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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上學樂趣多 

    早上在校門口碰到來上學的小朋友，親切的跟替代役哥哥、導護老師和我

說聲早安！都感到非常的高興。尤其是看見背著書包走路上學的小朋友，就彷

彿看見自己小時候背著書包跟著哥哥、姐姐，隨著上學的路隊走路上學的情

景，真令人懷念那段快樂的時光。 

    小時候家住義竹東後寮的農場，雖然離學校雖然有一段路，可能是以前鄉

下地方車子很少，路上難得有一、兩部車子開過，所以爸媽放心讓小孩子們走

路上學。每每走在上學的路上都會有不同的驚奇出現引起我的注意，路旁滿綴

著不知名的黃色小花、野生的芭樂、木瓜成熟了沒有，還有常常會竄出隔壁鄰

居的狗等等。一路上，摸這個逗那個，看看芭樂、木瓜可以分來吃了沒？一路

上跟同學打打鬧鬧，上學這段路非常開心有趣，一大早的精神都來了！ 

    大家都知道走路有益於身體健康，最近有西班牙一項研究指出，走路還會

幫助腦部發展，研究顯示走路上學的青少年，其在校成績以及認知能力會比搭

車上學的同學們還要好，尤其是走路 15 分鐘上學的青少女們效果最顯著。教

育部前幾年也大力鼓勵，學童走路上學。一方面是目前孩子們平常缺乏運動；

一方面是目前孩子生得少，家長若天天接送，孩子們缺乏主動性。 

  現在路上車輛多，尤其一大早開車的人趕著上班，車速都不慢。加上社會

的治安也不如以前單純，都空區氣汙染又嚴重等等，孩子們走路上學總是讓家

長放不下心。不過，在我們下潭學區還可以每天看著孩子們有說有笑的走路來

上學，還是常讓我想起小時候的那段快樂時光。 

校長  劉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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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鹿草鄉下潭國小 1O4 學年度  家長委員會及顧問名單 

 

家長委員會 顧問 

會長 戴志成 施坤霖 郭銘進 吳炳輝 沈泰豐 

副會長 陳信安 張博凱 蘇禹謙 郭海南 洪榮芳 

副會長 蔡焜昇 黃玲珠 洪加祥 吳政哲 陳信全 

榮譽會長 沈俊佟 蘇百冬 吳和明 施國村 林宗盟 

榮譽會長 周以凱 李秋燕 吳國聖 蘇倉南 蘇信雄 

常務委員 吳建成 吳文進 陳俊長 沈國忠 吳山田 

常務委員 吳武昌 蔡信郁 戴文慶 蘇東漢 鄧佳訓 

常務委員 鄧穎駿 吳進龍 吳光榮 蘇文男 施明宗 

常務委員 李俊興 洪源造 吳光輝 吳國權 吳文瑞 

常務委員 張瑞興 蘇其養 沈幸正 劉寶玉 楊崑育 

委員 吳俊利 蘇國在 蘇信益 洪崇聖 林明照 

委員 白宮丞 陳弘忠 蘇信和 吳德良 賴錦榮 

委員 林建欽 陳世錚 雷瑞祥 蘇安田 沈國鐘 

委員 吳智銘 郭豐銘 沈加安 楊宏炫 林義哲 

委員 吳勝男 吳明璋 吳明世 吳加貴 蘇敏雄 

委員 施博達 吳登枝 顏新義 施凱峯 陳世勇 

  張英典    

104/09/22  家長委員會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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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鹿草鄉下潭國小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導處工作重點報告 教導主任:黃思蜜 

 

一、我們的榮譽（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 

1.本校直笛隊參加「104學年度全縣音樂比賽」，直笛合奏國小團體組―丁組，榮獲優

等，指揮老師陳秀寬老師，指導何惠芳老師、徐慶鐘老師、許珮儀老師。 

2.三、四年級同學參加「嘉義縣第22屆六美盃五人制足球錦標賽」，榮獲中年級組第五

名，指導老師李豐勝主任。 

3.四年級李柏佑同學參加「嘉義縣104年國小英語單字比賽」，榮獲甲等，指導老師王雪

如老師。 

4.五年級吳依蓁同學參加「嘉義縣104學年度自省札記徵文比賽」，榮獲佳作，指導老師

徐慶鐘老師。 

5.六年級吳育嘉同學參加「嘉義縣104學年度自省札記徵文比賽」，榮獲佳作，指導老師

許珮儀老師。 

 

二、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活動 

1.「推動教育優先區」推展親職教育活動、補助學校發展特色。 

2.「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生命鬥士典範學習。 

3.「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生命教育體驗與服務學習。 

4.補救教學計畫。 

5.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6.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 

7.畢業班校外教學計畫。 

8.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藝術與人文深耕計畫」―下潭書法遊 2。 

9.張丁和先生教育基金會「發展學校特色」－太鼓、英語。   

10.嘉義品格英語學院五天四夜課程（104/9/14--9/18 四年級參加） 

11.嘉義文光英語學院五天四夜課程（105/1/11--1/15 五年級參加） 

12.推動農村青少年農業教育及社區服務。 

13.2015 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美育之旅」國小學生校外教學活動。 

14.教師節慶祝活動「作伙來看戲」―立賢基金會 2015 年度藝文巡演〈沙丁龐克〉 

15.歲末感恩晚會。 

16.校刊《下潭采風》彙編。 

17.協助配合「中華聖母文教基金會」幸福放學班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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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鹿草鄉下潭國小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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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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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園地---下潭國小附設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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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生活點滴記錄活動 

 

家宜—快樂城堡 

 

張政---我是足球小王子 

 

鎮宇--我最愛踢球囉!! 

 

建伯---我最愛玩積木了! 

 

凱恩---彩虹樹  漂亮嗎? 

 

弼淵—看!這是我自己完成的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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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銘--樹葉拓印畫(白兔) 

 

軒羽--玩跳跳馬   超開心的 

 

景堂---憤怒鳥發射器要發射了唷! 

 

東穎---我是種花達人 

 

菀庭--有空來我家看花唷! 

 

弘御--準備討糖去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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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璇--幫我加加油唷!! 

 

依蓁--這是我畫的貓咪喔!! 

 

晉祥---蝙蝠袋完成了!!開心 

 

羽珊--Happy!我要去討糖果囉!! 

 

宥崴--看我的厲害(足球高手) 

 

鎮恩—我可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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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汝—玩泡泡 Happy！ 

 

欣蓓—又是快樂的活動時刻-太棒了！ 

 

  書瑜-我在溜滑梯唷！ 

 

品樺-我在美勞區做陶土喔！ 

 

韋儒—我是快樂的小兔子唷！ 

 

品蓁-看吧！我發現了大秘密—神秘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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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綺—小樹相框 

 

杰珅---我準備好了!出發。 

 

重慶—我有認真在上課喔! 

 

宥緁—我最可愛了! 

 

永家---聖誕老公公來了嗎? 

