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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決定學習成敗的關鍵 

時間過得真快！六月的豔陽天，又到了鳳凰花開的時節。首先要祝賀六年級的家長和畢

業生們，恭喜各位家長您家的寶貝完成國小階段的學業，有了吾家子女初長成的喜悅；也恭

喜各位畢業生們即將邁入另一個學習階段，進入國中就讀，從此展開嶄新的學習歷程。  

小學六年來，2千多個日子裡，你們在下潭國小全體老師們愛的滋潤下成長學習。同學

們歡笑與共、互相砥礪；在課堂上追求知識的理解，學習做人做事的原則；在老師指導下參

加校內外各項活動，不論是足球、音樂、語文的比賽，或是校內的耶誕感恩晚會、運動會、

校外教學及畢業宿營等活動，都看到你們辛勤耕耘歡笑收割的身影，在學習活動中成長茁壯。

這些校園中的生活點滴，是值得珍藏、回憶的。 看到各位的成長，我想每位家長和老師、校

長一樣，深深為各位感到驕傲。在這裡校長要勉勵你們懂得惜福感恩，長大以後有了成就以

後更要懂得造福。你們有今天的幸福，應該要珍惜、要感謝父母養育你們的苦心，要感謝師

長們教導你們的辛勞，將來到社會上不管在哪一行哪一業，都要腳踏實地去發揮所學與專長。  

面對即將進入國中的這個階段，有一句話和各位同學共同勉勵--「學習動機：決定學習成敗

的關鍵」，在人生的學習階段，能維持良好的學習動機堅持到底將讓你獲得最後成功的果實。

期望各位畢業同學們，能帶著國小階段所學得的各項技能，迎接接下來的學習階段，努力向

前，進而開創自己的天地！ 

 

             校長  劉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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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編：鄭冠仁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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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05-3651544 傳真：05-3650253 

網  址：http://www.htps.c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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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與感恩 

    各位畢業班的同學，轉眼間你們就要畢業了！從模樣可愛的小蘿蔔頭到現今帥氣十足、

亭亭玉立的小大人，在下潭國小全體師長們的呵護教導下昂然茁壯！恭喜各位畢業在即，完

成了國小階段的學習，接下來要進入國中階段。希望你們能本著原本的學習態度，好好認真

學習、努力充實自己，才能面對接下來的挑戰！畢業後，未來的風風雨雨，你們都要學習自

己去承受！要知道懂得「珍惜與感恩」，珍惜目前的所有而不去埋怨別人，唯有懂得珍惜的人

才有辦法感受人生的美！也要感恩，感謝在你人生旅途中在你身邊幫助你的人。最後，祝福

每一位畢業的同學，學業進步，鵬程萬里！ 

下潭國小家長會會長  戴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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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鹿草鄉下潭國小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總務處工作重點報告 總務主任:李豐勝 

  1.辦理 104 年度公立國民中小學老舊廁所整修工程(400,000 元) 

  2.承辦 105 年度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防災教育 

  3.定期清洗水塔，並更換飲水機濾心 

  4.校園環境整理(除草)，校園美化 

  5.檢修消防器材 

  6.辦理各項採購及修繕 

  7.協助辦理校內各項活動 

  

   嘉義縣鹿草鄉下潭國小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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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2.23~105.0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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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早上運動社團、週三下午雲和鼓(13:30-15:50) 

◎閱讀活動:兒童閱讀巡迴、縣政府及張丁和文教基金會行動圖書巡迴車 

  ◎各項活動:校園植樹活動(03/10) 

             嘉義縣災害防救演練觀摩(03/10) 

             兒童文學閱讀聯盟至校巡迴閱讀活動(04/06、04/27) 

             校慶暨社區聯合運動會(04/10) 

行動音樂廳至校演出(04/12) 

             體適能趣味競賽(04/15) 

             棒球營故宮南院之旅(04/26)              

母親節慶祝感恩活動(05/6) 

校園食物森林小農夫種植蔬菜體驗活動(05/12) 

租稅教育鼓藝比賽(05/25)   

文財殿音樂季民俗技藝比賽(05/16，嘉義市) 

社區藝術巡迴展開幕(05/31) 

  ◎對外比塞: 

    1.國樹、育澤、恩呈、承澤、婉如、依霖、詩妮參加嘉義縣 104 學年度國民小學樂樂足

球錦標賽，榮獲三年級組第一名，李豐勝主任指導。 

    2.侑駿、致勇、育澤、國樹、恩呈、宥陞參加嘉義縣 105 年五王盃足球錦標賽，榮獲中

年級男童組第三名，李豐勝主任指導。 

    3.侑駿、盈偲、宜珊參加 105 年度全縣中小學科展國小地球科學組比賽，榮獲第三名， 

      鄭冠仁老師指導。 

    4.文貴參加 105 年嘉義縣中小運動會，榮獲跳遠國小組第三名，李豐勝主任指導。 

    5.虹蓁參加 105 年度嘉義縣英語日，榮獲英語朗讀國小組甲等，王雪如老師指導。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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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雲和鼓參加 105 年文財殿鼓隊比賽，榮獲優選，張雅倫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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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鎮宇--我很棒!會帶弟弟做巧克力酥皮喲！    林弘御--我會自己平分魔法水 酷吧!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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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弼淵--妹妹你想買什麼，哥哥買給你。 鄧建伯--有看過這麼帥的蓋章方式嗎？

    

林羽珊--我是小小點心師！酥皮快完成了! 陳宥崴--妹妹，哥哥做巧克力酥皮給你吃

 

 

林晉祥--看我蓋手印的方式多帥氣! 張菀庭—送給親愛媽咪母親節卡片，第二名呦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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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恩--親手做一張母親節卡片送給媽咪！ 張政--我是藝術大師，快來欣賞我的彩色瓜

 

蘇俊銘—看我做的科學實驗，很厲害吧！ 沈依蓁—我喜歡玩溜溜滑板車！ 

 

林軒羽—魚的立體工合作畫作品！ 曾景堂—我最喜歡在語文區看書！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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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宜-送給親愛媽咪母親節卡片，第三名呦！ 吳偉豪—最帥氣、可愛的小帥哥！ 

 

李東穎—未來的藝術畫家～就是我！ 吳思璇—瓦楞紙創作～魚就是魚！ 

 

陳宥緁－我是五月份小壽星，可愛吧！ 蘇永家—是否有小明星的風範啊！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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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欣蓓—用絲瓜布呈現瓜的彩繪蓋印畫呦！ 林其汝—蠟筆．水彩創作畫～我的彩色瓜

 

沈品樺－我是舞蹈小高手，很漂亮吧！ 吳書瑜－我最會拼益智拼圖，我最厲害，

 

陳品蓁—我是香瓜公主，會賣水果呦！ 吳韋儒—看我做的螃蟹筆筒，很棒吧！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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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重慶--我會認真做科學實驗「虹吸&九龍杯」 蘇子綺—明年的直排輪競賽高手～就是我

 

陳滋妘—螃蟹筆筒，黏得很漂亮吧！ 黃鎮恩—看我練習用剪刀專注神情，很棒吧

 

吳杰珅—我用紙盤．通草做立體彩色魚喲！ 陳偊函—我最厲害，會用鏟子挖土、種瓜苗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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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寶貝們的園地                                              

