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七股區後港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校刊 

後港的每個孩子，都像是一顆種子， 

在校園中接受園丁的悉心灌溉與呵護， 

在愛與關懷中逐漸發芽、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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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愛在心田植愛在心田植愛在心田植愛在心田        歲末傳溫情歲末傳溫情歲末傳溫情歲末傳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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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末年終將至，106 學年度上學期亦將進入尾聲，感謝這段時間

認真付出的師長們，以及所有給予學校溫情協助的善心人士，讓後港

的孩子們浸潤在愛與關懷的友善環境中成長，在心田滋養著被愛與愛

人的萌芽種子，將感恩回饋之情散播出去，力行助人善行之舉。 

    期末的親師生們，共同經歷過許多多元豐富的教學活動，包含鄰

近國中的校慶運動會、展演節目與科學營等，讓高年級學生提早接觸

與認識下個求學階段，預做升學選擇與準備。 

    12 月份是個豐收與感恩的時節，在宇慶文化基金會的資助，和師

長的們精心安排下，全校親師生一同到政大書城、臺南公園及兒童科

學館，拓展跨領域選書閱讀、動植物生態闖關與科普教育之實作樂

趣，當親子共同閱讀一本優質好書、抬頭欣賞一棵參天老樹和協力動

手完成一項項的科學體驗時，就是生活中最平實動人的學習風景。 

    在學期初的開學典禮，校長邀請每位後港孩子設定下專屬個人的

學習目標，贈給孩子們一個自我期許與要求進步的動力方向盤，在聖

誕佳節時刻，當孩子們親手寫下「祈願卡」掛滿聖誕樹梢，一個個拿

麥克風大聲說出自己的目標達成進度，並樂意為家庭、學校和社會付

出與服務的心願，最後再從聖誕老公公手中接過禮物時，相信這份因

自我努力、持續進步與受到肯定，終能享受到的豐盛成果，會是每一

位參與其中的親師生們，心中珍貴難忘的動能與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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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感謝本校教育團隊盡心籌畫與執行，從聖誕歌曲的感恩點

播、聖誕鞋盒的愛心歡送、彩虹愛家公益團體「最好的師傅」品德戲

劇公演，到聖誕跳蚤市場義賣款項，全數捐贈給華山基金會協助獨居

老人的善行等，充分的帶給孩子們關於感恩、關懷、互助與奉獻之品

格教育，樣樣深具教育意義的佳節系列活動，足見後港師長們對這群

寶貝孩子們的愛之深、著力之殷切！ 

    另外，在臺灣偏鄉協會的資源挹注下，利用週末假日，校長帶領

親師生前往大遠百點影院觀賞「美力臺灣」3D 電影，享用聖誕大餐，

並進行府城古蹟巡禮，讓孩子們認識鄉土人物之美，培養愛護在地生

態之情，攜手歡渡美好的假日學習時光！也在 2017 年的最後一日，

在無懼寒流低溫，陪伴高年級親師生在觀海樓，以熱舞歡送七股最後

一道夕陽，迎接 2018 的來臨！      

    本學期最後一天上課日，大臺南家長協會寒冬送暖活動至校，惠

贈每一位孩子勵學紅包，祝福寶貝們過著好年，也為來年的學習加

油！期末的家長委員會授證典禮暨圍爐聚餐，是歲末圍爐，也是新年

團拜，大家歡聚相互感謝與祝賀，以喜悅與感恩的心，迎接農曆新年

的到來，邁向下學期的新里程！ 

    期許在新的學期，經由學校教育團隊的精心規劃，並持續整合外

界資源的力量，讓後港的每一位寶貝，都能平安健康、精彩學習、在

各方面都將更加益發成長與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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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後港後港後港後港大小事大小事大小事大小事    
 

 

 

 一、四年級健康檢查（107.12.12）。 

 親師生至大遠百威秀影城觀賞「美力臺灣」3D 電影、府城古蹟巡

禮。(106.12.23) 

 彩虹愛佳生命協會到校演出聖誕音樂劇（106.12.21）。 

 歡送最後一道夕陽～高年級到觀海樓表演（106.12.31）。 

 歡樂感恩聖誕週活動，展開祈願卡、感恩跳蚤市場、領聖誕鞋

盒、愛心捐款……等一系列活動（106.12.24-28）。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定期評量（107.1.11-12）。 

 主題書展—認識原住民，大家熱情參與 (107.1.16)。 

 期末體育競賽+紙影戲集訓熱身 (1071.18)。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結業式+南榮科大吳燕卿師生贈送勵學紅包

（107.1.19）。 

 107.1.22-24 補上下學期 (2/12-14) 的課程。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1/25 仿生科學營在頂山熱情展開。 

 2/7、8、9、12、13 共五天紙影戲團魔鬼集訓。 

 2/21 下學期開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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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6106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說故事比賽成績公布學年度第一學期說故事比賽成績公布學年度第一學期說故事比賽成績公布學年度第一學期說故事比賽成績公布    
日期 Excellent(超厲害) Good(不錯) Fair(還可以) 

11/14 陳贊青(9 個讚)  

陳郁旋(9 個讚) 

陳彥欽(6 個讚) 

黃妍(6 個讚) 

 

11/27 郭恩佑(9 個讚)  

劉雨珊(9 個讚) 
 李亭萱(3 個讚) 

12/12 
郭恩淇(9 個讚) 

許茹茵(6 個讚) 

陳佳妤(6 個讚) 
 

12/19 杜欣諠(9 個讚)  

陳吟旻(9 個讚) 
李亞侖(6 個讚)  

12/26  周正傑(6 個讚) 洪于翔(3 個讚) 
 

106106106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考成績公布考成績公布考成績公布考成績公布    
年級 成績優良 進步獎 

六年級 黃 妍 陳吟旻 蘇昱安  

五年級  李亞侖   

四年級 許茹茵 郭恩佑 許喆嘉 周正傑 

三年級  陳宏銘  杜侑陵 

二年級 陳彥欽 鄭瑋脩  洪于翔 

一年級 郭恩淇 黃靖淳  陳俊雄 
 

106106106106 學年度第一學年度第一學年度第一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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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王昭景 體育：陳佳妤  

五年級 國語：李亭萱   

四年級 體育：劉偉傑 視覺藝術：杜欣諠 電腦：陳贊青 

三年級    

二年級 英語：王軍奕 表演藝術：洪于翔  

一年級 視覺藝術：連卉晴 閩南語：陳依如  
 

 

教導處--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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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6106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學年度第一學期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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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瑋脩 王軍奕 劉偉傑 周正傑 陳贊青 王昭景 

    陳郁旋      

小碩士小碩士小碩士小碩士    郭恩淇 黃靖淳 連卉晴 陳彥欽 杜欣諠  

小博士小博士小博士小博士    陳吟旻 郭恩佑     
 

101010106666 學年度第一學期圖書室書籍學年度第一學期圖書室書籍學年度第一學期圖書室書籍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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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111 月月月月    
陳吟旻 

30 本 

劉雨珊 

19 本 

陳贊青 

19 本 

王軍奕 

16 本 

郭恩佑 

12 本 

 杜欣諠 

11 本 

鄭瑋脩 

11 本 

陳依如 

10 本 

洪于翔 

10 本 

連卉晴 

9 本 

12121212 月月月月 
陳吟旻 

38 本 

劉雨珊 

19 本 

鄭瑋脩 

15 本 

王軍奕 

13 本 

陳彥欽 

13 本 

 許茹茵 

13 本 

陳芊孝 

12 本 

黃靖淳 

11 本 

連卉晴 

10 本 

洪于翔 

10 本 

101010106666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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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111 月月月月 
鄭瑋脩 

111 分 

陳彥欽 

81 分 

郭恩淇 

57 分 

郭恩佑 

48 分 

陳吟旻 

42 分 

 
王軍奕 

39 分 

黃靖淳 

18 分 

   