 

偉豪—我是不是很可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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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甲○班  

小小創作家  童詩創作仿寫 

作者：吳宗諺  家長：吳智銘 

踢足球，踢踢踢， 

踢足球，你踢一顆大足球，我踢一顆小足球， 

大足球，小足球，都在足球場上滾呀滾！ 

 

作者：陳樑祐  家長：陳金宗 

畫格子，畫畫畫， 

畫格子，你畫一個大格子，我畫一個大格子， 

大格子，小格子，都在地板笑哇笑！ 

 

作者：吳嘉勳  家長：吳耿林 

搖呼拉圈，搖搖搖，  

搖呼拉圈，你搖一個大呼拉圈，我搖一個小呼拉圈， 

大呼拉圈，小呼拉圈，都在草皮上玩呀玩！ 

 

作者：沈芙美  家長：吳海洪 

投籃球，投投投， 

投籃球，你投一個大籃球，我投一個小籃球， 

大籃球，小籃球，都在籃球場上跑呀跑！ 

 

作者：施喬云  家長：施博達 

跳格子，跳跳跳， 

跳格子，你跳一個大格子，我跳一個大格子， 

大格子，小格子，都在地板笑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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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入學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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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旅行家 

布袋州南鹽場、民雄熊大庄校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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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旅行家 

布袋州南鹽場、民雄熊大庄校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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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采多姿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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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藝術家 

 

 

作者：蘇宥丞  家長：蘇信璁 

 

作者：鄧程元  家長：鄧健宏 

 
作者：李欣岳  家長：李茂玄 

 
作者：葉賢宥  家長：葉振祥 

 
作者：吳宜蓁  家長：吳世文 

 
作者：黃盈珊  家長：黃崎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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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寶貝們的園地―― ○二○年○甲○班             

甜蜜的時光~生活記趣 

   生活的點滴記錄著孩子們的成長，讓文字的紀錄，點綴孩子們生命中的回憶! 

一、〈逛朴子夜市〉  作者:張廷宇    家長:張瑞興 

    今晚，我和爸爸、媽媽、姐姐一起去逛夜市。。 

    一到朴子夜市，就看到許多拍賣商品的攤販，感覺很新奇。一路上聽到有

人在叫賣的聲音，也有人聊天的聲音，聲音忽大忽小，還真是有點吵鬧呢!之後

我們就去買雞排，雞排吃起來香香脆脆的，感覺真好吃，希望下次還能再來。 

 

二、〈逛夜市〉  作者：林品欣  家長：林建欽 

    今天，我和爸爸、媽媽、哥哥、姐姐一起去逛夜市。 

    一到夜市就看到很多拍賣的商品，感覺真是有趣，還聽到食物的攤位傳來

煮東西的聲音，感覺新奇也很有趣。再來，我們到打彈珠的攤位，我一下子輸

一下子贏，心情就像坐雲霄飛車一樣，一下子高下子低。之後，我們去吃熱呼

呼的火鍋，感覺很暖和。最後，我們又買了漂亮的衣服，才高高興興的回家呢! 

 

三、〈吃意麵囉!〉  沈佳怡  家長: 沈俊良 

    今天我和爸爸、媽媽、哥哥一起到鹽水意麵店，準備要吃早餐。 

    我們一走進去麵店，一陣陣意麵的香味就飄了過來。許多買麵的人們在一

旁等待，等待著這美味乾麵的到來。沒過多久終於輪到我了，真的好期待，麵

條一入口就感到軟軟綿綿的，湯喝起來也是熱呼呼的，感覺很溫暖。四周在吃

麵的人，也都愉快的聊天，感覺很熱鬧。吃完意麵後，我們再去逛市場，市場

內有人在奮力的叫賣，我聽了感覺很心動，真想大肆選購一番。之後，媽媽幫

我和哥哥買甜甜圈，媽媽也買了的食材，要幫我們準備豐盛的晚餐。 

    最後，我們才依依不捨的回家，希望爸爸、媽媽下次能再帶我去鹽水吃意

麵。 

 

四、〈逛朴子夜市〉  作者:李俞萱    家長:李明奇 

    今晚，我和家人一起到朴子夜市逛街。 

    一到朴子夜市，就聽到有人在大聲的叫賣，覺很有趣。我們往前走，就看



下潭采風 2017/01  第六期   

到許多的攤位，有賣衣服的、有賣飲料和玩具的，感覺真新奇。再來媽媽帶我

們去玩碰碰車，碰碰車一下轉到東、一下子轉到西，感覺很刺激。沒過多久，

我的肚子 就咕嚕咕嚕地叫叫了起來，媽媽就帶我們去買炸魷魚，炸魷魚吃起來

脆脆的，感覺很美味。媽媽還幫我們買冰涼的飲料，感覺很好喝。 

    最後，我們才依依不捨的離開。希望下次媽媽還能帶我來逛朴子夜市。 

 

五、〈上周六英語班〉  作者：黃美惠  家長：黃傳文 

    今天我和哥哥到周六英語班上課。 

    一到教室，我就看到小朋友很開心的準備上課。首先，老師會教我們英語

單字，我們會大聲的跟老師唸出來。還會玩很多有趣的遊戲，同學們一邊玩一

邊開心的笑了起來，聽到同學開心的笑聲，感覺真熱鬧。下課時，我也會在操

場玩遊戲做運動，舒展自己的筋骨。 

   假如我能每天到英語班來上課，那真是太棒了! 

     

六、〈去劍湖山玩〉  作者：吳佩宸  家長：吳勝男 

   今天我和爸爸、媽媽、哥哥一起到劍湖山玩。 

   一到劍湖山，看到雲霄飛車，我和哥哥就迫不及待去搭乘，雲霄飛車上上下

下真有趣。我們又玩碰碰車，車子一下子轉到東，一下轉到西，感覺很刺激。

最後，我們感覺到很口渴，爸爸就買了冰涼又香甜的冰淇淋給我們吃。 

   我覺得劍湖山真是好玩，希望下次我們有機會再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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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勞作品分享~ 

可愛的動物頭飾 

 

 

 

 

  



下潭采風 2017/01  第六期   

  

 

 

生活剪輯 I~ 

教學農園~好吃的小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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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剪輯 II~ 

熱呼呼的湯圓香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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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剪輯 III~ 

耶誕節感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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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甲○班     

猜猜我是誰 

 

扁平的身子 

兩個眼睛在同邊 

會變色 

生活在海裡 

是肉食性動物 

短短的耳朵 

黃黃的眼睛 

身體白夾黑 

別人都說我 

最會亂買東西 

猜對了嗎？我就是『比目魚』 

學生：吳宥勳  家長：吳杰樺 

猜對了嗎？我就是『斑馬』 

學生：黃志勝  家長：黃傳文 

圓圓的像顆球 

綠皮黑斑紋 

有大有小 

有紅肉有黃肉 

夏天最好吃 

這是一種水果 

一串串像掃把 

彎彎的像月亮 

營養價值高 

剝皮就可吃 

這是一種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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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對了嗎？這是『西瓜』 

學生：吳宥陞  家長：吳勝男 

猜對了嗎？這是『香蕉』 

學生：陳詩妮  家長：陳文正 

聖誕快樂 

 

學生：林恩呈 家長：林建州 學生：吳國樹 家長：吳文進 學生：吳依霖 家長：吳建成 

 

童詩創作 

 

