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 陳志嘉

　　今年，隨著108新課綱的課程持續推展，以及僑建幼

兒園新校舍的落成，我們僑建國小不管是小學部的課程建

置，還是在幼兒教育的推廣上，都將邁入一個新的時代，

以下就這兩個主軸來為大家說明學校的辦理情形。

108新課綱的意涵及推展

　　面對科技資訊的迅速發展、生活模式以及工作謀生型

態的快速變遷，「改變」已是基本常態，只有知識是不夠

應付的。孩子們要學會的，除了基本知識外，更重要的是

要學會面對未來挑戰和自我精進的能力與態度，這種解決

問題的統合能力與態度，便是108課綱所強調的「素養」

。核心素養涵蓋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等三個面

向，以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來成就每一個孩子成為

自發、互動、共好的新世代公民，以上簡述便是108課綱

的概要意涵。

　　在實務上，小學部分主要的改變是將以前的能力指標

轉變為素養導向的教學型態，強調整體情境的學習，因此

在成績考查的命題型態上也做了改變，題目內容多以生活

情境作引導，讓學生能以所學去做問題的解決，所以現在

的題目字數都比以前還要多，便是這個原因。也因此閱讀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此也建議我們家長多鼓勵孩子到學

校共讀站借閱書籍來提升閱讀力；除了基本課程外，學校

在校本課程方面則以「產業教育」作為主軸，老師們相當

用心規劃，針對學生對未來職涯發展做先期素養建立，目

的在打開視野刺激思考，讓學生知道產業的基本結構與職

業類別，也讓學生思考自己可能發展的方向，中間再融入

金融教育的概念，為翻轉未來奠定基礎，上述是新課綱的

簡要意涵及學校推展的概況，期待親師生一起努力。

幼兒教育趨勢與僑建幼兒園

　　不知家長們是否發現到，現今的幼兒園教室裡面，看

到的不再是以前排排坐的模式，取而代之的則是各種多元

豐富的學習角落，因為根據專家研究，幼兒階段是人類腦

部發育最快速的時期，但是身體發育卻還在幼小階段，欲

發展其智力，則必須透過個身體不斷的接觸操作，並在遊

戲中探索體驗，才能得到良好的發展。因此、如果在這個

階段做過度的限制，對孩子的創造力、感覺統合能力以及

群性的發展都是相當不利的。所幸我們僑建幼兒園的老師

們都相當用心，在課前準備階段，皆投入許多時間心力規

畫學習內容，來提升幼兒的學習興趣，同時也配合小學部

，做好幼小銜接的準備，所以來僑建就讀，絕對是明智選

擇。我們僑建幼兒園成立三年來都是滿招的狀態，今年新

校舍落成預計八月一日正式啟用，內部空間寬敞明亮又通

風，外部環境優雅自然，同時又新整理出一片平坦的草皮

，再加上原有的校園，能提供孩子們優質的成長環境，學

校的廚媽也相當用心準備餐點，營養衛生又美味，熱呼呼

的點心讓孩子們吃的津津有味，這是其他準備冷冷乾式點

心的地方所比不上的，另外，在費用方面也非常能夠減輕

家長的負擔，今年八月開始我們就要增班了，現在就可以

先報名，也歡迎大家一起來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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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2021年真佛宗民俗文化嘉年華-華光盃民俗體育競賽優等。

