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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家庭時光

花蓮海洋公園遊記

◎三甲 邱筠筑
暑假我們一家人帶著小狗去東森山林度假
酒店，進行兩天一夜的親子之旅。首站我們來
到三峽老街，那裡有著巴洛克式的建築以及復
古的童玩，彷佛帶我回到了過去，真是新鮮的
體驗。
離開了老街就要前往今天我們住的飯店。
房間內有狗狗的床和碗，spa 會館內有游泳池和
健身房，而室外游泳池的水清澈冰涼，還可以
欣賞美麗的風景，我們在這裡玩得不亦樂乎。
第二天中午我們到永安漁港騎協力車，我
賣力地騎著協力車，媽媽還特地買了三球冰淇
淋犒賞我。最後，我們到漁市買了一些海鮮回
家享用，為這個旅程畫下完美的句點。

花蓮之旅

今天清晨我們出發去花蓮的海洋公園，沿路上我看到五
彩繽紛的日出和景色，到海洋公園後發現，一開園就已經人
山人海了。我和妹妹迫不及待跑去遊樂區，各式各樣的遊樂
設施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海盜大驚航，因為衝下來的時
候會被噴濕，我喜歡那種被噴濕的涼快感。另外，讓我突破
的設施是雲霄飛車，我克服了恐懼、害怕一個人坐的感覺，
甚至玩了兩次呢，原來有叫出來也就不這麼害怕了。
之後我們一家人一起去看了水晶劇場，看著演員高超技
術，讓全場觀眾拍手叫好，接著又去觀賞了海豹表演，海豹
上學，老師問了海豹很多問題，海豹全都答對了。牠還上了
體育課分紅藍兩隊打籃球，是紅隊海豹獲勝 ! 最後兩隻海豹
表演深水炸彈，潑得前排觀眾一身濕，真是有趣。
很快地來到園區關門時間，我們坐上纜車，下去看了很
美的風景，也為今天留下難忘的回憶。

小人國一日遊

◎三丁 鍾羽晴

暑假時，我們全家到花蓮旅行。這一趟旅行中，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海洋公園和賞豚的行程。
在海洋公園裡，我最喜歡和哥哥去搭海盜船。我們
坐在海盜船的最後一排，當海盜船升到最高點又盪下來
時，我大聲地尖叫，還害怕地抓住哥哥的手，一直問什
麼時候才會停。接著我們搭纜車到「水晶城堡」觀賞表
演，看到演員們高難度的動作，讓我們驚嘆不已，真是
精彩極了。
第二天，我們懷著興奮、期待的心情搭船出發去賞
鯨豚。看著一望無際的海面上，突然有一道道快速的身
影劃過，原來是一隻隻跳水高手 --- 飛魚，我們都看得
驚呼連連。經過一段時間的航行，終於看到我們此行的
目標 ---- 海豚。這些海中嬌客在水中鑽來鑽去，有的還
跳出水面在空中滑行，似乎在對我們展示他們的獨門絕
技，真是神奇！在眾人一連串的讚嘆聲中，我們也結束
了這一趟既充實又令人驚奇的鯨豚之旅。
這次的旅行讓我更加了解花蓮的文化，也對海洋中
的小動物們有深入的認識。不過最大的收穫是我與家人
之間的關係更加親密，也令我更加期待下一次的旅程。

我的老師很特別

我的家人

◎三乙 羅琪淯

◎五甲 羅濟劭

◎三丙 范揚玲

「快樂」小天使？

◎三戊 丁冠瑋

十月十三日這一天是我們戶外教學的日子，目的地是去「小人
國」。哇！一想到有各式各樣的遊樂設施等著我去勇闖，心情非常
雀躍不已。
出發當天天氣雖然陰晴不定，但沒有下雨就是好的開始呢！一
到教室，看見同學們都興致勃勃地討論行程要怎麼安排，原來大家
都迫不及待這次的旅遊啊！在去的路途上，有的人倒頭大睡，有的
人拿出零食分享並聊天，還有的人像我一樣，欣賞窗外被秋色渲染
的風景。
到了遊樂園門口，放眼望去，色彩繽紛的城堡引人注目。當我
們經過彎彎曲曲的長廊，真正的小人國世界映入眼簾。首先是臺灣
的有名景物，像高鐵及台鐵列車，在小小的軌道上行駛，讓人眼睛
為之一亮。還有臺灣總統府前的廣場，看見一整排井然有序的軍人
們進行迷你版的閱兵典禮，顯得隆重又帶著幾分趣味。接著往裡面
走就是中國建築物，有著名的萬里長城……，還有歐美國家的比薩
斜塔等等，都讓人嘆為觀止。環遊世界之後，接下來的重頭戲就是
期待已久的主題樂園了！我們挑戰許多驚險刺激的遊樂設施，令人
感到心跳加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瘋狂急流」，坐在氣墊船上，
隨著彎曲的滑水道漂流，激撞出一片片的水花，濺濕了我們的頭髮
和衣服，感到涼爽又暢快。當氣墊船從高處往下衝時，速度快得讓
人驚聲尖叫！我們看到彼此狼狽的模樣都哈哈大笑了。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短暫，不知不覺就到了集合返家的時
間，大家都玩得意猶未盡，直呼下次還要再來。這次的戶外教學過
得十分充實，可以不用出國就能欣賞世界各地著名的景點，感受異
國風情，增廣見聞，還能和同學一起吃喝玩樂，真是太開心了。

◎五丁 陳禹淳
「 幸 福 有 沒 有 在 我 身 邊， 怎 麼 一 直 看 不
見？……，爸爸說幸福就在鏡子裡，那就是我快
樂的臉。」這是我們學校的掃地歌，可是，校園
中的每一個人在學校生活是幸福和快樂的嗎？每
一個人都是帶著幸福、快樂回家的嗎？
記得，運動會前我們班和四年級的其中一班
練習大隊接力時，眼看勝利即將到手，結果竟有
一位小朋友坐在跑道上，害我們班的同學跌倒，
而那位小朋友也馬上被我們班的女生臭罵，但我
仔細一看便和他們說：「別罵了，他是一位氣質
特殊的小朋友，很可憐，所以不要再責怪他了！」
他們聽了我的勸告後，便不再追究。平息了「五」
與「四」的風暴。在校園，我們要接納特別的小
朋友，原諒別人的無心之過。
在校園中，似乎處處都會出現不雅的話，像
同學取笑某位同學的身材怎樣、成績如何，甚至
幫同學取奇怪的綽號。其實這樣的行為，對他們
來講不舒服，造成人身攻擊，嚴重的話，可能會
讓他人想不開……。
你有沒有想過，如果大家都帶有「接納的
心」和「同理的心」來到學校，大家對彼此友善，
是不是中山的每一位小朋友都能變成「快樂小天
使」，每天都有張幸福、快樂的臉？

升上五年級，分班的那一天，當我看到我的老師是
以兇聞名的邱瓊瑩老師時，我害怕得腳瞬間發軟，緩步移
動走到教室最旁邊的座位坐下。當老師自我介紹時，一幅嚴肅的畫風，我頓時覺得自己到了第十八層地獄。

五年級的我

上課第一天，老師頒布班規，其中之一便是「今日事，今日畢」，這對平常能逃就逃，只要老師沒發現我
作業沒有完成就逃得遠遠的我來說，我有百分之六十的自信可以做到老師的要求，剩下不足的百分之四十是因
為聽說五年級會有很多作業要寫，再聽到老師說她喜歡寫作和數學解題，我就感覺不妙了 !
經過三個星期來的相處，我發現老師和我對她的第一印象完全不同 ! 一開始對老師充滿畏懼的我，現在發

◎五乙 彭宥鈞

時光飛逝，轉眼間就升上了五年級。分班前，我感覺到興奮和

現老師其實蠻風趣的，特別是上國語課的時候，老師常會說笑話讓我們提振精神；上數學課時會請我們使用小

緊張不安，因為可以認識很多新同學。一開始，我覺得大部分的同

白板做互動式學習，我覺得這不但有趣，還讓我們沒有空發呆。雖然老師兇的時候很兇，就像一隻噴火龍會朝

學都很陌生，但是逐漸熟悉後，就覺得同學們其實好相處又幽默可

我們噴火一樣的可怕，但老師也有輕鬆開心的一面，笑起來就像花朵綻放一樣的美麗。

愛。

未來的兩年高年級生活，我將與這位特別的老師一起度過，我想向老師學習怎麼解數學題目，並熟悉數學

不久後，我認識了一個同學令我印象深刻：他很喜歡貓戰，本

的各種定律，讓我更喜歡數學，也要讓自己更了解國字的筆劃，寫出正確又整齊的國字。我敢肯定，在老師的

身也超會畫貓咪的，他畫的貓咪看起來栩栩如生，好像快從紙上躍

教導下，時間久了，我一定可以成為像老師一樣幽默、風趣的學生。

出，我打從心裡十二萬分的佩服。接著，我也感覺教室似乎變大了，
老師也變得更溫柔且搞笑幽默了；但體育老師就不一樣了，有時候
很溫柔，有時候很可怕，讓人完全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什麼，所以上