短文分享―我的好朋友 

作者：吳宗諺  家長：吳智銘 

  盈珊是我的好朋友，她會陪我到操場玩，也會陪我在教室聊天。 

  我難過的時候，她也會陪我散散步，還會陪我畫畫。 

  盈珊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作者：蘇宥丞  家長：蘇信聰 

  老師是我的好朋友，她下課時都會陪我聊天，也會看我表演。 

  我生氣的時候，老師會說笑話逗我開心，還會叫我去外面玩。 

  老師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作者：鄧程元  家長：鄧健宏 

  小貓是我的好朋友，牠每次都會陪我看電視，也會陪我吃飯。 

  我心情不好的時候，她也會陪我玩遊戲，還會讓我抱一抱。 

  小貓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作者：吳嘉勳  家長：吳耿林 

  yoyo 是我的好朋友，牠每次都會陪我看電視，也會陪我睡覺。 

  我開心的時候，牠也會聽我說笑話，還會讓我摸一摸。 

  yoyo 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作者：李欣岳  家長：李茂玄 

  喬云是我的好朋友，她下課都會和我玩，也會陪我畫圖。 

  我開心的時候，她也會聽我說開心的事，還會陪我聊天。 

  喬云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一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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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賢宥  家長：葉振祥 

  小宥是我的好朋友，牠每天都會和我玩，也會讓我抱抱牠。 

  我心情不好的時候，牠也會聽我說話，讓我摸一摸牠。 

  小宥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作者：吳宜蓁  家長：吳世文 

  喬云是我的好朋友，她下課會陪我一起玩，也會陪我說話。 

  我心情不好的時候，她也會陪我看故事書，還會陪我跑步。 

  喬云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作者：沈芙美  家長：吳海洪 

  喬云是我的好朋友，她下課時都會陪我聊天，也會教我彈鋼琴。 

  我心情不好的時候，她會陪我散散步，也會陪我聊天。 

  喬云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作者：施喬云  家長：施博達 

  芙美是我的好朋友，她下課時都會陪我去上廁所，也會陪我玩。 

  我難過的時候，她會陪我散散步，還會聽我說心裡的話。 

  芙美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作者：黃盈珊  家長：黃崎逢 

  姐姐是我的好朋友，我會陪她去拿飲料，她也會教我寫功課。 

  我開心的時候，她會跟我玩，還會搔癢我。 

  姐姐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一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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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校園的大樹小花 

 

 
 

 

  

  

一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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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采多姿的學習活動 

 

 
 

 
 

  

  

 

一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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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大展現~運動會特輯 

一、〈好玩的運動會〉  作者:張廷宇    家長:張瑞興 

    今天是學要運動會，學校來了很多貴賓。我看到很多人在跳舞，感覺很新

奇，還聽到好聽的音樂，我們也隨著音樂賣力的演出。再來我有參加接力賽跑

步活動，我很賣力的跑，最後我們這一組還得到第一名呢!之後，我們有吃到好

吃的歐式自助餐，我吃了很多東西，感覺很好吃。 

    今天的校慶運動會，我覺得很好玩，希望下次還能再參加。 

 

二、〈有趣的運動會〉  作者：林品欣  家長：林建欽 

    今天是學要運動會，很多家長貴賓來學校一同慶祝。 

    節目開始我們一~四年級就一起努力的跳著舞蹈，感覺真是有趣。再來登場

的是五、六年級帶來盛大的戲劇表演「男人與女人的戰爭」，真是好看又有趣。

接著就比賽賽跑的時候了，我聽到很多人替我們加油，結束時我還吃到好吃的

冰淇淋呢! 

    一到中午，我們全校的師生和家長就到禮堂一起用吃「歐式自助餐」，我吃

了炒飯和很多的水果，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下午就是闖關活動的時間，一開

始我每次都失敗，還好爸爸、媽媽安慰我和鼓勵我，終於闖關成功了，而且又

抽獎抽種了很多東西，真是開心。 

    這次的運動會真是有趣，希望明年還能再參加。 

 

三、〈運動會記趣〉  沈佳怡  家長: 沈俊良 

    今天我、媽媽、哥哥和奶奶一起來參加學校的運動會。 

    我們跳「妖怪體操」和媽媽土風舞，媽媽和哥哥也在一旁幫拍照，感覺很

新奇。再來是五、六年級在表演戲劇「男人與女人的戰爭」，看了感覺很刺激。

接著是拔河比賽，三~六年級小朋友在拔河時，我們低年級的小朋友也在一旁加

油。之後，輪到老師和社區家長的拔河比賽，大人們都很賣力，我們也加油的

很大聲，超有趣的。 

   接下來的活動是幼兒園和一~六年級的短跑比賽，我覺得我跑得很像飛毛

腿，但是還是有人跑得比我還快，真是讓我大吃一驚。再來是大隊接力比賽，

我覺得我們很努力在跑了，但是卻只跑到第二名。中午時我們吃歐式自助餐， 

二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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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食物豐富又好吃。下午登場的是「運動闖關活動」，在活動中我自己不小心

被器材打到嘴巴，感覺有一點痛，我想我下次自己應該小心一點。今天的運動

會真是好玩又有趣，希望我下次還能再參加。 

 

四、〈難忘的運動會〉  作者:李俞萱    家長:李明奇 

    今天，校園裡很熱鬧，還了很多家長、貴賓和從我們學校畢業的大哥哥、

姐姐也都來了。因為今天是學校的生日，我們學要就舉辦運動會來慶祝。 

   活動一開始，就是一到四年級小朋友表演「妖怪體操」的舞蹈，感覺好有趣。

之後就換到五、六年級帶來的「男人與女人的戰爭」的戲劇表演感覺好好玩。

還有可愛的幼兒園小朋友的跳舞，和媽媽土風舞的表演。接著就是校慶開幕式

的太鼓表演，我們都很認真的打著，而就在校長就介紹來賓時，忽然間我的身

體不舒服肚子很痛，爸爸趕緊帶我到醫院掛急診，醫生幫我檢查就說要留院觀

察，我很難過，因為我沒有辦法參加運動會的闖關遊戲了，真是太可惜了! 

    希望我下次運動會時能參加到運動會闖關，也希望媽媽下次能一起來參加

學校的運動會。 

 

五、〈參加運動會〉  作者：黃美惠  家長：黃傳文 

    今天爸爸、媽媽、哥哥和我一起來參加學校的運動會。 

    我看到大家跳舞跳得很認真，也有聽到很多不同曲目音樂，感覺很特別、

很好聽。中午用餐時，吃到很多很多的美食，我們吃得很飽，感覺真是滿足。

中午休息結束，我們就去玩闖關遊戲，遊戲很好玩，感覺豐富又有趣。最後進

教室後，就進教室是吃點心，大家就很滿足又開心的回家了。希望下次還能再

參加學校的運動會。 

 

六、〈GO!Go!運動會〉  作者：吳佩宸  家長：吳勝男 

   今天爸爸、哥哥和我一起參加學校運動會比賽。 

   學校來了好多貴賓，我感覺很新奇。接力賽跑步的時候，看到爸爸為我加油，

讓我充滿信心，也看到多人為我加油打氣，我就更奮力的往前衝了，終於我們

得到了第一名，真是開心。下午闖關活動時，我看到很多人在做仰臥起坐、玩

呼拉圈……等，大家玩得很開心。 

   我很喜歡運動會，因為運會很好玩，可以看到學校小朋友的表演，希望明年

的運動會能趕快到來。 

二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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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剪輯 I~ 

妖怪體操大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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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剪輯 II~ 

校園生活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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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創作一 
 

（去台北旅行） 

學生：吳宥勳  家長：吳杰樺 

第一天我們去兒童新樂園，裡

面有賣吃的、還有賣喝的、還

有許多好玩的遊樂設施。之後

我們就上遊覽車前往下一站

―故宮，裡面有很多展覽品，

我印象最深的是翠玉白菜。 

 

