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花絮★☆★☆ 
一、二月份活動： 
01/18(一)六年級：郭元益聯

歡活動。 
01/19~20(二、三) 酸雨檢測

課程育樂營。 
01/20(三)結業式。 
02/22(一)第二學期開始。 

☺☻☺☻☺☻☺☻☺☻☺☻☺☻ 
三月份未來行事： 
03/01(一) 二二八補假。 
03/05~06(五 ~六 ) 普列斯計

畫~南澳創新教育
共識營。 

◆◇◆◆◇◆◆◇◆◆◇◆◆◇◆ 
寒假記趣 
二忠 高浩樂 

    新的一年，我要祝
大家新年快樂。每年我
都很期待過年的到來，
因為我可以領到紅包，
還可以玩到很多的鞭
炮、吃到爸爸煮豐盛的
團圓飯。  
    過年期間伯母帶我
們去花蓮的農場玩，我
們有騎馬、玩卡丁車、
沙灘車、餵羊喝奶、
草……晚上我們住花蓮
的民宿，這天玩得真開
心。 
    回家之後，爺爺又

帶我們去羅東吃麥當
勞，還逛了夜市，這個
寒假我過得既充實又快
樂。 

 
◆◇◆◆◇◆◆◇◆◆◇◆◆◇◆ 
 ☺☻☺☻☺☻☺☻☺☻☺☻☺☻ 

 
閱讀學習單  

一忠 林晲宣 
◆◇◆◆◇◆◆◇◆◆◇◆◆◇◆ 

鏡子裡的自己 
五忠 黃瑀涵   

    這一節課，老師放
了音樂，要我們準備鏡
子，一邊看看鏡子裡的
自己，一邊回想這學期
的學校生活。 
    這學期，有些時候
很快樂，有時候不開
心。看著鏡子裡的自
己，我看見了一個孤獨
的人，這個我好像一隻

小狗。我想丟掉我的煩
惱，讓自己變得開心一
點，就算我是一個在這
裡生活，我也要堅持下
去！看著鏡子我告訴自
己，我想把不開心的事
全部丟到垃圾桶，想想
我還有愛我的家人、關
心我的老師和陪伴我的
同學，我並不是一個人
呀！我應該要珍惜現在
的每一刻，也要珍惜同
學給我的鼓勵。  
    接著，老師要我們
走到大桌子前選一張能
量卡，我選中了一張上
面寫著:「只要懂得提升
自己，沒有人會小看
你。」當我看到這張小
卡時，我很感動，我想
對小卡說:「你說中了我
的心事，好像在為我加
油，謝謝你。」 
    有一句話是這樣
說:「機會是留給準備好
的人。」我非常認同，
從現在開始，我要努力
地改變自己，成為更堅
強的人。  

♠♥♣♠♥♣♠♥♣♠♥♣♠♥♣♠♥♣♠ 
寒假記趣  漢禹 

    春節前，我們全家
去花蓮玩，首先我們去
一個地方看水梯田，接
著到星巴克貨櫃屋騎電
動車，然後去家樂福買
東西，最後去阿姨開的
民宿烤肉，真是開心。 
    除夕夜，我們跟叔
公家一起吃團圓飯，我
們家族人很多，總共要
兩桌，吃飯時非常熱
鬧。初二時，我們去中
壢阿姨家吃飯，初三我
們和舅舅去嘉義玩，我

們先去故宮南院看古
蹟，晚上住棒棒積木飯
店，飯店裡的裝飾都是
積木，還有我最愛的積
木遊戲室，真想一直待
在飯店。隔天還去棒棒
驚奇館玩了一整天，傍
晚我就帶著滿滿的回憶
回家，結束這美好的假
期。 

 
◎●◎●◎●◎●◎●◎●◎●◎ 

我的爸爸 
三忠 林晲寊 

我的爸爸， 
像一位帥氣的王子， 
叩嘍叩嘍的騎著白馬， 
騎到晲寊公主的身邊， 
保護著晲寊公主。 
 
我的爸爸， 
像一隻高大的大猩猩， 
挺著胸口，用強壯的雙
手抱著他的小孩。 
 
我的爸爸， 
像一位厲害的工人， 
只要有東西壞掉， 
找他就對了。 
 
我的爸爸， 
是史上最棒的爸爸， 
是史上最厲害的爸爸。 
 
我的爸爸， 
永遠不會離開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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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學習單  