助人快樂多

◎五丙 林芊卉

看見台灣的美麗與哀愁

課時大家都乖巧無比，有如貓咪一般的溫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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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竹東鎮中山國民小學

我生長在一個幸福的家庭裡，有個超人老爸、魔法老
媽、像蘋果一樣甜的妹妹和一個有時像天使有時像惡魔的
我。
爸爸是修東西的高手，桌椅、電器壞了都難不倒他，
但是對我的生活規矩要求很嚴格。媽媽的手像魔法棒，進
廚房三兩下就能變出很多我喜歡的食物。媽媽煮得很辛苦，
我卻吃得津津有味，因為媽媽加了特別的祕方「愛的調味
料」，所以當然好吃囉！妹妹長得像小蘋果，一看到就好
想吃一口，但爸媽只要聽到「唉呦」的聲音，就知道是我
又惹妹妹生氣了。我常常會碰妹妹的東西，因此她在書桌
上貼了「Don｀t touch」的紙條。我經常考試糊里糊塗，會
寫的卻不小心寫錯。乖巧、聽話時的我是個小天使，調皮
搗蛋時的我卻像個小惡魔。
我愛我的家人，謝謝爸媽給我一個溫暖的家。

第

第十七期

●
●

Chungshan Elementary School

分享

卓越

創意

校長的話

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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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郭碧玄
科技進步日新月
異，訊息流通快速，變
化幾乎是生活的常態，
也會是教育的常態。科
技載具的發明，造成資訊
大量流通，問題變得越來
越複雜。如何解決複雜問題，
就變得相當重要。從 2017 至 2020
年的調查，企業皆認為面對複雜問題，
解決問題的能力，皆排名第一。可見如何培養孩子面
對複雜情境問題，解決複雜情境問題的成為教育的課
題。
如何指導孩子適應未來的生活，就變成教育至關
重要的課題。近幾年的教育體制中，更強調並期望孩
子們能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學會
去應變、思辨，進而解決問

題。為什麼需要具備思
考能力呢？因為學會思
考後，可以有能力判斷
是非外，最重要的是，
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想事
情的角度，覺察意識到自
己與他人的不同，進而去接
納或尊重他人、環境。身為父母、老師的我們要
如何引導、鷹架孩子逐漸養成思考的習慣，需要做出
更多具體的行動。
所以，建立討論對話的機會，鼓勵孩子說出自己
的想法很重要。譬如當老師提出一個問題請孩子發言
時，常碰到回答的意願不高，甚至放棄思考。這時候，
我們可以告訴孩子，「沒關係，你再想一想，等等再
回答」，我們願意給予孩子時間去整理自己內心對於
問題的看法，也在無形之中營造出輕鬆、無壓力的環
境，逐漸的，孩子也會耳濡目染，感受到其實說出自

家 長會 委 員的 話
◎家長委員 魏毓宏

上週學校來電，希望我能協助撰寫一篇有關
親子議題的文稿。當下欣然應允，但放下電話的同
時，心中仍對主題的呈現，漠然無主。因工作屬性
緣故，平時對撰寫研究論文，可謂駕輕就熟，但對
投稿文學小品，還真是初出茅廬，毫無經驗。即便
如此，既已應允，亦只能戮力以赴，完成使命。
美國心理學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在《愛的藝術》一書中，將愛廣分為：
父母之愛、手足之愛、情侶之愛、自身之愛及敬神
之愛等五大類。五愛之中，尤以父母之愛，最是無
私、無怨與無悔。親子關係，亦多圍繞於父母之愛
的氛圍中。優質的親子關係，始終建立於妥適的父
母之愛。過猶不及的愛，不僅無法彰顯優質的親子
關係，反將本末倒置，發展出拙劣的親子關係。給

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

淺談愛

奉獻

予的愛不足，當然無法撼動稚子，但是過多的愛，
亦將令稚子無喘息之機。如何拿捏與掌控愛的力道，
絕對是親子關係的重大挑戰。反躬自省，我常在不
自覺的過程中，給予小兒過多的愛，而其結果往往
是壓抑小兒緩不過氣，嚴重影響了親子關係。因此，
妥適給予愛，方能催化濃密的親子關係。時至今日，
這仍是我努力學習的重要課題。
提到愛與奉獻，腦中浮現清朝詩人龔自珍的辭
官之作「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
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此詩的後兩句「落
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絕對是父母對
子女愛與奉獻的極致表現。願將此優美詩句，獻給
日夜辛勤，無私、無怨、無悔的偉大父母。

己的想法，是可以讓別人知道自己對於事情看法的角
度，促使孩子對於思考上產生較高的動機。
解決問題是不斷重複思考的歷程，思考是一個極
具複雜的訊息處理過程，訊息須經由一系列的消化及
處理，最後才會變成自己的觀點。老師、父母所扮演
的角色，除了設計問題外，也需擔任最強力的後盾，
當孩子面臨困境時，出面給予鷹架或是引導，甚至資
源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讓可以更放手去迎接難題，且
更願意嘗試去思考。
面對未來複雜問題幾乎是不可逆的狀況，任何一
個人都無可逃避，問題一直來，教育不可能利用過去
的單一解決問題的教法，期待孩子可以面對未來複雜
問題的挑戰。所以，為了培養孩子面對未來的能力，
除了讀教科書，學習課本內的知識外，從小培養獨立
思考的思辨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懂得學習遷移、
實際應用在日常生活中相對重要，也能從參與體驗中
獲得學習的樂趣。

大事記

◎總務處

109.11.04 A 棟校舍基本設計審查會議
109.11.23 C 棟補強工程竣工驗收
109.11.24 地坪復工中

A 棟校舍基本設計審查
會議

裝設嶄新的氣密窗

升上五年級，對我來說，我覺得數學變得艱澀難懂，不但要計
算萬位以上的數字，而且一旦算錯，就要在龐大的數字中，搜尋躲

你快樂嗎 ? 你為什麼而快樂 ? 我很快樂，因為我常幫
助他人。我最喜歡看見一個人因為我的幫助而感到幸福。
蘇霍姆林斯基曾說過 :「對人來說，最大的快樂，最大的
幸福，是將自己的精神力量奉獻給他人。」
小時候，我在圖書館借了一本書，書上的一句話「助
人為快樂之本」讓我念念不忘。那時的我不曾幫助他人。
有一次下課時，老師請我幫忙資源回收，我本想拒絕，
卻突然想起這句話，於是接下了這令我永生難忘的任務。
我強忍著惡臭，將紙、垃圾、塑膠……等分類，事後我
不但得到了獎勵，也明白了「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我曾看過一篇文章，有一個小偷為了逃避警察的追
捕，推一個無知的小學生下月台，那位警察不但沒有救
他，還說 : 「只要我抓到那小偷，我就會成為警察局長
了。」最後那位小偷因為殺人罪而被判死刑，而那位警
察雖然成為了警察局長，臉上卻不再浮現笑容，也因為
自己良心的譴責，終日鬱鬱寡歡。
助人是快樂的，這個故事就是一個好例子，那位警
察沒有救小男孩，不懂助人的快樂，也因此有了陰影，
再也沒有笑容。我很喜歡一句話「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意思是見到有人有難，便要及時伸出援手，不但受助者
快樂，自己會更快樂。