●學習吧數位學習競賽

亞特藍提斯~線上國語日報閱讀：六松獲得全國第五名、全國六年級組第三名。

消失的大堡礁~AI線上尬英語：六松獲得全國第四名，全國六年級組第三名。

●110年總統教育獎南投縣初選入選：廖芳郁

●南投縣模範生獎：張凱程

●南投縣109年度本土語口說藝術比賽

高年級團體組第三名：林佩萱 陳宜琦 王敏全

高年級團體組優勝：胡凱鈞 謝峻安 林柏宇

高年級個人組優勝：林煒哲

●109年全民國防教育海報比賽

第三名：洪熏妤

佳作：林晁安 曾惠冬 謝尚佑

●109年度學童客家歌謠歌唱比賽

中年級組第三名：林曉蔓

中年級組優勝：曾惠冬 張婕恆 邱于芯

●109南投縣運橋藝比賽

小男合約組隊際賽第一名：林柏宇 張凱程 簡士程

小男合約組雙人賽第三名：林柏宇

小男迷你組隊際賽第三名：羅子洹 賴冠升

小男迷你組雙人賽第一名：羅子洹 賴冠升

小女迷你組隊際賽第一名：林穎蓁 張婕恆 劉亦芬 范庭瑜

小女迷你組雙人賽第三名：劉亦芬 范庭瑜

●109華光功德會繪畫比賽

第二名：林佩萱 

僑建國小榮譽榜僑建國小榮譽榜
●109年度區域性田徑對抗賽

國小男子組推鉛球第三名：賴冠升

國小女子組100Ｍ第二名：廖芳郁

●第39屆南投市運

國小男子組推鉛球第一名：賴冠升

國小女子壘球擲遠第三名：林怡瑄

國小女子組推鉛球第四名：林怡瑄

●南投縣110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田徑小女100Ｍ第四名：廖芳郁

田徑小女60Ｍ第四名：廖芳郁

田徑小男推鉛球第五名：賴冠升

●109南投縣運女子100M/60M比賽

廖芳郁

女子60M第一名

女子100M第三名

●109年台中市霧峰區體育會主委盃跆拳道錦標賽

趙泓鈞

品勢國小紅黑帶組第二名

對練國小男子色帶組34.10公斤－37.09公斤A組第二名

林昆鋒

品勢國小藍帶組第三名

對練國小男子色帶組27.10公斤－29.09公斤B組第三名

●南投縣110年度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繪畫比賽

第11組入選 王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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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良佑 開學的心情 劉郁芹 開學的心情

