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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開放  開放校園     

    北市國小女童遭割喉案令人怵目驚心，也凸顯了校園安全的問題。家長們普

遍擔心目前校園安全維護的工作，夠不夠徹底？孩子們到學校來是否安全？能

否令家長安心。 

    校園開放的議題一直受到普遍討論，所得到的結論是：校園是人民納稅的

公共資產，若不開放，居民的活動空間與校園社區化，都將被限縮。但是近年

來，校園開放給社區民眾使用似乎成了一項權利，但卻忽略社區民眾是否也應

該盡到維護校園安全的義務，只講權利卻不盡義務，只是苦了學校的校長與老

師們去承擔隱藏性的危機後果。 

    校園安全維護首重兩項因素：一是降低學童遭受侵犯的機會，二是增加對

學童監控的程度，這兩項因素都是相對風險性的評估問題。所以校園開不開放

不是一句「校園是人民納稅的公共資產，若不開放，居民的活動空間與校園社

區化，都將被限縮」就決定，主要還是要看校園開放後，是否升高了學童遭受

侵犯的機會，是否對學童有足夠安全監控的程度，再來決定。 

    因此，就學校而言，能開放校園提供社區居民使用，是我們樂意做的事。
但是，先決條件是孩子們的安全要獲得完整的保護才行。目前，雖然我們沒有
駐衛保全的編制，但是在社區及下潭派出所的協助下，學校有完整的監視系統，
派出所也定時巡邏校園加上學校導護老師、替代役的巡視，我們的校園相當的
安全與美麗！也期望我們能繼續努力、共同合作，讓孩子們有一個安全、快樂
的學習環境。 
 
 
 
 

             校長  劉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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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收的喜悅 

     六月，豔陽催紅了鳳凰花，畢業代表著你們剛完成了人生道路的一個學習

階段，是辛勤播種後的歡笑收割，是一種喜悅，也是一種榮耀，更是另一個責

任的開始，因為你們即將展開成熟穩健的翅膀，飛向更璀璨的天空。  

  今天在這歡送畢業生的時刻，我們滿心歡喜卻也有幾分離情依依，除了祝

福也希望大家繼續為下一個學習旅程做好準備，追求更好的學問，並充實自身

的知識和技能，虔誠的祝福各位畢業同學，一帆風順，鵬程萬里。 

家長會長  周以凱 

 

                    104.01.10 家長會聚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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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鹿草鄉下潭國小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總務處工作重點報告 總務主任:李豐勝 

  1.活動中心-空調設備(933809 元) 

  2.活動中心-更換天花板、燈具及室內粉刷(339210 元) 

  3.活動中心-冷氣給電管線配置(227306 元) 

  4.雲端圖書館電子書(556000 元) 

  5.辦理 104 年度前棟教室補強工程(4083383 元) 

  6.改善教學環境，校園美化。 

  7.開學前清洗水塔，並定期更換飲水機濾心。 

  8.檢修消防器材 

  9.辦理各項採購及修繕 

 

   嘉義縣鹿草鄉下潭國小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導處工作重點報告 教導主任:徐慶鐘 

◎校園安全:防震、防災演練 

◎學生課業:補救教學課後輔導(104.03.03 – 104.06.16)、周六英語班 

◎學生健康:書包減重計畫、各項健康宣導、餐後潔牙及含氟漱口水 

◎社團活動:週三運動性社團、書法課、下午雲和鼓(13:30-15:50) 

◎閱讀活動:閱讀計畫、縣政府及張丁和文教基金會行動圖書巡迴車(每月ㄧ次) 

  ◎各項活動:迎春花燈製作活動(01/22-23) 

             廟口迎春寫春聯活動(02/13) 

             反毒教育宣導(03/12) 

             行動音樂廳至校演出(03/20) 

            「校慶運動會」(04/18) 

四、五、六年級台北城市遊俠校外教學(04/23-24) 

             兒童文學閱讀聯盟至校巡迴閱讀活動(04/22、05/22) 

             全校校外教學(05/01，樹木銀行及獨角仙農場)              

家長參觀日暨母親節慶祝感恩活動(05/08) 

租稅教育鼓藝比賽(05/15)   

文財殿音樂季民俗技藝比賽(05/16，嘉義市) 

小茶壺兒童劇團至校表演(05/22) 

口腔衛生保健治療(06/11-12) 

  ◎對外比塞: 

    1.六年級洪子昕同學參加 103 學年度學生英語學藝競賽—英語說故事比賽， 

      榮獲甲等，林燕勤老師指導。 

    2.六年級洪子昕、鄧凱元同學參加 104 年度全縣中小學科展國小化學組比賽，榮獲甲等， 

      鄭冠仁老師指導。 

    3.雲和鼓參加租稅教育鼓藝比賽，榮獲第六名，張雅倫老師指導。 

    4.二年級同學參加打貓盃足球比賽榮獲第四名，李豐勝主任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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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品樺－蘋果撕貼畫! 陳宥威－楊桃蓋印畫! 

 

 

曾景堂－我的全家人~好幸福!! 吳書瑜---彩繪我的家人 

  

吳韋儒--- 嘴巴張開唷!我要看診了! 吳重慶---我是耳鼻喉科的醫生唷!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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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冠幃—要吃西瓜嗎? 

                                              陳品蓁---我是可愛的俏護士! 

 

 

 

 

 

 

 

 

 

 

  

     吳杰珅—我做的相框  可愛嗎?               吳欣蓓---我的可愛相框!  

 

                          

 

 

 

 

 

 

 

 

 

 

            沈依蓁—我的熊熊相框                 黃鎮宇---準備好了嗎?我要看診了!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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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羽珊－彩繪我的家人! 王郁翔－提著燈籠歡樂慶元宵! 

  

蘇宥丞－我的媽咪,我最愛您! 

 

陳樑祐—我的醫藥箱,裡面裝什麼呢? 

吳宜蓁---我的家人,我好愛您哦! 

 

鄧程元—黏土做的香蕉城堡,酷吧!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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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永亭—愛心珠寶盒,裝滿我的心意! 

 

吳嘉勳—木瓜裡面有好多的種子哦! 

 

  

  

   陳亮妤—看我彩繪的燈籠,美麗吧!                                    

   

 

 

張菀庭—我的彩虹醫藥箱,要裝什麼藥品呢? 吳宥岑—好吃的蓮霧,咬一口! 

洪偉澤--我的愛心送給親愛的家人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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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弼淵—我的愛心要送給親愛的奶奶!                葉賢宥—好吃的蘋果連毛毛蟲也愛!   

                     
 

        
 

林家宜—柳丁切開是一瓣一瓣哦!                       蘇俊銘—我用了幾種顏色畫燈籠呢?   

        
 

吳思璇—大大的紅蘋果請您吃一口!                    張政—葡萄好吃又營養哦!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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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寶貝們的園地~ 一年甲班 

感恩的時刻~母親節特輯 

    感謝媽媽、奶奶和家人辛勤的照顧，讓我們能平安快樂得成長，在這感恩的季節裡獻上

我們最真誠的祝福，祝福媽媽、奶奶和家人能永遠平安順利! 

一甲俞萱的祝福    家長:李明奇 

親愛的媽媽： 

    謝謝媽媽常常帶我上下學，每天辛苦的照顧我和弟弟。雖然我常常惹媽媽生氣，但是我

最愛您了，之後我會乖一點的。祝您 永遠青春美麗! 

                                                                 女兒 俞萱 敬上 

一甲品欣的祝福  家長:林建欽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每天照顧我們，幫我們掃地、煮飯、洗衣服整理家務，真的很辛苦，謝謝您! 

祝您 母親節快樂! 

                                                                  女兒 品欣 敬上 

一甲廷宇的祝福   家長:張瑞興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每天耐心的教導我，謝謝您常常做好吃的菜給我們吃，讓我開開心心的長大! 

祝您 母親節快樂! 

                                                                  兒子 廷宇 敬上 

一甲佳怡的祝福   家長:沈俊良 

親愛的媽咪： 

     謝謝您每天幫我們煮菜，還帶我去公園玩，這些年您辛苦了，謝謝您這麼用心的照顧我，

媽媽我愛您!祝您永遠美麗、平平安安、永遠健康，也祝您母親節快樂! 

                                                                  女兒 佳怡 敬上 

一甲美惠的祝福   家長:黃傳文 

親愛的媽媽： 

    我最喜歡您了，您可愛的臉的就像康乃馨一樣甜美。這些年來您辛苦了，常常要花時間、

精神照顧我和哥哥，媽媽謝謝您! 

祝您 母親節快樂! 