◎五丁 陳妍甄

在其中的錯誤，十分痛苦。打掃的區域也不同了，其中教室對我們

今天凌晨三點時，爸爸媽媽把我叫醒，

班來說可以算是最輕鬆的掃地區域，因為上了高年級後，就要進入

我迷迷糊糊睜開眼睛，才想起來今天要去

恐怖充滿惡臭的廁所戰地，而另外一些同學則需要待在如同火焰般

爬山。我迅速的刷牙、洗臉、換衣服，接

的太陽底下的前操場掃地，悲哀的我就是身處在外掃煉獄中的冤魂

109 學年度家長委員贊助款
賴志忠

$50,000

陳義雄

$30,000

邱渼鈞

$30,000

黃秉洋

$30,000

陳智文

$20,000

朱嗣惠

$20,000

羅元宏

$20,000

黃耀德

$10,000

范容馨

$10,000

魏毓宏

$10,000

林雅雯

$10,000

羅傳效

$10,000

做好資源回收、減少汙染，我覺得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會那麼的美麗，要過多久世界才會變得美麗呢？真希望世

翁千惠

$10,000

界的每一個角落可以變得更美麗。

陳宥銓

$10,000

著又狼吞虎嚥地吃完了早餐，吃完早餐後，

之ㄧ啊 !
未來，我希望教室能加裝上清涼無比的冷氣，這樣我們這些小

爸爸就開車載我們去目的地。
我懷著期待又興奮的心情開始爬山，在

毛頭就不用為了搶電風扇而爭吵，更希望同學們在各項比賽中都能

爬山的過程中，我看見綠意盎然的草地，也

團結合作，卯足全力，展現絕佳的默契，奪取佳績，在高年級這二

看見蒼翠挺拔的樹，也有很多五彩繽紛的花，

年的時光裡，留下最美最精采的回憶。

旁邊流過清澈的河流，真是太美麗了！在爬的
過程中，可以聽見小鳥們的合唱，可以看見小花小
草們在幫忙伴舞，樹和風在伴奏。這彷彿是一場才藝發表會，小鳥們是合唱團的成員在唱歌，小花小草
們是舞蹈社的成員在跳舞，樹和風是節奏樂隊的成員，它們一起演出一場動人的表演，台灣的每一個角

◎總務處
張兆文捐助本校校務發展基金 $100,000
曾定宇捐助校慶運動會暨校務發展基金 $10,000
潘佳淳捐助校慶運動會暨校務發展基金 $10,000
黃意家捐助校慶運動會暨校務發展基金 $5,000
江文榮捐助本校網球隊經費 $3,000
上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捐助本校棒球隊經費 $30,000
林威政建築師事務所捐助本校校務發展基金 $6,000

會長

副會長

常務委員

落都是這麼美麗嗎？台灣的風景都這麼迷人嗎？
答案是「不！」在這猶如仙境般的場景中，也有殘破不堪的一面。綠意盎然的草地中，參雜著遊客們丟棄的
垃圾；蒼翠挺拔的大樹上，有些頑皮的小孩子正在無情的破壞著；就連五彩繽紛的花，也遭到人們任意的踩踏；
清澈的河流被染成了黑色的汙水；小鳥們天籟般的歌聲，也被大家的吵雜聲淹沒了。明明這個場景是那麼的夢幻，
卻被人們肆意破壞了，人們可以不要那麼肆意妄為地破壞環境嗎？可以好好愛護環境嗎？
雖然出去玩很開心，可是看到滿地的垃圾，就會有種開心不起來的感覺，只要人類團結起來不隨地亂丟垃圾、

家委會關心學校
發展熱心捐資興學

委員

外牆防漏與抿石子

辦公室牆面彩繪
擴柱工程讓 C 棟校
舍更加耐用堅固

地 坪 復 工， 學 校
側門地坪重新規
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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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主人
開 講 囉！
創意進場 - ㄧ乙的大禮物

家委會帥氣進場

創意進場 - 六甲啦啦隊表演

大會舞 - 健康活力 DoReMi

四甲太鼓表演

77
校慶暨運動會
屆

中山

運動員宣誓

趣味競賽 - 親子同樂

中山國小 109 學年度 77 週年校
之後各項活動順利進行，
慶運動大會亮麗登場，圓滿結束！
各年級的【趣味競賽】讓大家
今年的運動會在好天氣中熱鬧展開，
笑聲連連，各年級的【大隊接
【創意進場】增加了家委會的安排，
力】，也讓觀眾心情隨比賽如坐
謝謝各個家委們的熱情參與；接下來各
雲霄飛車一般緊張刺激。因為大家
◎劉立慈 老師
班的創意進場更為吸睛，樂學班的認真參與、
的熱情參與，使今年的運動競技與親子同
一年級精美的大禮物、二年級神采奕奕的歡呼、三年級超
樂成為最美好的回憶。感謝同學們的全力以赴、
級英雄的裝扮、四年級多采多姿的加油道具、五年級獨特
老師們的盡心努力、家長會的經費挹注，以及志
創意的口號，以及六甲精彩的壓軸啦啦隊表演，每班都在
工團的盡力支援，全校通力合作加上司儀老師精
此充分展現特色及學習成果。緊接著四甲同學朝氣滿滿的
準的時間掌控，使得活動非常圓滿成功！未來我
【太鼓表演】、整齊劃一的【四 - 六年級健康操】、可愛
們即將有嶄新的操場及跑道，相信明年的校慶運
活潑的【ㄧ - 三年級大會舞】，為接下來的賽事揭開序幕！
動大會，有更亮眼的畫面呈現在大家眼前！

中山品德教育宣導

中山國小品德教育活動，包含每個月的品德教育宣導、
中山小講堂與榮譽制度，引導學生知善、樂善與行善。

◎陳姝妤老師

禮貌 禮貌是指恭敬待人的態度，是重要的社交禮
儀，在待人處事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有以禮相
待的需要，它代表了個人對別人的尊重，也突
顯了個人的氣質與修養，
是維繫人際關係的鑰匙。

十一月禮貌

反省 反省是省察自己過去言行的是非好壞。懂得反省是一種智慧，它能將
我們的錯誤清清楚楚地照出來，使我們有改正的機會，進而培養端正
的理性，健全人格。

藝文學藝

榮 譽榜

學生

曾繼慶文章「化身小橘農」獲刊登國
語日報
曾繼慶文章「登和平島探秘境」獲刊
登國語日報
范揚玲童詩「喜愛大自然」獲刊登人
間福報
張弘毅文章「花蓮賞鯨豚」獲刊登人
間福報
六丙林臻韋、五甲邱美芯，榮獲 109
客家藝文競賽中區口說藝術組優等
教師

林美賢老師「線上美食展，家家炒翻
天」班級主題課程活動，獲刊登國語
日報樂學版
109 學年度全國語文競賽
張素玲老師，榮獲全國賽客語演說組
特優
羅云岑老師，榮獲全國賽國語朗讀組
特優

客家藝文競賽
成績亮眼

林美賢老師班
級主題課程活
動獲刊登

全國語文競賽
成績卓越

羽球隊
109 年第二屆竹東鎮『宋展河』國小羽球錦標賽
‧ 雙打組：
鍾羽晴、許采而榮獲中年級女子雙打亞軍
蕭博仁、張弘毅榮獲中年級男子雙打冠軍
曾繼慶、古侑恩榮獲中年級男子雙打亞軍
葉瑞宸、張愷倫榮獲高年級男子雙打冠軍
郭庭鍇、彭鈞麟榮獲高年級男子雙打季軍
‧ 單打組：
施采岑榮獲中年級女子單打冠軍
蕭博仁榮獲中年級男子單打冠軍
張弘毅榮獲中年級男子單打亞軍
湯子昊榮獲中年級男子單打季軍
朱書妍榮獲高年級女子單打冠軍
李宜襄榮獲高年級女子單打亞軍
葉瑞宸榮獲高年級男子單打冠軍
張愷倫榮獲高年級男子單打亞軍
109 年度新竹縣中小學羽球校際聯賽
‧ 施采而、林紫涵、鍾羽晴、林允恩榮獲國小中
年級女生組第三名

十二月反省

健康議題宣導

教師組大隊接力

精神總錦標

◎護理師 賴宇芬

親愛的家長！您定期半年帶孩子至牙科
檢查了嗎？
全民健保有提供許多牙齒保健的服
務，鼓勵您從小培養孩子定期半年看牙醫
的習慣，不但能讓孩子擁有健康的牙齒，更能培養孩子從小
正視照顧自己的牙齒，讓其成為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尤
其小二以下小朋友你窩溝封填了嗎？在第一大臼齒萌發後，
如果沒有發生齲齒，可以將臼齒表面的溝槽填補起來，就像
幫臼齒穿了一件防護衣加強防護，可以有效預防齲齒喔！年
齡大於 9 歲的小朋友就需要自費做這項服務囉！趕快去預約
你的牙醫師吧！