12121212 月月月月    
陳彥欽 

165 分 

郭恩佑 

70 分 

郭恩淇 

57 分 

陳吟旻 

37 分 

鄭瑋脩 

27 分 

 杜欣諠 

24 分 

陳贊青 

18 分 

連卉晴 

12 分 

  

 

106106106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朗讀比賽學年度第一學期朗讀比賽學年度第一學期朗讀比賽學年度第一學期朗讀比賽成績公布成績公布成績公布成績公布    

年段 國語組 閩南語組 英語組 

高年級 陳吟旻 劉雨珊 李亭萱 劉雨珊 陳佳妤  從缺 吳秉宸 蘇昱安 

中年級 郭恩佑 陳宏銘  陳贊青 陳宏銘  郭恩佑 許茹茵  

低年級 郭恩淇 黃靖淳 鄭瑋脩 郭恩淇 鄭瑋脩 黃靖淳 鄭瑋脩 陳宏銘 陳彥欽 

      連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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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報告事項 
1.獲教育局補助「「「「106106106106 年度教學環境設備改善年度教學環境設備改善年度教學環境設備改善年度教學環境設備改善」」」」經費 93,000 元，購置、修繕環

境綠美化相關機具，增加草地操場養護之效能，提供學童運動時有一完整而

安全的軟性鋪面，並落實環境教育。 

2.獲教育局補助 99,800 元辦理「「「「106106106106 年度年底校園緊急修繕及設備改善計畫年度年底校園緊急修繕及設備改善計畫年度年底校園緊急修繕及設備改善計畫年度年底校園緊急修繕及設備改善計畫」」」」，

行政棟東側水溝加裝溝蓋、更換餐廳破損的輕鋼架板、修繕垃圾場鐵門，提

供幼童安全無虞的學習環境。 

3.獲教育局補助 281,600 元辦理「「「「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高爾夫運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高爾夫運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高爾夫運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高爾夫運動計計計計

畫畫畫畫」」」」，購置高爾夫球練習場、人工果嶺、推桿練習器、球桿等財物，預計 1月

底完成採購。讓學童體驗高爾夫球運動，學習相關技巧及規則，養成良好的

運動態度，亦提供學童多樣化的學習環境。 

4.獲教育局補助「「「「校園樹木修剪移除校園樹木修剪移除校園樹木修剪移除校園樹木修剪移除」」」」經費 85,000 元，修剪校園內的危險樹

木，營造優質安全的校園。亦對於校園整體植栽進行預防性的枝條修剪，使

學童能在安全無虞的環境中學習。  

5.獲教育局補助「「「「籃板架整修籃板架整修籃板架整修籃板架整修」」」」經費 19,600 元，修繕毀損之籃板與球柱防撞護

墊，提供安全而完善的體育器材設備，以提升學童體適能成效。 

6.獲教育局補助「「「「107107107107 年度裁併校學校交通車年度裁併校學校交通車年度裁併校學校交通車年度裁併校學校交通車」」」」經費 808,000 元，已完成招標程

序，由南台遊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得標，將於 107 年度繼續為學校及學童服

務，讓孩子們能平安上下學。 

總務處宣導事項 

◎請大家要正確的使用遊樂器材，再安全的設備，如果以錯誤或危險的方式來

使用、遊玩，仍很可能發生意外，使自己或他人受傷。並請大家要尊重別的

使用者，遊樂器材是學校的資產、設備，每位同學都有使用的權力，希望大

家使用時都能當個有品的使用者，要有尊重、禮讓的態度，並且注意不要做

出危險動作。 

家長會報告事項 

1.感謝陳嘉玟會長努力奔走，晶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於 12/17 捐贈本校經費

8000 元，將用於改善教學環境設備、學習相關活動上，提升學童的學習成

效，也希望同學們要知恩、感恩，將來也發揮愛心，回饋社會。 

2.感謝杜清琳副會長於 12/18 捐贈 4,000 元，贊助本校聖誕節系列活動經費，

讓活動內容更充實、豐富，使全體學童能快樂滿滿、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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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學生作品  
 

  

 

 

 

  

 

 

 

 

 

 

 

 

 

 

 

 

 

 

 

            芭比娃娃芭比娃娃芭比娃娃芭比娃娃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郭恩淇郭恩淇郭恩淇郭恩淇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郭蔚文郭蔚文郭蔚文郭蔚文    

芭比娃娃參加舞會 

可愛娃娃跳著舞 

一首一首又一首 

Do  Re  Mi 

Sol  La  Si 

溫暖的舞會中 

充滿了熱情 

            小烏龜小烏龜小烏龜小烏龜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連卉晴連卉晴連卉晴連卉晴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連啟明連啟明連啟明連啟明    

小烏龜，愛睡覺 

小小烏龜抱上床 

一隻一隻又一隻 

呼呼呼 

呼呼呼 

大大的房間裡 

睡滿了小烏龜 

            小蜻蜓小蜻蜓小蜻蜓小蜻蜓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黃靖淳黃靖淳黃靖淳黃靖淳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黃茂哲黃茂哲黃茂哲黃茂哲    

竹蜻蜓，會旋轉 

小小蜻蜓飛高空 

一隻一隻又一隻 

轉轉轉 

轉轉轉 

高高的天空中 

飛滿了小蜻蜓 

            芭比娃娃芭比娃娃芭比娃娃芭比娃娃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陳芊孝陳芊孝陳芊孝陳芊孝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陳明森陳明森陳明森陳明森    

芭比娃娃會跳舞， 

大大小小的芭比娃娃舉辦舞會。 

一個一個又一個， 

一二三， 

一二三， 

舞會的舞池中， 

舞著漂亮的娃娃們 

                                        我不會忘記我不會忘記我不會忘記我不會忘記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陳依如陳依如陳依如陳依如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陳俊雄陳俊雄陳俊雄陳俊雄    

喔喔喔，公雞叫了。媽媽搖搖我說，起床了，起床了！ 
 

噹噹噹，鐘聲響了。老師拍拍我說，依如，上課了！ 
 

有了媽媽、老師的提醒，我什麼都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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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學生作品 
我的相簿我的相簿我的相簿我的相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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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時光快樂時光快樂時光快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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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教學戶外教學戶外教學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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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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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學生作品 

                        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青鯤鯓輕旅行青鯤鯓輕旅行青鯤鯓輕旅行青鯤鯓輕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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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份的小朋友都喜歡校外教學嗎？沒錯，因為可以不用整天待
在教室裡上課，但是如果要有的吃又有的玩的話，恐怕只有後港國小
才有了。 

    這次的校外教學，我們要走訪青鯤鯓社區，體驗漁村的生
態。到了鯤鯓國小，我們先聽「鯤鯓囝仔-小小解說員」講解當
地的歷史和特產，這些小朋友解說的時候大方又穩重，完全不
會害怕，而講到地方特色美食時，我的口水都快流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去做蚵殼風鈴 DIY。蚵殼是漁村隨處可見的素材，
沒想到可以廢物利用，創作成美麗的風鈴。首先，我們把蚵殼黏在木
板上，當成黑面琵鷺的翅膀，再拿黑白兩色的黏土分別做成黑面琵鷺
的頭部、長嘴巴和腳，黏上去後就完成了。聽著風鈴清脆的噹噹聲，
感覺黑面琵鷺都快展翅飛翔了呢！ 
    下午的行程排得滿滿的，我們去了魚市場，看到許多當地人在
「喝魚啊」，也就是漁獲買賣，他們喊價都念得超級快，快到我根本
聽不清楚他們在念什麼，真佩服那些買魚的民眾。再來，我們去參觀
烏魚子工廠，老闆不但請我們吃烏魚子，還告訴我們烏魚子為什麼叫
做「烏金」，因為品質好又大的烏魚子可以賣到極好的價格，為漁民
的一年帶來好收益。沿路，我們還品嘗了當地的名產：虱目魚嶺、虱
目魚柳和蚵嗲，這些食材被炸得酥酥脆脆的，吃起來卡茲卡茲的，真
是人間美味啊！難怪有許多觀光客會遠道慕名而來。 
    這次的校外教學讓我收穫滿滿，不僅僅認識了漁村文化，還品嘗
了美味的小吃。我想感謝鯤鯓國小及社區民眾的熱情款待，更覺得能
夠在後港國小就讀真是有福氣啊！ 