                                                                  女兒 美惠 敬上 

 

旅遊記趣 

《到墾丁海邊玩》一甲 張廷宇 家長: 張瑞興 

    星期六的時候，我們全家一起到墾丁的海邊玩。一到海邊我們就開始玩抓螃蟹、撿貝殼

的遊戲。還用水桶、耙子、鏟子堆沙堡，我和姊姊最喜歡堆沙堡了，因為每次都可以創造出

不同的造型。我們還玩了噴水遊戲，比賽游泳，海水冰冰涼涼的真舒服，真希望下次還能再

來墾丁玩。 

 

一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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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東石漁人碼頭玩》一甲 林品欣 家長: 林建欽 

    今天我和家人一起到東石漁人碼頭玩。我們帶了很多的玩水工具：有水桶、泳具、浴巾

和衣服，所以一到海邊我和家人就開開心心的玩水，我們一起在海邊玩打水仗的遊戲，感覺

真好玩。 

    再來，爸爸、媽媽就待我們去吃海鮮大餐，有好吃的炒飯和海鮮，味道香噴噴的真是太

棒了!希望下次還可以再來東石漁人碼頭玩。 

 

《小人國之旅》  一甲 李俞萱    家長: 李明奇 

   寒假的時候，我和家人一起到桃園小人國玩。一到小人國就看到人山人海的人，感覺好熱

鬧。首先我和家人去玩旋轉木馬，很開心，因為木馬會上上下下的很有趣。再來就是水上碰

碰船，碰碰船一溜下去，大大的水花噴起來，好刺激阿！還有，旋轉咖啡杯，我們坐在大大

的咖啡杯內轉呀轉，雖然我們都快要頭昏腦脹了，但是還是很想再玩一次喔! 

    最後，太陽快下山了，我們才依依不捨的離開，希望很快又能再來小人國玩。 

 

《劍湖山世界之旅》  一甲 沈佳怡  家長: 沈俊良 

    今天我和家人到劍湖山世界玩。一到劍湖山世界，就看到很多人感覺很熱鬧。一開始我

和家人先去玩海盜船，在玩海盜船的時候，感覺心臟快跳出來了!然後，我們去玩雲霄飛車，

一坐上雲霄飛車，感覺速度好快，我們都大聲的尖叫，好刺激呢!我們還有玩旋轉木馬，在玩

旋轉木馬的時候，大家轉圈圈在拍照，感覺很有趣。之後，我們還去買紀念品，媽媽買了一

個可愛的娃娃送給我，真是高興。 

    天黑了，我們還是捨不得回去，希望下次能再去劍湖山玩。 

 

 《到布袋海邊玩》一甲 黃美惠  家長: 黃傳文 

    今天全家人一起到布袋海邊玩。一到海邊我就看到熱呼呼的太陽，還有一波波的浪花，

也有好多的人群，感覺好熱鬧。到海邊，我最喜歡堆沙堡了，因為可以堆出很多不一樣的城

堡。當摸到海水的時候，還能感覺冰冰涼涼的，感覺很特別。之後，爸爸、媽媽還帶我們去

吃炒麵和蚵仔麵，真的很好吃呢! 

    希望爸爸、媽媽下次能再帶我們來玩。 

 

好玩的戶外教學 

   本學期的戶外教學活動，我們一起到了樹木銀行和獨角仙農場，孩子們都有滿滿的收穫和

回憶喔！ 

《廷宇的記趣》  一甲 張廷宇 家長: 張瑞興 

    戶外教學中，我覺得最好玩的活動是餵羊咩咩吃草，因為餵羊咩的時候手會癢癢的，感

覺很好玩。還有吃到牛奶冰棒，冰冰涼涼的很好吃喔! 

《品欣的分享》  一甲 林品欣 家長: 林建欽 

    戶外教學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餵鴕鳥吃飼料的活動，因為鴕鳥長得大大的，很可愛，

還會追著我的食物跑，感覺很好玩。 

一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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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萱的札記》  一甲 李俞萱    家長: 李明奇 

    戶外教學中，我最喜歡的活動是餵羊咩咩吃草，因為餵羊咩咩的時候，感覺好樣要咬到

我了，好好玩喔!再來，我也很喜歡餵兔子活動，當我們餵兔子的時候，老師說不能用手去餵

牠，因為兔子會以為我的手指頭是紅蘿蔔。哎呀!嚇我一跳，差點就咬到我的手指頭了! 

 

《佳怡的感想》  一甲 沈佳怡  家長: 沈俊良 

    這次的戶外教學，因為我感冒腸胃不舒服，所以沒有一起去參加，感覺很可惜也很傷心，

希望下次能一起再去。 

 

《美惠的回憶》  一甲 黃美惠  家長: 黃傳文 

    戶外教學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摸蛇的時候，因為感覺滑滑的，很奇怪的感覺呢!還有做

貝殼項鍊的時候，我們都是自己動手做，感覺很有趣呢! 

 

我的作品~畫我家人 

  

創作者:沈佳怡  家長: 沈俊良 創作者: 林品欣 家長:林建欽 

  

創作者:李俞萱 家長:李明奇 全體寶貝作品大集合! 

一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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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生活點滴 

戶外教學記趣 

  

  

  

 

一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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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生活點滴 

康乃馨花朵朵開~溫馨母親節 

  

  

  

 

 

 

讀完二年級囉! 

一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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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寫我口  小小文學家 

 

一、〈早安，獨角仙農場〉  作者：吳依霖  家長：吳建成 

白兔早，白兔早， 

妳的眼睛紅通通， 

是不是昨夜沒睡好？ 

 

獨角仙早，獨角仙早， 

妳的盔甲黑漆漆， 

是不是昨天沒洗澡？ 

 

馬兒早，馬兒早， 

你的尾巴搖呀搖， 

是不是獅子正在咬？ 

 

鴕鳥早，鴕鳥早， 

你的雙腳跑得快， 

是不是翅膀拍得少？ 

 

蟒蛇早，蟒蛇早， 

你的鱗片亮晶晶， 

是不是偷戴媽媽的珠寶？ 

 

農場早，農場早， 

你家的動物「趴趴走」， 

是不是農場環境真正好？ 

 

 

 

二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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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記一則――校外教學〉  作者：蘇宥佳  家長：蘇信聰 

五月一日  星期五                               天氣晴 

    今天，我和全校同學到獨角仙農場戶外教學。 

    我們去看烏龜，還有最受歡迎的黃金大蟒蛇，牠全身亮晶晶，好像一條美

麗的項鍊；接著，看到一群顏色鮮豔的鳥類，牠們的叫聲很好聽。 

    到了甲蟲館，我們保持安靜，仔細觀察獨角仙，牠們的幼蟲必須住在泥土

裡十個月，才能羽化成蟲，變成獨角仙。 

    今天，我學到了許多知識。以後，我還想常常去戶外教學，仔細的看，用

心的聽，體驗更多大自然的樂趣。 

 

三、〈我愛校外教學〉  作者：林恩呈  家長：林建州 

我愛校外教學， 

愛看白白的兔子吃蘿蔔， 

愛看長長的蟒蛇當圍巾， 

愛看花花的乳牛喝ㄋㄟㄋㄟ。 

 

我愛校外教學， 

愛聽成群的山羊咩咩叫， 

愛聽頑皮的猴子吱吱叫， 

愛聽漂亮的鸚鵡喳喳叫。 

 

我愛校外教學， 

愛吃冰涼涼的冰棒， 

愛吃香噴噴的炒飯， 

愛吃濃濃的鮮奶酪。 

 

我愛校外教學， 

愛 和同學在草原上打滾， 

也愛   自己動手做吊飾， 

更愛  在大自然的教室裡快樂的學習。 

 

二年甲班 



下潭采風 2015  06 第四期 

 16

讀完二年級囉! 

我足傳我智  小小運動家 

2015/3/20 打貓盃~2015/3/20 打貓盃足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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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二年級囉! 

我足傳我智  小小運動家 

2015/3/20~2015/3/20 打貓盃足球比賽 

 

  

 

 

二年甲班 



下潭采風 2015  06 第四期 

 18

讀完二年級囉! 

我身傳我意  小小旅行家 

樹木銀行、獨角仙農場校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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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二年級囉! 

我身傳我意  小小旅行家 

樹木銀行、獨角仙農場校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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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二年級囉! 

我手表我意  小小生活家 

母親節慶祝活動 

 

 
 

 

  

  

 

二年甲班 



下潭采風 2015  06 第四期 

 21

讀完二年級囉! 

我手表我意  小小生活家 

母親節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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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二年級囉! 