‧ 劉興駿、詹叡宣、湯子昊、詹宇丞
榮獲國小三年級男生組第三名
‧ 古侑恩、曾繼慶、蕭博仁、張弘毅
榮獲國小四年級男生組第二名
‧ 施采岑、李宜襄、朱書妍、曾時柔
羽球校際聯賽
榮獲國小高年級女生組第一名
‧ 彭鈞麟、葉瑞宸、張愷倫、陳易詮、郭庭鍇
榮獲國小高年級男生組第二名
109 年新竹縣運動 i 台灣社區羽球聯誼賽
‧ 雙打組：
鍾羽晴、許采而，榮獲國小中年級女子雙打亞軍
湯子昊、詹叡宣，榮獲國小中年級男子雙打季軍
蕭博仁、張弘毅，榮獲國小中年級男子雙打冠軍
曾繼慶、古侑恩，榮獲國小中年級男子雙打亞軍
郭庭鍇、彭鈞麟，榮獲國小高年級男子雙打亞軍
‧ 單打組：
許采而榮獲國小低年級女生單打亞軍
黃天齊榮獲國小低年級男生單打亞軍
蕭博仁榮獲國小中年級男生單打亞軍
張弘毅榮獲國小中年級男生單打季軍
朱書妍榮獲國小高年級女生單打冠軍
張愷倫榮獲國小高年級男生單打亞軍
新竹縣 109 年縣長盃羽球錦標賽
施采岑、李宜襄、朱書妍、曾時柔榮獲高年級女子組冠軍
古侑恩、蕭博仁、曾繼慶、張弘毅榮獲中年級男子組亞軍
許采而、林紫涵、鍾羽晴、林允恩榮獲中年級女子組亞軍

新竹縣 109 年縣長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 謝恩惠、高馨榮獲國小甲組男女混合亞軍
‧ 林瑀玹、陳禹淳榮獲國小女童乙組冠軍
‧ 曾真、吳翊彤榮獲國小女童乙組亞軍
‧ 徐樂榮獲國小女童丙組季軍

◎許鳳純 老師
「成就每一
位孩子」是現今
的教育願景，中
山國小為了尋找
並點燃每一位孩
子的亮點，創建多樣化的社團，設計多元
化的活動，讓孩子們能夠展現自我，星光
舞台因而產生。
今年的星光舞台，節目精采程度依舊
令人久久難以忘懷—體育性社團的技術展演、音樂性社團的
樂音演奏、繪畫性社團的作品呈現、班級的載歌載舞，內容
多元，使人目不轉睛。
孩子們盡心盡力的練習，站上舞台的那一刻，自信的表
情、流暢的肢體動作、悠揚的樂音，展現明星般的風采。
勇於展現自我的孩子，眼
睛散發出光芒，照耀中山，星
光熠熠，烙印在中山師生的心
中。

小小說書人

六甲分享「小紅母
雞」的故事，小紅
母雞是一本表達不
勉強分享的情緒繪
本，我們可以從故
事中練習表達自己
的情緒，之後的有
獎徵答可以讓在場的小朋友踴躍表達自己的
想法，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

◎劉燕齡老師

這個活動是由六年級各班學生自行挑
選繪本 , 並改編成劇本之後，, 藉由演出的
方式將故事呈現出來 , 希望帶給低年級學生
一個全新的感受 ! 透過說書人的活動 , 希望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規劃活動的能力 , 學生
自製配合人物角色的道具 , 再加上故事結尾
後面設計提問 , 都是吸引學生目光的好方式 !

「勇敢湯」是六乙
選擇的故事，自製
道具透過角色扮演
詮釋故事中失去勇
氣的小浣熊，克服
自己的害怕，變成
一個勇敢的小孩 !

藝 文 作 品

黃昏魚市場／吳漩恩

做蛋糕時間／鄧禹瑄

歡樂一家親／謝侑嘉
六丙將家喻戶曉的
「小紅帽與大野狼」
的故事搬到教室來
了， 逼 真 的 道 具 吸 引
了低年級孩子的目
光， 透 過 經 典 故 事 的
橋段重現童年的回憶 !

縣長盃軟式網
球錦標賽

貓熊動物園
羅琪媛

棒球隊

暮色
黃翊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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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朝會時的舞台，不再是師
長們的專利。
為了豐富學生的經驗、宣導品
德教育，學校利用兒童朝會，讓學
生們以自己擅長的方式進行品德教
育主題分享。小主人們，為了能夠
在舞台上展現自我，並且提供同學
們多元的資訊，有些小主人利用相聲的方式，有些小主人利用戲劇
的方式進行宣導，希望以深入淺出，及有趣的方式讓同學們了解品
德的重要性。
每位孩子，在各班導師的指導下，再加上自身負責任的態度，
每每上台，都獲得廣大的回響。
舞台上，每位孩子散發自信的光芒，口說的內容精闢入理，實
在令人讚嘆不已。

│中山小講堂│

◎許鳳純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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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垃圾／羅琪淯

防疫大作戰／王詠捷

舞動／彭鈞麟

台彩威力盃全國少棒賽，榮獲新竹縣選拔賽殿軍
109 年度關西鎮長盃少年軟式棒球錦標賽，榮獲季軍
109 年度竹東鎮長盃暨主委盃國小軟式棒球錦標賽，榮獲季軍

台彩威力盃全國少棒賽

關西鎮長盃少年
軟式棒球錦標賽

竹東鎮長盃暨主委盃
國小軟式棒球錦標賽

1091013 二年級戶外
教育 - 麥克田園

1091013 三年級戶外教育 - 小人國

1091014 實境遊戲
融入素養研習

1091013 六年級戶外教育 - 六福村

1091015 流感疫苗注射

跆拳道
109 年關西鎮長盃暨全國跆拳道邀請賽
‧ 陳柚瑾榮獲品勢國小
低年級女子黃帶 A 組第二名
‧ 林語柔榮獲對練國小
低年級女子色帶組 25-27kg 級第二名

1091019 特教評鑑

1091020 四年級
戶外教育 - 活力農場

1091020 五年級戶外
教育 - 麗寶樂園

1091022 好書報報

1091022 營養教育宣導

1091028 領域會議

1091103 童軍舍營活動

全國跆拳道邀請賽

定向越野
109 年新竹縣縣長盃定向越野錦標賽
‧ 劉思睿、賴韻伊、温芷翎、温承皓
榮獲團體獎季軍
運動 i 台灣社區羽球聯誼賽

縣長盃定向越野錦標賽

1091105 適應體育活動

1091106 校定課程

1091108 太鼓隊河濱公園表演

1091109 校內語文競賽

1091112 本土語訪視

1091118 遠離毒品陷阱
桌遊培訓

縣長盃羽球錦標

新竹縣第 18 屆適應體育競賽
網球隊
賴品丞，榮獲『2020 年新竹市主委盃
網球錦標賽』國小男生 C 組季軍
新竹縣 109 年度縣長盃網球錦標賽
‧ 徐樂榮獲中低年級女生組冠軍
‧ 賴品丞榮獲中低年級男生組冠軍
‧ 賴奕崴榮獲中低年級男生組亞軍
謝恩惠、劉小玲、高馨、曾真、林瑀玹、
陳禹淳、吳翊彤榮獲『109 年中正盃全
國軟式網球錦標賽』國小女童甲組季軍

新竹市主委盃
網球錦標賽

‧ 賴巧俐、林育新、范嘉云
榮獲國小組顆星連珠第六名
‧ 陳靖崴、陳澤萬、蕭蕭唯軒
榮獲國小組氣吹山河第六名
‧ 適應體育競賽精神總錦標第三名

1091119 圖書館結合台灣
科學節辦理科普主題書展

1091124 中山志工團聯誼旅遊活動

1091126 科教館塗鴉機實作工作坊

1091126 防溺宣導

1091126 自治鎮團集會

適應體育競賽

路跑

中正盃全國軟式
網球錦標賽

109 年竹東鎮運路跑活動
‧ 施采岑榮獲國小女生組第八名
‧ 哈順歆榮獲國小女生組第九名

竹東鎮運路跑活動

1091127 童軍團集會

1091127 科技輔助
自主學習跨校交流會

1091127 因材網觀課

1091129 棒球理財營

1091201 六年級畢旅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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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 0 年 1 月