〈元旦〉 

學生：鄧宸斌 家長：鄧佳訓 

即將進入新的一年 

元旦的煙火 

五顏六色的火花 

在 104 的最後一天 

我在倒數 

一個個煙火 

釋放出來 

真是漂亮 

〈元旦〉 

學生：鄧宇涵 家長：鄧文禎     

104 年的結束 

黃昏 

看夕陽西下 

清晨 

看第一道曙光 

迎接 

今年的開始 

期待 

考試第一名 

家人 

平安又健康 

〈過年〉 

學生：蔡育澤 家長：蔡焜昇 

希望姑姑能回來 

就有紅包可以領 

全家人一起 

吃年菜 

玩桌遊 

放鞭炮 

看節目 

最喜歡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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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  

學生：蘇宥佳 家長：蘇信聰      

那是快樂的一年 

新的一年 

即將開始 

新年活動很有趣 

放煙火真精采 

升旗典禮要立正 

新年曙光充滿希望 

這一年 

我要健康快樂 

我要平安懂事 

〈聖誕晚會〉 

學生：戴婉如 家長：戴志成 

學校 

舉辦聖誕晚會 

有精采的表演 

有雪人的捲紙 

有禮物可以拿 

有聖誕老公公發糖果 

最後 

大家合唱 

聖誕歌曲 

今天晚上真開心 

〈聖誕節〉 

學生：吳鎧聿 家長：吳武昌 

快樂的聖誕節 

有聖誕樹 

有雪人 

有禮物 

有聖誕老人和麋鹿 

聖誕歌曲 

唱出歡樂的節日 

 

 

 

精彩活動照片回顧 

104.11.19 社區踏查~參觀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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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活動照片回顧 

104.12.23 體適能嘉年華 



下潭采風 2017/01  第六期   

 

   

 

 

○四○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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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之成長與學習…………………… 

〈台北美學之旅〉                  四甲 葉致勇   家長:葉越銘 

     我們四年級很幸運能夠參加十一月三日、四日學校舉辦的「 台積電文教基

金會美學之旅」。這是第一次去台北，心裡既興奮又期待。 

    第一天我們先去忠烈祠看衛兵交接。第一次看到有衛兵可以站很久，還站

得筆直挺立像石雕一樣，一動也不動看起來很嚴肅，而且在交接時步伐非常整

齊、動作劃一，真是令人難以想像。看完衛兵交接已經十二點多了，大家已經

飢腸轆轆，趕著去吃午餐囉。吃完午餐，第二站前往台北市立美術館，聽導覽

人員介紹台灣當代的藝術作品。我們有看到蘇旺伸畫的動物莊園的油畫，油畫

裡有貓、狗、農莊等景物，跟我們鄉村的生活很貼近，看起來很親切呢！再來

觀賞莊喆畫的十八羅漢的畫像，每尊羅漢的神態、表情都不太一樣真是各異其

趣，最後我們來到一樓的一個小房間裡，牆上掛滿一個個不同圖案的圓盤，原

本看不出是什麼，經過導覽人員的提示，才知道是各種卡通人物的眼睛，真是

新奇有趣呀！參觀完美術館之後，大家就迫不急待的要去兒童新樂園玩，一到

那裡我想馬上去玩裡面的設施，我玩了海盜船、自由落體、碰碰車……最後我

的悠遊卡只剩下 13元，所以後來就只能在旁乾瞪眼看著同學玩了。晚上我們到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用餐、住宿。第一次跟同學住宿，我們同寢室的四個人就在

房間裡先討論誰跟誰睡，再決定誰先洗澡。問題解決之後就自己做自己的事，

但是有一些人吵著要看電視，所以鬧到很晚才睡。 

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餐後，就去期待已久的故宮博物院參觀。首先觀賞 3D 動

畫影片―「國寶神獸闖天關」，看到國畫裡的人物變得栩栩如生、活靈活現、

讓十駿犬、百駿圖、白海青、小麅、奚官、郎世寧和唐朝第一美女……都活起

來了一樣，令人嘆為觀止。看完之後導覽人員還帶我們去找動畫裡面出現過的

動物跟人物，除此之外還玩了文字遊戲、彈古琴、看了許多歷史文物，真是讓

我大開眼界! 非常感謝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贊助這次的活動，讓我們有機會去台

北見識一番。 

 

 

〈生命鬥士謝坤山先生〉             四甲 鄧人傑  家長:鄧杰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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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知名的口足畫家謝坤山先生竟然來到我們學校演講。 

一開始大家都感覺謝坤山先生非常幽默。雖然他失去了一個眼睛、一隻

腳、兩隻手，但他不向命運低頭，想辦法克服困難，勇敢活下去，最後成為有

名的畫家，還能到世界各地演講。他還說：「想法不一樣，結果就會不一樣」，

還有「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放棄我，惟有我自己不能放棄我自己。」來勉勵我們 

看到謝坤山的樣子，我很感謝爸媽把我生得很健康，我要珍惜現在的好手

好腳，學習謝坤山勇敢活下去的精神。 

 

〈台北美學之旅〉                     四甲 吳侑駿  家長:吳智銘 

     你去過故宮博物院嗎？我們四年級很幸運能夠參加這次的「台北美學之

旅」。 

    你看過衛兵交接嗎？當我在忠烈祠看到衛兵們站得筆直挺立像雕像一樣動

也不動，非常得神氣威武，而且他們在交接時動作整齊劃一，實在太令人佩服

了。第二站前往台北市立美術館，導覽阿姨先介紹台灣當代畫家蘇旺伸畫的藝

術作品，他的畫裡有貓在追狗、狗吠狗、菜園等景物，好像我們家鄉的景色

呢！接下來觀賞莊喆畫的十八羅漢的畫像，最後走到一個房間裡，裡面有很多

小圓盤，大家都猜不到那是什麼，最後謎題揭曉，才知道是各種卡通人物的眼

睛，真是新奇有趣呀！參觀完美術館之後，緊接著就是去期待已久的兒童新樂

園玩，我玩了許多設施有海盜船、自由落體、碰碰車……玩得很盡興。 

第二天就去名聲響亮的故宮博物院參觀。首先觀賞 3D動畫影片―「國寶神

獸闖天關」，他們把國畫裡的人物變得栩栩如生，好像都活起來了一樣，令人

嘖嘖稱奇。看完之後，導覽人員還帶我們彈一彈古琴、看一看、摸一摸仿製的

玉器、玩一玩文字遊戲、找動畫裡面出現過的動物跟人物。看了許許多多的歷

史文物，增長不少見識! 

這趟「台北美學之旅」讓我大開眼界，至今還念念不忘、回味無窮！  

 

 

 

〈開心過聖誕〉                      四甲 吳承樺    家長:吳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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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到歲末年終，總是充滿歡樂的氣氛，因為有一個「不能沒有禮物的日

子」那就是聖誕節。  

    今年學校舉辦了聖誕晚會。首先是幼兒園的舞蹈表演，他們跳了「快樂釣

魚去」和「離開地球表面」二首歌曲，看到那些小小幼兒在台上扭來扭去好可

愛呀！第二個活動請朱鳳娟老師說繪本故事，她說了「不能沒有禮物的日子」

和「不一樣的聖誕禮物」二個故事給我們聽，第三個活動是捲捲樂，自己動手

做麋鹿的小夾子，搭配最令人期待的抽獎活動，我抽到溜溜球，真是開心！  

    感謝學校舉辦聖誕晚會，讓大家度過一個開心的聖誕節。希望每年都能有

那麼好玩的活動。 

 