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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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生活除了在學校，還會在哪裡呢？當然是在家裡。在家
裡，我會跟爸爸玩遊戲、跟堂妹出去找鄰居的狗玩、跟姊姊
聊天等。 
    下午放學回到家，我都跟堂妹一起玩，有時候沒注意時
間，就玩到太陽下山，當我要叫她回家時，她總是找藉口跟
我推託，哥哥要去練宋江陣、媽媽不在家或是家裡都沒人，
我只好動腦筋，找她喜歡的東西才能順利哄騙她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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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也會跟姊姊玩 uno、剪刀石頭布等遊戲，有時她要我幫
她拿飲料或零食，我如果說不要，她都說「拜託啦！」「幫忙拿一下
會怎麼樣，又不會少了一塊肉。」我就只好乖乖執行任務囉！ 
    我偶爾會幫媽媽的忙，有一次，媽媽要去買菜，我還在客廳看電
視，媽媽突然問我：「你好了沒？快一點。」我才慢慢的又有點不甘
心的把電視關掉，跟著媽媽去市場。 

    我的生活有時候甜，甜得像棉花糖一樣，有時候苦，苦得
像苦瓜一樣，不論什麼滋味，都是屬於我的家庭生活。 

我想對你說我想對你說我想對你說我想對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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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我想對你說：「您辛苦了！」自從我上了幼稚園，爸
爸就常常加班到凌晨三、四點，雖然沒有時間陪我，但我依然很愛
他，因為他是我最親愛的爸爸！ 
 媽媽，我想對您說：「謝謝您！」因為媽媽的付出，我有一個快樂
又熱鬧的家庭，讓我們三餐都溫飽，還為我們一家大小做了好多家
事，即使家事多到做不完，她也無怨無悔，我真心感謝媽媽。 
 周正傑，我想對你說：「你好棒！」記得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以為他什麼都不會，但是，現在我發現他的知識很豐富，我知道，他
永遠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妹妹，我想對你說：「你好兇！」每一次我跟她說去寫功課的時
候，她就會說：「要你管喔！」或者「好棒棒喔！」聽起來很刺耳，
但我拿她沒轍，就只能等媽媽回來處理了。 

我覺得如果要跟生命中對我有影響的人說句話，應該講不完，只
要時時刻刻有感激的心並適時回報就可以了。    

戶外教學戶外教學戶外教學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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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星期五，我們全校去戶外教學， 我帶著愉快的心情出發。 
    我們第一站到達的是政大書城，裡面有一處木板區，木板區還有
軟墊，坐起來很舒適。接下來我們花了將近一小時的時間挑書，我選
了一本有關臘腸狗的書：迷你臘腸小學堂，我挑這本書的原因是因為
我家有隻臘腸狗，所以我想要更加了解牠，說不定看完之後，我就成
了「臘腸狗小達人」。 
    之後，我們去中山公園吃午餐，吃完午餐就去兒童科學館 DIY
「空氣火箭」，「空氣火箭」的原理是靠空氣推進，把「箭」發射出
去，它製作的步驟是：先將塑膠瓶的瓶蓋黏上一根吸管，再拿一根較
粗的吸管套上去，把它裝得像火箭一樣，另一邊用膠帶黏住，再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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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吸管上面，只要擠壓塑膠瓶，像火箭的吸管就會發射出去，真有
趣。最後還去三二一巷藝術聚落，裡面是個藝術街道，還有八十年歷
史的日式建築，令我大開眼界呢！ 
    回家了，我真想讓時間停止，這樣就可以一直玩樂下去，還可以
體驗不同的藝術風情。 

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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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的生活除了在學校，還會在哪裡呢？當然是在家啊！我會
和家人一塊吃飯、看電影、打羽毛球……等，我喜歡和家人一起，因
為會有美好的時光。 
    有一次，哥哥和姐姐帶我去看電影，電影名稱是「聲之形」，我
覺得很好看，而且那是我第一次去電影院看電影，真的很謝謝哥哥姐
姐，讓我知道電影院是什麼樣子，以往同學聊起電影時，我都聽不太
懂，現在，我就明白了。 
    假日時，媽媽有空會陪我和姐姐打羽毛球，因為媽媽說要一起運
動，雖然我不太會打，但每次都滿身大汗，讓我覺得運動量應該足夠
了。 
    在涼爽的夏天午後，我和姐姐會一起騎腳踏車，我們會比
賽看誰最快到家。雖然不常和姐姐玩，但是我很開心，因為平
常沒人會陪我玩，而且自己騎腳踏車很孤單。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庭，每個家庭也都有不同的滋味，可能是溫
馨的、可能是樸實的，都有屬於自己的風格。 

 

                            我想對你說我想對你說我想對你說我想對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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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我想對你說：「謝謝您！」您常常煮飯、做家事，為我
們辛苦，為我們忙和照顧我們。 

    爸爸，我想對你說：「您辛苦了！」您每天都辛辛苦苦的上班賺
錢，假日還帶我們出去玩，為了陪伴我們而犧牲休息時間。 
    老師，我想對你說：「感謝您！」您每天都會教我們國語、數
學、社會……等相關知識，讓我學到許多原本我不知道的東西，也讓
我學會判斷是非對錯，「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不可以做。」我也期
許自己愈來愈進步。 
    劉偉傑，我想對你說：「謝謝你的陪伴。」因為你都會在下課時
間陪我到籃球場打籃球、到操場踢足球或是到遊樂場玩遊戲，你給了
我許多歡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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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正傑，我想對你說：「謝謝你借我東西。」你會在我忘記帶筆
的時候借我使用，我才能好好上課、好好寫字。 
    謝謝愛護我、照顧我、教導我、陪伴我的每一個人，我衷心感
謝！ 

    戶外教學戶外教學戶外教學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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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五，我們全校一起去戶外教學，我非常期待，因為學
校還辦了書香閱讀。 
    第一站，我們去了政大書城，那裡的木板區很乾淨，還有軟

墊，坐起來很舒服。我挑的書是崔大人駕到，因為我喜歡看小說，它
的故事性很豐富，而且這本書是一套三本的，於是我和同學一起合夥
選購。 
    之後，我們去中山公園吃午餐，吃完午餐後，就去兒童科學館
DIY，我們做的是「空氣火箭」，它的原理是我們擠壓空氣，然後空氣
的壓力會讓吸管飛出去，製作過程是：將塑膠瓶的瓶口上黏一支吸
管，再套上另外一支更粗的吸管，之後用膠帶封住吸管口，再裝飾一
下就完成了。因為剩下一些時間，所以我們去了二樓，那裡有很多的
科學小實驗。 
    今天過得好快哦！活動太好玩了，好希望可以再玩久一點，我最
喜歡的是在兒童科學館二樓玩小實驗，因為我喜歡科學，所以很感興
趣。 