（夏天） 

學生：鄧宸斌 家長：鄧佳訓 

我喜歡夏天，因為可以吃到冰

涼的冰棒也可以游泳也可以

吹冷氣還可以去玩水。但是夏

天也有不好的地方，溫度高熱

死人了，像在烤肉，但到了中

午有時後會下西北雨就非常

的涼快。夏天會以蟬叫非常吵

但晚上就非常涼快安靜。夏天

還有好多好多的好事等著大

家去發現。 

（墾丁之旅） 

學生：蔡育澤 家長：蔡焜昇 

我前天去墾丁玩，玩漆彈時是

穿迷彩裝；玩賽車時爸爸讓我

控制方向；去浮潛時我不小心

把海水喝下去，海水超極鹹；

去玩水上設施時我被海水噴

到眼睛，眼睛好痛；回去飯店

吃完晚餐就去地下一樓玩好

好玩的遊戲。 

（季節―春天） 

學生：蘇宥佳 家長：蘇信聰      

我最喜歡的季節是春天，春

天像溫暖的雙手抱著大地，動

物從冬天到春天來玩，溫暖的

春天來到我身旁，把我的憂愁

都吹走了。很快的春天還是要

走了，但明年春天還會再來看

我。 

（朋友） 

學生：林恩呈 家長：林建州      

我的好朋友是吳國樹，他的臉

有一點點淡淡黑黑的，像猴子

但也像獅子。他的身體有一點

瘦瘦，有時會他會咬指甲皮，

我希望他不要離開這個學校。 

 

（季節―夏天） 

學生：吳鎧聿 家長：吳武昌 

夏天是我喜歡的季節，因為夏

天可以做很多我喜歡的事，例

如：玩水、堆沙、吃冰、開冷

氣。夏天真得很熱不過真好

玩，我做了很多我喜歡的事，

度過一個又一個快樂的夏天。 

 

三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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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創作二 
 

（運動會） 

學生：吳任翔 家長：吳世文 

我最喜歡校慶運動會，因為可

以運動、拔河、跑步、不隊接

力、短跑、闖關遊戲。下午的

闖關完可以抽獎，我抽到一台

搖控車、七七乳加巧克力和一

隻機器魚。然後，有家長送好

多飲料，運動會結束我們就回

家了。 

（最好的朋友） 

學生：吳國樹 家長：吳文進 

我的好朋友是林恩呈，他的

眼睛小小的、身體瘦瘦的，像

猴子一樣。他現在跟我是同班

同學，雖然他課業沒有很強，

但足球很強，主任說他如果沒

有認真讀書，就不行踢足球。

我們比賽樂樂足球就得了第

一名。他的綽號是香腸，每個

人都喜歡叫他香腸，希望他不

要離開這個學校。 

（季節―夏天） 

學生：黃志勝  家長：黃傳文    

我覺得夏天很熱，全身都流

汗，流得很不舒服，我想回家

吹冷氣、玩水、吹電風。夏天

有蟬，蟬有脫殼，之後牠就死

了。 

（小墾丁旅遊） 

學生：白家瑋  家長：白宮丞 

我們到了小墾丁，下車時我看

到了一隻奇奇怪怪的動物，那

就是毛毛蟲。進去之後，看到

很多人在玩滑水道。弟弟穿上

泳褲後，走出廁所時，看到地

上有一百塊，我幫忙交到櫃

台，之後我下水去玩滑水道時

有不認識的人推我。後來我去

玩滑梯結果我姐姐推我下去

害我吃到水，之後我去水池玩

水，姐姐笑我不會游泳。 

 

（朋友） 

學生：吳承澤  家長：吳智銘 

我的朋友是林恩呈，他星期

二、四都會來我家寫功課，寫

完功課我們會一起踢球、玩躲

貓貓，我覺得很快樂。 

 

（我的朋友） 

學生：陳詩妮  家長：陳文正 

我的朋友是戴婉如，當我不開

心、難過時她會安慰我，她下

課會陪我玩，她有非常多的優

點，對大家都很好，不會的功

課只要問她，她都會教我們。

她是個足球高手。 

 

三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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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創作三 
 

（我的朋友） 

學生：吳佩璇家長：吳俊傑 

我的朋友是鄧宇涵，鄧宇涵

常常幫我，我生病的時候，她

會把功課帶來我家裡給我，下

課時她也會跟我玩。 

（我的朋友） 

學生：吳依霖 家長：吳建成 

我最好朋友是戴婉如，她雖然

偶而會讓我很生氣，但她有很

多優點，很善良、說話很好

笑、很會踢球、很聰明。她對

我很好所以她是我最好的朋

友。 

（花香） 

學生：鄧宇涵 家長：鄧文禎     

每次我看到花，都想聞看

看，我聞過的花有很多味道，

有濃濃的香、刺鼻的香、怪怪

的香……，玉蘭花是怪怪的

香，菊花是濃濃的香，百合花

也是濃濃的香。另外，有些花

有刺，有些花沒有刺；有些花

有味道，有些花沒有味道。 

（浮潛的感覺） 

學生：戴婉如 家長：戴志成 

浮潛的時候，要戴下水前的器具；浮潛的時

候，往下看可以看到很多海底生物，例如：魚、

珊瑚、水母、海星……。浮潛可以看到在陸地

上看不到的生物，浮潛可以讓我學習到跟海底

生物有關的知識、看到稀奇的生物。 

（旅遊） 

學生：吳宥陞  家長：吳勝男 

我有一次去澎湖，我們到了飯店，放好行李。

飯店前面望去一片大海，媽媽說要讓我去玩，

我好開心，玩到晚上，我去洗澡，妹妹在吃飯，

我洗好後玩手機玩到爸爸叫我去吃飯，隔天起

床吃完早餐，我們去玩水上摩托車、香蕉船、

還有浮潛，我說我很餓，我們就去吃魚、蝦、

海膽就回飯店休息，之後我和朋友去玩球，到

了下午我們吃著鬆餅，去還車之後就去港口，

我們上船後我就睡著了。 

 

三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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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繪畫作品 

 

學生：吳依霖 家長：吳建成 

 

學生：蘇宥佳 家長：蘇信聰

 

學生：吳任翔 家長：吳世文 

 

學生：白家瑋  家長：白宮丞 

 

學生：吳宥陞  家長：吳勝男 

 

學生：鄧宸斌 家長：鄧佳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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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寶貝們的園地~ 四年甲班 

  四年級之成長與學習……… 

《一件令人難忘的事》                  四甲 葉致勇   家長:葉越銘 

    五月一日勞動節爸爸放假一天，所以決定帶大家去二姑姑那裡走一走。 

    等到了下午，爸爸和叔叔就載我一起去二姑姑那裡，但開到一半時，不小心開錯路，

幸好姑姑的朋友打電話來報路，不然會開得愈來愈遠。折騰了一下總算到了姑姑家，受到

姑姑熱情的款待，最後在我們離開之前，姑姑還送我們兩塊雞肉，那兩塊雞聞起來真的很

香，令我差點流口水啦！更加感到飢腸轆轆，於是我們就開到六腳買了許多豐盛的食物，

回到家，搬了一張大桌子，把那些美食餐全放在桌上，大家一窩蜂就把晚餐解決了，每個

人都吃得心滿意足。 

    許多人圍在一起說說笑笑搶著美食吃的畫面，真是令我難以忘記。 

 