我手表我意  小小生活家 

母親節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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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寶貝們的園地~ 三年甲班 

     三年級的學習與成長 

《我最心愛的玩具》  三甲 葉致勇    家長:葉越銘 

我家裡放著一些玩具，其中我最喜歡的是「愛心球」。這個玩具的由來，是我在上自然課

時換獎品換到的，所以它才成為我最心愛的玩具。 

這顆「愛心球」是一顆愛心形狀的紅色小球，非常可愛。它會陪我一起上學，晚上也會

陪我睡覺。寂寞時會跟它聊天;生氣時會把它當出氣筒，不停的打它。我想跟它道歉，因為我

打得太用力，所以它身上出現一點點裂縫。 

雖然它不再完美，但我還是捨不得借給別人玩，因為我不希望它被別人弄壞了，這顆「愛

心球」仍然是我最心愛的寶貝呢！    

 

《母親節活動》  三甲  鄧人傑  家長:鄧杰淇 

    一年一度的母親節又來臨了。學校在慶祝活動前，先舉辦了「畫我家人」的畫圖比賽。

我畫了媽媽買麥當勞給我吃的情景，沒想到我竟然獲得第一名，哥哥也得到六年級的第一名，

實在太開心了。媽媽要來學校參加母親節的慶祝活動，讓我們兄弟倆更高興。 

    當天活動一開始，先頒獎給各年級畫圖比賽一到三名的同學。當我站在前面領獎時，我

覺得好光榮。我想媽媽看到我們兄弟倆都去領獎，她一定非常高興。頒獎完接著是幼兒園的

表演，表演完後，大家一起唱著「阿母的手」這首歌，校長還特地拉二胡來幫忙伴奏呢！最

後我們還幫媽媽搥背和奉茶。活動結束後，媽媽還到教室陪我一起吃完午餐才回去。 

    今年的母親節，我過得非常開心。希望明年母親節的畫圖比賽我可以再得到第一名。 

 

《校外教學》   三甲 吳侑駿  家長:吳智銘 

    五月一日星期五這一天，是我們全校要去戶外教學的日子。我們要去的地點有樹木銀行

以及獨角仙農場。在到樹木銀行之前，主任說要讓大家先去牛埔仔活動一下。牛埔仔是什麼

地方呢?原來那邊是很大一片的大草原，草原上還擺了一些非常漂亮的裝置藝術，老師就幫我

們拍照，後來大家走到綠油油的草地邊坡，忍不住就在上面翻滾，我很好奇也試著滾來滾去，

滾到頭都暈了呢。 

接著到了樹木銀行，老師要我們把水帶下去喝。在進去之前還要先噴防蚊液，因為裡面

有很多蚊子。導覽員介紹他自己的名字，還有介紹很多花草樹木，有矮仙丹、白千層、桃花

心木、雞蛋花、黃花、雞母珠等許多花，都非常漂亮。逛完樹木銀行，再來就要去我最期待

的獨角仙農場。 

到了獨角仙農場，一下車要先爬長長的樓梯上去，爬到一半忽然下起雨，我們就趕緊衝

到上面躲雨，正好準備吃午餐。還好，吃完午餐，雨就停了。接著我們要去餵食小動物。首

先去餵羊，我原本不敢餵，後來我鼓起勇氣把手伸到羊面前，牠立刻就張嘴去吃，我覺得手

癢癢的，再來要去餵駝鳥時，我就不敢餵了。還好輪到餵兔子時不用碰到兔子，只要把飼料

放在牠的碗裡就好。還去餵小牛喝奶、餵馬吃乾草，真是有趣！緊接著，解說員還帶大家看

了許多少見的動物，有豪豬、鴛鴦、長臂猿、食人魚還有大蟒蛇等等。 

最後，要回去的時候，主任還發好吃的饅頭和奶酪給大家吃。這次的校外教學好好玩，

希望學校以後還可以安排那麼好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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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回來的時候》  三甲 吳承樺    家長:吳耿林 

    我生日的那個星期六媽媽從北部回來，帶我和弟弟去高雄的動物園玩。我看到了變色龍、

大象、猴子、黑熊等許多動物，我還有聽到「吼、吼、吼」好像是黑熊的叫聲，真是太好玩

了。隔天星期日，媽媽又帶我去新營逛街、買鞋子。晚上，還去鹿草大方書局買筆芯。我覺

得很開心很快樂，因為除了看到很多動物之外，還有新鞋子可以穿，不過更高興的是能跟媽

媽在一起，和媽媽說說話，我就心滿意足了。 

 

《節約用水》  三甲 林育賢  家長:林建成 

前一陣子，老師告訴我們台灣正面臨缺水的危機，各個水庫都快見底了！因為太久沒有

下雨，我們快要沒水可用，大家要「節約用水」，把平常洗手的水拿來澆草地。盼了好久，現

在終於下雨了，看到學校「雨撲滿」的水滿出來時我好高興喔！雖然不用限水，但我們還是

要珍惜水資源。例如洗米水可以用來澆花，洗澡時不用盆浴要用淋浴等等。我們應該要好好

珍惜這些得來不易的水，不要隨便浪費，這樣以後就不怕沒水可用。 

 

《小茶壺劇團表演》  三甲 陳昱璋   家長:陳信安 

    星期五第二節上課，全校師生都到活動中心看小茶壺劇團演戲，他們演得很好看！ 

    這場戲中，最好笑的是有一位扮演老公公的人，叫僕人小花幫他搥背，結果小花竟然拿

了一支鐵鎚用力的給他槌下去，雖然我覺得他一點也不痛，不過看到他們的動作，讓人忍不

住就笑了出來。最後，還有一個漁夫釣到一條很特別的魚，牠的名字就叫天山冰魚，你知道

牠長什麼樣子嗎牠是一條只看得到魚骨頭的魚，實在是太神奇了。 

    整場戲幽默風趣，逗得全場小朋友不時哄堂大笑，真是有趣，希望他們還能再來表演。 

 

《校外教學》   三甲 陳昱愷   家長:陳信安 

    星期五是校外教學，早上大家都興高采烈的到學校。我們先打掃，再到中廊集合準備出

發。我們坐遊覽車到大草原，我在草原上抓到一隻蚱蜢，好幸運。 

  接下來，我們到附近的樹木銀行，在那裡認識了各式各樣不同品種的樹木。再來，我們

就到獨角仙農場吃午餐。吃完午餐後，我們分成兩組，我們是第二組，要先去餵食小動物，

我餵了馬、羊、兔子、駝鳥，當牠們的嘴巴靠近我的手心時，我覺得好緊張，真的又刺激又

好玩！餵食過小動物之後，我還看到了黃金蟒、豪豬、長臂猿還有食人魚等許多動物，真是

令我大開眼界。 

   這次校外教學，我看到了許多動物很開心，下次我還想再去獨角仙農場玩。 

 

《我最心愛的玩具》  三甲 吳宜珊   家長:吳智堯 

    我最心愛的玩具是「布偶狗狗」。你知道為什麼我最喜歡它嗎，因為我本身就是非常喜歡

小狗的人，所以只要一看到小狗，我就會把它當成寶貝呢！ 

    我的「布偶狗狗」有大有小，顏色有黃有白，牠們都是趴著的模樣。它們會在我傷心和

孤單的時候陪伴我。但是在我生氣時它就變成我的出氣筒，好可憐。沒有它們，生活還有什

麼樂趣呢！ 

    這些「布偶狗狗」帶給我許多歡樂和開心的笑容。不管要出去玩或是睡覺時，我一定都

會帶著它們，因為我捨不得讓它們孤孤單單的，也怕別人把它們弄壞了，它們可是我最心愛

的寶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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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運動會》  三甲 李柏霖    家長:李俊興                        

    一年一度的校慶運動會終於到了，運動會不但是學校的生日，也是社區的大事。當天有

各式各樣的表演、賽跑以及各種趣味競賽，還有大家都很期待的摸彩活動。   

    校慶運動會當天，學校裡也來了許多社區的民眾，好熱鬧啊!首先是由太鼓隊來揭開序

幕，他們表演得非常精彩，讓大家目不轉睛。第二項是由可愛的幼兒園小朋友所帶來的舞蹈

表演，接下來就是由一～三年級所帶來的舞蹈表演，曲目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小蘋果」，是不

是忍不住想要跟著我們動起來呢? 

 緊接著就是賽跑了，跑道上的選手都是竭盡所能的向前衝，加油聲此起彼落，終於輪到

我了，「砰!」一聲，我用盡所有的力氣往前衝，沒想到我竟然得了第二名!真的很開心。 

 校慶在下午時候結束了，我們都玩得很高興，雖然我在摸彩時「摃龜」了，心情有點失

落，但我還是希望明年的校慶能趕快到，最後祝下潭國小生日快樂! 