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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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學生的我除了學校以外，還會在什麼地方呢？當然是在家裡
呀！在家裡，我會和妹妹打 Uno 牌，跟爸爸一起玩 wii，和媽媽一起
看英文書，我的家庭生活一點也不無聊。 
    我寫完功課後，通常會先和妹妹玩，我們有時候會玩桌遊，有時
候會玩玩具、有時候會玩電腦，但有時也會吵架，甚至會把對方的東
西用壞。 
    偶爾爸爸會讓我跟他一起玩 wii 裡面的「超級瑪麗歐」，我現
在玩到第六世界的第七關，每次只要有機會玩 wii、我都會非常的
開心，我很喜歡玩 wii，因為遊戲需要手腦並用，十分刺激。 
    如果回家的時間夠早，媽媽會陪我一起讀英文書：我非常喜歡 I 
am water 這一系列的書，因為可以學到許多英文單字。 
    這個家給了我溫暖，讓我不用在外面流浪，忍受日曬雨淋的痛
苦，我愛我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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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學戶外教學戶外教學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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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星期五，我們全校去戶外教學，我的心情很愉快，然後老師
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項後就出發了。 
 第一站，我們去「政大書城」，店員哥哥說其實在書店工
作並不容易，要搬很多書，而且一搬就是好幾十箱。逛了幾
圈，我挑選到的書是宇宙大發現，它是一本關於天文的書，裡
面介紹宇宙是怎麼形成的、宇宙存活多少年了……等各種解
答，政大書城的活動結束之後，我們就去中山公園吃飯了。 
 用餐完，我們去兒童科學館，老師說今天要做「空氣火箭」，第一
個步驟是利用膠帶把吸管黏貼在瓶子上，第二個步驟是把第二支吸管
套進第一支吸管，再來是用色紙摺自己喜歡的圖形並黏在吸管上，火
箭就完成了！ 
 最後我們去逛「三二一巷」，美玲主任讓一到六年級學生自己去拍
照、遊逛，時間到了再集合，準備回家了，這趟戶外教學，讓我學到
許多知識。 

戶外教學戶外教學戶外教學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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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五，我帶著愉快的心情來學校，因為學校辦了書香閱讀的
戶外教學。 
    第一站，我們來到了政大書城，它位處地下室，我們有一個小時
的挑書時間，我挑的書是崔大人駕到。我挑這本書的原因是我目前看
的小說都是關於親情和友情的，而這本書是一本穿越劇，彷彿穿越了
古今時代，讓我覺得精彩有趣。 
    第二站，我們在中山公園吃午餐，吃完之後，就準備要去兒童科
學館。到了那裡，我們先在一樓逛一逛，再上樓 DIY 自然科學玩具，
看著幼稚園小朋友們玩積木，我非常羨慕！DIY 之前，老師跟我們講
解空氣火箭的原理是靠空氣推進，讓吸管射出去，接著教我們怎麼
做。首先，把一隻吸管套在瓶口，黏上膠帶，然後把另一較大吸管套
下去，並把吸口用膠帶封住，用力擠壓空瓶，吸管就飛出去了。 
    最後一站，我們到 321 巷，那裡是藝術聚落，可以看到牆壁上有
一些用磁磚拼成的圖案，很特別。美玲主任說可以走一走，約好集合
時間後，我們跟著上慧老師到處逛，進一步認識日式宿舍群。 
    我覺得今天收穫滿滿，不但可以到書局買書，也可以玩到好玩的
科學遊戲，還到 321 巷感受藝術氣息，真是開心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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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對你說我想對你說我想對你說我想對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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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吟旻，我想對妳說：「謝謝妳！」因為妳是我在學校
最好的朋友，而且常常陪我聊心事，在聊天的時候我很開
心，所以，很感謝妳陪伴我的這些談心時光。 
    蘇昱安，我想對你說：「對不起！」我常常捉弄你，但
你卻還是對我很好，也會陪我玩遊戲，我真的很感謝你，也
很抱歉，不過我還是會繼續吵鬧你的！ 

    奶油，我想對你說：「你好可愛！」奶油是一隻貴賓狗，牠的一
舉一動都很「古錐」，雖然牠會一直偷咬我，我依然很喜歡牠，牠實
在太討人喜歡了。 
    媽媽，我想對您說：「您辛苦了！」媽媽上班很辛苦，工作回來
還要一手包辦煮飯、家事，我覺得很厲害，同時也覺得非常辛苦，我
很感謝您養育我的恩典。 
    聖誕老公公，我想對你說：「我的願望：希望全家人都健健康
康。」因為沒有什麼比親情還重要，親人常常陪伴著我，我也要時時
關心家人，不要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五甲學生作品 
                            戶外教學戶外教學戶外教學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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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十五日戶外教學，出發前我十分興奮，想像今天到底是什
麼樣的旅程。 
    第一站政大書城，到了以後有人介紹環境，有人說故事我們聽。
之後，是我最期待的選書，我選了很多書，老師卻說不適合小孩看，
最後選的書叫「謝謝你知道我愛你」，我要選這本書的原因是：它讓
我知道愛的方法，要先愛自己，等到自己有了足夠的愛再去愛別人。 
    中午我們在中山公園旁邊的大樹蔭下吃午餐，我用充滿愉快
的心情和大自然共餐，吃完以後，小朋友們開始在草地上活動起
來，然後再到旁邊的科學館，低年級去玩積木之森，中高年級去
DIY 做的是「空氣火箭」，先準備一個塑膠瓶和一支吸管，第一支吸管
先用膠帶黏在瓶口，另一個就拿來裝飾，再把吸管插進去就完成了，
這個實驗讓我們知道空氣被擠壓就會流動的原理。    
    最後我們到「321 巷」藝術街，以前 321 巷可是一個日式宿舍群
呢！至今才變成藝術街，老師還幫我們拍了好多美美的照片呢！ 
    雖然我走到腳都麻了，但這一趟戶外教學非常充實，教我們選擇
好書、做空氣火箭、欣賞藝術，這些都是課本沒有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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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教學戶外教學戶外教學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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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五是戶外教學，我很期待，在坐車的時候，我帶著愉快的
心出發前往政大書城。 
  終於到了政大書城，書城位於地下二樓，書城員工先跟我們講解
環境，說完我就迫不及待到木板區選書。我買的書是變種地震龍，裡
面介紹恐龍的種類和習性，所以我就買了這本書。 
 中午，我們到中山公園的樹下吃飯，我吃壽司，過了一會
兒，要去中山公園附近的兒童科學館 DIY「空氣火箭」，老師
解說怎麼做空氣火箭，先把一支吸館套上瓶口，再用紙貼在
吸管上，就完成了。我有試玩，可是飛不遠，隨後，我們去
參觀 321 藝術巷，那裏的裝置藝術美化了原來樸實的巷弄。 
    要回家的時候，有個老師叫我去坐幼兒園的車，在路上，我累得睡
著了，突然有個小朋友哇哇大叫，害我睡不著，回到學校，我是倒數第
二個走的，今天真是開心的一天，希望下次還可以再去。 

                            我想對你說我想對你說我想對你說我想對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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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愛苓，我想對你說：「我好想你。」我和愛苓是從小到大
的青梅竹馬，卻因為搬家而分別了這麼多年，五年的友情漸行
漸遠，讓我很無言，我跟愛苓見面次數越來越少，每一次見面
就像道別，十分依依不捨，我深深相信我們的友誼不會被距離
打散。 

    媽媽，我想對你說：「對不起。」每一天和您吵架後，我都很後
悔，讓我想打人，也會哭，如今您得了癌症，我還讓你每天生氣，讓
病情愈來愈嚴重，我真的很想跟您說對不起。 
    爸爸，我想對您說：「您辛苦了。」，從小到大都是爸爸照顧我比
較多，我是爸爸的心肝寶貝，每一次我想買什麼您都願意。但是長大
後，爸爸每一次問我想吃什麼，我都不會回答，您叫好幾次才回，爸
爸為了養一家六口辛苦賺錢，如果沒有爸爸，我家現在不知道會窮到
什麼境地。 
    俞希老師，我想對您說：「謝謝您。」我每一天都要克服數學，
每一次遇到不會的題目，情緒一下子就來了，老師知道我情緒一來就
會抓狂，所以老師會教我教到會，可是數學太難了，每次派的數學作
業，我都有很多不會的題目，讓老師很傷腦筋，我很感謝老師的愛心
與付出。 
    謝謝所有曾在我生命中出現的每個人，你們都豐富了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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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甲學生作品 