《運動會》                          四甲 鄧人傑  家長:鄧杰淇 

一年一度的運動會到了，我們大家都一直期待這一天的到來。 

活動一開始我們跳了¬¬¬¬¬「妖怪手錶」。在表演時我們頭上都戴上了我們自己做的妖怪面

具，大家都比著不一樣的動作進場，吸引了全場的目光。表演結束後接下來是拔河比賽，

我使盡力氣拉住繩子，讓我們這隊終於贏了。之後我參加了大隊接力比賽，雖然我排在比

較後面，但是前面的人跑得比較慢，即使我在後面使盡地追趕但是還是追不上，所以大隊

接力這個項目也就輸了。不過接下來可是我最擅長的項目:那就是短跑。原本一開始快被

追過了，最後我使盡全力終於奪回了冠軍寶座。 

    經過激烈運動過後大家的肚子也餓了，我們就到了禮堂享用豐富又美味的午餐。吃飽

了之後我們就開始進行下午的闖關活動。今年的窗關活動總共有九關我覺得「足球、搖呼

拉圈還有籃球、跳繩、羽毛球、丟沙罐」這些關卡比較簡單，比較困難的是「丟巧固球、

桌球和仰臥起坐」，所有的關卡都闖完了以後就可以去抽獎了，我抽到的獎品有卡通模型，

還有巧克力。 

今年的運動會跟去年的園遊會有些不同，增加了很多運動項目還有午餐是歐式自助餐，菜

色又多又好吃，所以我比較喜歡今年的運動會。 

 

《運動會》                     四甲 吳侑駿  家長:吳智銘 

    一年一度的運動會終於來了，這次的獎品很豐富，有八台空拍機、五台遙控汽車、二

台腳踏車，還有很多小獎品，讓人非常期待。 

    一開始第一個節目就是一到四年級的「妖怪手錶」，我也有表演，一進場看到台上有

好多活動的來賓，讓我好緊張。第二個節目是五、六年級別開生面的「男人與女人的戰爭」，

第三個個和第四個節目是長青活力站的阿公阿嬤跳土風舞，最後是精彩的太鼓表演。緊接

著表演之後就是競賽項目，首先登場的是拔河比賽，由三、四年級先開始，大家一聽到槍

聲就賣力的拉，我聽到老師和家長們此起彼落的加油聲，讓我更有信心了。再來是我最期

待的大隊接力，我們這隊一開始跑得很快，可是到中間竟然被追過了，幸好後面的人又趕

上了，最後終於得到第一名。接下來是短跑，換我們這組的時候，我非常緊張，結果跑了 

四年甲班 



下潭采風 2016  06 第六期 

 23

 

第三名。 

    今年午餐吃的是歐式自助餐，菜色非常豐富。可惜我只吃了炒飯和玉米濃湯，還喝了

一杯紅茶，因為一個早上跑來跑去又熱又累，看著琳瑯滿目的食物卻吃不下，實在太遺憾

了。下午進行的是闖關活動，一共有：籃球、呼拉圈、壘球、桌球、巧固球、羽毛球、跳

繩、足球等九關。一完成闖關活動我就馬上去抽獎，本來很希望能抽到大獎可惜只抽到一

盒模型。 

    這次的運動會，讓我過得心花怒放，雖然沒抽到大獎，但是明年還有機會，期待明年

的運動會更精彩。 

《低碳飲食宣導》                      四甲 吳承樺    家長:吳耿林 

     這個星期四下午全校都去圖書室聽嘉義縣環保局的人做低碳飲食宣導。環保局的講

師告訴我們雞塊是用基因改良的玉米澱粉和攪碎的雞雜碎混在一起做成的，還有牛都沒有

吃草卻在吃基因改良的玉米澱粉做成的飼料，然後我們又把牛肉吃進肚子裡，所以最後那

些基因改良的玉米澱粉都在我們的身體裡了。看了影片以後才會知道動物的肉吃太多對身

體不好，要多吃青菜才健康。所以接下來老師就帶我們去下潭農園種菜，我種了玉米和地

瓜。我希望我種的農作物可以長得很好。這次的宣導活動讓我感受到種菜的樂趣。                       

 

《自省札記》                       四甲 林育賢  家長:林建成 

     星期四一大早打鐘要開始打掃的時候，吳承樺就像背後靈一樣偷偷摸摸的跟在我後

面。等走到了我們的掃地區域圖書室正當我準備放鞋子的時候，吳承樺就突然把鞋子擠進

來我想放的位置，我非常生氣就把他的鞋子丟出去，然後吳承樺就踢我的腰，我不甘示弱

又踢他的鞋子，然後他也打我的手，我們兩個就這樣吵起來了。 

打掃工作也沒做好，等到下課，老師就留下我們兩人詢問，並叫我們兩人自省哪些行為不

對？經過省思後，我想跟吳承樺說對不起，我不應該先丟他的鞋子；吳承樺也有跟我道歉

他不應該踢我，我們以後不想再吵架了，免得都不能下課。 

 

《一件難忘的事》                    四甲 陳昱璋   家長:陳信安 

有一天放學回家時，爸爸突然告訴我家裡的小貓不見了。小貓是我們家養了好幾年的貓，

它叫小 Q。我很喜愛那隻貓，可是牠竟然不見了，我實在很難過。後來我想再買一隻貓來

養，可是媽媽卻不想再養了，我好失望喔！只能在心裡偷偷想念小 Q，祈禱有一天能把小

Q找回來。 

《自省札記》                       四甲 陳昱愷   家長:陳信安 

    我非常感謝爸爸媽媽扶養我長大，謝謝媽媽幫我洗衣服、襪子，還幫我買早餐，謝謝

爸爸努力工作賺錢讓我上學，還帶我出去玩跟教導我不該做錯的事。謝謝媽媽跟爸爸幫我

做的每一件事，讓我能過著平安幸福的日子。 

 

《運動會》                         四甲 李柏霖   家長:李俊興 

    一年一度的運動會終於來臨了，這是下潭國小九十五歲生日，學校裡也來了許多貴

賓，我們也準備了許多豐富的節目。 

    首先登場的是我們練習已久的舞蹈表演「妖怪手錶」。大家都非常努力的比出各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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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我們跳完後，接著就是由五六年級所帶來的「男人與女人的戰爭」，這個戰爭的結果

是女人勝利，所以現在才會要求性別平等，真是別開生面。再來就是由社區媽媽所帶來的

土風舞，及阿公和阿嬤所帶來的舞蹈表演，這些阿公和阿嬤真是活力十足，最後登場的是

太鼓表演，每個節目都非常精彩，讓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緊接著就是競賽活動，首先進

行的是拔河比賽，雙方都卯足全力、使盡力氣拉住繩子，最後是由我們這組獲勝，得到的

獎品是奶茶。再來就是緊張又刺激的大隊接力，跑道上的選手都奮力的向前衝，同學們的

加油聲此起彼落，結果我們又贏得比賽。 

    下午就是我最期待的闖關活動和抽獎活動。總共要闖九關，我覺得最難的就是打羽毛

球的那關，不過我還是過關了。闖完關之後就可以去抽獎了，可惜的是我竟然沒有抽到我

最想要的空拍機，真是遺憾。 

    這次的運動會圓滿落幕，雖然我沒有抽到空拍機，但也獲得了很多獎品，更贏得多項

比賽，校慶這一天我玩得很開心，希望明年運氣可以更好，讓我能抽到想要的獎品。 

 

《自省札記 感恩》                       四甲 鄧宇宸   家長:鄧勝雄 

      我要感謝姑姑帶我們去高雄玩。第一天我們去做輕軌，輕軌就是可以讓你一邊坐一

邊看風景，但是路還沒完全做好。我們還去夢時代除了逛百貨公司，還去玩湯姆熊，原本

姑姑叫哥哥幫我們換金幣，但是哥哥卻不要，不過叔叔去幫我和弟弟換。第二天我們去橋

頭糖場，橋頭糖場就是吃冰的地方，那裡的冰有很多種各式各樣的口味。我們還去土雞城

吃晚飯，他們煮的菜肉都很好吃。最要我要感謝姑姑帶我們去很多地方玩。 

《自省札記》                       四甲 吳宜珊   家長:吳智堯            

     某天傍晚，奶奶從田裡回來煮好晚飯，叫我和姐姐先去吃飯，可是我們不但不聽奶

奶的話，還繼續玩手機，直到奶奶說要我們去睡覺的時候才趕緊去吃。匆匆吃過晚飯後，

奶奶就叫我們去睡覺。這次我們不敢不聽話，乖乖進去房間，但是一進去房間姐妹倆還是

一直玩一直聊天，直到很晚仍不肯睡覺，讓奶奶火冒三丈，氣得拿棍子打我們。那天晚上

我們實在玩手機玩得太久了，難怪會奶奶那麼生氣。我覺得以後如果要玩手機，玩三十分

鐘就好，不要太超過，以免讓奶奶再生氣。 

 

