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花絮★☆★☆ 
十二月份活動： 
12/04(五)宜蘭美術館之旅

(3~6年級)。   
12/05(六)族語檢測。 
12/08(二)「相遇幸福」婦女

教育~3。 
12/15(二 )國泰寒冬送暖活

動。 
12/21(一 )幼兒園耶誕節活

動。 
12/23(三 )第二次作業審查

(習作)。 
12/23(三 )東岳社區敬老活

動 (3～6年級) 。  
12/24(四)歲末聖誕成果發

表會。                    
01/01(五)元旦放假一天。 

☺☻☺☻☺☻☺☻☺☻☺☻☺☻ 
一~二月份未來行事： 
01/08(五)單字王測驗 3。 
01/11(一)~ 01/14(五)期末評量

週。 
01/21(四)~ 02/17(三)寒假。 
01/26(二)~ 01/28(四)自然活動

營(3~6年級)。 
02/17(三)返校日。 
02/18(四)第二學期開學日。 

◆◇◆◆◇◆◆◇◆◆◇◆◆◇◆ 

聖誕活動 
三忠 林晲寊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
終於到了，我好期待
喔！ 
    今天是平安夜，學
校已經舉辦很多活動
了，十點我們集合到風
雨教室，接著聖誕老公
公要發糖果，再來是六
到一年級表演，我們班
是表演鯊魚寶寶和做運
動，當我們跳到一半
時，六年級的大哥哥大
姊姊也跟著一起跳，我
覺得這時精神變得更好
了呢！最後就是交換禮
物的時間了，我抽到一
個鉛筆盒，剛開始感覺
有一點失望，但後來我
還是很開心。 
    這次的聖誕節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我可愛的
小妹跳舞時的樣子，我
覺得他是他們班跳得最
好的。 
    我要謝謝校長和老
師，還有廚房阿姨幫我
們準備豐盛的午餐。 
◆◇◆◆◇◆◆◇◆◆◇◆◆◇◆ 
 ☺☻☺☻☺☻☺☻☺☻☺☻☺☻ 

 
東澳警察局  

二忠 以紹．吉娃斯 
◆◇◆◆◇◆◆◇◆◆◇◆◆◇◆ 

 
東岳村衛生室  

二忠 江罄妍  

♠♥♣♠♥♣♠♥♣♠♥♣♠♥♣♠♥♣♠ 
家族旅遊  四忠 林樂 

    星期四是中秋節，
也是我期待已久的家族
旅遊。這是奶奶漢家兄
弟姊妹家族，我奶奶是
大姊，還有兩個弟弟ヽ
兩個妹妹。兩台遊覽車
載了六十個人，有老有
小很熱鬧，雖然有一些
親戚我不認識，但我會
大方的介紹自己。 
    第一天一大早就開
始了我們的旅行，去了
客家文化園區ヽ高美濕
地。客家文化園區造型
很美，是綠建築，高美
濕地靠海有巨大的發電
風車，風景棒但風太
大，有些人的帽子都飛
走了，女生們直拍網美
照，爸爸帶我走濕地。 
   第二天去后里手築
館ヽ麗寶樂園。手築管
裡大大小小又是一陣網
美照，我一直跟家族的
小朋友玩。下午的麗寶
樂園是我最喜歡的行
程，老人婦女小孩都去
百貨公司逛，年輕人去
樂園玩，爸爸帶我跟表

哥去冒險，我玩八種遊
樂設施，我來說明，玩
了時光旅行ヽ飛象藍天
ヽ黃冠鞦韆ヽ青蛙跳ヽ採
磺飛車ヽ旋轉木馬ヽ時
空飛俠ヽ搶救地心ヽ音
速迴旋。我最喜歡玩的
是音速迴旋，高速的快
轉，感覺心臟要停止。 
◎●◎●◎●◎●◎●◎●◎●◎ 

聖誕活動 三忠 劉丞軒 
     12月 24日星期四我
們早上寫了卡片要送給
幼稚園的老師們，幼稚
園的老師也有送我們糖
果，我覺得很開心。 
    十點我們就要開始
跳舞，聖誕舞蹈首先是
六年級的學長姊跳舞，
再來是五年級的熱舞，
之後就是三年級和四年
級一起跳舞，我的心裡
七上八下的。 
    12 月 25 日星期五我
們坐火車去蓬萊國小，
跟蓬萊國小的學生交換
卡片及交換禮物，我真
是開心，活動結束我們
就坐火車回來東澳了。 
    這一個禮拜的聖誕
活動很多，我們班有將
聖誕卡片傳愛給學校每
一位老師，也有送給陪
伴我們參加活動的晞彤
媽媽和晲寊媽媽，最後
謝謝我們老師帶我們做
了許多活動，我們班都
說讀三忠真幸福。 