中華民國 11 0 年 1 月

小主人
開 講 囉！
創意進場 - ㄧ乙的大禮物

家委會帥氣進場

創意進場 - 六甲啦啦隊表演

大會舞 - 健康活力 DoReMi

四甲太鼓表演

77
校慶暨運動會
屆

中山

運動員宣誓

趣味競賽 - 親子同樂

中山國小 109 學年度 77 週年校
之後各項活動順利進行，
慶運動大會亮麗登場，圓滿結束！
各年級的【趣味競賽】讓大家
今年的運動會在好天氣中熱鬧展開，
笑聲連連，各年級的【大隊接
【創意進場】增加了家委會的安排，
力】，也讓觀眾心情隨比賽如坐
謝謝各個家委們的熱情參與；接下來各
雲霄飛車一般緊張刺激。因為大家
◎劉立慈 老師
班的創意進場更為吸睛，樂學班的認真參與、
的熱情參與，使今年的運動競技與親子同
一年級精美的大禮物、二年級神采奕奕的歡呼、三年級超
樂成為最美好的回憶。感謝同學們的全力以赴、
級英雄的裝扮、四年級多采多姿的加油道具、五年級獨特
老師們的盡心努力、家長會的經費挹注，以及志
創意的口號，以及六甲精彩的壓軸啦啦隊表演，每班都在
工團的盡力支援，全校通力合作加上司儀老師精
此充分展現特色及學習成果。緊接著四甲同學朝氣滿滿的
準的時間掌控，使得活動非常圓滿成功！未來我
【太鼓表演】、整齊劃一的【四 - 六年級健康操】、可愛
們即將有嶄新的操場及跑道，相信明年的校慶運
活潑的【ㄧ - 三年級大會舞】，為接下來的賽事揭開序幕！
動大會，有更亮眼的畫面呈現在大家眼前！

中山品德教育宣導

中山國小品德教育活動，包含每個月的品德教育宣導、
中山小講堂與榮譽制度，引導學生知善、樂善與行善。

◎陳姝妤老師

禮貌 禮貌是指恭敬待人的態度，是重要的社交禮
儀，在待人處事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有以禮相
待的需要，它代表了個人對別人的尊重，也突
顯了個人的氣質與修養，
是維繫人際關係的鑰匙。

十一月禮貌

反省 反省是省察自己過去言行的是非好壞。懂得反省是一種智慧，它能將
我們的錯誤清清楚楚地照出來，使我們有改正的機會，進而培養端正
的理性，健全人格。

藝文學藝

榮 譽榜

學生

曾繼慶文章「化身小橘農」獲刊登國
語日報
曾繼慶文章「登和平島探秘境」獲刊
登國語日報
范揚玲童詩「喜愛大自然」獲刊登人
間福報
張弘毅文章「花蓮賞鯨豚」獲刊登人
間福報
六丙林臻韋、五甲邱美芯，榮獲 109
客家藝文競賽中區口說藝術組優等
教師

林美賢老師「線上美食展，家家炒翻
天」班級主題課程活動，獲刊登國語
日報樂學版
109 學年度全國語文競賽
張素玲老師，榮獲全國賽客語演說組
特優
羅云岑老師，榮獲全國賽國語朗讀組
特優

客家藝文競賽
成績亮眼

林美賢老師班
級主題課程活
動獲刊登

全國語文競賽
成績卓越

羽球隊
109 年第二屆竹東鎮『宋展河』國小羽球錦標賽
‧ 雙打組：
鍾羽晴、許采而榮獲中年級女子雙打亞軍
蕭博仁、張弘毅榮獲中年級男子雙打冠軍
曾繼慶、古侑恩榮獲中年級男子雙打亞軍
葉瑞宸、張愷倫榮獲高年級男子雙打冠軍
郭庭鍇、彭鈞麟榮獲高年級男子雙打季軍
‧ 單打組：
施采岑榮獲中年級女子單打冠軍
蕭博仁榮獲中年級男子單打冠軍
張弘毅榮獲中年級男子單打亞軍
湯子昊榮獲中年級男子單打季軍
朱書妍榮獲高年級女子單打冠軍
李宜襄榮獲高年級女子單打亞軍
葉瑞宸榮獲高年級男子單打冠軍
張愷倫榮獲高年級男子單打亞軍
109 年度新竹縣中小學羽球校際聯賽
‧ 施采而、林紫涵、鍾羽晴、林允恩榮獲國小中
年級女生組第三名

十二月反省

健康議題宣導

教師組大隊接力

精神總錦標

◎護理師 賴宇芬

親愛的家長！您定期半年帶孩子至牙科
檢查了嗎？
全民健保有提供許多牙齒保健的服
務，鼓勵您從小培養孩子定期半年看牙醫
的習慣，不但能讓孩子擁有健康的牙齒，更能培養孩子從小
正視照顧自己的牙齒，讓其成為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尤
其小二以下小朋友你窩溝封填了嗎？在第一大臼齒萌發後，
如果沒有發生齲齒，可以將臼齒表面的溝槽填補起來，就像
幫臼齒穿了一件防護衣加強防護，可以有效預防齲齒喔！年
齡大於 9 歲的小朋友就需要自費做這項服務囉！趕快去預約
你的牙醫師吧！

‧ 劉興駿、詹叡宣、湯子昊、詹宇丞
榮獲國小三年級男生組第三名
‧ 古侑恩、曾繼慶、蕭博仁、張弘毅
榮獲國小四年級男生組第二名
‧ 施采岑、李宜襄、朱書妍、曾時柔
羽球校際聯賽
榮獲國小高年級女生組第一名
‧ 彭鈞麟、葉瑞宸、張愷倫、陳易詮、郭庭鍇
榮獲國小高年級男生組第二名
109 年新竹縣運動 i 台灣社區羽球聯誼賽
‧ 雙打組：
鍾羽晴、許采而，榮獲國小中年級女子雙打亞軍
湯子昊、詹叡宣，榮獲國小中年級男子雙打季軍
蕭博仁、張弘毅，榮獲國小中年級男子雙打冠軍
曾繼慶、古侑恩，榮獲國小中年級男子雙打亞軍
郭庭鍇、彭鈞麟，榮獲國小高年級男子雙打亞軍
‧ 單打組：
許采而榮獲國小低年級女生單打亞軍
黃天齊榮獲國小低年級男生單打亞軍
蕭博仁榮獲國小中年級男生單打亞軍
張弘毅榮獲國小中年級男生單打季軍
朱書妍榮獲國小高年級女生單打冠軍
張愷倫榮獲國小高年級男生單打亞軍
新竹縣 109 年縣長盃羽球錦標賽
施采岑、李宜襄、朱書妍、曾時柔榮獲高年級女子組冠軍
古侑恩、蕭博仁、曾繼慶、張弘毅榮獲中年級男子組亞軍
許采而、林紫涵、鍾羽晴、林允恩榮獲中年級女子組亞軍

新竹縣 109 年縣長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 謝恩惠、高馨榮獲國小甲組男女混合亞軍
‧ 林瑀玹、陳禹淳榮獲國小女童乙組冠軍
‧ 曾真、吳翊彤榮獲國小女童乙組亞軍
‧ 徐樂榮獲國小女童丙組季軍

◎許鳳純 老師
「成就每一
位孩子」是現今
的教育願景，中
山國小為了尋找
並點燃每一位孩
子的亮點，創建多樣化的社團，設計多元
化的活動，讓孩子們能夠展現自我，星光
舞台因而產生。
今年的星光舞台，節目精采程度依舊
令人久久難以忘懷—體育性社團的技術展演、音樂性社團的
樂音演奏、繪畫性社團的作品呈現、班級的載歌載舞，內容
多元，使人目不轉睛。
孩子們盡心盡力的練習，站上舞台的那一刻，自信的表
情、流暢的肢體動作、悠揚的樂音，展現明星般的風采。
勇於展現自我的孩子，眼
睛散發出光芒，照耀中山，星
光熠熠，烙印在中山師生的心
中。

小小說書人

六甲分享「小紅母
雞」的故事，小紅
母雞是一本表達不
勉強分享的情緒繪
本，我們可以從故
事中練習表達自己
的情緒，之後的有
獎徵答可以讓在場的小朋友踴躍表達自己的
想法，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

◎劉燕齡老師

這個活動是由六年級各班學生自行挑
選繪本 , 並改編成劇本之後，, 藉由演出的
方式將故事呈現出來 , 希望帶給低年級學生
一個全新的感受 ! 透過說書人的活動 , 希望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規劃活動的能力 , 學生
自製配合人物角色的道具 , 再加上故事結尾
後面設計提問 , 都是吸引學生目光的好方式 !