〈生命鬥士謝坤山先生〉            四甲 林育賢  家長:林建成 

    這學期學校邀請了口足畫家謝坤山先生到我們學校演講。 

他用幽默的方式訴說自己奮鬥的歷程，我聽了之後很感動。其中有幾句話

讓我印象深刻，尤其是:「想法不一樣，結果就會不一樣。」和「全世界的人都

可以放棄我，為有我自己不能放棄自己。」這些話可以勉勵自己用在任何事

上。 

    聽了謝坤山先生的現身說法，讓我收穫很多，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可以再聽

到他精彩的演講。 

 

〈生命鬥士周美智老師〉             四甲 陳昱璋   家長:陳信安 

星期四學校邀請了一位生命鬥士來現身說法，她的名字叫周美智。周美智

女士可不是一般的陶藝老師，她是一位身心障礙者。 

    她因為小兒麻痺都要坐著輪椅，但她不放棄夢想，努力學開車學做陶藝，

還參加比賽，贏得冠軍實在令人佩服。演講最後還讓同學體驗沒辦法走路的感

覺，還有玩許多有趣的遊戲。 

周美智老師的故事讓我們學到永不放棄、堅持到底的精神，希望以後有機

會還可以再見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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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鬥士謝坤山先生〉             四甲 陳昱愷   家長:陳信安 

星期五我們學校請來一位生命鬥士：謝坤山先生。 

    他因為被高壓電電到，所以失去了一個眼睛、一雙手、一隻腳。他跟我們

講了他自己奮戰不懈的故事，還有鼓勵大家要面對困難，不要放棄自己，才能

做自己人生的主人。特別是「想法不一樣，結果就會不一樣」這句話，讓我印

象非常深刻。 

    他的人生經歷，讓我知道一些道理。我覺得他的演講很有趣，希望還可以

再邀請他來學校現身說法。 

 

〈台北美學之旅〉                  四甲 李柏霖   家長:李俊興 

十一月三號、四號學校舉辦了「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美學之旅」，當天大家都

顯得特別興奮! 

到了台北，我們先去忠烈祠看衛兵交接。站崗的衛兵一動也不動，連眼睛

也不眨一下，真的很厲害。交接時動作整齊劃一，迅速確實；走路時也抬頭挺

胸，看起來好神氣啊!接下來前往台北市立美術館參觀，首先由導覽人員介紹館

內的作品，我看到蘇旺伸畫的動物莊園的油畫，跟我們鄉村生活很接近。還有

看到十八羅漢，每張圖的神態、表情都不一樣。最後看到牆壁上掛了許多畫著

圈圈的圓盤，大家都不知道那是什麼，後來才曉得是各種卡通人物的眼睛，實

在令人意想不到呀！接著就是我最期待的地方―兒童新樂園，那裡有非常多好

玩的遊樂設施有海盜船、旋轉咖啡杯、雲霄飛車、碰碰車……。那些真的很刺

激，也很恐怖，玩到後來我覺得頭暈又想吐，但玩過一次我就不害怕了，最後

我們買完紀念品就返回劍潭青年動中心休息。 

行程的第二天，我們參觀了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裡收藏了許多歷代古

物，有玉器、瓷器、繪畫等歷史文物，還推陳出新製作了 3D動畫影片―「神獸

闖天關」，把國畫裡的人物變得栩栩如生，真是太神奇了！下午我們就結束旅程

回學校了。非常感謝「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贊助這次的活動，讓我增加了不少

知識，也讓我過了充實的兩天，留下滿滿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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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美學之旅〉                  四甲 鄧宇宸   家長:鄧勝雄 

這學期我們三、四年級很幸運能參加十一月三日、四日舉辦的「 台積電文

教基金會美學之旅」。早在一個月前，我們就非常期待能去台北，卻因颱風而取

消，那時實在好失望喔！幸好這次能夠成行，真是太棒了！ 

    第一天我們先去忠烈祠看衛兵交接，他們站得筆直、挺立，像雕像一動也

不動，看起來非常嚴肅威武，而且在交接時動作整齊畫一，讓大家看得目不轉

睛，真是令人佩服。再來我們前往台北市立美術館，先聽導覽人員介紹台灣當

代的藝術作品。第一個看到的是蘇旺伸的動物莊園油畫，他畫了許多鄉村的景

物，很貼近我們的生活；第二個看到的是莊喆畫的十八羅漢，他們的神態、表

情都各異其趣，能畫出那麼多個人實在不容易。最後我們到了一個小房間，裡

面的牆上都掛了很多不同圖案的圓盤，原本看不出是什麼，後來才知道是各種

卡通人物的眼睛，這是我第一次參觀美術館，看到從沒看過的大幅圖畫和展

覽，感到很新奇。 

看完了之後我們就去兒童新樂園，其中我玩了八樣設施，其中最可怕的是

叢林吼吼屋，因為機器會上下上下的來回移動，坐完下來以後我覺得頭暈想

吐，雖然很可怕不過卻覺得很好玩。晚上，我們回到劍潭青年活動中心住宿，

因為不能再出去了，所以我們一邊看電視一邊吃東西，沒多久我們就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去故宮博物院，去的時候人潮很多，所以要戴上耳機聽解

說，不然會聽不清楚。我們先觀賞 3D 動畫影片―「國寶神獸闖天關」，裡頭有

十駿犬、百駿犬、百海青、郎世寧、唐朝的第一美女等等這些國畫裡的人物全

都變得栩栩如生，好像都活過來一樣。接著我們還有摸到翠玉白菜的仿製品，

還玩了文字遊戲，還看唐朝第一美女的雕像，最後導覽人員叫我們仔細觀察百

駿圖，從中找出三隻皮包骨的瘦馬，還真是有趣呀！第一次參觀故宮博物院，

認識許多古時候的文物，真感謝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能贊助我們這次的台北之

旅，讓我們能增長見聞、大開眼界呢！。 

 

〈生命鬥士周美智老師〉             四甲 吳宜珊   家長:吳智堯            

    今天學校邀請了一位坐著輪椅的周美智老師來演講。聽說她是思蜜主任的

陶藝老師。但一個坐輪椅的人，為什麼還可以成為陶藝老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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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周美智老師就播放她如何克服困難，成為陶藝老師的影片給我們看。

看完之後，還問了我們一些關於身體障礙的問題，最後思蜜主任就讓我們坐在

椅子上移動，體驗坐輪椅的不方便。 

    我很佩服周美智老師克服困難、不放棄自己、勇敢實現夢想的精神，值得

大家學習。 

 

〈校外教學〉                          四甲 蘇綉媚  家長:蘇育萍                               

    十月三十日是學校校校外教學的日子，我們去布袋的洲南鹽場，還有熊大

庄。想到能出去玩，我的心情很快樂。 

    我們一到布袋鹽場，剛開始先動手製做彩色的鹽粉，做好之後再用吸管把

彩色的鹽粉裝在星星形狀的玻璃罐裡，接著導覽姐姐帶領大家欣賞鹽田風景，

解說曬鹽過程，當中還去鹽田裡泡腳、踩泥巴，最後才洗腳，裝一袋粗鹽當紀

念品。等到大家玩累了終於可以吃午飯了，午餐有很多道菜都是我愛吃的。吃

飽之後，下午就去熊大庄參觀，老師先幫我們拍照，還帶我們去抱超大隻的熊

熊布偶，大家抱得都捨不得放手。 

    我覺得這次校外教學很好玩，因為除了欣賞到美麗的鹽田風光之外，第一

次抱到超大隻的熊熊布偶，真的非常開心。 

 