一忠 羅苓禎 
◎●◎●◎●◎●◎●◎●◎●◎  
你一定要去的中正紀念堂  

六忠 羅凱俊 
    那裡有非常漂亮的
美景，你肯定去過！像
一個清朝宮殿的大門，
這是個很多網紅、網美
拍照的地方。它的面積
二十五萬平方公尺，晚
上散步時很像在宇宙中
行走，還可以模仿太空
人翱翔在外太空，這是
你一定要去的地方。 
    如果天氣好，早上
會有好多小朋友玩風
箏，有各式各樣的風
箏，還有販賣風箏的攤
販。繼續走下去會看到
路上有很多鴿子，可以
餵食麵包。那邊還有一
大片花園，我和親戚在
裡面開心的玩躲貓貓、
鬼抓人。節慶時也能看
到憲兵表演，以及超人
最愛的 KAKAWAS 巨型公
仔，他的樣子像卡通反
派的角色，下降在中正

紀念堂很吸引人注意，
如果你去看可能會有不
同的大型娃娃出現喔！ 
    中正紀念堂的周圍
有櫻花跟梅花，往前走
會看到一條小橋，前面
有一大片很大的湖，湖
裡面游來游去的鯉魚看
起來悠閒自在，走過去
還會聞到撲鼻而來的花
香。正面有四個大門，
顛倒過來看起來像弓。
還有，國慶日曾展出二
十三輛花車，也有可愛
的動物花車，有些還可
以上去乘坐，更有其他
許多好玩的東西。憲兵
表演耍槍，看起來很豪
邁，噴射機噴灑粉沫真
是漂亮，燦爛的煙火也
是我喜歡的風景。 
    這就是我推薦你來
這裡的理由，這裡有新
奇好玩的東西，華麗精
彩的表演，還有大人和
小孩喜歡的風箏。那邊
的風景很漂亮，適合你
帶一家人來拍照、打
卡，來享受當網美的樂
趣。這是外國人跟台灣
人一定會去的景點，你
一定要去這個地方走走
喔！ 
♠♥♣♠♥♣♠♥♣♠♥♣♠♥♣♠♥♣♠ 

寒假記趣 
二忠 黃芷筠 

    除夕一大早，阿嬤
忙著準備拜年的東西和
晚上的團圓飯，我也跟
著一起幫忙。晚上伯父
他們一家也來了，家裡
變得很熱鬧，姑姑還送
我鬼滅之刃的鉛筆盒和
鉛筆，我好喜歡。 
    初四我們去梅花湖

走春，我看到橋下有很
多漂亮的天鵝，那邊風
景很美，有很多人都在
拍照，我還帶著鬼滅之
刃的皮包和家人一起拍
照呢。 
    初六時，全家人一 
起去保安廟拜拜，我看
到別人在燒金紙和銀紙
給土地公、虎爺、仙公…
覺得很新鮮。回到家
後，我跟弟弟、妹妹玩，
覺得很幸福。 
 

 

 

 
 
 
 
 

 

‡‡‡‡‡‡‡‡‡‡‡‡‡‡‡‡‡‡‡‡‡‡‡‡‡ 
我的編織課 

六忠 薩心佑 
    我的編織課，非常
有趣！每次都很期待雙
週星期二下午的編織
課，而且每一堂課都不
一樣，美香老師總會帶
來一些奇奇怪怪的道
具，但沒想到那些道具
竟然是我們上課的材
料，真是讓我大開眼
界！也讓我知道祖先是
多麼的聰明。 

還記得第一堂課，
我們去山上的苧麻田割
麻，老師說一些割麻要
注意的事項：(一)選擇紅
棕色莖幹；(二)離地面約

三公分；(三)在割麻時旁
邊不能有路人甲； (四 )
割好的麻要放好。當
然，我們都有注意老師
說的話，好好割，好好
放。 

第二堂課是我請假
沒有上到捻線，覺得好
可惜！唯一我最愛的一
堂課就是捲球，不但簡
單又好玩，當球越捲越
大，我會越期待捲完看
看它的樣子。一做完就
會充滿成就感，真是感
動！ 

過程中，我跟亞澤
分配到同一組，在捲球
時好像是因為看起來太
簡單了，一時大意把手
上的線放了下來，當時
也是嚇了我一大跳，深
怕要重新用線。但幸好
秋月老師馬上來救助我
們，好笑的就是在掉下
去的那一刻，亞澤跟我
的臉僵在那兒，完全不
知所措。秋月老師過來
幫我們弄好線，轉瞬間
神奇的是竟然馬上就好
了，也讓我見識到老師
的厲害。 
    編織課，其實真的
不只有趣，還讓我學習
好多。現在心裡滿是興
奮和期待。而我，非常
謝謝美香老師的教導，
也非常感謝秋月老師的
幫忙，更感謝有嘉珍老
師幫我們拍照和紀錄。
因為有三位老師，我們
才可以上這麼新奇又好
玩的編織課。下一個學
期我也會認真上課，一
起傳承祖先的智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