☺☻☺☻☺☻☺☻☺☻☺☻☺☻ 

 

 

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份校刊 



 
東澳村辦公室  

二忠 曹佳穎 
◎●◎●◎●◎●◎●◎●◎●◎  
一則故事的省思 

六忠 薩祈珥 
    故事改變了生活，
有的故事讓我的生活多
采多姿，有的故事卻充
滿了省思的空間，讓我
思考「美」並不在我們
看得到什麼，而是在心
中感受到什麼。這個故
事就是－心中的花園。 

有一位住在市郊的
盲人，他在院子裡闢了
一個小花園。一有空
閒，他就在花園裡細心
的除草、施肥，輕輕的
跟花兒說話。有一天，
一個朋友來探望他，被
園裡的花兒吸引住了，
花開了！朋友急著把花
開的消息告訴他，盲人
說：「我知道啊！我一朵
一朵撫摸過它們，也聞
到了花香，有的濃郁，
有的散發淡淡的清香。」
他的朋友由衷地說：
「哇！滿園春色，真
美！」盲人謝謝朋友的
讚賞。左鄰右舍、路過
的人、來訪的朋友……
都喜歡他的花園，他們
看見園裡的花，也都發

出相同的讚嘆。 
盲人種下的這些

花，是想要讓這世界更
美麗。他想，自己看不
到沒關係，只要四面八
方的人看了喜歡、看了
高興，他就心滿意足
了。盲人一想到這裡，
不禁開心的笑了起來，
他看見自己心中的花
園，開滿了燦爛的花
朵。 

世界上有很多人可
能是天生有缺陷或因車
意外事故變成盲人，他
們不但沒有放棄自己的
人生，反而是做些很有
用的事情，例如：種花、
種菜、畫圖創作，還有
唱歌、表演……等等。
我上次有遇到一位盲人
在街上表演唱歌，我很
佩服他，因為他並不害
怕人家笑他，反而是很
有自信的放膽去表演。
所以，如果你是盲人或
一些肢體有障礙的人，
千萬不要放棄自己的人
生，大方的走去外面做
些有意義的事吧！如果
不是，那就更應該去感
受身邊美好的事物。 
♠♥♣♠♥♣♠♥♣♠♥♣♠♥♣♠♥♣♠ 

日記一則 :種花椰菜的
體悟 

五忠 謝若傑 
109年 12月 18日 星期五 
    今天天氣很好，老
師說: 「走吧!去整理我
們的菜園。」一走進菜
園，感覺空氣好清新，
翻動濕濕黏黏的泥土，
散發出一股土味。今天

的花椰菜特別有精神，
長得比以前大，我發現
菜葉被蟲咬的好慘啊！
都怪我疏於照顧，我還
發現根部外露很嚴重，
整株花椰菜快要傾倒
了，立刻挖了走道上的
土去覆蓋它，讓它穩
固。從這一件事我體會
到，很多事情如果一開
始就把基礎做好，到後
面就不必做太多彌補的
動作，像我今天這樣，
花了許多功夫才把花椰
菜救回來。 

‡‡‡‡‡‡‡‡‡‡‡‡‡‡‡‡‡‡‡‡‡‡‡‡‡ 

 
聖誕許願襪  

二忠 鄧星妤  

☺☻☺☻☺☻☺☻☺☻☺☻☺☻ 
分享的力量 
五忠  陳仁凱 

    有一家電器公司舉
辦有獎徵答活動，題目
是:「從上海到倫敦，怎
麼去才好玩？」有一個
小朋友的答案中選了，
他的答案是:「和朋友去
最好玩。」這就是分享
的力量。 
    瑞典名人諾貝爾，
他從小課業很好，他把
自己的筆記送給生病在

家的同學，讓他同學的
成績維持在第一名。長
大後，他因為發明炸藥
而成為鉅富，他把全部
的財產捐給在國際上有
重大貢獻的人，他會成
功是因為他心胸廣大，
而且又樂於分享給別人
的態度。 
    陳樹菊奶奶從小刻
苦耐勞，到市場賣菜養
活一家人，長大後，她
把存了四十年的錢捐給
母校蓋圖書館。我看了
她的故事，我覺得陳樹
菊奶奶是一位懂得分享
的人。 
    從這兩則故事中，
我好像體會到分享的力
量有多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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