〈品格英語學院體驗記〉      四甲 沈宥欣   家長: 沈柏寬 

剛升上四年級不久，我們就要去品格英語學院上一個星期的課程。 

剛開始來到品格英語學院時，有一點點捨不得離開家。第一天上完課，等

到晚餐時間我就哭了起來，幸好吳宜珊過來安慰我，我就不哭了。有同學溫暖

的陪伴真好！之後星期二到星期五就沒再哭了，忍耐的上著品格英語學院的課

程。最後到了星期五上英文課時，英文老師叫我們拍手，但我不知道拍手要幹

嘛？原來是老師來接我們回去耶！當乃云老師喊到 A班第三組上台拿獎狀時，

我就非常開心。因為我撐過去了。 

    參加過品格英語學院的課程之後，認識許多陌生的老師和同學，原來跟人

相處不是那麼困難的事。希望我以後可以表現得更勇敢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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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學〉                 四甲 黃盈偲   家長:黃崎逢 

    十月三十日是我最愛的校外教學，我們去了洲南鹽場和熊大莊。 

    一到洲南鹽場，導覽阿姨先讓我們休息五分鐘喝一喝鹽工茶，之後一到三

年級到鹽田參觀，四到六年級留在院子裡煮鹽。等我們把煮好的彩色鹽粉裝到

玻璃瓶裡，才能去鹽田裡踏泥漿、泡腳、參觀曬鹽過程。最後洗完腳、換好衣

服才開始吃午飯，吃完午飯我們就離開洲南鹽場去熊大莊玩。 

    熊大莊有許多可愛的熊熊玩偶以及卡通場景，還有立體樹屋。我們在那裡

拍照，擦香精，抱超大隻的熊熊布偶，還跑來跑去到各個點蓋章。每一次的校

外教學都很好玩，所以我最喜歡校外教學了。 

 

 

 

                             活動集錦 

  

    哇！ 我們來到童話世界了！   比我們還大隻的布偶熊耶！超可愛的  

  

    我們可是很認真的在煮鹽喔！   泡腳好涼快唷！看我們泡得多舒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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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花瓶會旋轉耶！          大家來彈一彈古琴！ 

  

    嗨！ 我們在台北的兒童心樂園唷！      猜猜看！牆上掛的是什麼？ 

  

    喔！ 三位大帥哥要出去比賽了唷！      快來看看！我們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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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甲○班  

 

我最好的同學           作者：吳育展  家長：吳仲倫 

    我最好的同學就是周雋皓，因為他常常跟我玩，玩具也會和我玩。 

    他長得矮矮的，常常耍寶做搞笑動作，令人笑到肚子疼。雖然他成績很

好，但是他跟我一樣，很愛玩電腦跟足球，我們在學校一起玩足球，回家一起

玩電腦，他常常教我寫功課，我也教他玩電腦的技巧，我們就每天一直教來教

去。 

    有一次，為了一件小事，他跟我吵架，我們整整兩天不說話；但是到後

來，卻因為一個玩具而和好了，現在想起來，還很好笑。 

    有了這個好朋友，我真的好開心，希望我們的友誼可以永不間斷。 

 

        狗                    作者：陳威誌  家長：陳德煌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狗。 

    媽媽家有養一隻狗，他的名字叫美津，我在媽媽家常常和她一起玩，非常

快樂。 

    有一次美津和對面的狗打架，被咬得都是傷，讓我非常難過。我餵飼料給

美津吃，牠一直舔我的手，讓我的手癢癢的。 

    我真希望能一直跟美津玩 。 

 

        狗                    作者：周雋皓  家長：周以凱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狗，因為狗很忠心，有時可以幫忙看家，有時還會跟著

主人。 

    姑姑家裏有養一隻狗，牠的品種是博美犬，叫旺萊，牠的顏色像雪花一樣

潔白，牠的毛翹翹的，所以摸起來很舒服；並且牠的個性很好，不會亂吠人，

只有看到其他隻狗才會叫。 

    有一次，姑姑准許我們帶牠回家，所以我會帶牠去散步，他就會高興的搖

尾巴。當我餵牠飼料時，牠會舔我的手，讓手癢癢的，非常舒服。在家裡的時

候，牠不會隨地亂大小便，真是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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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帶著牠回去了，讓我非常的想牠，希望他們有空可以再回來玩。 

 

 

        我的好朋友            作者：蘇芯惠  家長：蘇純毅 

    每一個人都有最好的朋友，我也不例外。她的名字叫吳依蓁，今年 11歲。  

    她的外表長得高高的，短頭髮，戴著一副眼鏡，頭腦很聰明，個性溫柔待

人大方，優點非常多，讓人非常喜歡她。 

    有時她會跟我開玩笑，有時會帶東西與我們班同學分享，每天她都會帶著

甜美的笑臉來學校上課。 

    我有這一位好朋友真好，希望我們永遠在一起。 

 

        我的老師              作者：林玫君  家長：林建欽 

    我的老師叫徐慶鐘，他看起來凶凶的，但是他的心腸，其實是「刀子嘴豆

腐心」。 

    我記得老師剛要教我們的時候，我們都覺得好恐怖。但是上課久了之後，

我覺得其實他對我們很好，只是外表看起來很凶而已。   

    還記得有一次，我們本來要幫他慶生；但是，他都不告訴我們生日。所

以，我們只好隨便找一天幫他慶生，同學說好一人出 50 元買蛋糕；那天，雖然

老師只是笑笑的把錢還給我們，但我們都知道老師其實是很感動的。   

    最後，我希望老師可以永遠教我們。 

 

         我的老師             作者：吳宜潔  家長：吳智堯 

    我的老師戴著一副眼鏡，看起來胖胖的，肚子上還戴了一個腰束帶。 

    他雖然看起來很兇，可是他心裡是很慈祥的；只是，如果我們做錯事，例

如大吵大鬧、打架……等，他就會像一隻憤怒的大恐龍在那噴火，臭罵一頓。 

    老師上課時，配合課本要看圖片時，老師會上網查資料，立即把資料呈現

在眼前給我們看；有時候，老師上課會開玩笑，讓我們都笑到快翻過去了。 

     老師上課時很開心，所以我們要珍惜和老師上課的時間，要認真上課才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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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同學             作者：吳依蓁  家長：吳建成 

    我最好的同學是林玫君。 

    她的個性豪放又莽撞，而且她很愛搞笑，常逗得大家哭笑不得，所以她是

我們班上的開心果。她總是下課跑出去玩，因此忘了她要做的份內事；不過我

會時時提醒她，讓她不會被老師罵，希望她以後不會再忘東忘西。 

    我和她一起玩，是我最快樂的事情，希望我們以後可以在一起，並且上同

一所學校。 

 