 

《足球比賽》  三甲 鄧宇宸   家長:鄧勝雄 

  星期三主任帶我們去民雄參加「打貓盃」足球比賽，這是我第一次去校外參加比賽。上

場的時候我非常緊張，雖然第一場我們踢贏了，可是第二場和三場卻輸了，無法晉級。主任

說如果我們有贏了兩場就可以去吃麥當勞，可惜我們只贏一場就沒有吃到麥當勞。經過這次

的教訓，我終於知道別人的踢法、學到別人的優點，希望以後再出去比賽可以得到好成績。 

 

 

《慶祝母親節》  三甲 蘇綉媚  家長:蘇育萍 

    星期五上午，我們到活動中心參加母親節活動。除了全校師生，還有許許多多的媽媽和

阿嬤也來到這裡參加。活動一開始是頒畫圖比賽的獎狀給一到三名的同學，接著是幼兒園的

表演，再來是要大聲喊出「媽媽，我愛你！」，講最大聲的人就可以拿到獎品，之後我們要把

卡片和康乃馨花送給媽媽，還要奉茶請媽媽喝。我覺得參加這個活動很快樂，因為可以送卡

片給我最愛的媽媽，以及能大聲說出：「媽媽，我愛你！」 

 

《鹽水之行》  三甲 沈宥欣   家長: 沈柏寬           

    星期六下午，爸爸騎機車載我去鹽水玩。天氣非常炎熱，爸爸就決定先去冰店吃冰，消

暑一下。我們點了草莓冰，草莓冰上面淋上紅紅的草莓醬，看起來很可口，裡面還有新鮮的

草莓，吃起來不僅又香又甜，還有一股清涼從嘴巴傳到全身，真是「透心涼」，好舒服呀！接

著，爸爸又載我去文具店買了兩枝自動筆和一盒筆芯。最後，要回去時，我們還去買土魠魚

羮麵帶回家。晚上，吃著香噴噴的羹麵，一股熱呼呼的感覺從嘴巴傳到全身，好溫暖。每一

次去鹽水玩，就是我最開心的時刻。 

 

《反毒宣導》  三甲 黃盈偲   家長:黃崎逢 

    星期四上午，全校的老師和同學一起在禮堂聆聽反毒宣導。來演講的是一位警政署的處

長。他主要告訴大家--我們要拒絕毒品，好好珍惜生命，因為生命是無價的。萬一染上毒品，

會很難戒掉。有很多患罪的人，就是為了要買毒品，而不斷的去做壞事，永遠不得翻身，聽

完之後，我覺得毒品好可怕！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因為好奇心，就輕易去碰那些毒品，應該好

好珍惜寶貴的生命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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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賞:畫我家人 

     

    創作者: 鄧人傑   家長:鄧杰淇     創作者: 葉致勇  家長:葉越銘 

     

    創作者: 蘇綉媚    家長:蘇育萍      創作者: 鄧宇宸   家長:鄧勝雄 

     

    創作者: 李柏霖   家長:李俊興      創作者: 鄧宇宸   家長:鄧勝雄 

     

    創作者: 沈宥欣   家長: 沈柏寬      創作者: 陳昱愷  家長:陳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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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學活動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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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活動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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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城市遊俠之旅《旅遊雜記》～  

最    難    忘    的    回    憶  ……… 

                                                  四甲吳育展   家長:吳仲倫 

  你有坐過高鐵嗎?你有去過兒童新樂園玩過嗎? 

  我們這次是要搭高鐵去台北玩，一到台北，就搭捷運去台北 101 參觀，當我們吃完午餐以

後，就搭只花 37 秒的電梯，快速到達 89 樓的觀景平台，當我坐上電梯，看著上面的星空時，

發現它真的好漂亮；站在觀景台上，台北的景色更是盡收眼底，美不勝收，下午我們就去木

柵動物園，我看到好多動物，有圓仔、企鵝…… 

，除此還搭貓空纜車，在纜車上，大家有說有笑的真開心，接著，我們就去吃日本料理，哇！

琳朗滿目的佳餚，讓大家都吃得很飽，晚上就前往住宿休息。 

隔天，我們前往兒童新樂園玩，我們玩了海盜船、雲霄飛車……，中午時間，我們可以買

自己想吃的東西來吃，吃飽以後，我們就走去天文館參觀，在那兒，我看到許多有關星球的

器物，欣賞立體電影播放的影片時，我聽到了許多有關星座的故事，最後當我們要回去的時

候，還在台北車站買了些名產帶回家呢！ 

  這次的城市之旅，讓我體驗到許多的第一次，像是坐捷運、搭高鐵、參觀台北的 101 大

樓………，真的讓我意猶未盡，我要感謝這次精心規劃這次旅程的所有人，將來有機會，我

也要回報這些提供我們校外學習的人。 

 

                           四甲陳威誌  家長:陳德煌 

  台北城市之旅的第一天,我在台北 101 大樓的觀景台看到了許多高樓大廈、摩天輪……；在

木柵動物園裡我看到了長臂猿、大象及可愛的圓仔，接著還坐貓空纜車，它搖搖晃晃的，讓

我非常害怕；晚上我吃了許多美食，吃得相當飽。 

  第二天在兒童新樂園，我玩了許多刺激好玩的遊樂設施；接著在天文館裡，除了有解說員

為我們介紹了許多有關宇宙的天文奇觀，也說了許多有關星座故事，讓我認識了不少星星！ 

  這次旅程我玩得很開心，希望下次我可以和家人一起到台北遊玩。 

                    

                            四甲周雋皓  家長:周以凱 

4/23,4/24 是我們的臺北之旅，出發前幾天，我就開始準備東西了。 

到了當天，我們開心的坐上遊覽車到高鐵站，解說員為我們介紹高鐵的一些設施後，我們

就坐高鐵去臺北囉！ 

   到台北，我們搭捷運到臺北世貿站，再走去臺北 101 大樓，吃完津津有味的麥當勞以後，

我們就坐超高速電梯去觀景台看風景，看完以後，我們就去動物園看動物，最讓我印象深刻

的就是企鵝和圓仔，牠們真的好可愛喔！除此之外，我們就去搭貓空纜車，在纜車上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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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興奮又緊張，俯瞰景色的感覺真的太不一樣，美麗的油桐花就在旁陪襯著，高度慢慢上升，

真是有趣極了！晚上我們就去欣葉吃日本料理，每道菜都相當好吃，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用餐後，我們就到劍潭青年活動中心過夜。 

   隔天吃完早餐以後，我們搭接駁車到兒童新樂園玩，在那兒我玩了不少遊樂設施，其中讓

意猶未盡的就是:幸福碰碰車、小飛龍。午餐我買了一份咖哩飯，緊接著我們就去天文館看宇

宙劇場，我們看了航海王影片，非常精彩，最後我們就又回到臺北車站坐高鐵回嘉義。 

   這次旅程我玩得很開心，收穫也非常多，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再到台北遊玩。 

       

 

四甲蘇芯蕙   家長:蘇純毅 

   星期四是我們的校外教學，我的心情既興奮又緊張，其中最期待的就是去坐貓空纜車。 

   當天我們坐高鐵去台北並搭捷運到台北 101 大樓，在美食街吃完麥當勞後就搭電梯到 89

樓的觀景台看風景，看完風景之後我們再去搭捷運前往動物園，我看到了美洲野牛、浣熊、

松鼠等.…..下車後，就是去搭我最期待的貓空纜車，在纜車上，我看到了數百棵的樹木，我

們在纜車上大叫，車上還搖搖晃晃的，真是驚險刺激呀！接著，我們就去吃欣葉日本料理，

各式各樣的佳餚都讓我愛不釋手，我吃到了烤雞、牛肉、玉米濃湯、蛋糕......，吃完後，

就前往今晚住宿的地方―劍潭年活動中心。 

   一進房間，我便高興的把包包往床上丟，我開心地去洗澡，之後我就開電視來看，看到

10 點多，我們再去別人的房間吃蛋糕、聊天，最後才回房間睡覺了。隔天吃完早餐，我們就

搭接駁車去兒童新樂園玩，我玩到了海盜船、飛天巴士、星空小飛碟、轉轉咖啡杯、雲霄飛

車、小飛龍等等......，在美食街吃完午餐後，我們就去天文館，在解說員的介紹之下，我

認識了水星、金星、土星……等宇宙奧秘及全球的變化，最後我們依舊’搭高鐵回嘉義了。 

   兩天一夜的城市之旅讓我很開心，因為我學到了很多知識，希望下次還可以再來一次。 

 

 

                                                      四甲林玫君   家長:林建欽 

 今天我們去參觀台北 101 大樓，一開始我好緊張，因為如果從上往下看的時候，心裡會有

點怕怕的，接下來我們去木柵動物園和坐貓空纜車，在木柵動物園的時候，我看到好多好多

的動物，有企鵝、熊貓及超級大隻的大象，當然最讓我覺得可愛的還是圓仔，因為牠圓嘟嘟

的，好可愛喔!搭貓空纜車，我更是看到了滿山滿谷的油桐花及翠綠的的樹木，這裡的風景看

起來真是漂亮，讓我們全身舒暢，所有煩惱都不見了。 

 第二天我們去兒童新樂園，大家都很開心也好快樂，那裡有各式各樣的遊樂設施―摩天

輪、摩法星際飛車、宇宙迴旋......，我們先去坐尋寶船，它相當刺激可怕，大家都尖叫連

連，接著再去坐咖啡杯，由於一直轉不停，所以我的頭好暈好想吐，但是我依然玩性堅定，

又跑去坐幸福碰碰車，最後才回到美食街吃午餐。      

 這次的旅程讓我去了許多我從來沒去過的景點，讓我大開眼界，留下難忘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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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甲吳宜潔  家長:吳志堯 