《低碳宣導》                          四甲 蘇綉媚  家長:蘇育萍                               

    有一次嘉義縣環保局的人來跟我們宣導低碳食物。一開始講師跟我們說牛放屁會變成

甲烷，還有工廠排放許多廢氣，會造成地球暖化，讓南北極的冰融化，海平面上升，許多

陸地都會被淹沒。然後又讓我們看【美味的代價】的影片，看了以後才知道原來牛是吃基

因改造的玉米飼料，還有美味的雞塊竟然都是玉米澱粉和雞雜碎攪拌而成的，以後要少吃

牛排和雞塊，多吃一些蔬菜比較健康，不會增加地球暖化。所以活動最後就帶我們去學校

的農園種玉米和地瓜。這次的宣導我學到很多知識，也更懂得健康的飲食。 

 

《考試》                                 四甲 沈宥欣   家長: 沈柏寬 

    每次要考試的時候，就是我最緊張的日子。第一天，我們先考國語、自然和英語，第

二天再考數學和社會。這學期的第一次考試真幸運，我的國語考一百分，可以領到榮譽早

餐，可惜我的數學只有八十五分，總分是四百五十九分。我希望下次可以考到四百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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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上，這樣就可以拿到陳校長的紅包了。 

 

《低碳宣導》                          四甲 黃盈偲   家長:黃崎逢 

    有一次學校請了環保局的人員來做低碳食物的宣導，讓我們學到了低碳飲食，上完課

以後我才知道吃到不好的食物有多可怕。尤其看了【美味的代價】的影片想不到好吃的雞

塊是玉米澱粉做的，還有牛不是吃草而是吃玉米澱粉做的飼料長大的，然後我們人再把有

問題的肉吃下去，一點也不健康。看完影片大家就到學校的菜園種地瓜和玉米。這次的課

程讓我獲得許多不同的知識，也體驗種菜的樂趣，真是受益良多。 

 

猜猜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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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     

         作者：李柔嫻  家長：鄧佳訓 

    蘋果啊！蘋果， 

    你像是妹妹的臉頰， 

    一害羞就紅起來， 

    你像是天空中飛舞的氣球， 

    帶給小朋友歡樂， 

你像是燃燒的紅太陽， 

  使人健康，行光合作用， 

    蘋果啊！蘋果， 

    我想吃也吃不到， 

  因為你就在妹妹的臉上， 

  因為你就在天空中飛翔， 

  因為你是宇宙的紅寶石。 

 

 

     楊桃   

       作者：白明玉  家長：白宮丞 

     楊桃大大小小， 

     像天上的星星， 

     掛在天空放光明， 

     照出夏日的燈光來。 

     楊桃楊桃大大小小， 

     黃黃的肉酸又甜，  

     使我垂涎欲滴， 

     好想一口接著一口， 

     一顆接著一顆， 

     吃出夏天的歡樂來。 

     楊桃楊桃大大小小， 

     長在樹上， 

     一顆又一顆， 

     有大也有小， 

     好像一棵許願樹， 

     寫出夏日的願望來。 

香蕉    

作者：周雋皓  家長：周以凱 

香蕉啊！香蕉！ 

看起來真像橋； 

香蕉啊！香蕉！ 

看起來像彩虹； 

香蕉啊！香蕉！ 

看起來像笑臉； 

香蕉啊！香蕉！ 

看起來像鐮刀， 

  怎麼割都割不斷； 

香蕉啊！香蕉！ 

看起來像電話， 

  怎麼打都打不通； 

香蕉啊！香蕉！ 

看起來像月亮， 

    吃出夏天的滋味來。 

 

 

      鳳梨     

  作者：吳依蓁  家長：吳建成 

鳳梨鳳梨尖又刺， 

小心被他刺到疼。 

鳳梨鳳梨甜又酸， 

吃到嘴裡刺刺的。 

鳳梨鳳梨黃又綠， 

看看你要吃哪個。 

鳳梨鳳梨旺旺來， 

  因為會讓你發大財。 

鳳梨鳳梨大大的， 

搖搖擺擺向前行。 

鳳梨鳳梨圓滾滾， 

滾來滾去樂悠悠， 

快來和我玩一玩， 

看看你有多好吃， 

一片接著一片吃， 

讓我清爽又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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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     

作者：吳婉琳  家長：吳憲文 

    西瓜阿!西瓜! 

    你又香又甜， 

    多汁又好吃。 

    你像一顆大皮球， 

    讓人想大力踢進球門， 

    西瓜阿!西瓜! 

    果肉一下紅一下黃， 

    使我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一片接一片， 

    吃出夏天的色彩來。 

    西瓜阿!西瓜! 

    長在田裡的地上， 

    有大有小， 

    好像碧綠的巨人， 

    唱出夏天的繽紛景色。 

 

 

    香蕉    

作者：吳宜潔  家長：吳智堯 

    香蕉香蕉黃又彎， 

    像天上的月亮， 

    真想坐上去， 

    盪來盪去真好玩。 

    香蕉香蕉黃又彎， 

    黃皮白肉香又甜， 

    使我忍不住流口水， 

    嗯！一口接一口， 

        一串接一串， 

    吃出幸福的滋味。 

    香蕉香蕉黃又彎， 

    像忍者的迴力鏢， 

    真想變忍者， 

    拿起迴力鏢， 

    射來射去真好玩。 

     

 

荔枝      

作者：吳麗臻  家長：吳富馨 

    荔枝啊!荔枝! 

    你長得像小刺蝟， 

    遇到人會被吃掉。 

    荔枝啊!荔枝! 

    外表像紅的， 

    果肉是白的， 

    荔枝啊!荔枝! 

    吃起來甜甜的。 

    荔枝啊!荔枝! 

    是夏天的水果， 

    吃出夏天的滋味來。 

    荔枝啊!荔枝! 

    像一顆紅色的彈跳球， 

    真想拍一拍。 

    唱出夏天的歡樂。 

 

 

    蘋果      

作者：蘇芯惠  家長：蘇純毅 

    蘋果蘋果香又甜， 

    像紅色的臉， 

    真想拿來丟一丟， 

    丟出冬天的彩虹。 

    蘋果蘋果香又甜， 

    白肉香又甜， 

    使我忍不住流口水 

    嗯  一片又一片， 

        一口又一口， 

    吃出冬天的滋味。 

    蘋果蘋果香又甜， 

    長在樹上， 

    一顆又一顆， 

    有大也有小， 

    像紅通通的臉蛋， 

    唱出冬天的開心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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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      

作者：林玫君  家長：林建欽 

    蘋果大又紅， 

    好像一顆紅色的皮球； 

    蘋果大又紅， 

    好像人們的臉頰； 

    蘋果大又紅， 

    像猴子的大屁股； 

    蘋果大又紅， 

    像一顆紅氣球； 

    蘋果大又紅， 

    像太陽； 

    蘋果大又紅， 

    像紅色的臉； 

    蘋果大又紅， 

    像紅通通的臉龐； 

 

 