謝尚佑 開學的心情林柔甄 開學的心情

　　開學了！我好傷心，因為我又不能常常跟我弟

玩了，不能回中寮幫我阿公做事。上學期因為我的

英文很不好，所以得要去補英文，這也是我傷心的

一部分，雖然去學校有更多人陪我玩，但如果作業

太多，我就不能盡情地看電視，自由自在的時間更

少了。

　　開學了！我好高興，最高興的是可以見到老師

和同學健健康康的回學校，還可以跟同學一起打籃

球，心情不好也有人陪著，再加上又可以跟大家玩

不會孤單，所以回到學校還是很開心。雖然有很多

功課要寫，但因為好好寫可以讓考試考得好、領到

獎金，我還是會乖乖地寫。

　　開學了！我好期待！我期待再考一次前三名，

因為可以領比較多獎金；我期待可以在學校跟好朋

友一起學習、一起玩；期待這學期跑步變厲害，期

待見到新同學，還期待新冠狀病毒趕快不見，更期

待這學期的我可以更健康、懂事的學習。

　　開學了！真期待到學校和同學一起玩、一起學

習，真期待看到我們的家君老師，寒假中在家裡很

無聊，只要我一說很無聊的話，阿嬤一定會說無聊

去看書或去寫字，所以我才很期待趕快開學和同學

一起玩耍、一起學習各式各樣的科目，和同學一起

討論各科的功課是很有趣的事。

　　開學了，我覺得很高興，因為在學校可以學到

很多新知識，因為每個人學到的知識都不一樣，想

出來的方法也不同，所以遇到困難，互相幫忙時，

會有很多新發現。

　　開學後不一定都是開心的，也有我最討厭的時

刻，因為開學後，班上的一個小男生會故意惹我、

逼我生氣，每當我心情很好的時候，他都會跑過來

說很煩人的話，比方說：「來追我！來打我啊！」

我聽到了之後我的好心情馬上轉變成雷陣雨，溼答

答的糟透了。但我要學習我的心情我說了算，我希

望我以後再也不受到他的影響。

　　開學我也會覺得不安，因為開學的前一天，我

找不到我的寒假作業，我怕又要重寫一次，於是我

努力找，終於被我找到了，讓我鬆了一口氣，也讓

我的心安定多了。我決定以後功課或課本都會放在

固定的地方，我才可以更容易找到我的學用品，就

不用那麼緊張和不安了 

　　開學了，我覺得很驚訝，為什麼一轉眼就開學

了？感覺這個寒假過得好快，就像剛和家人見面就

開學了。我都還沒把想看的電影看完，還沒去想去

的地方，也還沒和想見的朋友見個面就開學了，時

間真的不等人啊！

　　開學了，我覺得很難過，因為我的假期沒了，

和家人相處的時間變少了，可以玩的時間也變少了

，一想到這我就好難過。一個寒假過了，我好怕同

學和老師變成我不認識的陌生人，還好見面後還是

一樣，害我白擔心一場，見到熟悉的朋友和老師，

我的難過好像少了一點。

　　開學了，我覺得很高興，因為可以見到好久不

見的校長、老師和同學，也可以不用在家沒事做、

喊無聊。寒假中爸媽都要工作，我只可以待在奶奶

家，什麼事也不能做，奶奶也只可以騎電動車帶我

去買東西和去阿伯家。現在開學了我又可以和同學

一起學習、一起玩了，一想到這我不禁高興起來，

也不無聊了。

　　雖然開學讓我難過、讓我緊張，我還是希望我

的學習可以更進步。

　　怎麼回事？開學了！怎麼覺得我的眼睛一張開

就開學了！雖然覺得很意外，開學我還是第一個進

教室的，真是有點佩服自己。

　　開學了，我覺得很難過，因為我玩的時間變少

了，不能跟妹妹常見面了，雖然我跟妹妹很愛吵架

、打架，但是能有伴玩，我還是很開心。一想到開

學不能睡飽、不可以看電視、也無法常去台中玩，

我就好煩，但也沒辦法因為時間不能回到可愛的寒

假了。

　　開學了，我覺得很緊張，因為我怕我起不來、

上課來不及，我常夢到頭髮沒有綁、衣服沒換、功

課沒帶就去學校了。寒假中因為我一直玩，功課沒

寫多少，最後幾天趕得有點痛苦，我可不想當開學

第一個被罵的「幸運兒」呀！另一個緊張的原因就

是怕我們的老師不見了，我怕我一走進教室，換成

一位阿伯在那裏。沒帶功課、體重超重⋯⋯都讓我

的開學心情很不美麗。

　　雖然開學讓我難過、讓我緊張，我還是希望我

的學習可以更進步。

三松 三松

三松 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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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原芳 兒童節