        我的老師               作者：白明玉  家長：白宮丞 

    我的老師叫徐慶鐘，他的頭髮短短的，帶著一副眼鏡，看起來很親切。 

    有時同學做錯事，老師會勸他以後要改過，不要再做錯事了。上課時，老

師會將做人處事的道理說給我們聽，教我們做個有用的人；另外老師上課時，

還會查一些有關課本的資料，播放給我們看 

，讓我們能夠更加了解課本的意思。 

    到了中午，老師會播放音樂給我們聽，有時候放有中文字幕的英語歌曲，

讓我們更加了解英文單字；有時候聽跟課本有關的古典音樂，讓我們了解更多

的音樂家。 

    前一陣子是聖誕節，老師送我們聖誕節禮物，大家很高興，大家都想快點

把禮物拆開，老師卻說回家才能打開，真是吊人胃口。 

    老師生氣起來像獅子，不過也會和我們開玩笑，希望大家可以認真上課，

不要再讓老師生氣了。 

 

        我的寵物               作者：吳麗臻  家長：吳富馨 

    前一陣子，阿姨帶我去寵物店看狗，我選了一隻小紅貴賓，我就叫他 Q

比。 

    Q 比的外表小小隻很可愛，牠的顏色是咖啡色，Q比的個性是溫柔愛撒嬌。

牠常常跟我玩在一起，我還教牠坐下、握手和上廁所。我餵牠吃飯時，牠的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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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舔在我的手上，讓我感覺好噁心。 

    後來，我去阿姨那裡時，Q比已經過世了，讓我好傷心。 

 

        我的老師               作者：吳婉琳  家長：吳憲文 

    我的老師徐慶鐘是一位胖胖的男生，他有一些白頭髮，肚子大大的，還戴

著一副眼鏡。 

    上國文課時，大家都很喜歡,因為他上課都會和我們說他家裡的事，並且扮

傻裝可愛，讓人笑死了。 

    不過，上數學課就不是很多人喜歡了，因為上國文課可以比較輕鬆，但上

數學課卻要謹慎，不可以粗心大意偷懶算錯，不然他可是會罵人 、處罰人。 

    我發現，他上課說的一些事，都是為了我們的將來，不要讓我們以為有些

事情是對的，但其實是不對的。 

 

        我跟大狗              作者：吳育萱  家長：吳吉莊 

    有一天，星期三中午放學，我在回家的路程上看到一隻大狗，牠外表看起

來很瘦很瘦，身上的骨頭都要露出來，我就從餐盒裡拿出吃剩的骨頭給牠吃，

看牠吃骨頭時的樣子，真是好可愛。 

    我一回到家，就查閱一下「狗狗大百科」，才知道牠是「德國狼犬」，牠的

毛帶一點點灰、黑色，看起來非常可愛，讓我好想養牠，所以我給牠叫「小

瘦」。但是，奶奶不喜歡狗，所以我就偷偷的養，放學時，我會拿東西給牠吃，

跟牠玩一下，玩完了，我才走回家。 

    一天過了又一天，相處久了，牠的個性還是很膽小喜歡玩；而且，有時候

還會搖尾巴，撲到別人身上，讓人嚇了一跳，但是他是我的小可愛。 

    有一次，我要去跟小瘦玩，可是牠不見了，不知道跑哪裡去？害我急得到

處去找牠，最後，還是找不到，讓我非常傷心。 

    過一陣子，我好像在廟口看到牠，我就高興得跑過去，可是我叫牠的名

字，牠卻不理我，好像不認得我，我才知道牠不是小瘦。 

    小瘦你在哪裡？希望你能快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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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 
2015/10/23 洲南鹽場與熊大庄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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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 
2015/10/23 洲南鹽場與熊大庄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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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人生  喜樂跳躍   
跳箱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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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揮衣袖  片片雲彩 
音樂比賽暨聖誕節慶祝活動 



下潭采風 2017/01  第六期   

  

  

 

 

○六○年○甲○班     

我的家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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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家訓〉  作者：吳宸緯  家長：吳杰樺 

    上課時，我讀了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廬先生提出很多觀點作為朱家子孫的

家訓，讓我也開始思考我們家訓，我們的家訓是珍惜食物、要早睡早起，作息

正常。 有這個家訓是因為我們家是養蜜蜂，因為每年四、五月要採收蜂蜜所以

要很早起來準備採蜂蜜的物品，例如:放蜂蜜的大桶子、採蜂蜜的機器等……。 

我們要把家訓傳下去。 

 

二、〈我的家訓〉  作者：梁家宥  家長：梁張貴美 

    我家的家訓有很多比如回去跟出門時，要跟家人報備，才不會讓家人擔

心，還有不能吃牛肉。我不能吃牛肉的原因是，我們家種田，因為以前人種田

的動力就是牛，牛對他們來說是一項重要的工具沒有了他就無法工作，對我們

來說，牛是偉大的，怎麼能吃牛呢？ 

    曾經有一次我出門沒跟奶奶講，讓奶奶急如星火的到處找我，回家以後奶

奶火冒三丈，後來我接二連三的一直跑出去卻沒告訴奶奶，讓奶奶氣昏了頭。

所以我以後要注意，出門一定要告訴家人。 

    我認為家訓是每一個家庭最重要的東西，或許有些家庭沒有家訓，但是如

果沒有家訓，家庭可能會沒有向心力，孩子可能不聽家長的話，對家長回嘴，

所以我認為家訓很重要，讓每個人共同遵守。 

 

  

作者：傅思豪  家長：傅泓榮 作者：洪苡真  家長：金秀琴 

一則故事的啟示 

一、〈天空不再掉眼淚讀後省思〉  作者：莊茹億  家長：吳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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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老師發給大家一本名叫天空不再掉眼淚，其中，我最喜歡「看到舞台

就發抖」這個故事。故事主角是高展翅，他的膽子很小，尤其是出去比賽的時

候，有一次老師幫他分配到一句台詞，但他還是不行，老師就讓他一直練習，

他終於可以克服心中的恐懼。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只要願意付出，任何困難都可以克服。 像我，有時得

一個人站在舞台上說話，心裡就會忐忑不安，如果你想要練出膽量，就要設定

目標，一直持續不斷的練習就會成功。 我和故事中主角有同樣的遭遇，像今天

早上因為樂隊指揮沒來，只能我上去代理指揮的工作，我非常緊張，深怕指揮

錯誤，但我完成了!也被老師稱讚!克服了上台前的不安與緊張。 

 

二、〈天空不再掉眼淚讀後省思〉  作者：葉致宏  家長：葉越銘 

    許多故事充實了我們精彩的童年，有的故事讓人開懷大笑，有的故事卻充

滿哲學。你認為哪篇故事對你感觸最大呢?我的答案在七天前得知，老師叫我們

讀一本天空不再掉眼淚這本書，這本書中有二十個故事，我在二十個故事中覺

得「他今天遇見春天」是令我深刻的一則故事。這個故事在說一位小女孩，她

除了體重是班上的第一名以外，其它的才能再怎麼練都是班上的最後一名。她

爸爸的愛都被小媽給奪走，所以她沒有信心、笑容、朋友，也沒有人愛。直到

有一天，遇到一位盲人，盲人告訴她:「妳一點也不差，只是妳運氣不好，只要

看看自己擁有的就好。」她聽完盲人說的話之後改變了她的一生，她以後出門

不僅能遇見春天，也可以當別人的春天。 

    我覺得我就像那一位小女孩一樣，感覺在班上是最後一名，常被大家嘲

笑，常認為自己沒有朋友。直到我讀完這篇故事才釐清「天生我材必有用」的

這個道理，不能被小事打敗，要戰勝我自己，免得被大家嘲笑。 從我讀完這篇

故事以後，我就不斷地設法超越今天的自己，大家也不會認為我沒有用，大家

現在也不會再嘲笑我的缺點，偶爾還會有人來稱讚我。生命不是要超越別人，

而是要超越自己，不要低估自己的天分，要有自信心才能勝過自己的累贅，才

能真正的見到心中的春天。 

三、〈一則故事的省思〉  作者：白雅文  家長：白宮丞 

    我在學校看到了一本書書名叫：「天空不再掉眼淚」，我在裡面看到很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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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我對裡面的「好想曬一會兒太陽」我對這一篇情有獨鍾，我就把這篇寫