    香蕉      

作者：吳育萱  家長：吳吉莊 

    香蕉香蕉彎又黃， 

    像黃色的月亮， 

    真想飛上去看一看， 

    看出他的美。 

    香蕉香蕉彎又黃， 

    黃皮白肉好好吃， 

    讓我肚子咕嚕咕嚕叫， 

    哇!一拔又再拔， 

       一個接一個， 

    吃出它的味道。 

    香蕉香蕉彎又黃， 

    長在樹上， 

    一條又一條， 

    有長也有短， 

    好像一條黃色的月亮， 

    唱出美麗的旋律。 

 
 

    香蕉   

作者：陳威誌  家長：陳德煌 

    香蕉香蕉長又黃， 

    像晚上會出現的月亮， 

    香蕉香蕉長又黃， 

    黃肉香又甜， 

    使我忍不住流口水， 

    嗯!一口接一口， 

       一根接一根， 

    吃出夏天的滋味來， 

    香蕉香蕉長又黃， 

    長在樹上， 

    一串又一串， 

    有小也有大， 

    好像一串流瀉的音符， 

    唱出夏天的歡樂。 

 

 

    蘋果     

作者：吳育展  家長：吳仲倫 

    蘋果蘋果紅又圓， 

    就像路上的紅綠燈， 

    真想假裝當紅綠燈， 

    但是又不能玩水果。 

    蘋果蘋果紅又圓， 

    紅皮綠皮多顏色， 

    害我口水一直流， 

    嗯! 一口接一口， 

        一片接一片， 

    吃出冬天的滋味來。 

    蘋果蘋果紅又圓， 

    長在大樹上， 

    一顆又一顆， 

    有紅也有綠， 

    好像一個紅綠燈， 

    叫大家記得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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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枝      

作者：吳苡安  家長：吳國聖 

    荔枝荔枝甜又白 

    像白色的乒乓球， 

    真想拿出來打一打， 

    打出獨特的風味來。 

    荔枝荔枝甜又白 

    白肉黑仔香又甜， 

    啊!一顆接一顆， 

       一串接一串， 

    串出季節的風味來。 

    荔枝荔枝甜又白 

    長在田裡面， 

    一串又一串， 

    有大也有小， 

    好像一串無止盡的樂章， 

    彈出夏天的休止符。 

 

      五 甲 廣 播 電 台 

我 有 話 要 說 
吳育展： 

    奶奶，謝謝您這幾年的照顧，我

會更加聽話用功，以後長大會好好照

顧您，祝您長命百歲。 

周雋皓： 

    媽媽，謝謝您常常為我們做早

餐，祝您健健康康、快快樂樂。 

陳威誌： 

    林玫君，謝謝你教我寫作業，您

是我們班上老大。 

蘇芯惠： 

    林玫君，當我有時候功課不會，

你都會用心的教我；當我傷心的時

候，你會在我身旁陪著我。 

林玫君： 

    白明玉，謝謝你陪我玩，雖然我

們常吵架，但我們還是很要好。  

白明玉： 

    林玫君，你是我最好的好朋友，

下課時總是玩在一起，但有時候會吵

架，過一兩天；我們又會和好了。有

事情會互相幫忙，我們永遠是最好的

麻吉。 

吳宜潔： 

    奶奶，謝謝您無怨無悔的付出，

每天很早就出去工作，很晚才回家；

回到家還要煮飯給我們一家人吃，我

想跟您說我愛你。 

吳依蓁： 

    阿公，祝您天天快樂，希望您健

康，每天都非常有活力。 

吳琬琳： 

    李柔嫻，謝謝你在我無聊的時候

陪我，我不會的數學題會教我，並且

在我不開心的時候，當我的垃圾桶。  

吳麗臻： 

    奶奶，您辛苦了，為我們做那麼

多辛苦的事情，我要祝您身體健康、

平平安安、長命百歲。 

吳育萱： 

    奶奶，謝謝您從小時候就開始照

顧我，甚麼都是為我著想，祝您身體

健康。 

李柔嫻： 

    莊茹億，你們快畢業了，雖然跟

你相處的時間不多，但我很高興能轉

來這間學校，認識你們。祝你們學業

進步、步步高升。 

吳苡安： 

    阿嬤，希望您眼睛復原的更快更

好，才能趕快賺錢、買菜、煮飯給我

吃。 

老  師： 

     天天開心  平安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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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如 棋 棋 如 人 生 
男人與女人的戰爭校慶表演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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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如 棋 棋 如 人 生 
男人與女人的戰爭校慶表演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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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靜 皆 宜 宜 古 宜 今 
             棒球營與故宮之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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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一、〈小小的愛〉  作者：葉致宏  家長：葉越銘 

    在這世上有數不清的人都付出過愛，不管是默默的愛、無私的愛等都是常見的付出，我

認為一點一滴的付出，雖然不是很大，但那些小小的舉動總是能帶來許多的溫暖，例如：為

了維護學童上下學時的交通安全的志工，還有為了環境清潔出現的一些善心人士，雖然他們

做的事情不是很難，但是他們都是為了地球、人類的好才出現的。 

    俗話說：「助人為快樂之本」，世界上有許多默默幫助人的人，如賣菜的陳樹菊，陳樹菊

阿嬤一天之中花不到一百人，卻把存下來的錢全部捐給孤兒院，也幫助貧困家庭，捐錢給學

校蓋圖書館。她曾說：「我很快樂，是因為我做了對的事，而不是我損失了很多。」她一個人

默默的行善，默默的捐獻，只是為了讓那些人過更好的生活，陳樹菊阿嬤的善行讓我由衷佩

服。 

    第二位是住在鹿港為善不欲人知的行善者，他叫鄭永豐，他長期贊助鹿港大專文青會的

活動，因此讓青年學子能更了解家鄉，並推動書香社會，所送出去的書已經超過八千本，數

十年來，幫助鎮內一家孤兒院，讓這群弱勢兒童得到更好的照顧，並提供音響與音樂教材給

各個國小，從小就讓他們開始接觸音樂的美感，他的善行不勝枚舉。鄭永豐先生他的善行都

是為了他人，讓他們受到更好的教育，讓他們過更好的生活，讓鹿港的聲名遠播，多虧有鄭

先生的義舉，讓我知道可以幫助人也可以幫助家鄉的文化。 

    莎士比亞曾經說過：「愛的力量是和平，從不顧理性、成規和榮辱，它能使一切恐懼、震

驚和痛苦在身受時化作甜蜜。」其實，從以上二位的例子可以發現一些共同點：明知道這麼

做會花掉自己的錢或物品，但他們都為了別人好，每天都捐出一點，形成了一股龐大的力量。

像慈濟志工和愛心媽媽不是家喻戶曉，卻用著無私的精神，讓社會更和諧。 

    我是一個被愛緊緊包圍的人，所以我已經非常好命了，想讓世界變得更好不能光靠熱血、

善良，重點在於使用的方法是否正確。所以我要好好充實自己，一開始不必說一定要把目標

設得遠大，從簡單的自身周圍開始就好，慢慢的再擴大目標，就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二、〈默默的愛〉  作者：梁家宥  家長：梁張貴美 

    從小我就是阿嬤帶大的，我給阿嬤帶了將近十三年，是奶奶親手將我扶養長大，我也很

感謝奶奶，奶奶告訴我說要升國中了要努力一點早點起來，我盡力做到。 奶奶跟我說如果我

乖一點花少一點我就可以省了一些錢，就是孝順她，也要聽話懂事才可以幫忙奶奶的忙。 我

希望我自己能夠幫奶奶去摘辣椒，也要關心奶奶，這是我想對奶奶說的話:「奶奶謝謝你我那

麼搗蛋你竟然都不在意，謝謝您能忍受我的不乖」。另外我也要謝謝爺爺和奶奶給我那麼多的

溫暖。 

三、〈無私的愛〉  作者：吳育嘉  家長：吳吉莊 

    無私的愛可以令人感動，可以令人感到喜悅，更可以令人感到無比的溫暖，而且無私的

愛不管貧富貴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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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萬華，有一位綽號叫刈包吉的廖榮吉，他用之前存的錢辦桌請街友吃飯，雖然有