　　寒假快到了，我覺得很興奮，因為可以玩大富

翁，大富翁是一種益智遊戲，可以從中學習到如何

買賣置產，然後變成人人羨慕的大富翁。

　　我們去桃園拜拜的路上迷路了，爸爸打電話給

阿公，二十三分鐘之後，終於到了桃園 新屋。拜拜

完之後，我去新竹 湖口老家看曾祖母，然後伯公就

發紅包給我們，我很開心。今天晚上大家一起玩刮

刮樂，全家共刮到了兩千六百元，分別是一千五百

元的一個、兩百元的四個、三百元的一個。

　　大年初一，我們去彰化 芳苑採高麗菜，那邊在

下雨，但我們還是採了十個高麗菜，而且都很大顆

。接著我們想去逛鹿港老街，但找不到停車位，連

路邊都停滿了車子，人也很多，所以我們只好回去

南投市吃午餐。我們下午去永山宮拜拜，把馬祖酥

送給永山宮的王老師和陳阿姨。

　　大年初二，我們去苗栗 卓蘭採番茄，番茄有些

很大顆，有些很小顆，有些還沒成熟，有些皮破掉

了⋯⋯。接著我們去台中 新社吃飯和炸香菇，飯很

好吃，難怪很多人。

　　大年初三，我們中午去吃披薩，披薩有四種口

味，有海鮮、綜合、雞肉和泡菜，四種都很好吃

　　大年初四，我和阿嬤去買菜，我買了菜、鍋子

、兩個鉛筆盒、補湯和中藥等，我們買了很多。

　　大年初五，我們去溪邊玩水，溪水有時候淺，

有時候深，大約是二十五公分到四十公分。

　　今年的過年過得很開心，雖然去到公共場所要

戴口罩，但是我們還是玩得很開心，希望下次的過

年可以玩得更開心、更安全。

　　在一年中有很多節日，例如：聖誕節、萬聖節

、兒童節⋯⋯等節日，但我最喜歡的是中秋節。

　　在中秋節中，有時候吃柚子、月餅⋯⋯等，我

喜歡中秋節的原因是，可以家庭聚會，也可以烤肉

，烤肉中有幾樣新奇的東西，例如：牛小排、魚、

麻糬⋯⋯，而且可以放煙火和鞭炮，還有很多人一

起玩遊戲和玩球，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一起看一年

中最圓、最亮的月亮，和吃酸酸甜甜的柚子，很開

心。

　　我記憶最深刻的一次是前年，因為在外婆家，

而且比較熱鬧，也比較多人，所以準備的食材比較

多，親戚朋友們也帶了許多飲品和食材等，而且外

婆家的生活機能很方便，所以不用擔心食材和飲品

不夠。那天我們有打球和玩遊戲，和哥哥、表哥、

表妹一起，還有人在放煙火、騎腳踏車。

　　中秋節通常會有連假，不用擔心玩得太晚，隔

天要上班上課，我們可以放心歡樂聚會，也可以放

鞭炮，但有注意安全，不可以在人多的地方玩。

　　今天是除夕，一早起來，嬤嬤叫我和姊姊一起

打掃陽台和樓梯，我們兩個分工合作，把家裡打掃

乾淨，然後跟爸爸一起去頂樓神明廳換春聯，樓下

的大門也一起換，真是很不一樣的體驗呢！

　　到了晚上，叔叔從台南會來吃團圓飯，阿嬤煮

了很多好吃的東西，有豬腳、魚、長年菜、菜頭湯

和肉，這些菜色象徵年年有餘、好彩頭、長壽等，

也代表對這一年的期許。

　　吃飽飯大家一起去客廳閒話家常，然後阿公、

阿嬤包了紅包給我，我也祝阿公阿嬤身體健康、新

年快樂，接著爸爸也包給我，我祝爸爸牛年行大運

，最後是叔叔，我祝他恭喜發財、身體健康，今年

我領到很多紅包，很高興。

　　初一我們睡得比較晚，爸爸帶我去全方位運動

休閒中心打保齡球，爸爸有教我怎麼打，我覺得很

難，我盡力打完，只有九十八分，後來姊姊想吃麥

當勞，我們就回家了。

　　初二我們全家一起回娘家，然後外婆煮了很多

很好吃的料理，還有包紅包給我，我也祝外婆新年

快樂，身體健康。晚上我們一起玩撲克牌，我們玩

了十點半、心臟病還有抽鬼牌，然後我們就回家了

。

　　初三我們去拜拜，我們看到很多人也在拜拜，

真的很熱鬧，我們拜了很久才拜完回家，今天過得

很快樂。

　　今年過年因為疫情，所有的地方都要戴口罩、

量體溫、消毒，作好個人衛生。希望疫情快點過去

，才能好好地出去玩。

　　節日有很多，有元旦、新年、生日、端午節等

⋯⋯，其中，我最喜歡的是兒童節。

　　因為兒童節就像新年一樣熱鬧滾滾的，今年回

屏東的第一天，媽媽先帶我跟妹妹去吃早餐，姊姊

沒有去，因為星期二要考試，吃完早餐叫回屏東了

。到了屏東媽媽先帶我們去看外公，然後再去外婆

家，在外婆家我們等了好久，五阿姨、姨丈、表哥

等親戚們才到，接著是二阿姨一家，這時，外婆已

經煮好午餐要給大家吃了，吃完後我們就一直玩到

晚上，然後才去睡覺。

　　屏東的第二天，吃完早餐我和妹妹、表妹一起

玩，吃完中餐就去掃墓，回來時三阿姨一家也到外

婆家了。表妹養了一隻叫布布的兔子。我覺得牠很

可愛，所以就一直看著牠。我們還有一起玩躲貓貓

和躲避球，到晚餐時，三阿姨一家就先回去了，外

婆煮了很多很多好吃的飯菜給我們吃，吃完就跟小

表弟玩，一直玩到要睡覺的時候。

　　回屏東的最後一天，也就是兒童節，其實這次

回屏東感覺每天都是兒童節，一早起來大家到大阿

姨家吃早餐，只有媽媽、妹妹、小表妹和我留在外

公家吃早餐，然後又玩了一下，大家閒話家常後，

我們就要回家了。

　　我覺得這一次的兒童節很好玩，希望下一次的

兒童節時，疫情可以結束，這樣大家就可以一起出

去玩了。

羅逸安 快樂的寒假與過年 張緁恆我喜歡的中秋節

許永亮 農曆新年

四松四松

四松四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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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首歌的歌詞的其中一句說：【我的未來不