成了一篇作文。 

    故事內容： 鐘聲一響起大家都沒有下課的興奮，因為宗霖要到安親班報

到，不然就是到補習班繼續讀書、考試，宗霖他寧願在家，也不願意去補習，

因為補習太無聊了。上了安親班的車子，靠邊坐下，到了安親班有些人都在睡

覺不然就是玩手機，要不然又是看漫畫，宗霖問：「你們不怕老師跟你們的爸爸

媽媽說嗎？」每個人回答大同小異。爸爸在國外做生意，他也不會教宗霖，只

要拿錢出來讓他去安親班，他希望快點長大像哥哥姊姊一樣展翅高飛，打工為

自己賺學費。    有一次他到星期六會到公園休息思考，宗霖終於明白了，有

時候，上補習班不只會幫自己補習功課，也會幫爸媽彌補他們對孩子的虧欠。  

    這個故事讓我想到自己，爸爸平常上班比較晚回來所以不能幫我看功課，

媽媽是我們的課業程度太難，所以無法教導我們，所以只好把我送到補習班，

我們不能說我不要去補習班，如果我不去補習班我就不能說我不會寫回家功

課。 我也像宗霖一樣，一到補習班功課寫完就要寫考卷，或是寫一點評量來複

習上課的課程，我雖然不想去補習，但我去安親班不只幫自己溫習功課，也是

減少媽媽的負擔。 

 

四、〈井底之蛙的省思〉  作者：吳文貴  家長：吳俊利  

    這幾天老師出了作文功課，而作文的題目是一則故事的省思，老師先叫我們

看一本書，我選的書是在下午回家時，找到的一本書，那本書是井底之蛙。 井

底之蛙的故事:有一天青蛙吃飽飯後，聽見一隻大海龜說外面好遼闊，青蛙就不

相信大海龜說的，於是他跳出井裡跑到外面去，第一天他看到了一條河流以為

是大海，第二天看到的是湖也以為是大海，第三天真正看到了大海，大海讓青

蛙大開眼界，從此不再以為井是全世界。 

    曾經我自豪自己的足球技巧，有一次主任幫我們報名了足球賽，比賽時看

到對手的動作、射門力量，讓我大吃一驚。我想我的情況和那隻青蛙一樣，都

覺得自己的力量很厲害，結果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人才濟濟。我想我不能像那隻

青蛙一樣都覺得自己太自大了，不管能力有多強，都有進步的空間，絕不能滿

足現況而感到自滿。向優秀的人才學習，或是和自己比，要不斷的求進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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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要積極努力，才不會退步。 

 

比讀書更重要的事 

一、〈比讀書更重要的事〉  作者：吳育嘉  家長：吳吉莊 

    我覺得健康比讀書更重要，因為如果沒有健康的話，就沒辦法讀書，所以

健康很重要。 如果一個人有健康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運動、身體強壯、不

會常常生病， 如果一個人不健康的話，會因為身體虛弱而無法看書，而只能躺

在床上休息，不能做任何事，也不能出去玩。 如何說健康非常的重要呢？就像

霍華‧休斯，他擔任休斯飛機公司總裁、電影製作人、導演、慈善家，但他卻

因為腎衰竭而死亡，而血液中還有致命劑量的古柯鹼，被檢驗出嚴重的營養不

良，空有財富卻無福消受。 

    如果因為不健康而發燒就不能去學校讀書，我之前就是因為發燒而只能待

在家裡，不能去上學，所以如果身體不健康的話就不能做很多事，如果營養不

良的話還可能造成身體病痛，而只能吃止痛藥。 為了保持健康，必須要均衡攝

取營養、經常運動，才能保持身體健康，就可以做許多事情了。 古人說：一日

不讀書，言語無味，三日不讀書，便覺面目可憎，對之前的人來說，讀書很重

要，但我覺得健康卻更加重要，因為不健康則無法讀書，也無法運動，所以擁

有健康才是最大的財富。 

 

二、〈甚麼比讀書還重要〉  作者：鄧詠仁  家長：鄧勝雄 

    「健康的身體是一切事業的基礎」，所以健康比讀書還重要，除此之外還有

良好的品格和行為也很重要。 有了健康的身體，就有體力學習，做自己喜歡的

學習活動，快樂多多。 我認為如果沒有健康的身體，就無法認真上課。如果沒

有正當的行為，別人和老師都不會理你。如果沒有好品格的話，其他人一定會

說你沒教養的不喜歡跟你做朋友。 記得我有一次沒有做好，就是沒有做好身體

保養，結果需要請假一天，因為我感冒了，害我還要補作業。 我覺得不管是大

人還是小孩都要做好品格，那麼社會自然會呈現一片祥和的，所以讀書之外，

大家不要忘記鍛鍊身體，更要記得老師的教誨，從小養成習慣，做個品學兼優

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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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模範生 

一、〈模範生選舉〉  作者：周家興  家長：周以凱 

    模範生選舉 一年一度的模範生選舉終於到了，這次的模範生候選人有，陳

虹蓁、鄧凱文、李柏佑、吳文貴，我支持的是吳文貴。 我們這組有阿貴、阿

嘉、阿宥、我，我們這對的缺點是不夠積極，我們下課都沒有拉票，就只有在

政見發表時拉票而已。 到了選舉當天，我們才只拉了一次票，十二月四日當天

第三節課就開票宣布結果，阿貴只得到十四票，獲得了班上模範生的稱號，跟

第一名的陳虹蓁相差了二十五票。我認為這次的選舉過程中，我們都做得不

錯，就是不夠積極，雖然沒下次了，但可以告訴下一屆模範生我們的經驗，叫

他們要積極一點。這次模範生選舉，雖然阿貴沒有當上縣模範生，但我學到了

要積極點，如果在前幾天我就學會了對己自信、積極，結果也許會不一樣呢！ 

 

二、〈模範生選舉〉  作者：鄧凱文  家長：鄧穎駿 

    我們下潭國小每年的六年級都會舉行一個活動，就是「模範生選舉」。 學

校之所以會辦這個活動，是因為想讓我們體驗選舉的感覺，學著要怎麼拉票、

如何練習怎麼上台發表政見，最後的目的就是選出模範生，選出一位模範生送

去創新學院領獎，但是不管有沒有當選，大家都是優秀的模範生。  

    從這次的模範生選舉當中我學到了許許多多的東西，例如:想自己能做到的

事「政見」、要用什麼辦法或技巧來拉票才能讓別人投你，要學習勇敢的上台發

表政見。這個模範生選舉很有意義，不但可以體驗選舉，還能在全校師生精挑

細選之下選出代表縣、鄉、學校的模範生，真是一舉兩得，所以我認為這個優

良的活動應該繼續舉辦下去，讓接下來的人能學到更多東西。在選舉的過程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同心協力、分工合作，這樣做事才有效率，才會做到你想做的