「勇敢湯」是六乙
選擇的故事，自製
道具透過角色扮演
詮釋故事中失去勇
氣的小浣熊，克服
自己的害怕，變成
一個勇敢的小孩 !

藝 文 作 品

黃昏魚市場／吳漩恩

做蛋糕時間／鄧禹瑄

歡樂一家親／謝侑嘉
六丙將家喻戶曉的
「小紅帽與大野狼」
的故事搬到教室來
了， 逼 真 的 道 具 吸 引
了低年級孩子的目
光， 透 過 經 典 故 事 的
橋段重現童年的回憶 !

縣長盃軟式網
球錦標賽

貓熊動物園
羅琪媛

棒球隊

暮色
黃翊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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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朝會時的舞台，不再是師
長們的專利。
為了豐富學生的經驗、宣導品
德教育，學校利用兒童朝會，讓學
生們以自己擅長的方式進行品德教
育主題分享。小主人們，為了能夠
在舞台上展現自我，並且提供同學
們多元的資訊，有些小主人利用相聲的方式，有些小主人利用戲劇
的方式進行宣導，希望以深入淺出，及有趣的方式讓同學們了解品
德的重要性。
每位孩子，在各班導師的指導下，再加上自身負責任的態度，
每每上台，都獲得廣大的回響。
舞台上，每位孩子散發自信的光芒，口說的內容精闢入理，實
在令人讚嘆不已。

│中山小講堂│

◎許鳳純 老師

第

海洋垃圾／羅琪淯

防疫大作戰／王詠捷

舞動／彭鈞麟

台彩威力盃全國少棒賽，榮獲新竹縣選拔賽殿軍
109 年度關西鎮長盃少年軟式棒球錦標賽，榮獲季軍
109 年度竹東鎮長盃暨主委盃國小軟式棒球錦標賽，榮獲季軍

台彩威力盃全國少棒賽

關西鎮長盃少年
軟式棒球錦標賽

竹東鎮長盃暨主委盃
國小軟式棒球錦標賽

1091013 二年級戶外
教育 - 麥克田園

1091013 三年級戶外教育 - 小人國

1091014 實境遊戲
融入素養研習

1091013 六年級戶外教育 - 六福村

1091015 流感疫苗注射

跆拳道
109 年關西鎮長盃暨全國跆拳道邀請賽
‧ 陳柚瑾榮獲品勢國小
低年級女子黃帶 A 組第二名
‧ 林語柔榮獲對練國小
低年級女子色帶組 25-27kg 級第二名

1091019 特教評鑑

1091020 四年級
戶外教育 - 活力農場

1091020 五年級戶外
教育 - 麗寶樂園

1091022 好書報報

1091022 營養教育宣導

1091028 領域會議

1091103 童軍舍營活動

全國跆拳道邀請賽

定向越野
109 年新竹縣縣長盃定向越野錦標賽
‧ 劉思睿、賴韻伊、温芷翎、温承皓
榮獲團體獎季軍
運動 i 台灣社區羽球聯誼賽

縣長盃定向越野錦標賽

1091105 適應體育活動

1091106 校定課程

1091108 太鼓隊河濱公園表演

1091109 校內語文競賽

1091112 本土語訪視

1091118 遠離毒品陷阱
桌遊培訓

縣長盃羽球錦標

新竹縣第 18 屆適應體育競賽
網球隊
賴品丞，榮獲『2020 年新竹市主委盃
網球錦標賽』國小男生 C 組季軍
新竹縣 109 年度縣長盃網球錦標賽
‧ 徐樂榮獲中低年級女生組冠軍
‧ 賴品丞榮獲中低年級男生組冠軍
‧ 賴奕崴榮獲中低年級男生組亞軍
謝恩惠、劉小玲、高馨、曾真、林瑀玹、
陳禹淳、吳翊彤榮獲『109 年中正盃全
國軟式網球錦標賽』國小女童甲組季軍

新竹市主委盃
網球錦標賽

‧ 賴巧俐、林育新、范嘉云
榮獲國小組顆星連珠第六名
‧ 陳靖崴、陳澤萬、蕭蕭唯軒
榮獲國小組氣吹山河第六名
‧ 適應體育競賽精神總錦標第三名

1091119 圖書館結合台灣
科學節辦理科普主題書展

1091124 中山志工團聯誼旅遊活動

1091126 科教館塗鴉機實作工作坊

1091126 防溺宣導

1091126 自治鎮團集會

適應體育競賽

路跑

中正盃全國軟式
網球錦標賽

109 年竹東鎮運路跑活動
‧ 施采岑榮獲國小女生組第八名
‧ 哈順歆榮獲國小女生組第九名

竹東鎮運路跑活動

1091127 童軍團集會

1091127 科技輔助
自主學習跨校交流會

1091127 因材網觀課

1091129 棒球理財營

1091201 六年級畢旅

第

4版

中華民國 11 0 年 1 月

中華民國 11 0 年 1 月

難忘的家庭時光

花蓮海洋公園遊記

◎三甲 邱筠筑
暑假我們一家人帶著小狗去東森山林度假
酒店，進行兩天一夜的親子之旅。首站我們來
到三峽老街，那裡有著巴洛克式的建築以及復
古的童玩，彷佛帶我回到了過去，真是新鮮的
體驗。
離開了老街就要前往今天我們住的飯店。
房間內有狗狗的床和碗，spa 會館內有游泳池和
健身房，而室外游泳池的水清澈冰涼，還可以
欣賞美麗的風景，我們在這裡玩得不亦樂乎。
第二天中午我們到永安漁港騎協力車，我
賣力地騎著協力車，媽媽還特地買了三球冰淇
淋犒賞我。最後，我們到漁市買了一些海鮮回
家享用，為這個旅程畫下完美的句點。

花蓮之旅

今天清晨我們出發去花蓮的海洋公園，沿路上我看到五
彩繽紛的日出和景色，到海洋公園後發現，一開園就已經人
山人海了。我和妹妹迫不及待跑去遊樂區，各式各樣的遊樂
設施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海盜大驚航，因為衝下來的時
候會被噴濕，我喜歡那種被噴濕的涼快感。另外，讓我突破
的設施是雲霄飛車，我克服了恐懼、害怕一個人坐的感覺，
甚至玩了兩次呢，原來有叫出來也就不這麼害怕了。
之後我們一家人一起去看了水晶劇場，看著演員高超技
術，讓全場觀眾拍手叫好，接著又去觀賞了海豹表演，海豹
上學，老師問了海豹很多問題，海豹全都答對了。牠還上了
體育課分紅藍兩隊打籃球，是紅隊海豹獲勝 ! 最後兩隻海豹
表演深水炸彈，潑得前排觀眾一身濕，真是有趣。
很快地來到園區關門時間，我們坐上纜車，下去看了很
美的風景，也為今天留下難忘的回憶。

小人國一日遊

◎三丁 鍾羽晴

暑假時，我們全家到花蓮旅行。這一趟旅行中，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海洋公園和賞豚的行程。
在海洋公園裡，我最喜歡和哥哥去搭海盜船。我們
坐在海盜船的最後一排，當海盜船升到最高點又盪下來
時，我大聲地尖叫，還害怕地抓住哥哥的手，一直問什
麼時候才會停。接著我們搭纜車到「水晶城堡」觀賞表
演，看到演員們高難度的動作，讓我們驚嘆不已，真是
精彩極了。
第二天，我們懷著興奮、期待的心情搭船出發去賞
鯨豚。看著一望無際的海面上，突然有一道道快速的身
影劃過，原來是一隻隻跳水高手 --- 飛魚，我們都看得
驚呼連連。經過一段時間的航行，終於看到我們此行的
目標 ---- 海豚。這些海中嬌客在水中鑽來鑽去，有的還
跳出水面在空中滑行，似乎在對我們展示他們的獨門絕
技，真是神奇！在眾人一連串的讚嘆聲中，我們也結束
了這一趟既充實又令人驚奇的鯨豚之旅。
這次的旅行讓我更加了解花蓮的文化，也對海洋中
的小動物們有深入的認識。不過最大的收穫是我與家人
之間的關係更加親密，也令我更加期待下一次的旅程。

