勢教學自由式姿勢教學自由式姿勢教學自由式姿勢教學    

 

游泳教學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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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學成果發表合影遠距教學成果發表合影遠距教學成果發表合影遠距教學成果發表合影    學生表演歌曲學生表演歌曲學生表演歌曲學生表演歌曲    

  

與大學伴一起互動玩遊戲與大學伴一起互動玩遊戲與大學伴一起互動玩遊戲與大學伴一起互動玩遊戲    大小學伴相見歡大小學伴相見歡大小學伴相見歡大小學伴相見歡    

   

與大學伴一起互動玩遊戲與大學伴一起互動玩遊戲與大學伴一起互動玩遊戲與大學伴一起互動玩遊戲    遠距教學成果發表合影遠距教學成果發表合影遠距教學成果發表合影遠距教學成果發表合影    

遠距教學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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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資源再生中心做再生紙南科資源再生中心做再生紙南科資源再生中心做再生紙南科資源再生中心做再生紙    慶生會慶生會慶生會慶生會    

  

木工課程木工課程木工課程木工課程~~~~做手機架做手機架做手機架做手機架    成果故事互分享成果故事互分享成果故事互分享成果故事互分享    

 

未來教育未來教育未來教育未來教育----光劍課程光劍課程光劍課程光劍課程    游泳檢測游泳檢測游泳檢測游泳檢測    

一甲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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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國語國語國語：：：：聽內容畫圖畫聽內容畫圖畫聽內容畫圖畫聽內容畫圖畫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整理課文訊息整理課文訊息整理課文訊息整理課文訊息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18181818以內的減法積木操作以內的減法積木操作以內的減法積木操作以內的減法積木操作    美勞美勞美勞美勞：：：：動動瓢蟲動動瓢蟲動動瓢蟲動動瓢蟲    

  

美勞美勞美勞美勞::::圖畫吊飾圖畫吊飾圖畫吊飾圖畫吊飾    美勞美勞美勞美勞：：：：鱷魚磁鐵夾鱷魚磁鐵夾鱷魚磁鐵夾鱷魚磁鐵夾    

一甲課堂、美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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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校本課程校本課程校本課程～～～～彥欽外公家採收紅蘿蔔彥欽外公家採收紅蘿蔔彥欽外公家採收紅蘿蔔彥欽外公家採收紅蘿蔔    軍奕家烤肉趣軍奕家烤肉趣軍奕家烤肉趣軍奕家烤肉趣～～～～當我們同在一起當我們同在一起當我們同在一起當我們同在一起    

  

生活課程生活課程生活課程生活課程～～～～探索校園植物探索校園植物探索校園植物探索校園植物！！！！    親職教育親職教育親職教育親職教育～～～～家人同樂會家人同樂會家人同樂會家人同樂會    

  

木工創課木工創課木工創課木工創課～～～～DIYDIYDIYDIY 手機架手機架手機架手機架！！！！    未來教育未來教育未來教育未來教育～～～～製作光劍製作光劍製作光劍製作光劍    

二甲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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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14107031410703141070314參訪參訪參訪參訪南科環境教育南科環境教育南科環境教育南科環境教育館館館館    1070424107042410704241070424 參訪十三行倉庫與老師們合影參訪十三行倉庫與老師們合影參訪十三行倉庫與老師們合影參訪十三行倉庫與老師們合影    

 
 

1070425107042510704251070425淡水暮色下酷帥的留影淡水暮色下酷帥的留影淡水暮色下酷帥的留影淡水暮色下酷帥的留影    1070504107050410705041070504與光劍老師與光劍老師與光劍老師與光劍老師----陳坤龍合影陳坤龍合影陳坤龍合影陳坤龍合影    

   

1070508107050810705081070508 母親節活動母親節活動母親節活動母親節活動~DIY~DIY~DIY~DIY 披薩披薩披薩披薩    1070530107053010705301070530台南府城故事媽媽到校活動台南府城故事媽媽到校活動台南府城故事媽媽到校活動台南府城故事媽媽到校活動    

 

三甲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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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再生環工中心資源再生環工中心資源再生環工中心資源再生環工中心----我是環保小尖兵我是環保小尖兵我是環保小尖兵我是環保小尖兵    甜甜劇團蒞校演出甜甜劇團蒞校演出甜甜劇團蒞校演出甜甜劇團蒞校演出    

  

ㄅㄨ！ㄅㄨ！英語行動車又來囉英語行動車又來囉英語行動車又來囉英語行動車又來囉！！！！    主題書展主題書展主題書展主題書展----從閱讀看世界從閱讀看世界從閱讀看世界從閱讀看世界    

  