是夢~】，可是我怎麼覺得【我的未來就是夢】？是

我想得太美好？還是這就是事實?我未來又要做什麼

工作呢？

　　從小時候一直到現在，我都很喜歡看書，大概

三年級的時候，有一次在圖書館找圖書館找不到想

看的書，突然就想說：【既然沒辦法看別人寫的書

那還不如自己寫書算了!】一種想當作家的想法就這

樣油然而生，但我後來還是因為覺得麻煩而放棄了

。

　　自從打消了作家的念頭之後，我對【未來的工

作】幾乎沒有了想法，直到四年級，不知道我怎麼

想的，突然想要以後自己開一家公司，然後自己當

老闆，不過五年級以後就忘的一乾二淨了。

    五年級以後，老師建議我以後要當醫生，從那之

後我一直在想，我如果真的可以當醫生的話我到底

要當哪一科的醫生？是內科？外科？還是自己開診

所？一直到現在我都還沒有答案。

　　從三年級到五年級，我都有大概想一下以後要

做什麼工作，可是想到一半就放棄了，我覺得以後

的事情還是以後再想就好了，要不然讓自己想太多

也很無聊，說不定以後可以想到更好的工作哩！

　　上課時，老師宣布5月4日舉行校外教學，要去

蛇窯和特生中心，每一位同學聽完後既高興又期待

這一天快一點到來，蛇窯位於水里鄉，特生中心位

於集集，希望快到那一天。

　　太好了！經過44分鐘的車程，終於到了蛇窯，

老師跟我們說：我們可以玩，但是安全要放第一！

有位導遊帶我們參觀，參觀完後我們就去DIY，做完

後就是我們最喜歡的自由時間了！

　　中午了，我們去明新書院吃午餐，林煒哲的媽

媽請我們喝好喝又冰的奶茶，我們還吃了一支冰，

我們還拍了一張大合照，午餐是學校幫我們準備，

冰是那裡的人請我們學校的學生一人一支。

　　到了最後一站是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特有保育

中心，裡面有一隻小熊，牠才1歲8個月就過世了！

牠爬樹時不小心摔下來就過世了，有一位導遊帶我

們去看影片，有關可愛蝙蝠的影片。

　　時間過得很快，已經回到學校了，我覺得最好

玩的地方是在蛇窯的時候，尤其是做盤子的時候，

我最喜歡的地方是明新書院旁的永昌國小，因為那

裏的人請大家吃冰，林煒哲的媽媽還請喝冰涼的奶

茶。

　　一年一度的校外教學快到了，五月三日那天，

是校外教學的前一天，我既開心又期待。我準備了

零食、餅乾還有海苔，迎接明天很好玩的校外教學

。

　　隔天，五月四日當天，我們去水里蛇窯，一路

上隨著此起彼落的歡笑聲，感覺一下子就到目的地

了，到了目的地，我們全校先拍一張合照，接著解

說員帶我們進入蛇窯內部，一一幫我們細心的介紹

，再來我們去放映室看一個陶製品是如何做出來的

影片，看完影片，讓我領悟到原來做這種東西那麼

費時、費力，因此，令我好敬佩做陶具的師傅。最

後重頭戲來了，等了那麼久的時間終於輪到我們班

做陶具了，我們做的陶具沒有像影片的一樣困難，

一開始我原本想做杯子，只不過我突然大力按了一

下，作品就變成盤子，可是我並沒有灰心

，我反而還覺得我第一次做這個能把盤子做好已經

很好了，做這個實在太好玩了。

　　接下來我們去永昌國小用午餐，謝謝他們借我

們場地吃午餐，吃完了，我們去特有生物中心，在

那裏我學了很多知識，太有趣了。

　　最後，這次的校外教學讓我學到很多東西，同

時也讓我玩得很開心，我覺得這次的校外學是最好

玩的一次，今天我過得真充實啊！

　　最讓我們滿心期待的校外教學終於來了!在5月4

日這天，大家都帶著自己喜愛的包包、自己想吃的

零食，以及興奮的心情，往「水里鄉-蛇窯」出發!