          我的聖誕禮物我的聖誕禮物我的聖誕禮物我的聖誕禮物             學學學學生生生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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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快來了，許多店家都開始布置，有的會在門前掛滿五彩繽
紛、五花八門的 LED 燈，有的則放一棵掛滿金蔥彩帶的聖誕樹。 
    我收過的聖誕禮物是太陽能搖頭娃娃，它穿藍色的衣服，坐在美
麗的杯子蛋糕上，只要太陽照著它，它就會搖來搖去，好像在和大家
打招呼，看了心情都好了起來，它是善心人士捐給我們的聖誕鞋盒裡
的禮物，可是有一天，我回到家發現它粉身碎骨的躺在垃圾桶裡，用
不到三天就被摔壞了，我很捨不得，也很後悔，當初應該跟郭老師換
二十張點劵。 
    我還曾收過長頸鹿娃娃，它穿黃色底、白色斑塊的衣服，只要上
下搖晃，它就會發出「嘰哩嘰哩」的聲音，姐姐在整理舊物時發現
它，就把它送給我，從小到大，我每天睡覺都會抱著它才能安心。 
    今年我期待收到的聖誕禮物是紅色外殼、旁邊有麥克風的全罩式
電競耳機，因為我的耳機線有一個破洞，我很怕隨時被電到。 
    我喜歡收禮物，因為無論好或壞，我都會非常開心，尤其是在聖
誕節，心裡會感到很溫暖。                  

        做一個受歡迎的人做一個受歡迎的人做一個受歡迎的人做一個受歡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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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都知道，放羊的小男孩一再騙村民們有狼，最後自食惡果，
狼真的來了，村民都不想理他，羊就都被吃了，這個故事的寓意深
遠，說了一句謊言，就算說一百句真話，也不會有人再相信你，你覺
得這樣做會受歡迎嗎？而又該怎麼做才能受歡迎呢？ 
    第一，要有禮貌，像在學校看到師長，就要說：「老師好。」有
客人到家裡也要問好，之所以要問好是因為讓人家覺得你很乖、很有
禮貌，相對的，如果你連問好都沒有，人家不僅覺得你不禮貌，還認
為你沒家教。 
    第二，脾氣好，一個常生氣的人會沒人敢靠近，這樣就會沒朋
友，更別說當個受歡迎的人了，如果你待人和善，小事不計較，大
家就會覺得你很隨和，願意跟你當朋友。 

    最後，也是最基本的，要保持乾淨整齊，如：擦桌子的抹布沒清
洗直接放回去，多髒啊！回家也不洗澡，大家看到你全身髒髒的，肯
定退避三舍。如果你愛乾淨，就能成為一個受歡迎的人。 
    總而言之，如果能做到以上三點，那就能成為一個受歡迎的人，
有朋友、有夥伴的生活也會讓你感到開心、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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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暑假回想暑假回想暑假回想暑假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黃妍黃妍黃妍黃妍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許艷成許艷成許艷成許艷成 

    今年的暑假，我的生活一成不變，夏日樂學、暑輔、營隊……等
課程，還有那離不開我的「暑假作業」。唉，真懷念去年暑假的劍湖
山之旅，回想那時「太陽當空照，花兒對我笑，小鳥說早早早……」
那真是個風和日麗的好日子，我們在車上有說有笑，氣氛好得不得
了！ 
     終於到達了目的地──劍湖山，不過，在那之前我們得先走過
一條蜿蜒的斜坡路，走得我氣喘如牛，但，一想到可以玩遊樂設施，
一切就值得了。過程中，大家都玩得樂不可支，有一個遊樂設施讓我
印象特別深刻，那就是「海盜船」。它一開始晃得不大，我還以為
就這樣而已，哪有什麼好怕的，沒想到，漸漸的越晃越大、越晃越
高、越晃越快，嚇得我心臟都快跳出來了，真令人出乎意料。 
    時間到了，太陽下山了，我們也得回家了，大家都十分依依不
捨，我們趕緊拍照留念，我相信我會記得這一天的美好，再見了，劍
湖山。 
    回憶到這，也該告一段落了，我想好好規劃明年的暑假要怎麼
過，我一定要過得充實又快樂，也希望可以再擁有一次特別的旅行。 

        我的聖誕禮物我的聖誕禮物我的聖誕禮物我的聖誕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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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快來了，你從哪裡知道呢？我從商店的布置知道的，尤其
是文具店的門口，放了許多聖誕卡片、禮盒、裝飾品……等，濃濃的
氣氛讓人好期待聖誕節的到來。 
    去年，我收到的禮物是小貓布偶，它很可愛。每天都在黑暗中伴
我入睡；我寫功課時，會抱著它，它讓我感到開心；我難過時，它陪
著我，或當我的出氣筒；我無聊時，它也靜靜的陪著我，我跟它之
間，已經培養出很深厚的情誼了。 
    我還曾收過三枝自動鉛筆和一組原子筆，它們非常好寫，我非常
喜歡，常常使用它們。不過，沒有東西是十全十美的，自動鉛筆常常
斷芯，原子筆也會斷水，導致要用時沒得用，還得花時間去修理，雖
然麻煩，我依然很喜歡它們。 
    今年，我期待收到的聖誕禮物是一隻小鸚鵡，因為家裡有三隻
鸚鵡，但感情並不好，我想如果有新的鸚鵡加入，也許牠們的感情
會變好。 
  我收到禮物的時候很開心，因為可以拿到自己喜歡、想要的，它

同時也傳達了別人的關心與祝福，而我今年想送禮物給我的朋友，我
想送她圍巾或保暖的物品，讓朋友在寒冬中能感受到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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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聖誕禮物我的聖誕禮物我的聖誕禮物我的聖誕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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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快到，人們會開始布置或是學一些聖誕歌曲，這樣當天
就能派上用場。 

    在學校，我曾收過聖誕鞋盒，裡面有一個很可愛的娃娃，它是粉
紅色的史迪奇，雖然它很小，不過真的很可愛，而且我很喜歡史迪
奇，收集了五隻以上了，如果那些史迪奇不見，我肯定會哭三天三夜
吧！所以我超喜歡這一份禮物的。 
    第二份禮物是「馬克杯」，雖然看似一般的杯子，可是感覺不一
樣，每次用這個杯子喝水，都會感覺很幸福，因為它是有愛心的善心
人士送的，帶給我幸福的溫度。它是黑色的，上面只有一行簡單英
文，沒想到因為「愛」，它就可以帶來幸福，我一定要好好珍惜這個
杯子。 
    我期待今年可以收到的聖誕禮物是抱枕，因為腰痠的時候可以放
在背後讓自己舒服，睡覺沒東西抱時也可以抱著睡，很方便。 
    當別人送我禮物時，我會很開心也會很期待，因為是別人的好
意，而且它有可能是我需要的東西，所以我很感激送我禮物的人。 