   今天是我們四到六年級去台北旅遊，我既興奮又期待，在嘉義高鐵站時，我們一邊聽導遊

阿姨講解高鐵的設施，一邊等著高鐵的到來。 

  到了台北，我們先去 101 大樓觀賞美景，接著去木柵動物園，在園區我看見熊貓團團和

園仔、還有台灣黑熊……，接著就去搭貓空纜車，雖然沒有搭到水晶車廂，但是一樣可以欣

賞到美麗的風景，晚上我們去欣葉吃日本料理，那裏有生魚片、酥皮濃湯、炸蝦…..，吃飽

後，我們坐捷運去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隔天是我第一個起來的人，我等大家去樓下吃早餐，接著我們就去兒童新樂園，我玩了自

由落體、雲霄飛車……，中午我在那裏吃義大利麵，接著我們還去天文館觀賞海賊王影片，

他們介紹了許多星座和星象等天文奇觀，最後我們坐捷運回到台北車站，等高鐵進站前，我

買了蛋糕及銅鑼燒，準備帶回去和家人分享。 

    這次的台北城市之旅讓我滿載而歸，一同和同學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四甲吳依蓁   家長:吳建成   

今天不熱也不冷是個好天氣。 

台北城市之旅即將展開，一到台北下了高鐵站,我們就轉搭捷運到達 101 大樓，中午用完

餐後，我們就搭乘電梯到達 89 和 91 樓的觀景台,欣賞風景，哇！台北城市的景色皆盡收眼底。

接著是去動物園參觀企鵝.貓熊.黑熊……等等,緊接著就是搭貓纜。欣賞山林之美,當然我最

期待的就是今天的壓軸，到欣葉日本料理吃晚餐,大快朵頤一番，最後就到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住宿一晚,迎接明天的到來, 

隔天起床後,我們步行至捷運站搭乘兒童新樂園的接駁車,入園後,分組自行使用悠遊卡刷

卡玩遊樂設施,我個人玩了七項遊樂設施,有飛天巴士.旋轉小飛機.海盜船……等等,在園內

自理午餐之後，我們就在園區正門口集合步行至天文館， 

在館內自由活動十五分後,就去宇宙劇場看影片,劇場是半圓形的建築物，相當特別，而我們

也很幸運的看到卡通-航海王的影片,接著是館區專員再導覽 30 分,讓我更瞭解到天文奇觀的

奧秘。 

這兩天的旅程雖然匆忙,但我學到不少的知識,而且還買了一些伴手禮給阿公.阿嬤吃,可

說是滿載而歸呀! 

 
                                               四甲白明玉  家長:白宮丞 

 

    4/23 和 4/24 是我們的台北城市之旅，大家都滿心期待，希望這天快點到來。 

   當天我們先坐高鐵到台北，再轉搭捷運到淡水信線，走去台北 101 大樓吃麥當勞點，吃完

就搭乘高速電梯到 89 樓的觀景台，接著我們再搭搭捷運到動物園，  一到園區，我們先去坐

園遊車，我看到了大象、浣熊、松鼠等等......，最後去搭貓空纜車，一上去的時候，車子

搖搖晃晃的，大家一直尖叫，下車之後又到附近逛一逛，晚上再去欣葉吃日本料理，吃完再

用搭捷運去劍潭站，到劍潭活動中心過一晚。 

  第二天，我們一大早就起床了，吃完早餐就直接搭接駁車到兒童新樂園，一進去我先玩海

底總動員、接著飛天巴士、旋轉小飛碟…….，中午在去美食街吃午餐，吃完午餐後再走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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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館，除了看宇宙劇場，導覽員也為我們介紹很多關於地球宇宙的變化。 

  最後在台北車站買了伴手禮，再搭高鐵回家，結束了這兩天一夜的豐富之旅。 

四甲吳婉琳  家長:吳文憲 

   城市之旅第一天，我們搭乘舒適快速的高鐵到台北，一下台北車站，我們趕緊去台北 101

大樓，在 101 大樓吃麥當勞就是不一樣，接著我們去了木柵動物園,到了那裡，我們先坐園遊

車,熟悉一下環境,也順便看到一些動物活動的樣子,我看到了企鵝、台灣黑熊及最受歡迎的圓

仔……最後台灣黑熊還特地擺了牠最帥的樣子!讓別人拍照,當時真是好笑! 

   之後我們去做貓空纜車,當我坐上去在半空中時,我好奇地往下一看,好高呀!我趕緊閉上

眼睛,最後我才勇敢的張開呢!到了晚上我們還去欣葉日本料理吃豐盛的晚餐，我有三分之一

的胃是裝了水果,三分之一的胃裝了涼麵…… 

最後來到了住宿的地方，在房間裡，大家輪流洗澡、看電視，躺在舒服的床上就呼呼大睡了！

第二天大家吃完早餐後，就趕緊出發去我們最期待的兒童新樂園,當我玩海盜船和雲霄飛車

時，心挑好像快停止了，大家不斷地大聲尖叫，真是刺激又有趣呀！ 

   這次的兩天一夜之旅，除了讓我學習獨立，小組遇到事情想辦法解決之外， 

也讓我玩到許多好玩的遊樂設施，更讓我見識到台北 101 大樓的壯觀！ 

 

四甲吳麗臻  家長:吳富馨 

   我非常期待這次的台北城市之旅，因為這將是我第一次坐高鐵、 搭捷運、坐貓纜，還有

去木柵動物園……等等 

   第一天，我在台北 101 大樓去的 89 樓觀景台，我看到了飛機、各種大大小小的房子還看

到了摩天輪；在木柵動物園我看到了圓仔、台灣黑熊；晚上吃了一頓非常豐盛的日本料理。

第二天，在兒童新樂園，我玩了雲霄飛車、幸福碰碰車、轉轉咖啡杯、小飛龍；在天文館，

我們在宇宙劇場看航海王的影片，其中內容還介紹了不同季節的星象及星座。 

   這次台北城市之旅的行程安排得相當豐富，雖然走了很多路，但卻讓我滿載而歸呀！ 

 

四甲吳育萱  家長:吳吉莊 

今天終於要去臺北了,我們坐上高鐵不到兩小時就到了目的地-台北，接著再搭捷運到 101 大

樓，哇！它真的好高喔!比綠巨人還要高呢！ 

   當我們坐貓纜時,我看到美不勝收的風景以及數不清的高樓大廈，下車後,先休息一下,再

繼續搭貓纜回到捷運站,倘若下次有機會，我一定要搭乘水晶車箱的。到了晚上我們就去日本

料理店吃大餐,吃完以後就去過夜的地方-劍潭青年活動中心,我和婉林.宜潔和麗臻睡在一

起。 

隔天吃完早餐後，就出發到臺北市立兒童樂園,我玩了旋轉木馬.旋轉咖啡杯等等,我真的好

開心,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可以再來台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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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城市遊俠之旅《照片剪輯》～ 

出發前往台北前，大家先在嘉義高鐵站拍照 坐完高鐵，緊接著就要來體驗搭捷運的樂趣 

世界最大的風阻尼球，就在台北 101 大樓。 瞧！木柵動物園內胖嘟嘟的團團可不可愛？ 

 

在欣葉日本料店，享受著色香味俱全的晚餐，大家迫不及待準備大快朵頤一番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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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城市遊俠之旅《照片剪輯》～ 

  
我們正駕駛著最酷、最炫的跑車，在廣場上盡情地奔馳與追逐。 

  

當飛天巴士舉昇至最高點時，我們便可以一覽

無遺園區的景物。 

仿木造古戰船造型的海盜船，左右擺盪凌空飛

渡，讓我們體驗離心力的刺激感。 

來到了最後一站―天文館，我們先在入口處的

星辰天篷前拍照留念。 
我們也嚮往影片中的主角，希望能在星空下開

啟偉大的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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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寶貝們的園地~ 五年甲班 

     聖誕節活動心得 

快樂聖誕節 五甲鄧凱文 家長姓名:鄧穎駿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聖誕節，每年，學校都會辦一個盛大的聖誕節慶祝活動。 接近聖誕節

的每一天，我們都非常期待因為可以拿到許多大小不同的禮物，而且還能看到學弟、學妹、

學長、學姊表演，跳出華麗的舞姿，大家都很開心，哇!我們真是太幸福了。 今天的聖誕節

讓我想起了一開始準備表演的事，一開始我們在討論要表演什麼的時候，大家都異口同聲的

說，要表演陽婆婆，後來我們在練習的時候，我們都一直笑，因為動作實在太好笑了，大家

個個都心花怒放，人人笑得合不攏嘴，後來因為編舞的人有一些地方不知道要編什麼，所以

老師就給我們看另一種版本的陽婆婆問我們要不要跳這種版本，因為沒有意見，所以決定要

跳這種版本。 聖誕節的活動，我們是表演陽婆婆，我們全副武裝，全部的人都畫成老婆婆還

有頭上撒太白粉，有些人還有戴墨鏡呢!我們在表演前都非常緊張，我在表演的時候還跌倒呢!