標準，也能培養候選人和團隊之間的友情，這樣團隊才會支持你。 

 

三、〈模範生選舉〉  作者：蔡佳儀  家長：蔡焜昇 

    一到六年級我們就會舉辦模範生選舉，雖然早在一個月前就知道了，但我

們仍不疾不徐，政見發表的前一天我們還沒把發表的東西做好，幸好有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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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姊幫我們，才免了開天窗的窘況。 

    這次的選舉是為了要讓我們體會選舉是什麼，我是幫我的好朋友陳虹蓁助

選，政見發表會時，站在台上的時候我很緊張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們這一次

的選舉，有經過很多波折，因為原本是只有李柏佑、鄧凱文和吳文貴，但是有

人說要女性保障名額，陳虹蓁才會成為候選人，然後我以為陳虹蓁不會當選，

結果是她當選，讓我非常驚訝她竟然當選了縣範生，讓我始料未及。 

    這個選舉結果讓我覺得凡事如果沒有去試試看怎麼知道會不會成功呢！俗

話說的好：「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而且不要遇到問題就只想放棄，就算結果

不理想，還是要面對事實並用樂觀的態度去面對事情的結果，俗話說:「勝不

驕，敗不餒。」 

  

模範生候選人發表政見 哇系阿貴，一定要投好吃的碗粿喔！ 

  

製作捲捲麋鹿 生命教育體驗-口足畫家謝坤山先生 

 

 

心中的小星星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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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中的小星星觀後感〉  作者：吳啟榮  家長：吳慶瑜 

     心中的小星星 在學校原本是要看史丹利的便當盒，但是我們在 youtube

找到心中 的小星星我和同學以為那個就是史丹利的便當盒我們一直看一直看我

們老師就去看他的資料發現心中的小星星更多人推薦。 伊夏常常考 0分，因為

她有讀書的問題但是因為他們的老師而好轉。 湯姆克魯斯也跟伊夏一樣的問題

但是他也成為很有名的演員，伊夏也在尼克老師的幫助下克服了。 得我明明沒

有閱讀的問題但是沒有做得比伊夏好我應該用功讀書好好上學，也要拿伊夏當

我的榜樣。 

 

二、〈影片觀後感〉  作者：陳虹蓁  家長：陳信安 

    中午時分，班上會看影片，一邊吃午餐，原本我們班要看「史丹利的便當

盒」，但卻誤打誤撞看到了更多人推薦的影片，那就是――「心中的小星星」

這部影片，我們一開始都以為是史丹利的便當盒，後來老師才告訴我們這是心

中的小星星。 我看的這部影片叫――心中的小星星，裡面的主角伊夏，伊夏他

成績不好，每次考試都拿鴨蛋回家，所以他父母讓他去讀寄宿學校。他在寄宿

學校每天只想回家，他在那遇到了第一位貴人:羅杰，羅杰是伊夏唯一的朋友，

全校幾乎只剩羅杰和他說話，第二位貴人:美術老師――尼克，尼克老師在伊夏

快要放棄自己時救了他，尼克老師不但救了他，還把他不會的科目教到會，甚

至還教伊夏畫畫，在畫畫大賽伊夏贏了尼克老師，最後原本都拿鴨蛋的伊夏在

尼克老師的幫忙下，成了每人都想和他當朋友的人。 

    我看完這部影片後，我覺得伊夏他很可憐因為:第一個原因是:他成績不好

而沒朋友，第二個原因是:他無助時沒有人幫他、陪伴他。所以伊夏他很可憐，

伊夏他有閱讀障礙，是不可抗力因素，但也有世界名人也有閱讀障礙例如:愛因

斯坦、林肯……等，所以我們不可以小看別人，有一句話說:「人不可貌相」，

所以我們學會幫助別人、不可以歧視別人，雖然閱讀障礙在閱讀、認字方面比

較弱，但他們在別的領域非常傑出，俗話說的好:「天生我才必有用」書讀不好

可以用聽的、讀的、畫的，往優勢能力發展。 

三、〈影片觀後感〉  作者：李柏佑  家長：李俊興 

    我們中午在學校吃飯時，都會看影片或電影，飯就會吃得津津有味。原本那

天是要看一部叫「史丹利的便當盒」的電影，但誤打誤撞的看到了「心中的小星

星」這部電影，由於這部電影的推薦數比較多，所以我們就決定要看這部電影了。 

    主角是一個名叫伊夏的小男孩。 從前有一個名叫做伊夏的小男孩，他的想

像力可說是超乎常人的奇特，但是他的求學經歷並不好，考試都考零分，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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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送到寄宿學校，他在那裡有交到一個非常好的好朋友，名叫羅傑。雖然學校老

師很用心的教導伊夏，但他還是考不好，這就是所謂的閱讀障礙，直到他遇到了

美術老師―尼克，是尼克老師發現了伊夏的長處---畫畫，伊夏畫得畫唯妙唯肖，

跟班上的同學與學校的老師比有如天淵之別，老師也幫他的各方面加強了一下，

讓伊夏爸媽都讚不絕口。尼克老師辦了一個畫畫比賽，全校都要參加，當公布成

績時大家都屏氣凝神，老師說出冠軍時大家的掌聲如雷貫耳，因為冠軍是伊夏。

一學期結束後，伊夏爸媽覺得伊夏的成績很好，也開開心心的去放寒假了。 

    其實在歷史上有閱讀障礙的人非常多，比如:發明電燈的人¬愛迪生―和音樂

神童―莫札特，就連演「不可能的任務」的大明星―湯姆克魯斯小時候也有閱讀

障礙。湯姆克魯斯小時候寫字時，字都寫顛倒，他讀了很多年，但成績都不好一

直被退學，所以對別人來說他都是轉學生，但她媽媽一直教他，所以突破了這個

難關。 

    這篇故事和這些偉人的經歷都告訴了我們，雖然我們沒有閱讀障礙，但與那

些有閱讀障礙的人比起來，我們想讀書很簡單，但他們要讀書卻很難，我想只要

不放棄，凡事都可以成功，不管你有什麼困難，都不需為此而難過，因為你就是

你，你不能被這種小事而打倒，只要相信自己，就一定可以做到。 

 

 

 

 

 

 

 

 

 

 

 

 

海天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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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南鹽場 

 

  

  

 

 

 

剩下半年的國小生涯，要好好把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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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校爭光 

鹿中運動會 v.s.直笛比賽 
 

 

 

 

默契十足，飛毛腿! 先做暖身以免受傷 

  

滾輪胎獲得第二名 總錦標獲得季軍 

 
 

練習再練習 音樂比賽榮獲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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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動集錦 

104/09  教師節謝師活動「作伙來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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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動集錦 

104/09  租稅教育宣導  &  104/10  每週英語日 

 

 

 

 

 

 

 
 

 

 
 

 

 

各項活動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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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  友善校園生命教育活動「生命鬥士典範―謝坤山」、「下潭小小農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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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動集錦 

104/11  嘉義縣學生音樂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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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動集錦 

104/11  模範生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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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動集錦 

104/12  耶誕感恩晚會 & 親職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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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動集錦 

105/1  滿分早點 & 校長室小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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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您對學校的付出，因為您的關懷，孩子的成長日加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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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