        校園故事樂趣多校園故事樂趣多校園故事樂趣多校園故事樂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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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學校位於台南市七股區後港國小，是一所靠海邊、小而美的
學校，課程多元化，因為靠海邊的關係，所以大部分的課程都與海洋
有關係，讓我們對海洋的了解更上一層。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三股里海埔新生地的體驗，一開始，老
師先說明下去魚塭要怎麼抓文蛤，我本來不太敢下去，但看到同
學都下水了，才跟著下去。下去時，只要踩到像石頭的東西，可
能就是文蛤，而我們玩到衣服和褲子全濕了，還是很開心，希望能夠
有下一次的體驗。 
    還有一個活動能夠讓我們提升英語能力，那就是英語車，英語車
的老師都是用全英語上課，上課時也會用遊戲來讓我們更加了解，而
每位老師也會用風趣、幽默的說話方式讓我們哈哈大笑，每次我都很
期待英語車，因為不知道老師又要用什麼方式來上課。 
    有一次，鄭老師利用上課時帶我們到後港的唐安宮，鄭老師讓我
們知道：「蝙蝠」代表福氣、「牡丹」代表富貴……等，也讓我們知道
廟的對聯是怎麼寫的，讓我們更加了解關於宗教的事。 
    俗話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意思是除了課本的知識外，
課外的事物也是知識，所以我們不只要讀好課本的知識，也要多出去
看看，讓自己見多識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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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替代役德華哥哥退伍了恭喜替代役德華哥哥退伍了恭喜替代役德華哥哥退伍了恭喜替代役德華哥哥退伍了！！！！    真捨不得真捨不得真捨不得真捨不得，，，，趕快來擁抱一下趕快來擁抱一下趕快來擁抱一下趕快來擁抱一下！！！！    

 
 

行動英語書車外師生動演出行動英語書車外師生動演出行動英語書車外師生動演出行動英語書車外師生動演出    可以給外籍老師上課真開心可以給外籍老師上課真開心可以給外籍老師上課真開心可以給外籍老師上課真開心    

 
 

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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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會說故事比賽朝會說故事比賽朝會說故事比賽朝會說故事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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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組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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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包餃子趣全校包餃子趣全校包餃子趣全校包餃子趣！！！！手要先洗乾淨哦手要先洗乾淨哦手要先洗乾淨哦手要先洗乾淨哦    胖胖的水餃真可愛胖胖的水餃真可愛胖胖的水餃真可愛胖胖的水餃真可愛！！！！    

 
 

期中考成績優秀的學生到校長室當客人期中考成績優秀的學生到校長室當客人期中考成績優秀的學生到校長室當客人期中考成績優秀的學生到校長室當客人    第一次評量成績優良的學生與校長合照第一次評量成績優良的學生與校長合照第一次評量成績優良的學生與校長合照第一次評量成績優良的學生與校長合照    

 
 

恭喜替代役俊宏哥哥退伍了恭喜替代役俊宏哥哥退伍了恭喜替代役俊宏哥哥退伍了恭喜替代役俊宏哥哥退伍了！！！！    全校一起吃甜柿全校一起吃甜柿全校一起吃甜柿全校一起吃甜柿，，，，好脆又好甜好脆又好甜好脆又好甜好脆又好甜!!!!    

 

 

教務組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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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臺南市英語讀劇榮獲參加臺南市英語讀劇榮獲參加臺南市英語讀劇榮獲參加臺南市英語讀劇榮獲甲甲甲甲等等等等        佳里佳里佳里佳里扶輪社扶輪社扶輪社扶輪社英英英英語語語語數位學習數位學習數位學習數位學習學學學學伴伴伴伴相見歡相見歡相見歡相見歡    

 
 

悠遊書海悠遊書海悠遊書海悠遊書海────小學士小學士小學士小學士。。。。    悠遊書海悠遊書海悠遊書海悠遊書海────小碩士小碩士小碩士小碩士。。。。    

 
 

悠遊書海悠遊書海悠遊書海悠遊書海────小博士小博士小博士小博士。。。。    1212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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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組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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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書城選書政大書城選書政大書城選書政大書城選書，，，，你有挑到你有挑到你有挑到你有挑到喜歡的書嗎喜歡的書嗎喜歡的書嗎喜歡的書嗎? ? ? ?     溫馨聖誕溫馨聖誕溫馨聖誕溫馨聖誕－－－－鞋盒送暖鞋盒送暖鞋盒送暖鞋盒送暖    

 
 

感恩惜福跳蚤市場感恩惜福跳蚤市場感恩惜福跳蚤市場感恩惜福跳蚤市場    有購買就可兌換好吃的棉花糖哦有購買就可兌換好吃的棉花糖哦有購買就可兌換好吃的棉花糖哦有購買就可兌換好吃的棉花糖哦!!!!    

 
 

神秘的聖誕老公公要來報佳音囉神秘的聖誕老公公要來報佳音囉神秘的聖誕老公公要來報佳音囉神秘的聖誕老公公要來報佳音囉！！！！    哇哇哇哇!!!!我拿到的是聖誕樹造型的糖果我拿到的是聖誕樹造型的糖果我拿到的是聖誕樹造型的糖果我拿到的是聖誕樹造型的糖果    

 

 

教務組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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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聲念出學期初許下的目標大聲念出學期初許下的目標大聲念出學期初許下的目標大聲念出學期初許下的目標    將義賣所得捐給華山基金會將義賣所得捐給華山基金會將義賣所得捐給華山基金會將義賣所得捐給華山基金會    

 
 

國語朗讀比賽國語朗讀比賽國語朗讀比賽國語朗讀比賽    閩閩閩閩南語朗讀比賽南語朗讀比賽南語朗讀比賽南語朗讀比賽    

 
 

英語朗讀比賽英語朗讀比賽英語朗讀比賽英語朗讀比賽    認真打分數的評審老師認真打分數的評審老師認真打分數的評審老師認真打分數的評審老師    

 

 

教務組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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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祝福卡歲末祝福卡歲末祝福卡歲末祝福卡，，，，把感謝大聲說出來把感謝大聲說出來把感謝大聲說出來把感謝大聲說出來。。。。    12121212 月份圖書借閱量排行榜前十名月份圖書借閱量排行榜前十名月份圖書借閱量排行榜前十名月份圖書借閱量排行榜前十名。。。。    

 
 

12121212月份線上閱讀認證排行榜月份線上閱讀認證排行榜月份線上閱讀認證排行榜月份線上閱讀認證排行榜。。。。    
國際交流國際交流國際交流國際交流————智利回國的小朋友智利回國的小朋友智利回國的小朋友智利回國的小朋友    

教教教教大大大大家家家家唸西班牙語唸西班牙語唸西班牙語唸西班牙語    

 
 

主題書展主題書展主題書展主題書展————分組競賽分組競賽分組競賽分組競賽    主題書展主題書展主題書展主題書展————認識原住民認識原住民認識原住民認識原住民    

 

教務組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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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南榮科大送暖傳愛贈紅包歡迎南榮科大送暖傳愛贈紅包歡迎南榮科大送暖傳愛贈紅包歡迎南榮科大送暖傳愛贈紅包    大家拿到紅包真開心大家拿到紅包真開心大家拿到紅包真開心大家拿到紅包真開心！！！！    

 
 

幼兒園小朋友輪流說吉祥話幼兒園小朋友輪流說吉祥話幼兒園小朋友輪流說吉祥話幼兒園小朋友輪流說吉祥話    期末評量成績優秀的學生期末評量成績優秀的學生期末評量成績優秀的學生期末評量成績優秀的學生，，，，恭喜你們恭喜你們恭喜你們恭喜你們！！！！    

 
 

進步獎得獎的小朋友進步獎得獎的小朋友進步獎得獎的小朋友進步獎得獎的小朋友，，，，繼續加油繼續加油繼續加油繼續加油！！！！    領域優良得獎的小朋友領域優良得獎的小朋友領域優良得獎的小朋友領域優良得獎的小朋友，，，，繼續保持繼續保持繼續保持繼續保持！！！！    

 

 

教務組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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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領隊校長領隊校長領隊校長領隊，，，，到電影院看電影囉到電影院看電影囉到電影院看電影囉到電影院看電影囉！！！！    拿著電影票拿著電影票拿著電影票拿著電影票，，，，準備進場準備進場準備進場準備進場    

  