之後是摸彩和製作聖誕襪 DIY，大家都非常的開心。 我們大家都希望下次學校會辦個更盛大

更精彩的聖誕節活動。 

 

快樂聖誕節 五甲 梁家宥    家長姓名：梁淑雅 

    一開始我們只想要把舞練好,卻沒有想要在聖誕節快樂的玩下去，然後聖誕節當天到了，

眼看絡繹不絕的家長一個接著一個進來，然後大家人聲鼎沸的聊著天，接著徐主任就中氣十

足地宣布表演時間開始，大家的掌聲都震耳欲隆。 

    一.二年級的人就表演了，精彩的表演結束後，大家都報以熱烈得掌聲，別出心裁的表演

讓人耳目一新，令人回味無窮。 太鼓隊接著登場，整齊一致的鼓聲震撼人心，我們的太鼓隊

也有出去比賽過，他們每個禮拜都要辛苦練習，才可以得到好的成績出來，假如有一天我也

可以參加比賽的話，那就太棒了。 接下來徐主任宣布親子 DIY 的活動，我們都全神貫注的進

行，玩得好開心、好快樂，後來我們大家把做好的作品拿給大家看。 

    最後還有我們的重頭戲抽獎活動，大家都翹首盼望的等待大獎，結果三年級的李柏霖抽

到了大獎，遙控汽車一台，接下來我抽到了一枝紫色大鉛筆，我希望明年還有摸彩活動可以

抽到更好的東西、更棒的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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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聖誕多 五甲吳文貴   家長：吳俊利 

    每年十二月學校都會舉辦聖誕節活動，這時候的停車場擠得水泄不通，人聲鼎沸。 

    這天來參加的人絡繹不絕，這時聖誕動開始囉，首先帶來的是太鼓表演，接下來是可愛

又古錐的幼兒園表演，再來是帥氣又美麗的中年級弟弟妹妹，大家都嘖嘖稱奇，然後換英俊

又漂亮的高年級學長學姊，六年級學長學姊表演時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唱了起來、全體哄堂大

笑，終於換我們了，我們在跳的途中突然有一個人摔得四腳朝天，差點鼻青臉腫，接下來是

一二三年級學弟學妹的手語歌曲表演，然後是四五六年級的學弟學妹、學長學姊的直笛表演，

大家都聽的很陶醉，接下來主角要出場囉，就是聖誕老公公出場，聖誕老公公發的糖果人人

都想要。 

    最後是精彩的摸彩活，首先先摸彩的是六年級學長學姊，接下來是我們；再來是四年級；

然後換三年級；二年級；一年級；幼兒園人人都很開心，活動結束後，許多美麗又漂亮的媽

媽都到自己的兒子、女兒教室吃飯。 

    我希望我的抽獎運能好一點，因為我沒抽到我最想要的大彈簧，雖然這樣，這次的活動

我仍玩得很開心。 

 

快樂聖誕節 五甲 李柏佑    家長:李俊興 

    每年十二月的聖誕節，學校都會舉辦歡慶聖誕節活動，每到這一天，來到學校的人都把

禮堂擠得水泄不通、人聲鼎沸。 這天來到學校的人越來越多，老師們都手忙腳亂，十點三十

分的時候，主任開始宣布歡慶聖誕節活動正式開始。首先開場的是我們學校帶來的太鼓表演，

這場太鼓表演很震撼，表演得威風凜凜。第二個節目是由可愛又活潑的幼兒小朋友所帶來的

舞蹈表演，幼兒園的每個小朋友都很認真的表演。第三個節目是由低年級小朋友帶來的歌曲:

「麻吉麻吉」，低年級的小朋友都卯足全力的下去唱歌跳舞。第四個表演是由中年級小朋友帶

來跟聖誕節息息相關的歌曲「聖誕鈴聲」，讓整個會場充滿了聖誕節的氣氛。第五個節目是由

我們班所帶來的歌舞表演「陽婆婆」我們班的每個人都很精心的打扮，把自己打扮成老人第

六個節目是由六年級所帶來的「小蘋果」，他們把這首歌跳得有聲有色，很精彩。最後一個表

演是由一、二、三年級帶來的手語表演。表演結束後聖誕老公終於登場了，大家都好瘋狂喔!

緊接著就是大家期待的摸彩活動，只可惜我沒有抽到心目中的大獎。這次的聖誕節活動圓滿

落幕了在活動中我們絞盡腦汁的想著要表演什麼，同學也很精心的設計舞步，老師也幫忙化

妝，雖然很辛苦┬案是看到大家開心的笑容就覺得辛苦是值得的，也希望以後的表演會越來

越好。 

 

 

 

 

 

 

 

 

                 擦脂抹粉，粉墨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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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聖誕節 五甲 莊茹億    家長: 吳慧儒 

    每年，我們學校都會舉辦慶祝聖誕節活動。 接近聖誕節的每一天，我們都很期待聖誕節

的到來，因為聖誕節都有許許多多、大大小小不一樣的禮物，而且，還可以看到學弟、學妹

跳那可愛的舞姿，哇!我真是幸福! 時間飛逝，很快的，聖誕節慶祝活動到了，那一天，來觀

賞我們表演的人群擠得水泄不通，熱鬧極了! 開場的表演節目是什麼呢?當然就是由學校威風

凜凜的雲和鼓隊來表演囉!一開始，鼓聲就響徹雲霄，我想，來觀賞我們學校的家長應該對我

們雲和鼓的氣勢嘖嘖稱奇吧! 接下來，就是一~六年級的班級表演了。其中，我們班表演的極

目是陽婆婆，我們班的打扮是在頭上撒麵粉，臉上畫上奇奇怪怪的模樣，身穿深色衣服，還

有，有人要戴墨鏡，一身打扮真好笑! 班級表演結束後，大家最喜愛的聖誕老公公來了，聖

誕老公公送我們一大包糖果，之後我們就開始一邉製做聖誕手提袋，一邉抽獎，我抽到一隻

藍筆，我很開心。我覺得慶祝聖誕節的活動很成功，我想謝謝校長、主任、老師。 

        
 

好文好詩 

分享快樂多 五甲葉致宏    家長姓名：葉越銘  

    分享可以讓樂趣擴展好幾倍，當你看到別人因為你的分享而獲得快樂時，那種喜悅是成

倍數成長的。與人分享是一種心靈上的饗宴，也是生命光輝的表現。  

    我在網路上看到一篇文章:在海中，有一條漂亮的一隻魚，他叫做彩虹魚，因為牠的身上

有許多像彩虹一樣的鱗片，每隻魚都很想要，但是彩虹魚不想要給牠們，因為牠太過自私，

所以牠沒有交到任何朋友，直到有一天，牠終於把牠的鱗片分給了小魚，之後就跟那隻小魚

做朋友，彩虹魚就一直分享牠的魚鱗，就得到了許多朋友，但是牠的彩色魚鱗也只剩一片，

牠的魚鱗雖然沒有了，但牠得到了快樂。  

    我曾經把我的糖果、餅乾……分享給需要的人，我和被幫助的人都很快樂，因為他們可

以跟我一起玩，跟我做朋友，也會想我一樣分享快樂。 

    馬克吐溫曾說過:「悲哀可以獨自承受，但是位了充分享受價值，各位必須把快樂跟別人

分享。而快樂的人，也可帶給別人快樂。」要懂得分享自己的快樂，才能獲得到更多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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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的力量 五甲陳虹蓁 家長姓名:陳信安 
    分享有力量嗎？有，因為分享可以幫助很多人，在報紙上就看過分享故事---一碗白飯的

故事，二十年前有一位大男生，徘徊一家自助餐店前，等到客人都吃完了，他才敢走進店裡，

「請給我一碗白飯，我可以淋菜湯嗎?」老闆娘說:「當然可以，不用錢。」吃完後他再叫一

碗,帶到學校吃，老闆在白飯底下偷加一些料補給他的營養。二十年後,老闆被迫拆店，突然

有一位副總經理來幫助他，原來那家公司的總經理就是當年的那個大男孩。  

    每次我去便利商店，店員都會給我發票，我沒在對發票我會將發票捐出去，讓一些有需

要的人對獎，每個人都來捐發票，讓他們有飯吃吧! 我覺得分享可以幫助許多人。有一句靜

思語是這麼說的:「一句溫暖的語,就像往別人身上灑香水,自己也會沾到兩三滴。」以後要多

說一點好話,讓自己香香的,心靈上的芬芳勝過一切。 

 