不是街友的人去吃，但廖榮吉都認為沒關係，因為廖榮吉的關係，讓許多人感到喜悅與無比

的溫暖。 

    在台東的中央市場的攤販裡，有一位陳樹菊奶奶，她多年來總共捐出了近千萬的新台幣

做為慈善用途。在一九九三年到二零零五年間，捐出了幾百萬元，因為這樣被許多雜誌刊登，

還受邀到菲律賓領獎。 

    在之前，印度有一位德雷莎修女，她住在印度一所修道院裡，但因為外面世界的悲慘，

讓她覺得應該要出去為他人服務，讓貧苦的人有尊嚴的死去。 

    我覺得這三個人都會付出，讓這世界充滿愛心，我希望世界上能夠有更多像他們一樣的

人。雖然幫助的方式不盡相同，但都一樣能讓他人感到溫暖，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他們一樣，

讓他人感到溫暖。 

 

 

  

校慶鼓隊表演 運動會-拔河比賽 

  

棒球營隊 故宮南院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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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美的景點 

一、〈台灣最美麗的景點〉  作者：李柏佑  家長：李俊興 

    在我的心目中有一個地點讓我難以難忘，那個地方就是位於台灣海峽上的一個島嶼―澎

湖。在 2015 年的夏天，我跟爸爸的公司去了澎湖玩，那裡的景象只要看過一眼就包你難以忘

記，真是美不勝收啊! 在澎湖的八十多座島嶼中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景點，就是位於澎湖群島

上最南端的一個島―七美，那裡有一個由兩個愛心所組成的石滬，叫做雙心石滬。當你站在

觀景台上往下看時，雙心石滬在蔚藍大海的襯托之下顯得更美了。在以前雙心石滬是先民要

用來捕魚的工具，他們真是就地取材，物盡其用啊!  

    第二個景點是一個更具代表性也是澎湖地標的景點―澎湖跨海大橋，澎湖跨海大橋是在

民國 59 年完工，耗費巨資新台幣一億四百五十萬元，他是連接澎湖之中的兩大島白沙島與西

嶼島，全長 2600 公尺，是台灣最長的橋。澎湖跨海大橋是澎湖很美的一個景點，尤其是在黃

昏時去看，那樣的美是無與倫比的，讓人心曠神怡。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景點不是人工的，而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就是在澎湖的湖西鄉奎壁

山有個摩西分海，那個地方只要一到退潮時間，海的中間就會分開，變成一條石頭路。在以

前埃及人追著以色列人，於是摩西向海伸杖，將海分開，讓以色列人可以走在海中間，而埃

及人掉到了海裡面，最後打了場勝仗。當我走在石頭路上時，有種感覺那條路是為你而開的，

有種至高無上的感覺。 

    澎湖真是一個人間仙境，在我看來他是一個任何地方都比不上的，只要它在的一天就都

會有人去欣賞那裡的美，澎湖在我的心目中是台灣最美的地方。 

 

二、〈台灣最美麗的景色〉  作者：莊茹億  家長：吳慧儒 

    台灣是一座非常美麗的寶島，地形多元，物產豐富，每一年都會吸引許多遊客來到台灣，

到各個名勝景點觀光旅遊。生長在台灣的你，最愛到哪個景點呢?又是什麼特色所吸引了你呢?  

    我最喜歡的地方是嘉義，嘉義有許多地方非常有特色，其中，我最喜歡的地方是奮起湖，

它位於嘉義縣竹崎鄉中和村，海拔約 1400 公尺，因為東、西、北四面環山，中間低平，形狀

好像畚箕，所以舊名為畚箕湖。  

    嘉義除了有奮起湖，還有板頭社區，板頭社區位於嘉義縣新港鄉，他分布為板頭厝與灣

仔內，它是 1990 年寺廟剪黏、交趾陶宗教產業的發源地，有著『膠紙剪粘工藝村』的美稱呦! 

板頭社區的特色是山芙蓉壁畫，山芙蓉壁畫非常特別，早上、中午、下午同一朵花，都會有

不同的顏色喔!還有苦楝樹壁畫，苦楝樹會在四季中，有著不同的模樣。那裏有重要的古笨港

鐵路，那小小的五分車軌，是早期嘉義與雲林北港重要的路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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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最美麗的景色〉  作者：吳文貴  家長：吳俊利  

    台灣最美麗的景色 在我們國家有一個地方讓我覺得很美，那個地方就是位於台灣南部的

台南。 

    印象最深刻的景點是在二零一六年的春天，我們和鄰居一起去台南的安平古堡玩，那裡

有許多以前的歷史，像是我們社會課本上有的歷史就是鄭成功把荷蘭人趕走，因此台灣為了

紀念鄭成功，有打造一座鄭成功的雕像來紀念他。      

    還有安平老街，去的時候，我有看到許多街頭藝人、好歌喉的歌手，那裡除了有許多人

才，還有許多人所做出來的食物也是很有名。 我希望下次去的時候，能看到我上次沒看到的

食物、人才，也希望能更多人去了解台南的歷史，希望看過的能請其他人去了解台南的歷史，

就像螢火蟲群聚一起照明暗處，一起發亮。 

 

四、〈台灣最美的地方〉  作者：陳虹蓁  家長：陳信安 
    我覺得台灣最美的的地方是位於屏東縣的墾丁，墾丁呢他是位於台灣省屏東縣恆春半島

南半部，墾丁三面環海，所以擁有良好的海洋資源，所以一到了夏天就會有許多遊客到墾丁

遊玩，能說墾丁的夏天魅力無法擋阿！而且墾丁的四季有所不同，各有四季之美，首先春之

美是植物之美，夏之美是海洋之美，秋之美是景色之美，冬之美是地形之美。 

    墾丁附近的海生館可分為三大館，首先是台灣海域館，再來是珊瑚王國館，最後是世界

水域館，墾丁海生館裡面有在介紹河流的種類、讓孩子遊玩的兒童陽台、還有大人、小孩都

能近距離接觸海洋生物的觸體驗池、關於珊瑚礁的知識、保育方法、古代水域能讓你了解古

代的海洋、深海水域能讓你了解深海的生物、極地水域能讓你了解極地的海洋，夏天到就是

要去海生館玩啦。 

    我覺得墾丁是個熱情的地方，因為到了夏天墾丁的海灘上人山人海，如果不早點去，想

擠進去，簡直比登天還難啊，我也有去過墾丁的經驗，那次去時有買肉包吃，那味道我仍舊

夢魂牽縈，墾丁不只美，連食物也好吃到不得了，墾丁真是十全十美的度假勝地，還有如果

出去玩不管是到墾丁還是別的地方都要愛護那邊的東西才不會變得亂七八糟。 

五、〈台灣最美麗的景點〉  作者：吳啟榮  家長：吳慶瑜 
    九族文化村是一座位於台灣南投縣魚池鄉，以台灣原住民九大族群為主題樂園，全區面

積六十二公頃，是依山建造的遊樂園區，全區制高點則是位於觀山樓，海拔標高九百公尺。

九族文化村—九族文化館、原住民部落區，九族文化村中的九族文化館和原住民部落區接以

台灣的原住民作為主題，內含達悟、阿美、魯凱、卑南、賽夏、排灣、布農、鄒族、泰雅、

噶瑪蘭等十一族。 

    九族文化村由 2001 年開始與九族櫻花祭易今，為南投年度賞櫻盛會，更於 2013 年取得

日本海外櫻花名所優選之地，為該協會首次認證的賞櫻名所。 九族文化村的歡樂世界提供遊

客許多遊樂設施，阿拉丁廣場佔地千坪，室內擁有相當多的遊樂設施；亞馬探險以台灣第一

懸吊式雲霄飛車。 我去九族已經是去年的事，但我現在想起來還是回味無窮，我想再去一次

我希望我還能玩 UFO，還想再看一次櫻花，因為真的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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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谷之旅 