戴上戴上戴上戴上3D3D3D3D眼鏡眼鏡眼鏡眼鏡，，，，又酷又帥又酷又帥又酷又帥又酷又帥！！！！    享用美味的日式便當享用美味的日式便當享用美味的日式便當享用美味的日式便當    

   

這菜色還真豐富呢這菜色還真豐富呢這菜色還真豐富呢這菜色還真豐富呢~~~~    歐依西捏歐依西捏歐依西捏歐依西捏~~~~    

看電影─美力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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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館前台灣文學館前台灣文學館前台灣文學館前，，，，感受濃濃聖誕氣氛感受濃濃聖誕氣氛感受濃濃聖誕氣氛感受濃濃聖誕氣氛~~~~    ““““跳跳跳跳””””進文學的世界進文學的世界進文學的世界進文學的世界~~~~    

  

參觀台灣第一間孔廟參觀台灣第一間孔廟參觀台灣第一間孔廟參觀台灣第一間孔廟，，，，哇哇哇哇ㄟㄟㄟㄟ好好讀冊好好讀冊好好讀冊好好讀冊    古早時代的百貨公司古早時代的百貨公司古早時代的百貨公司古早時代的百貨公司────林百貨林百貨林百貨林百貨    

   

古蹟導覽古蹟導覽古蹟導覽古蹟導覽員張志雄先生員張志雄先生員張志雄先生員張志雄先生正在為我們解說正在為我們解說正在為我們解說正在為我們解說    認真的聽解說中認真的聽解說中認真的聽解說中認真的聽解說中    

 

府城古蹟巡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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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小朋友挑選圖書幼兒園小朋友挑選圖書幼兒園小朋友挑選圖書幼兒園小朋友挑選圖書    爸爸帶著小爸爸帶著小爸爸帶著小爸爸帶著小孩一起看書孩一起看書孩一起看書孩一起看書    

  

小朋友沉浸在書香世界小朋友沉浸在書香世界小朋友沉浸在書香世界小朋友沉浸在書香世界    媽媽帶著小孩一起閱讀媽媽帶著小孩一起閱讀媽媽帶著小孩一起閱讀媽媽帶著小孩一起閱讀    

  

宇慶基金會合影宇慶基金會合影宇慶基金會合影宇慶基金會合影    歡喜閱讀歡喜閱讀歡喜閱讀歡喜閱讀    

 

政大書城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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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景試驗實驗作品效果昭景試驗實驗作品效果昭景試驗實驗作品效果昭景試驗實驗作品效果    佳妤和吟旻完成實驗作品佳妤和吟旻完成實驗作品佳妤和吟旻完成實驗作品佳妤和吟旻完成實驗作品：：：：浮沉子浮沉子浮沉子浮沉子    

  

亞侖完成自己的作品亞侖完成自己的作品亞侖完成自己的作品亞侖完成自己的作品，，，，很開心很開心很開心很開心    昱安和小朋友比賽昱安和小朋友比賽昱安和小朋友比賽昱安和小朋友比賽    

  

郁旋的浮沉子郁旋的浮沉子郁旋的浮沉子郁旋的浮沉子    老師和學生合影老師和學生合影老師和學生合影老師和學生合影    

 

科學闖關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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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安和黃妍與北農大哥哥視訊昱安和黃妍與北農大哥哥視訊昱安和黃妍與北農大哥哥視訊昱安和黃妍與北農大哥哥視訊    小朋友都很認真和大哥哥對話小朋友都很認真和大哥哥對話小朋友都很認真和大哥哥對話小朋友都很認真和大哥哥對話    

  

亞侖第一次利用視訊設備上課亞侖第一次利用視訊設備上課亞侖第一次利用視訊設備上課亞侖第一次利用視訊設備上課    亭萱很開心能認識北農大姊姊亭萱很開心能認識北農大姊姊亭萱很開心能認識北農大姊姊亭萱很開心能認識北農大姊姊    

   

佳里扶輪社頒發助學金佳里扶輪社頒發助學金佳里扶輪社頒發助學金佳里扶輪社頒發助學金    小朋友和扶輪社社員合影留念小朋友和扶輪社社員合影留念小朋友和扶輪社社員合影留念小朋友和扶輪社社員合影留念    

 

英語遠距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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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畝田番茄收成啦一畝田番茄收成啦一畝田番茄收成啦一畝田番茄收成啦    俊雄生日分送糖果餅乾俊雄生日分送糖果餅乾俊雄生日分送糖果餅乾俊雄生日分送糖果餅乾    

  

跳蚤市場開賣啦跳蚤市場開賣啦跳蚤市場開賣啦跳蚤市場開賣啦    政大書局選書買書政大書局選書買書政大書局選書買書政大書局選書買書    

  

閱讀小學士頒獎閱讀小學士頒獎閱讀小學士頒獎閱讀小學士頒獎    鯤鯓國小戶外教育吃炸魚柳鯤鯓國小戶外教育吃炸魚柳鯤鯓國小戶外教育吃炸魚柳鯤鯓國小戶外教育吃炸魚柳    

一甲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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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淇作品恩淇作品恩淇作品恩淇作品((((后羿射日后羿射日后羿射日后羿射日))))    卉晴作品卉晴作品卉晴作品卉晴作品((((后羿射日后羿射日后羿射日后羿射日))))    

  

依如作品依如作品依如作品依如作品((((衣物日光浴衣物日光浴衣物日光浴衣物日光浴))))    靖淳作品靖淳作品靖淳作品靖淳作品((((衣物日光浴衣物日光浴衣物日光浴衣物日光浴))))    

  

俊雄作品俊雄作品俊雄作品俊雄作品((((彩色圈圈彩色圈圈彩色圈圈彩色圈圈))))    芊孝作品芊孝作品芊孝作品芊孝作品((((衣物日光浴衣物日光浴衣物日光浴衣物日光浴))))    

一甲美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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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校本課程校本課程校本課程～～～～辛苦的波麗士大人辛苦的波麗士大人辛苦的波麗士大人辛苦的波麗士大人----讚讚讚讚！！！！    海洋教育海洋教育海洋教育海洋教育～～～～體驗曬虱目魚柳體驗曬虱目魚柳體驗曬虱目魚柳體驗曬虱目魚柳    

  

政大書局政大書局政大書局政大書局～～～～愛看書的孩子愛看書的孩子愛看書的孩子愛看書的孩子----最帥最帥最帥最帥！！！！    豐收的季節豐收的季節豐收的季節豐收的季節～～～～番茄紅了番茄紅了番茄紅了番茄紅了    

  

聖誕鞋盒聖誕鞋盒聖誕鞋盒聖誕鞋盒～～～～感恩感恩感恩感恩的心的心的心的心，，，，感謝有您感謝有您感謝有您感謝有您！！！！    國際交流國際交流國際交流國際交流～～～～智利返臺度假的小朋友智利返臺度假的小朋友智利返臺度假的小朋友智利返臺度假的小朋友    

二甲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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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骰子創意骰子創意骰子創意骰子((((全班全班全班全班))))    我的恐龍小書我的恐龍小書我的恐龍小書我的恐龍小書((((彥欽彥欽彥欽彥欽))))    

  

后羿射日后羿射日后羿射日后羿射日((((瑋脩瑋脩瑋脩瑋脩))))    后羿射日后羿射日后羿射日后羿射日((((軍奕軍奕軍奕軍奕))))    

  

曬衣趣曬衣趣曬衣趣曬衣趣((((于翔于翔于翔于翔))))    曬衣趣曬衣趣曬衣趣曬衣趣((((瑋脩瑋脩瑋脩瑋脩))))    

二甲美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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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15106111510611151061115用心包出美味的水餃用心包出美味的水餃用心包出美味的水餃用心包出美味的水餃!!!!    1061121106112110611211061121 歡送替代役歡送替代役歡送替代役歡送替代役~~~~俊宏哥哥俊宏哥哥俊宏哥哥俊宏哥哥    