分享帶來快樂  五甲學生鄧詠仁  家長姓名：鄧勝雄 

    我覺得分享可以讓每個人都很快樂，因為只要懂得分享就很快樂。 

    我今天要說的故事是彩虹魚，故事裡的彩虹魚不懂得分享，結果失去了朋友。他身上有

很多漂亮的鱗片，很多小魚跟他要他捨不得給人家。最後在分享之後，他有了很多朋友。 

    在我三年級的時候，體育器材室裡讓我找到了一顆很好踢的足球，我自己一個人跑到操

場踢球，後來同學來了想跟我一起踢，我卻捨不得和他們一起分享，朋友後來就不找我玩了。

我反省過後主動找同學，一起踢球，慢慢的ㄧ傳十十傳百，朋友就一個個回來了，一直到現

在。 

    孫越有一句名言「好東西要跟好朋友分享」，我也覺得分享是建立人際關係，整合力量的

最大元素。 

 

我最喜歡的動物 五甲吳育嘉 家長姓名：吳吉莊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小狗，因為他很忠心，而且還很可愛，摸起來毛毛的，他很喜歡吃肉

肉，我第一次知道狗有分成玩賞犬、工作犬、狩獵犬、梗類犬、獵鳥犬、獵獸犬、伴侶犬、

日本犬。 有些有很多毛，向馬爾濟斯，有些毛少，像德國短毛波音達犬，德國波因達犬身長

約 58~64 公分、體重 24~31 公斤。 

    狗在找食物時，會用鼻子聞，嗅覺非常靈敏。我平時看到小狗時，他們幾乎都趴著，或

成群結隊的跑著，小狗太熱時會伸出舌頭來散熱，狗是哺乳類、胎生。 

    有些跟我很好的小狗，會一直過來，因該是想跟我玩， 還會用爪子輕輕抓我的腳。如果

摸小狗肚子時小狗會閉上眼睛，好像很舒服的樣子。最近，在吳宸偉他家前看到一隻黑狗，

蠻大隻的，一開始摸牠的頭有點怕怕的，後來我發現他不會咬我就放心了，因為小狗很可愛

忠心，所以我才喜歡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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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動物 五甲白雅文 家長姓名：白宮丞 

    我最喜歡的小兔子，牠有時會吃紅蘿蔔，有時會吃高麗菜，有時會吃地瓜葉，在動物園

裡看到牠的蹤跡，也有人會當作寵物養，有一天叔叔買了一隻兔子給我，我非常高興，有一

天弟弟抱著兔子騎腳踏車，不小心把兔子給摔死了，讓我覺得很傷心。 

    兔子沒有汗腺，所以不會流汗，耳朵可以散熱。兔子的排泄機制屬濃縮性，對水分的需

求比其他動物來的少，有些野兔只靠青草上的露水即可，或是從蔬菜攝取足夠的水分，故很

少看到牠們到河邊喝水。 

    兔子的動作很可愛，耳朵很長，牠的眼睛大大的，前腳短短的，後腳常常的，如果我能

再養一隻兔子，我會買一個籠子給他，讓他有一個美好的家庭，天天餵飽牠，愛牠照顧牠。 

 

我最喜歡的動物  五甲學生吳啟榮  家長姓名：吳慶瑜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大貓熊，因為大貓熊黑白相間的毛色和渾圓可愛的外型，受到世界各

國民眾的喜愛。 

    台灣稱之為貓熊，而在中國被稱為熊貓，但因為熊貓在生理構造、行為特徵與演化證據

上，都與熊貼近，因此稱為貓熊比較合適。 

    貓熊的平均體重超過一百公斤，站立時身高約一百五十公分，具有強建的四肢，前腳很

特別，除了有排成一排的五根腳趾，還有一塊突出的骨頭，就像人類的大拇指一樣，貓熊可

以用他來抓住竹子。牠的牙齒很有力，一共有四十二顆，臼齒可以咀嚼堅韌的竹子，但是竹

子的營養不夠，因此他們每天要吃掉二十公斤的竹子，只要醒著就在吃，一天有十到十四個

小時在進食。 

    貓熊很可愛，我很喜歡他，有機會得話希望能親眼看見，並能抱抱他。 

 

猜猜我是誰？  五甲學生：吳宸緯  家長姓名：吳杰樺 

    我的身體長長的，有二條長長的牙齒，可別小看它們，凡是我咬過的地方鐵定寸草不生。

主人有時候要把草地剪短，就會要我出動，可是我在工作時嗓門很大，有些上課的小朋友會

受不了，大小朋友們，猜猜我是誰？ 

 

猜猜我是誰？  五甲學生傅思豪  家長姓名：傅泓榮 

    我穿著紅色的衣服，衣服上有一片一片的葉片裝飾，有一條長長的尾巴。我聞起來沒有

味道，摸起來粗粗的。天氣熱的時候可以讓我們涼快，還可以讓下潭名產-福壽麵變得更乾燥，

說得這麼明白，你知道我是誰了吧! 

 

自省札記    五甲學生洪苡真  家長：洪榮同 

    自信心不夠是我的頭號敵人，有一次要考試，我的心裡就非常緊張，心臟會跳得比平常

還要快。雖然老師叫我要放輕鬆，可是我就是沒辦法。還有上課時，老師常常鼓勵我要踴躍

發言，每當老師點到我，冷汗直流的我，就算頭腦裡已經有了非常豐富的答案，可是我的沒

自信，讓我說不出話來，白白錯失了許多好的表現機會。希望我能改掉我的害怕，變成有自

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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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 五甲學生周家興 家長姓名：周以凱  

時間有四個孩子，老大是春天，老二是夏天，老三是秋天，老么是冬天， 

春天是一個調皮搗蛋的小孩，一下子溫暖， 一下子寒冷，讓人快要暈倒，春天好像要把人氣

死一樣，把人忙死，一下子穿短袖，一下子加好幾件衣服。 

夏天是個火山，想把人熱死，人就像僕人一樣，一罵他就會受處罰，希望他快走，不要讓夏

天搗蛋 別讓它讓我們受不了。 

秋天很親切，不會把人熱死， 也不會把人冷死，唯一一個親切的人，想要秋天一直留著， 不

想他離開， 希望下次秋天快來。  

冬天是冷氣機，是討人厭的冷氣機，每天都非常冷，害我遲到，常讓人感冒，希望冬天快結

束。 這四個孩子有各的優缺點， 希望他們輪流來拜訪。 

 

四季 五甲學生蔡佳儀  家長姓名：蔡焜昇 

上天有四個孩子，老大是春天，老二是夏天，老三是秋天，老么是冬天。春天給人溫暖，夏

天脾氣暴躁，秋天涼爽宜人，冬天冷酷無情，這四個人各有各的好。 

春天個性溫柔，說出的話輕輕柔柔，讓人很舒服；夏天很熱情，脾氣好的時候熱情如火，生

氣的時候就暴跳如雷；秋天跟春天一樣，不會亂發脾氣；冬天比較冷漠，讓我們冷到皮皮挫，

四個孩子個性真不同，二姐妹溫柔，兩兄弟一冷一熱，讓我們體會不同的氣候 

 

美麗的作品 

  

主題:紙條創作作者:傅思豪 家長:傅泓榮 主題: 紙條創作 作者:莊茹億 家長:吳慧儒 

主題:存錢筒 創作者:李柏佑 家長:李俊興 主題: 存錢筒 作者:周家興 家長:周以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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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紙條創作作者:吳文貴 家長:吳俊利 主題: 存錢筒 作者:吳啟榮 家長:吳慶瑜 

  

主題:禮物盒作者:葉致宏 家長:葉越銘 主題: 禮物盒 作者:陳虹蓁 家長:陳信安 

 
 

主題:春聯  作者:梁家宥 家長: 主題: 春聯 作者:鄧凱文 家長:鄧穎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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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小品文 

《鹿草國中考試》      學生：鄧凱元 家長:鄧杰淇 

在星期五的時候，老師告訴我們坐車的時間和地點以及每個人分別在第幾考場考試。 

今天，我們全班在一個美好的星期天早晨出發去鹿草國中，在考試時，每個人都戰戰兢兢的，

題目有的簡單易懂，有的實在讓人摸不著頭緒，最後要謝謝老師，買的愛心飲料和果汁，喝

下去之後，感覺一天的疲累和壓力都沒了，說著說著，我也睡著了。 

《我的老師》      學生：張允誌 家長:張得福 

    我們老師的個性還不錯，但是生氣的時候，就非常非常非常可怕，會讓全班說不出話來。

長相還蠻帥的，在班上老師對我們很好，有時會和我們說一些好笑的事，這就是我的老師。 

《運動會》      學生：楊中誠 家長:楊宏炫 

今天星期六，可是學生還是一一的到學校去，大家穿得漂漂亮亮，家長也來到學校幫忙，

一大早，我們就是為了運動會忙東忙西。今天的運動會十分重要，因為這是我們班在校最後

一次以在校生的身分參加校慶，令我十分不捨。 

《卡車》      學生：蘇文聖 家長:蘇安田 

我以後要當一位卡車司機，在屏東開一家公司，當我有錢之後，我要先買一間房子(不是

模型哦)，再買很多卡車，當卡車大王，讓大家要使用卡車都會來我的公司。 

《足球比賽》      學生：林冠佑 家長:林建欽 

每個星期五學校有運動社團，今天我參加的足球社團要比賽，我就去拿球和球衣，然後，

我就開始帶操跟跑步，等暖身運動都做完後，我們就開始分組比賽，那時我超緊張的，深怕

我會輸掉，還好最後我贏了。 

《螞蟻》      學生：吳聿凡 家長:吳德良 

螞蟻雖然小小一隻，但是牠們都團結在一起，例如：找食物、搬幼蟲的卵、食物……等，

牠們都團結合作，有句話說，團結力量大，所以一個人要很久才能完成的事，可以和別人合

作，這樣就可以很快完成，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母親節》      學生：洪子昕 家長:洪崇聖 