一、〈樹谷行〉  作者：白雅文  家長：白宮丞 

    要去樹谷的時候，校長有跟我們說我們到那邊要有禮貌，要聽那些哥哥姐姐們的話。我

們坐欣萍阿姨的車子到了樹谷。  

    我們一到樹谷先做小隊認識，我也認識到了幾位朋友讓我覺得很開心，認識完同學我們

一開始的活動就是玩遊戲，我們也玩了很多遊戲這些遊戲告訴我們要團結合作，還有我們去

學早操要怎麼跳舞讓我學到舞要怎麼跳。   

    我們美味午餐這與眾不同，這些午餐是那些阿姨們辛苦的到農田裡摘來的，而且多是自

己栽種的，吃完飯我們還學習計算食物里程與如何讓碳足跡減量，讓我知道最好是吃當地的

農產品比較健康。 

    下午我們還去參觀台灣歷史博物館，那邊的導覽人員也告訴我們一些台灣的歷史我們也

在那邊做了版畫，最令人期待的活動就是晚會，我們在晚會也玩了很多的遊戲，還看了一些

表演有哥哥姐姐們的，也有同學表演吉他的，讓我見識到了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的道理。 

    到了第二天我們上了考古發掘，我們挖到了骨骼、螺和貝殼，還上了土磚和小菜農，上

玩了這些課我們就要吃我們在樹谷的最後一吃的中餐了，我們吃完中餐我們就要選最想知道

的禮物，我們這一組的禮物是一包餅乾和一瓶舒跑,，我們要謝謝那些哥哥姊姊們幫我們準備

著麼好的禮物，我們選完禮物就去拍我們最後在那裡的團體照，拍完我們就跟他們說「再見

了~」。 這兩天我們在樹谷學到了一些遊戲、一些舞蹈，也要謝謝那些哥哥姊姊的指導協助我

們，還花那麼多的時間來教我們那些舞謝謝你們你們辛苦了。 

 

二、〈樹谷之行〉  作者：蔡佳儀  家長：蔡焜昇 

    每年我們學校都會舉辦畢業旅行，我們這一屆是去樹谷，我們一到樹谷，那裡的大哥哥、

大姊姊都很熱情的歡迎我們，但是那裡的執行長很兇，讓我有一點緊張。 我是在第三小隊，

我的小隊輔叫羽月，我一到第三小隊羽月就對我很好，執行長叫我們散開去認識自己的隊友，

我認識了很多人有佳卉、浩恩、博揚等人，我好開心可以認識那麼多人，雖然浩恩比較晚到，

但是他很快就跟我們混熟了。 我們這一隊在玩遊戲的時候，一直輸，因為我們隊的浩恩比較

晚來所以才一直輸，浩恩來了之後才有贏，原本我們的點數落後很多，但最後在我們大家的

努力下我們的點數才增加了不少點。在這兩天我學到了要團隊合作才可以獲勝，雖然到最後

我們第三名，也很滿足了，我們的禮物還不錯，還有羽月也有送我們禮物，只有我們那一隊

有而已，其他隊沒有，我還真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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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樹谷之旅〉  作者：鄧凱文  家長：鄧穎駿 

    樹谷是我們這次畢業旅行的所在地，畢業旅行對我們班來說，是很重要的活動，所以我

們都很珍惜這次的活動，畢竟六年才一次畢業旅行。 一開始老師載我們去，我們都還人生地

不熟，但後來經過了許多活動後，我們才比較熟悉一點。  

    一開始，我們玩了圈圈叉叉，在這個遊戲中我學會了要同心協力，而且觀察力要強。後

來我們玩了地球保衛戰―籃球，在這個遊戲裡我們隊比較弱，讓我發現每個人都有有自己的

短處與長處，也許在某方面會輸別人，但一定也有某方面是傑出的。後來又玩了即刻救援，

這也是需要同心協力才能完成的。然後我們去了台灣歷史博物館，那裡讓我看到台灣從以前

到現在的演變。接下來就是最精彩的晚會，我們看了建山國小的吉他表演和大哥哥大姊姊們

的舞蹈和特技表演。也玩了很多遊戲。最後洗澡完後，第一天就閉幕了。隔天，我們早上起

床後就開始有趣的早操，吃完早餐後就開始上課，一開始我們上了考古，學到考古的技巧和

應注意的事項。接下來上的是快樂小菜農，我們從課程中知道了種菜的技巧和一些植物的害

蟲，之後我們上的是土磚，我們學到了怎麼做土磚，然後吃完午餐後，我們就依依不捨的回

家了。  

    我發現平常在我們班都很吵，但到了樹谷時我們就變得很內向，或許我們到了外面就會

變得很內向，這就是我們班與別的學校不同的地方吧。 人家說:「時間就是金錢」，轉眼間，

畢業旅行就結束了，馬上就要結束小學生涯了，我們一定會珍惜剩下的時光的。 

  

↑地球保衛戰      板畫製作↓ ↑小組舞蹈      小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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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的重要詩 
 

〈榴槤〉 

作者：吳宸緯  家長：吳杰樺 

榴槤 

重要的是 

果皮很刺 

它是外面有是裡面有果肉 

果肉吃起來甜甜的 

它看起來黃黃的 

它吊在樹上 

但是 

榴槤 

重要的是 

果皮很刺 

〈木瓜〉 

作者：傅思豪  家長：傅泓榮 

木瓜 

重要的是 

它像飛彈 

它是飛彈的寶寶 

木瓜甜甜的 

它長的像飛彈 

它吊在樹上 

但是 

木瓜 

重要的是 

它像飛彈 

〈芒果〉 

作者：周家興  家長：周以凱 

芒果 

重要的是 

它是橢圓的 

它是紅的 

將衣服脫掉 

裡頭是黃的 

它嚐起來有芒果的滋味 

它從芒果樹上掉下來 

但是 

芒果 

重要的是 

它是橢圓的 

〈奇異果〉 

作者：鄧詠仁  家長：鄧勝雄 

奇異果 

重要的是 

它毛茸茸的 

它是咖啡色的 

你一切開 

它裡面是綠色的 

奇異果汁會噴得你一臉綠 

它嚐起來 

有奇異果的滋味 

它會從奇異果樹掉下來 

但是 

奇異果 

重要的是 

它毛茸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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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活動寫真 

 

  

性別平等-男人與女人的戰爭(性別平等) 

  

兒童閱讀文化基金會到校輔導同學寫作 

  

即將畢業，展翅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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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30 五王盃足球賽 105.05.26 縣運足球比賽合影 

  

105.05.30 五王盃足球賽 105.05.30 五王盃足球賽 

  

105.03.10 校園植樹活動 105.03.10 嘉義縣災害防救演練觀摩 

各項活動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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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30 鄉模範生表揚 105.03.31 榮譽早餐頒發 

  

105.04.06 兒文閱讀活動 105.04.10 校慶社區田徑 

  

105.04.10 校慶鼓隊表演 105.04.10 校慶社區拔河比賽 

各項活動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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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4.10 校慶摸彩得獎留影 105.04.12 行動音樂廳 

  

105.04.15 體適能趣味闖關 105.04.26 棒球營之旅 

  

105.04.26 參觀故宮南院 105.05.06 母親節活動 

各項活動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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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12 食物森林小農夫活動 105.05.31 社區藝術巡迴展開幕 

  

105.05.28 文財殿鼓隊比賽 105.06.08 靜思語背誦比賽 

  

105.06.17 獎勵點數兌換 105.06.17 校長室小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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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