未來小子未來小子未來小子未來小子----未來教育光劍課程未來教育光劍課程未來教育光劍課程未來教育光劍課程    智霸天下機器人挑戰賽智霸天下機器人挑戰賽智霸天下機器人挑戰賽智霸天下機器人挑戰賽----最佳自造獎最佳自造獎最佳自造獎最佳自造獎    

 

四甲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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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甜劇團粉墨登場甜甜劇團粉墨登場甜甜劇團粉墨登場甜甜劇團粉墨登場    VRVRVRVR 體驗之體驗之體驗之體驗之「「「「我快掉下去啦我快掉下去啦我快掉下去啦我快掉下去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登龍海號遊國境之西登龍海號遊國境之西登龍海號遊國境之西登龍海號遊國境之西────無人島冒險記無人島冒險記無人島冒險記無人島冒險記    

    

小小旗手實習中小小旗手實習中小小旗手實習中小小旗手實習中！！！！    幫畢業生別胸花幫畢業生別胸花幫畢業生別胸花幫畢業生別胸花，，，，珍重珍重珍重珍重、、、、再見再見再見再見~~~~    

 

五甲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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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坐船遊潟湖坐船遊潟湖坐船遊潟湖坐船遊潟湖    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我們都是烤蚵達人我們都是烤蚵達人我們都是烤蚵達人我們都是烤蚵達人！！！！    

  

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來看看我做的再生紙吧來看看我做的再生紙吧來看看我做的再生紙吧來看看我做的再生紙吧！！！！    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十三行博物館十三行博物館十三行博物館十三行博物館，，，，我來啦我來啦我來啦我來啦！！！！    

  

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一起來坐動物園小火車囉一起來坐動物園小火車囉一起來坐動物園小火車囉一起來坐動物園小火車囉！！！！    木工課程木工課程木工課程木工課程：：：：一起當個一起當個一起當個一起當個MakerMakerMakerMaker！！！！    

六甲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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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齊聚黑琵學會齊聚黑琵學會齊聚黑琵學會齊聚黑琵學會    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用望遠鏡觀察白鷺鷥用望遠鏡觀察白鷺鷥用望遠鏡觀察白鷺鷥用望遠鏡觀察白鷺鷥    

  

豐盛的兒童節大餐豐盛的兒童節大餐豐盛的兒童節大餐豐盛的兒童節大餐    祝小太陽兒童節快樂祝小太陽兒童節快樂祝小太陽兒童節快樂祝小太陽兒童節快樂！！！！    

  

學習成果展學習成果展學習成果展學習成果展----初登大舞台初登大舞台初登大舞台初登大舞台！！！！    學習成果展學習成果展學習成果展學習成果展----《《《《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愛我的人們愛我的人們愛我的人們愛我的人們    

幼兒園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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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自理生活自理生活自理生活自理----專注地撥蛋殼專注地撥蛋殼專注地撥蛋殼專注地撥蛋殼    生活自理生活自理生活自理生活自理----我會穿脫衣物我會穿脫衣物我會穿脫衣物我會穿脫衣物    

  

生態體驗生態體驗生態體驗生態體驗----這是南瓜這是南瓜這是南瓜這是南瓜！！！！    體能活動體能活動體能活動體能活動－－－－我們是活力十足的小太陽我們是活力十足的小太陽我們是活力十足的小太陽我們是活力十足的小太陽！！！！    

  

閩南語教學閩南語教學閩南語教學閩南語教學----唸謠唸謠唸謠唸謠《《《《搖嬰仔歌搖嬰仔歌搖嬰仔歌搖嬰仔歌》》》》    閩南語教學閩南語教學閩南語教學閩南語教學----朗朗上口朗朗上口朗朗上口朗朗上口《《《《白鷺鷥白鷺鷥白鷺鷥白鷺鷥》》》》    

幼兒園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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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團討主題團討主題團討主題團討----屋頂怎麼有顆鳥蛋屋頂怎麼有顆鳥蛋屋頂怎麼有顆鳥蛋屋頂怎麼有顆鳥蛋？？？？    娃娃家娃娃家娃娃家娃娃家----八哥媽媽和白鷺鷥八哥媽媽和白鷺鷥八哥媽媽和白鷺鷥八哥媽媽和白鷺鷥    

  

美勞角美勞角美勞角美勞角----用黏土做瓢蟲用黏土做瓢蟲用黏土做瓢蟲用黏土做瓢蟲    美勞角美勞角美勞角美勞角----做綠色的樹給小鳥做綠色的樹給小鳥做綠色的樹給小鳥做綠色的樹給小鳥    

  

益智角益智角益智角益智角----來玩冰山企鵝來玩冰山企鵝來玩冰山企鵝來玩冰山企鵝    積木角積木角積木角積木角----把鳥巢送給外面的小鳥把鳥巢送給外面的小鳥把鳥巢送給外面的小鳥把鳥巢送給外面的小鳥    

 

幼兒園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