我的老師很特別

我的家人

◎三乙 羅琪淯

◎五甲 羅濟劭

◎三丙 范揚玲

「快樂」小天使？

◎三戊 丁冠瑋

十月十三日這一天是我們戶外教學的日子，目的地是去「小人
國」。哇！一想到有各式各樣的遊樂設施等著我去勇闖，心情非常
雀躍不已。
出發當天天氣雖然陰晴不定，但沒有下雨就是好的開始呢！一
到教室，看見同學們都興致勃勃地討論行程要怎麼安排，原來大家
都迫不及待這次的旅遊啊！在去的路途上，有的人倒頭大睡，有的
人拿出零食分享並聊天，還有的人像我一樣，欣賞窗外被秋色渲染
的風景。
到了遊樂園門口，放眼望去，色彩繽紛的城堡引人注目。當我
們經過彎彎曲曲的長廊，真正的小人國世界映入眼簾。首先是臺灣
的有名景物，像高鐵及台鐵列車，在小小的軌道上行駛，讓人眼睛
為之一亮。還有臺灣總統府前的廣場，看見一整排井然有序的軍人
們進行迷你版的閱兵典禮，顯得隆重又帶著幾分趣味。接著往裡面
走就是中國建築物，有著名的萬里長城……，還有歐美國家的比薩
斜塔等等，都讓人嘆為觀止。環遊世界之後，接下來的重頭戲就是
期待已久的主題樂園了！我們挑戰許多驚險刺激的遊樂設施，令人
感到心跳加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瘋狂急流」，坐在氣墊船上，
隨著彎曲的滑水道漂流，激撞出一片片的水花，濺濕了我們的頭髮
和衣服，感到涼爽又暢快。當氣墊船從高處往下衝時，速度快得讓
人驚聲尖叫！我們看到彼此狼狽的模樣都哈哈大笑了。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短暫，不知不覺就到了集合返家的時
間，大家都玩得意猶未盡，直呼下次還要再來。這次的戶外教學過
得十分充實，可以不用出國就能欣賞世界各地著名的景點，感受異
國風情，增廣見聞，還能和同學一起吃喝玩樂，真是太開心了。

◎五丁 陳禹淳
「 幸 福 有 沒 有 在 我 身 邊， 怎 麼 一 直 看 不
見？……，爸爸說幸福就在鏡子裡，那就是我快
樂的臉。」這是我們學校的掃地歌，可是，校園
中的每一個人在學校生活是幸福和快樂的嗎？每
一個人都是帶著幸福、快樂回家的嗎？
記得，運動會前我們班和四年級的其中一班
練習大隊接力時，眼看勝利即將到手，結果竟有
一位小朋友坐在跑道上，害我們班的同學跌倒，
而那位小朋友也馬上被我們班的女生臭罵，但我
仔細一看便和他們說：「別罵了，他是一位氣質
特殊的小朋友，很可憐，所以不要再責怪他了！」
他們聽了我的勸告後，便不再追究。平息了「五」
與「四」的風暴。在校園，我們要接納特別的小
朋友，原諒別人的無心之過。
在校園中，似乎處處都會出現不雅的話，像
同學取笑某位同學的身材怎樣、成績如何，甚至
幫同學取奇怪的綽號。其實這樣的行為，對他們
來講不舒服，造成人身攻擊，嚴重的話，可能會
讓他人想不開……。
你有沒有想過，如果大家都帶有「接納的
心」和「同理的心」來到學校，大家對彼此友善，
是不是中山的每一位小朋友都能變成「快樂小天
使」，每天都有張幸福、快樂的臉？

升上五年級，分班的那一天，當我看到我的老師是
以兇聞名的邱瓊瑩老師時，我害怕得腳瞬間發軟，緩步移
動走到教室最旁邊的座位坐下。當老師自我介紹時，一幅嚴肅的畫風，我頓時覺得自己到了第十八層地獄。

五年級的我

上課第一天，老師頒布班規，其中之一便是「今日事，今日畢」，這對平常能逃就逃，只要老師沒發現我
作業沒有完成就逃得遠遠的我來說，我有百分之六十的自信可以做到老師的要求，剩下不足的百分之四十是因
為聽說五年級會有很多作業要寫，再聽到老師說她喜歡寫作和數學解題，我就感覺不妙了 !
經過三個星期來的相處，我發現老師和我對她的第一印象完全不同 ! 一開始對老師充滿畏懼的我，現在發

◎五乙 彭宥鈞

時光飛逝，轉眼間就升上了五年級。分班前，我感覺到興奮和

現老師其實蠻風趣的，特別是上國語課的時候，老師常會說笑話讓我們提振精神；上數學課時會請我們使用小

緊張不安，因為可以認識很多新同學。一開始，我覺得大部分的同

白板做互動式學習，我覺得這不但有趣，還讓我們沒有空發呆。雖然老師兇的時候很兇，就像一隻噴火龍會朝

學都很陌生，但是逐漸熟悉後，就覺得同學們其實好相處又幽默可

我們噴火一樣的可怕，但老師也有輕鬆開心的一面，笑起來就像花朵綻放一樣的美麗。

愛。

未來的兩年高年級生活，我將與這位特別的老師一起度過，我想向老師學習怎麼解數學題目，並熟悉數學

不久後，我認識了一個同學令我印象深刻：他很喜歡貓戰，本

的各種定律，讓我更喜歡數學，也要讓自己更了解國字的筆劃，寫出正確又整齊的國字。我敢肯定，在老師的

身也超會畫貓咪的，他畫的貓咪看起來栩栩如生，好像快從紙上躍

教導下，時間久了，我一定可以成為像老師一樣幽默、風趣的學生。

出，我打從心裡十二萬分的佩服。接著，我也感覺教室似乎變大了，
老師也變得更溫柔且搞笑幽默了；但體育老師就不一樣了，有時候
很溫柔，有時候很可怕，讓人完全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什麼，所以上

助人快樂多

◎五丙 林芊卉

看見台灣的美麗與哀愁

課時大家都乖巧無比，有如貓咪一般的溫馴。

1版

發行／郭碧玄校長
執行編輯／陳姝妤
● 編輯群／全體教師、家長會
● 出版／新竹縣竹東鎮中山國民小學

新竹縣竹東鎮中山國民小學

我生長在一個幸福的家庭裡，有個超人老爸、魔法老
媽、像蘋果一樣甜的妹妹和一個有時像天使有時像惡魔的
我。
爸爸是修東西的高手，桌椅、電器壞了都難不倒他，
但是對我的生活規矩要求很嚴格。媽媽的手像魔法棒，進
廚房三兩下就能變出很多我喜歡的食物。媽媽煮得很辛苦，
我卻吃得津津有味，因為媽媽加了特別的祕方「愛的調味
料」，所以當然好吃囉！妹妹長得像小蘋果，一看到就好
想吃一口，但爸媽只要聽到「唉呦」的聲音，就知道是我
又惹妹妹生氣了。我常常會碰妹妹的東西，因此她在書桌
上貼了「Don｀t touch」的紙條。我經常考試糊里糊塗，會
寫的卻不小心寫錯。乖巧、聽話時的我是個小天使，調皮
搗蛋時的我卻像個小惡魔。
我愛我的家人，謝謝爸媽給我一個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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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優質

310 新竹縣
竹東鎮中山
路 70 號 電話
：03-5962102 傳真：03-5944397

◎校長 郭碧玄
科技進步日新月
異，訊息流通快速，變
化幾乎是生活的常態，
也會是教育的常態。科
技載具的發明，造成資訊
大量流通，問題變得越來
越複雜。如何解決複雜問題，
就變得相當重要。從 2017 至 2020
年的調查，企業皆認為面對複雜問題，
解決問題的能力，皆排名第一。可見如何培養孩子面
對複雜情境問題，解決複雜情境問題的成為教育的課
題。
如何指導孩子適應未來的生活，就變成教育至關
重要的課題。近幾年的教育體制中，更強調並期望孩
子們能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學會
去應變、思辨，進而解決問

題。為什麼需要具備思
考能力呢？因為學會思
考後，可以有能力判斷
是非外，最重要的是，
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想事
情的角度，覺察意識到自
己與他人的不同，進而去接
納或尊重他人、環境。身為父母、老師的我們要
如何引導、鷹架孩子逐漸養成思考的習慣，需要做出
更多具體的行動。
所以，建立討論對話的機會，鼓勵孩子說出自己
的想法很重要。譬如當老師提出一個問題請孩子發言
時，常碰到回答的意願不高，甚至放棄思考。這時候，
我們可以告訴孩子，「沒關係，你再想一想，等等再
回答」，我們願意給予孩子時間去整理自己內心對於
問題的看法，也在無形之中營造出輕鬆、無壓力的環
境，逐漸的，孩子也會耳濡目染，感受到其實說出自