　　第一站，「蛇窯」。剛開始聽到這個名字時，

我還心想：「是不是會有很多蛇啊?有點怕怕的。」

沒想到，蛇窯是一條長長的洞穴，不但不可怕，還

很好玩呢!一開始，有一位導遊哥哥帶領著我們去逛

這裡的各種古早的用具，我還看到一個烏龜造形的

盆子呢!後來，我們到了一個放影廳，看了一部如何

製作古早水缸的影片，對我來說，那長達50分鐘的

影片，就等於催眠片啊∼看完後，我們就來到一個

捏小陶器的地方在叔叔阿姨的指導下，我成功捏出

一個陶碗呢!

　　離開蛇窯後，我們到一棟類似體育館的地方吃

午餐，還有請吃奶茶呢!吃完後，我們到「明新書院

」逛一逛、拍一拍，並且回到遊覽車，往「集集保

育動物園區」前進!那裏有許多的標本、各種的介紹

，從陸地到海洋、從零隻手到八隻腳，這裡有各式

各樣的保育類動物。這真是太神奇了，傑克!

　　我非常喜歡這次的校外教學，真的很好玩，希

望下一次是去遊樂園!

洪冠閔我未來想從事的工作

陳毓貝校外教學記趣

黃鈺媛校外教學記趣

賴冠升校外教學記趣

五松 五松

五松
五松

98



　　這學期，我發現我們

在上主題課程的時候，老

師都會配合國語課，帶大

家穿插著做許多特別有意

思的活動。我想，老師要

我們做這些的目的，就是

要讓我們在多元的活動中

，體驗各種產業活動的精

神及其中的樂趣吧！這個

星期四，我們大家要做的

是創意料理，全班同學非常開心。因為所有人都很

期待，期待著可以吃到好吃的料理，尤其是可以自

己動手做。

　　在做創意料理前的幾個禮拜裡，老師要我們分

組討論，先畫出一張創意料理的計畫心智圖。我們

Ｂ組經過熱烈討論後，決定要做夾心吐司。Ａ組要

做蝶豆花凍，Ｃ組則準備烤厚片吐司披薩。哇！吐

司披薩耶！我的腦子一想到，就好像已經聞到濃濃

的起司香，流口水都快流出來了！

　　那天下午上課的時候，我們Ｂ組開始展開夾心

吐司的製作。我們先試著取兩片吐司，在一片吐司

上放餡料，有巧克力、棉花糖還有香蕉切片，再蓋

上另一片吐司後，用模具壓出可愛的造型，最後放

進烤箱就完成了。整個步驟看起來雖然很簡單，但

是，因為我們的模具實在是太小了，做出來的成品

往往賣像不佳，實在很不理想。最後不得已只好放

棄使用模具，單純裁掉吐司邊包餡夾心，才放進烤

箱烤過之後，交叉斜角切成四等份。

　　終於來到試吃時間啦！我拿起我們的傑作，吃

了一口，哇！真的好吃耶！雖然它們非但其貌不揚

，還有股怪怪的氣味，但當一咬下去，融化的巧克

力和棉花糖，伴著香蕉，在嘴巴裡散開，香甜的口

感立即化作幸福的滋味。真得好香好好吃！名恩來

到我的座位跟我說：「你們這組的夾心吐司好好吃

喔！」我睜大了眼睛，開心的說：「真的嗎？」她

說：「真的！」哇！這句話深深鼓舞了我，今天的

主題課程「食在好點子」真的太值得了，讓我充滿

了成就感。

　　閱讀《星飛過》這

本書的過程，我的心情

跟著起伏，時而有點沉

重，時而會心一笑。本

書的內容雖然字數不多

，卻是一本既感人又發

人深省的好書；其中最

感人的部分，是看見主

角得了癌症之後，他的

球隊朋友們為了她，大

家不約而同都剃了光頭

，那個畫面看起來雖然

讓人有點想笑，卻深深

觸動我的心。

　　我覺得這種朋友在現實生活中應該是不多的吧

！因為我想，大多數的人都覺得剃光頭並不好看，

而故事中星羽的這些棒球隊的朋友們，竟然完全不

介意剃光頭可能會讓人投以異樣的眼光，還表現得

非常陽光、開朗的。我覺得這些朋友不只是朋友，

更像是家人。

　　讀完這本書之後，我深深被感動了。尤其最令

我感到遺憾的部分是：主角最後並沒有如預期地打

敗病魔，不過她應該還是也得到一些心理的補償吧

！因為在故事的最後，她去了那個可以讓過去所有

壞的事情都消失的好地方了。我想對她來說，這也

是一件幸福的事吧！說到那個地方，我也是充滿好

奇。然而經過作者的描述，覺得十分貼切，或許她

真的可以忘卻所有的不愉快與苦痛，那麼對於星羽

最後離開人世這件事情，就顯得不那麼令人難過了

。

　　小時候我所有的事情，幾乎都是媽媽一手包辦

。當我哭的時候，媽媽會耐心的哄我；肚子餓的時

候，媽媽會細心的餵我。就算再怎麼辛苦也從不喊