五月桐花開滿天，而五月的第二個禮拜就是眾所皆知的母親節，媽媽辛若的扶養我長大，

無微不至的照顧我，所以，在這盛大的節日當中，藉著一張小卡片的問候，懷著一顆感恩的

心跟媽媽聊聊天，但並不是只有在母親節幫忙她，我們要無時無刻的多陪陪她，我認為這才

是做好一個孩子的本分，也要祝福媽媽，身體健康、美貌不滅。 

《月考》      學生：張詠淳 家長:張汶潭 

   這一次的分數和排名，讓我非常滿意，和上一次月考的分數有天地之別，完全有 30 分以

上的進步，而且我是第一次在六年級月考得 490 分以上的分數(p.s 紅毛也是!!!)讓我非常

happy，不過一想到下一次的月考不能退步我就非常害怕，不過順其自然盡力而為就 OK

了!!!Today is happy day !! 

六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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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喜宴》      學生：張祐毓 家長:張瑞興 

    星期六上完英語班，吃完午飯，一點就準備要坐車到桃園的來福星花園大飯店，4點就

到達目的地，等了 2小時才有東西上桌，結果卻是地瓜和芋頭做成球狀，雖然不喜歡，還是

吃了，但我發現超好吃的說！再來好多菜超級好吃！辦桌結束後，我們打包了好料的和一罐

芭樂汁回家，隔天中午就全吃光了。Yummy!!!OEC!!!幸福。 

《校慶園遊會》      學生：周貝芹 家長:周以凱 

我期待已久的校慶終於來了，當天太陽也很熱情的與我們同樂，首先第一個表演是，一

二三年級，再來是四五六年級的表演，緊接著是賽跑，大家都使盡全力；趣味競賽也非常激

烈，大家都玩得不亦樂乎!最後是我最喜愛的園遊會，但攤位有點少，但是我還是吃得肚子都

撐了。 

《我們這一班》      學生：張筠宜 家長:張英典 

我們班剩下半學期可以相處，大家都無所謂，大家每天開開玩笑，都笑嘻嘻，我們班感

情超好的。笑＝我們感情越好，吵＝我們班友情越長久，這些感情就像兄弟姐妹之間一樣，

越吵越好。 

  

準備進去台北 101 準備進入木柵動物園 

  

旋轉咖啡杯 碰碰車 

六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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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之旅 

楊中誠：今天就要去畢業旅行，我好開心，剩一小時、30 分鐘、15分鐘、5分鐘、30 秒、10

秒，時間在腦中不斷的徘徊，到了高鐵站，心跳更是大幅提升，在到發出「轟隆轟

隆」巨大聲響的高鐵列車到站，我才開始平靜下來。 

張祐毓：第一天我們到達台北，先坐捷運到台北地標 101 大樓，到了台北 101 ，之前覺得沒

有很高，結果發現近看超高大的，以前也沒來過 101，所以心情很興奮，到 89 樓從

上俯瞰台北盆地，真是壯觀。還有一點自由時間，我們就去逛紀念品店，然後為自

己買了一個沙漏當紀念。 

張詠淳：下午，我們坐捷運去木柵動物園，我們還有坐貓空纜車。在動物園，我們看到許多

不同的動物，有獅子、老虎、企鵝和臺灣黑熊……等超多動物，可是有時間有點趕

並沒有將所有動物都欣賞一遍，接下來就去坐貓空纜車，從頭坐到尾，我意外的覺

得挺累的，在貓纜上好想要睡覺喔！ 

        晚餐吃千葉日本料理，我吃了好多好吃的食物，讓我胖了好多，那時我超想喝酒的

但因未滿 18 歲不能喝，超討厭的。 

洪子昕：用完餐我們就去住宿的目的地～劍潭青年活動中心休息，我們班說要去逛夜市，當

晚只有我們六年及和老師去逛街，大家邊走邊說笑，感覺真是幸福，我們在買印度

拉茶的同時，也和原住民姐姐打成一片，這種經驗我還是頭一次呢！士林夜市的美

食相當多樣化，尤其交通方便，地處捷運劍潭站附近，除了美食之外，一些流行服

飾也是年輕人聚集的原因之一，旅遊閒暇之餘可以前來一睹盛況哦！ 

        第二天早上，我們前往期待已久的兒童新樂園，當到達時，發現幾乎都是校外教學

的，人山人海。進去之後我們分年級行動，我們六年級一起去玩遊樂設施，連續玩

了好幾樣旋轉的設施，玩到頭超暈、超想吐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碰碰車，班上每

人一台，互相追殺，體驗快感，全班一起的感覺我好喜歡。 

吳聿凡：這一次的台北之旅，我玩得很高興，相信同學們也跟我一樣。這次的地點我很多都

沒有去過，例如：台灣的高鐵我沒有塔過、木柵動物園、貓空纜車……等地點。這

次的旅行讓我學很多，例如：101 大樓中有一顆重達 660 公噸的風阻尼球，它可以

保護 101 大樓不受地震、強風的影響而劇烈搖動。坐貓纜，車廂是有分一般和水晶

兩種，因時間關係只能坐一般的，希望下次有機會可以坐水晶車廂，因為水晶車廂

底部是透明的。去天文館，我玩了很多科學遊戲，解說員也很風趣，讓我輕鬆學科

學。總之，這次的活動讓我印象深刻，希望有機會還可以再來。 

 

 

   

六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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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來 感謝有您相伴 感恩的心永存        由六年級學生提供 

鄧凱元～謝謝各位老師在我國小的時候教導我許多事情，在畢業後，我一定會再來學校的。

祝每位老師平安快樂。 

張允誌～這六年那麼快就過了，國中的生活來了，希望到國中能找到更好的朋友！拜拜。 

楊中誠～我們即將畢業了，謝謝你們的教導，我們也會念念不忘。 

蘇文聖～我要畢業了，再見了，小學生活。 

林冠佑～要畢業了～再見了：這六年來的生活和老師、同學。拜拜～ 

吳聿凡～謝謝各位老師的教導，在國小教導我許多事。謝謝各位老師。謝謝。 

洪子昕～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畢業不是一個句號，而是一個分號，謝謝老師的諄諄教誨，

謝謝同學的陪伴，祝你我的未來如此煇煌。 

張詠淳～我要謝謝所有師長的教育，也謝謝班上所有人一起走到最後，謝謝 everyone!! 

再見，大家 

張祐毓～畢業後即將開啟邁向國中的那扇門，在這扇門開啟前，我要感恩學校的所有的老師，

謝謝老師教我那麼多知識。Thank You～  祝 我 畢 業 快 樂。 

周貝芹～「畢業」不是一個結束，而是一個新的開始，謝謝你們六年來的陪伴，有你們真好！ 

張筠宜～如今我們要畢業了！感謝同學你們一路的陪伴以及老師一路的叮寧與祝福。 

 

   

學生：洪子昕 家長:洪崇聖 學生：張允誌 家長:張得福 學生：張筠宜 家長:張英典 

  

 
學生：張祐毓 家長:張瑞興 學生：周貝芹 家長:周以凱 學生：張詠淳 家長:張汶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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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23 迎春花燈製作 104.01.23 迎春花燈製作 

  

104.01.26 跳蚤市場 104.01.26 跳蚤市場 

  

104.01.27 校長室小客人 104.01.27 校長室小客人 

各項活動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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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2.13 廟口迎春寫春聯 104.02.13 廟口迎春寫春聯 

  

104.03.06 游泳課 104.03.06 游泳課 

  

104.03.12 反毒宣導 104.03.12 反毒宣導 

各項活動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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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5.16 文財殿鼓藝比賽 104.05.16 文財殿鼓藝比賽 

  

104.05.22 小茶壺劇團至校表演 104.05.22 小茶壺劇團至校表演 

  

104.06.06 五王盃足球比賽 104.06.06 五王盃足球比賽 

 

各項活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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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慶園遊會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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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城市之旅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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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節感恩慶祝活動 

  學校專戶名稱：嘉義縣下潭國民小學教育儲蓄專戶 

銀行代碼及名稱：617009 嘉義縣鹿草鄉農會 

          帳號：00091160094891 

            特此感謝張威珍會計師 

提供經費給學校發展學校特色雲和鼓社團及英語課後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