家 長會 委 員的 話
◎家長委員 魏毓宏

上週學校來電，希望我能協助撰寫一篇有關
親子議題的文稿。當下欣然應允，但放下電話的同
時，心中仍對主題的呈現，漠然無主。因工作屬性
緣故，平時對撰寫研究論文，可謂駕輕就熟，但對
投稿文學小品，還真是初出茅廬，毫無經驗。即便
如此，既已應允，亦只能戮力以赴，完成使命。
美國心理學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在《愛的藝術》一書中，將愛廣分為：
父母之愛、手足之愛、情侶之愛、自身之愛及敬神
之愛等五大類。五愛之中，尤以父母之愛，最是無
私、無怨與無悔。親子關係，亦多圍繞於父母之愛
的氛圍中。優質的親子關係，始終建立於妥適的父
母之愛。過猶不及的愛，不僅無法彰顯優質的親子
關係，反將本末倒置，發展出拙劣的親子關係。給

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

淺談愛

奉獻

予的愛不足，當然無法撼動稚子，但是過多的愛，
亦將令稚子無喘息之機。如何拿捏與掌控愛的力道，
絕對是親子關係的重大挑戰。反躬自省，我常在不
自覺的過程中，給予小兒過多的愛，而其結果往往
是壓抑小兒緩不過氣，嚴重影響了親子關係。因此，
妥適給予愛，方能催化濃密的親子關係。時至今日，
這仍是我努力學習的重要課題。
提到愛與奉獻，腦中浮現清朝詩人龔自珍的辭
官之作「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
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此詩的後兩句「落
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絕對是父母對
子女愛與奉獻的極致表現。願將此優美詩句，獻給
日夜辛勤，無私、無怨、無悔的偉大父母。

己的想法，是可以讓別人知道自己對於事情看法的角
度，促使孩子對於思考上產生較高的動機。
解決問題是不斷重複思考的歷程，思考是一個極
具複雜的訊息處理過程，訊息須經由一系列的消化及
處理，最後才會變成自己的觀點。老師、父母所扮演
的角色，除了設計問題外，也需擔任最強力的後盾，
當孩子面臨困境時，出面給予鷹架或是引導，甚至資
源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讓可以更放手去迎接難題，且
更願意嘗試去思考。
面對未來複雜問題幾乎是不可逆的狀況，任何一
個人都無可逃避，問題一直來，教育不可能利用過去
的單一解決問題的教法，期待孩子可以面對未來複雜
問題的挑戰。所以，為了培養孩子面對未來的能力，
除了讀教科書，學習課本內的知識外，從小培養獨立
思考的思辨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懂得學習遷移、
實際應用在日常生活中相對重要，也能從參與體驗中
獲得學習的樂趣。

大事記

◎總務處

109.11.04 A 棟校舍基本設計審查會議
109.11.23 C 棟補強工程竣工驗收
109.11.24 地坪復工中

A 棟校舍基本設計審查
會議

裝設嶄新的氣密窗

升上五年級，對我來說，我覺得數學變得艱澀難懂，不但要計
算萬位以上的數字，而且一旦算錯，就要在龐大的數字中，搜尋躲

你快樂嗎 ? 你為什麼而快樂 ? 我很快樂，因為我常幫
助他人。我最喜歡看見一個人因為我的幫助而感到幸福。
蘇霍姆林斯基曾說過 :「對人來說，最大的快樂，最大的
幸福，是將自己的精神力量奉獻給他人。」
小時候，我在圖書館借了一本書，書上的一句話「助
人為快樂之本」讓我念念不忘。那時的我不曾幫助他人。
有一次下課時，老師請我幫忙資源回收，我本想拒絕，
卻突然想起這句話，於是接下了這令我永生難忘的任務。
我強忍著惡臭，將紙、垃圾、塑膠……等分類，事後我
不但得到了獎勵，也明白了「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我曾看過一篇文章，有一個小偷為了逃避警察的追
捕，推一個無知的小學生下月台，那位警察不但沒有救
他，還說 : 「只要我抓到那小偷，我就會成為警察局長
了。」最後那位小偷因為殺人罪而被判死刑，而那位警
察雖然成為了警察局長，臉上卻不再浮現笑容，也因為
自己良心的譴責，終日鬱鬱寡歡。
助人是快樂的，這個故事就是一個好例子，那位警
察沒有救小男孩，不懂助人的快樂，也因此有了陰影，
再也沒有笑容。我很喜歡一句話「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意思是見到有人有難，便要及時伸出援手，不但受助者
快樂，自己會更快樂。

◎五丁 陳妍甄

在其中的錯誤，十分痛苦。打掃的區域也不同了，其中教室對我們

今天凌晨三點時，爸爸媽媽把我叫醒，

班來說可以算是最輕鬆的掃地區域，因為上了高年級後，就要進入

我迷迷糊糊睜開眼睛，才想起來今天要去

恐怖充滿惡臭的廁所戰地，而另外一些同學則需要待在如同火焰般

爬山。我迅速的刷牙、洗臉、換衣服，接

的太陽底下的前操場掃地，悲哀的我就是身處在外掃煉獄中的冤魂

109 學年度家長委員贊助款
賴志忠

$50,000

陳義雄

$30,000

邱渼鈞

$30,000

黃秉洋

$30,000

陳智文

$20,000

朱嗣惠

$20,000

羅元宏

$20,000

黃耀德

$10,000

范容馨

$10,000

魏毓宏

$10,000

林雅雯

$10,000

羅傳效

$10,000

做好資源回收、減少汙染，我覺得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會那麼的美麗，要過多久世界才會變得美麗呢？真希望世

翁千惠

$10,000

界的每一個角落可以變得更美麗。

陳宥銓

$10,000

著又狼吞虎嚥地吃完了早餐，吃完早餐後，

之ㄧ啊 !
未來，我希望教室能加裝上清涼無比的冷氣，這樣我們這些小

爸爸就開車載我們去目的地。
我懷著期待又興奮的心情開始爬山，在

毛頭就不用為了搶電風扇而爭吵，更希望同學們在各項比賽中都能

爬山的過程中，我看見綠意盎然的草地，也

團結合作，卯足全力，展現絕佳的默契，奪取佳績，在高年級這二

看見蒼翠挺拔的樹，也有很多五彩繽紛的花，

年的時光裡，留下最美最精采的回憶。

旁邊流過清澈的河流，真是太美麗了！在爬的
過程中，可以聽見小鳥們的合唱，可以看見小花小
草們在幫忙伴舞，樹和風在伴奏。這彷彿是一場才藝發表會，小鳥們是合唱團的成員在唱歌，小花小草
們是舞蹈社的成員在跳舞，樹和風是節奏樂隊的成員，它們一起演出一場動人的表演，台灣的每一個角

◎總務處
張兆文捐助本校校務發展基金 $100,000
曾定宇捐助校慶運動會暨校務發展基金 $10,000
潘佳淳捐助校慶運動會暨校務發展基金 $10,000
黃意家捐助校慶運動會暨校務發展基金 $5,000
江文榮捐助本校網球隊經費 $3,000
上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捐助本校棒球隊經費 $30,000
林威政建築師事務所捐助本校校務發展基金 $6,000

會長

副會長

常務委員

落都是這麼美麗嗎？台灣的風景都這麼迷人嗎？
答案是「不！」在這猶如仙境般的場景中，也有殘破不堪的一面。綠意盎然的草地中，參雜著遊客們丟棄的
垃圾；蒼翠挺拔的大樹上，有些頑皮的小孩子正在無情的破壞著；就連五彩繽紛的花，也遭到人們任意的踩踏；
清澈的河流被染成了黑色的汙水；小鳥們天籟般的歌聲，也被大家的吵雜聲淹沒了。明明這個場景是那麼的夢幻，
卻被人們肆意破壞了，人們可以不要那麼肆意妄為地破壞環境嗎？可以好好愛護環境嗎？
雖然出去玩很開心，可是看到滿地的垃圾，就會有種開心不起來的感覺，只要人類團結起來不隨地亂丟垃圾、

家委會關心學校
發展熱心捐資興學

委員

外牆防漏與抿石子

辦公室牆面彩繪
擴柱工程讓 C 棟校
舍更加耐用堅固

地 坪 復 工， 學 校
側門地坪重新規
劃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