累。我想這正如俗話說的：「在孩子和母親之間，

母親始終是一隻超載的輪船，任憑風吹浪打，經歷

千辛萬苦也心甘情願。」

　　記得有一次出去旅行，我突然覺得肚子痛，不

管吃什麼都留不住，一直上吐下瀉。那時，我們到

餐廳吃飯，是媽媽陪著我。因為我沒辦法吃飯，媽

媽也沒吃，還請餐廳老闆給我一碗粥。後來媽媽著

急帶我到附近的診所看診，一路還溫柔地安慰我。

在我吃完飯後，媽媽就匆忙帶我回餐廳，我看他勉

強吃了幾口飯菜，就帶我回家了。當時我就感覺到

了，媽媽真是辛苦！而那一天，回到家之後，媽媽

也感冒了。

　　我還記得媽媽常常跟我分享生我和哥哥時發生

了甚麼。她說哥哥出生時，一下子就生出來了。可

是在生我的時候，就沒那麼順利了。當時的我，一

直往肚子裡面縮，醫生想拉我，卻拉不出來。最後

只好給媽媽打了一支幾千元的催生針。媽媽忍下了

那些痛苦，才平安將我生下來。媽媽還說，記得哥

哥剛出生的時候，簡直就是巨嬰，到嬰兒房看小貝

比時，一看就知道哪一個是哥哥呢！雖然這聽起來

挺有趣，但我知道那是媽媽最辛

苦的一段記憶。

　　我相信「凡為父母者，

莫不愛其子女。」我更相信

：世上的一切光榮和驕傲，

都來自母親。每一次，我遇

到考試考不好時，媽媽雖然

會輕輕地責備我，其實，最

多的還是一句句溫柔的鼓勵

。所以，如今我能不斷的進步

，成為更好的自己，都是因為有

媽媽的支持。

　　每年過生日的時候，大家都以為是在為自己慶

生，可是仔細想想，那是媽媽生我的日子，是母難

日。我很感謝媽媽忍下那些痛苦，把我帶來人世。

我想要謝謝媽媽一直為我付出心血、付出愛。如果

沒有媽媽，又如何有今天的我？我以後一定會更加

努力，為媽媽做更多的事，來回報這份母愛，但是

，這份愛又如何報答得了呢？ 

　　一月

一日是我

們學校的

校慶。為

了要迎接

貴賓和校

友們，大

家卯足了

勁，一早

就把校園

打掃得乾乾淨淨的。此外，從幾個禮拜前起，全校

各班努力練習了各具特色的班級口號、節奏律動⋯

⋯，準備在慶當天展現給大家。

　　在校慶將近的前一個星期，我們每天早上都要

勤加練習。中午跳鼓陣也要到地下室排練，練到下

午第一節才休息。有時候，下午會聽到舞蹈班的同

學揮汗練舞⋯⋯。其實光想到這些，我就覺得就很

累耶！然而我算是其中比較優閒的人，因為除了全

校的迎賓舞之外，我沒有參加學校的任何社團活動

，可以盡情欣賞大家帶來的表演。

　　到了校慶這一天，大家都很興奮。活動場是全

校一起跳舞進場。我們一邊唱著五五六六的「好久

不見」，一邊跳著迎賓舞，緩緩進入操場中央。熱

情的節奏和我們魅力四射的舞蹈，吸引了大家的目

光。再來，當然是學校最具特色的跳鼓陣的表演。

果然，他們一出場就帶動了全場氣氛。看它們奮力

跳躍、扭腰擺臀，精神抖擻的，炒熱了整場的氣氛

。接下來還有舞蹈社、直排輪⋯⋯等，還有營北國

中帶來的戰鼓、舞龍和儀隊舞槍，以及社區阿姨們

帶來優雅的土風舞，最後是學長表演的怵目驚心、

驚險萬分的獄火。各式各樣的表演，看得我們眼花

撩亂。

　　然而，由於節目實在很多，以至於時間被嚴重

壓縮，我們的趣味競賽竟然慘遭取消。我覺得這是

今天唯一美中不足之處，還真的讓人有一點點失望

。不過，吃完午飯後，我還有參加僑建國小生日的

蛋糕的製作，那個翻糖蛋糕的甜蜜滋味真的很好，

香香甜甜的味道讓人回味無窮。這才彌補了沒能參

加趣味競賽的小小失落。

　　我覺得這次的運動，因為多了很多遊戲項目和

節目表演，變得更有趣了。其中儀隊表演和獄火，

更讓我大開眼界，讚嘆不已。雖然趣味競賽暫時被

取消了，卻還是讓我留下許多美好、驚奇的回憶。

林珮萱食在好點子

林柏宇無以回報的母愛

簡士程閱讀心得--星飛過

吳名恩難忘的校慶

六松六松

六松
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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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松 二松