  

1061124106112410611241061124鯤鯓輕旅行鯤鯓輕旅行鯤鯓輕旅行鯤鯓輕旅行~~~~製作蚵殼風鈴製作蚵殼風鈴製作蚵殼風鈴製作蚵殼風鈴    1061215106121510612151061215政大書城選書政大書城選書政大書城選書政大書城選書    

  

1061222106122210612221061222 開心與聖誕公公合照開心與聖誕公公合照開心與聖誕公公合照開心與聖誕公公合照    1061225106122510612251061225捐出義賣所得給華山基金會捐出義賣所得給華山基金會捐出義賣所得給華山基金會捐出義賣所得給華山基金會    

 

三甲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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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課程活動課程活動課程活動課程：：：：一展身手包餃子一展身手包餃子一展身手包餃子一展身手包餃子    書香天地書香天地書香天地書香天地：：：：政大書城選書去政大書城選書去政大書城選書去政大書城選書去    

  

聖誕佳節聖誕佳節聖誕佳節聖誕佳節：：：：愛心義賣活動愛心義賣活動愛心義賣活動愛心義賣活動    惜福感恩惜福感恩惜福感恩惜福感恩：：：：聖誕禮物笑開懷聖誕禮物笑開懷聖誕禮物笑開懷聖誕禮物笑開懷    

  

一畝田一畝田一畝田一畝田：：：：番茄收成了番茄收成了番茄收成了番茄收成了((((每人一顆每人一顆每人一顆每人一顆^^)^^)^^)^^)    國語課國語課國語課國語課：：：：小組討論分析課文結構小組討論分析課文結構小組討論分析課文結構小組討論分析課文結構    

 

 

四甲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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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贈甜柿獲贈甜柿獲贈甜柿獲贈甜柿，，，，好柿成雙好柿成雙好柿成雙好柿成雙    青鯤鯓輕旅行青鯤鯓輕旅行青鯤鯓輕旅行青鯤鯓輕旅行，，，，這可是亭萱的地盤喔這可是亭萱的地盤喔這可是亭萱的地盤喔這可是亭萱的地盤喔~~~~    

  

英語村遊學英語村遊學英語村遊學英語村遊學，，，，IIII    can speak Englishcan speak Englishcan speak Englishcan speak English！！！！    漫遊書城漫遊書城漫遊書城漫遊書城，，，，氣質都不一樣了氣質都不一樣了氣質都不一樣了氣質都不一樣了~~~~    

   

““““框框框框””””住我們的青春和友誼住我們的青春和友誼住我們的青春和友誼住我們的青春和友誼！！！！    ““““手心向下手心向下手心向下手心向下””””，，，，擺攤做愛心擺攤做愛心擺攤做愛心擺攤做愛心    

 

五甲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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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課程體驗課程體驗課程體驗課程：：：：看誰最會包水餃看誰最會包水餃看誰最會包水餃看誰最會包水餃！！！！    後後後後港國港國港國港國中科學闖關活動中科學闖關活動中科學闖關活動中科學闖關活動：：：：觀察浮沉子觀察浮沉子觀察浮沉子觀察浮沉子    

  

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挑一本自己喜歡的書挑一本自己喜歡的書挑一本自己喜歡的書挑一本自己喜歡的書    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321321321321巷聚落巷聚落巷聚落巷聚落！！！！我來啦我來啦我來啦我來啦！！！！    

   

聖誕節活動聖誕節活動聖誕節活動聖誕節活動：：：：收到聖誕鞋盒好開心收到聖誕鞋盒好開心收到聖誕鞋盒好開心收到聖誕鞋盒好開心！！！！    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戶外教育：：：：風鈴風鈴風鈴風鈴DIYDIYDIYDIY    

 

六甲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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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主題蔬菜主題蔬菜主題蔬菜主題----好重的高麗菜哦好重的高麗菜哦好重的高麗菜哦好重的高麗菜哦!!!!    蔬菜主題蔬菜主題蔬菜主題蔬菜主題----蔬菜蓋印畫蔬菜蓋印畫蔬菜蓋印畫蔬菜蓋印畫    

  

水果主題水果主題水果主題水果主題----動手切水果動手切水果動手切水果動手切水果    
水果主題水果主題水果主題水果主題----「「「「小古叔叔小古叔叔小古叔叔小古叔叔，，，，吃水果會健吃水果會健吃水果會健吃水果會健

康康康康!!!!」」」」    

  

情緒主題情緒主題情緒主題情緒主題----大家來煮生氣湯大家來煮生氣湯大家來煮生氣湯大家來煮生氣湯！！！！    新年主題新年主題新年主題新年主題----十二生肖的故事十二生肖的故事十二生肖的故事十二生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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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小潘潘摺棉被教小潘潘摺棉被教小潘潘摺棉被教小潘潘摺棉被    生活扮演生活扮演生活扮演生活扮演----我會幫忙服務家人我會幫忙服務家人我會幫忙服務家人我會幫忙服務家人    

  

生態教育生態教育生態教育生態教育----觀察照顧番茄觀察照顧番茄觀察照顧番茄觀察照顧番茄    體能體能體能體能----合作運球合作運球合作運球合作運球，，，，培養默契培養默契培養默契培養默契    

  

體能體能體能體能----穿穿穿穿越圈圈越圈圈越圈圈越圈圈，，，，全身動一動全身動一動全身動一動全身動一動    體能體能體能體能----跳跳馬跳跳馬跳跳馬跳跳馬，，，，訓練腳力訓練腳力訓練腳力訓練腳力    

幼兒園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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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木角積木角積木角積木角----我們會設計編排顏色我們會設計編排顏色我們會設計編排顏色我們會設計編排顏色    益智角益智角益智角益智角----排列出好吃的糖葫蘆排列出好吃的糖葫蘆排列出好吃的糖葫蘆排列出好吃的糖葫蘆    

  

娃娃家娃娃家娃娃家娃娃家----細心的小媽媽在泡牛奶細心的小媽媽在泡牛奶細心的小媽媽在泡牛奶細心的小媽媽在泡牛奶    娃娃家娃娃家娃娃家娃娃家----廚師準備上菜囉廚師準備上菜囉廚師準備上菜囉廚師準備上菜囉!!!!    

  

角落活動角落活動角落活動角落活動----練習倒水的技巧練習倒水的技巧練習倒水的技巧練習倒水的技巧    美勞角美勞角美勞角美勞角----粘土創作好吃的食物粘土創作好吃的食物粘土創作好吃的食物粘土創作好吃的食物    

幼兒園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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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系列聖誕系列聖誕系列聖誕系列----愛心小卡愛心小卡愛心小卡愛心小卡，，，，幫助別人最快幫助別人最快幫助別人最快幫助別人最快

樂樂樂樂！！！！    
聖誕系列聖誕系列聖誕系列聖誕系列----聖誕老公公來了嗎聖誕老公公來了嗎聖誕老公公來了嗎聖誕老公公來了嗎????    

  

聖誕系列聖誕系列聖誕系列聖誕系列----聖誕老公公來送禮聖誕老公公來送禮聖誕老公公來送禮聖誕老公公來送禮～～～～    愛心義賣愛心義賣愛心義賣愛心義賣----感謝家長滿滿的愛心捐贈感謝家長滿滿的愛心捐贈感謝家長滿滿的愛心捐贈感謝家長滿滿的愛心捐贈!!!!    

  

彩虹劇場彩虹劇場彩虹劇場彩虹劇場----人人都是奇才人人都是奇才人人都是奇才人人都是奇才！！！！    祝大家新年快樂祝大家新年快樂祝大家新年快樂祝大家新年快樂、、、、柿柿如意柿柿如意柿柿如意柿柿如意！！！！    

 

 

幼兒園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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