朱楷炘-創意汽車

林彤諾-創意汽車

徐梓綱-創意汽車

張宜容-幾何變化

許榆昀+胡芷瑜-樹的拓印

蔡忞晉-創意汽車

張宇呈-幾何變化

陳梓瑭-創意汽車

徐堉恩-貼畫

扇子花園-李品翰

扇子花園-蔡旻宜

海底世界-蔡佳芸

紙杯娃娃-洪唯菱

紙杯娃娃-鄭綵琳 紙杯娃娃-賴建均

紙杯娃娃-廖豈芳

紙杯娃娃-王語涵

海底世界-王語涵

扇子花園-劉芷含汪志霖-貼畫

許睿宬-貼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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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陳宇陞

牛轉乾坤

相框-陳宥叡

陶藝-林釵玫

陶藝-洪晨哲
陶藝-張竣嵐

陶藝-郭泰彣

陶藝-王亞宓
陶藝-古國強

畫框-張俊皓

三松 四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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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松 六松

母親卡--女生版 母親卡-男生版

母親節海報-共同創作 多肉植物-男生版

趣味小書--女生版 趣味小書-男生版

雲端發票-范庭瑜 雲端發票-黃鈺媛 雲端發票-羅子洹 多肉植物-女生版

美勞作品  可愛的小多肉

商品攝影六松士程、凱程、崑懿、柏宇、柏辰

美勞作品  母親卡

商品攝影--六松宜琦、芳郁、名恩、采錞

商品攝影六松 
敏全、京甫、暉淇、凱鈞

商品攝影六松 
峻安、侑隆、姿瑜、星頤

商品攝影六松珮萱、俐心、穎蓁、芃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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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松 二松

戶外教學

南投意麵節 水里蛇窯 舞蹈表演

萬聖節 自製飛機 樹的拓印

德陽艦區 校慶 聖誕節

校慶運動會

校慶籃球表演-1 家長參觀日-舞蹈表演校慶籃球表演-2

家長參觀日-英語歌曲表演 家長參觀日-跳蚤市場 校外教學-億載金城

兒童節趣味競賽 校外教學-彩繪劍獅 校外教學-陶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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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松 四松

水里蛇窯-甕牆 60校慶

吃飯配英文歌 母親節快樂

討論與分享 牛轉乾坤 愛你

好忙 跳蚤市場 酷喔

多元展演

最大的陶器

帶動跳

跳蚤市場

舞蹈表演

西餐禮儀 書法課

特生中心

文意討論

手拉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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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松五松

明新書院 水里蛇窯

特有生物保育中心
阿鵰來了

水里蛇窯 國家歌劇院

億載金城之阿姆斯壯大砲 六十週年校慶 安平古堡

大球遊戲

享受晨讀時光

小姑娘  長成亭亭玉立囉！

莫忘僑建情

我們帥吧！

閱讀 歡欣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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