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花絮☆★☆★☆ 
110年 11月~111年 01月份活
動： 
11/04(四)婦女成長團體 8。 
11/06(六)族語戲劇比賽。 
11/09(二)順安國小中山分校

戶外教育。 
11/10(三)三棧國小戶外教育。 
11/12(五)鄉土語合唱比賽。 
11/08~13(ㄧ~六) 總統盃射箭比

賽/嘉義中正大學。 
11/16(二)育英國小戶外教育。 
11/18(四 )編織美學公開課拍

攝。 
11/20(六)宜蘭縣舞蹈比賽。 
11/23(二)蓬萊國小戶外教育。 
12/02(四) ETA訪視。 
12/03(五)單字王測驗 2。 
12/04(六)學生族語認證。 
12/06(一)校外教學。 
12/11、12(六、日)全國戲劇比

賽。 
12/20(一)台北霞海城隍廟捐

贈腳踏車。 
12/24(五 ) 智慧傳承~幸福家

庭一日營。 
12/31 (五)元旦補假一天。 
01/07(五)單字王測驗 3。 
01/12(三)期末定期評量開始。 
01/18(二)湖山國小校際交流。 
01/19(三)結業式。 
01/20(四)第一學期結束。 
01/21(五)寒假開始。 
01/20、21(四、五)射箭比賽(花

蓮卓溪國小)。 
02/11(五)第二學期開學。 

☺☻☺☻☺☻☺☻☺☻☺☻☺☻ 

 ☺☻☺☻☺☻☺☻☺☻☺☻☺☻ 
校外教學趣 

一忠 李海柔 
    這次的校外教學我
很開心，我做了藻球瓶
DIY、自己桿麵條，還有
跟朱茵姐姐一起釣魚，
希望還能再去一次。 

 
◆◇◆◆◇◆◆◇◆◆◇◆◆◇◆ 

 
彩色的森林 
三忠 江罄妍 曹佳穎 
     許育誠 王晟威 

♠♥♣♠♥♣♠♥♣♠♥♣♠♥♣♠♥♣♠ 
    我願   六忠 朱茵 
不被言語打敗 
不被黑暗帶走 
不畏狂風暴雨  
 
擁有善良的心 
沒有強烈的情緒 
凡事以微笑帶過 
 
無論遭遇任何困難 
不要逃避 

用正確的方式去面對 
你只能靠自己 
你的心要強大 
總有雨過天青的時候 
 
我想成為這樣的人…… 
平凡 
知足 
快樂的人 

‡‡‡‡‡‡‡‡‡‡‡‡‡‡‡‡‡‡‡‡‡‡‡‡‡  

男生女生大不同 
四忠 林晲寊  

    如果這個世界少了
男生，這個世界就會少
了笑聲和大力士；如果
這個世界少了女生，這
個世界就會少了可愛和
漂亮。我是一個女生，
我喜歡當女生，因為可
以穿上很美麗的洋裝。 
    男生眼中的女生很
三八，整天愛拍照，而
且很膽小、愛計較，好
像全世界都要聽她講完
那一句話，而且動不動
就要哭，好虛弱唷！  
    女生眼中的男生很
皮，但是會保護女生，
男生就像一個盾牌，怎
麼打也打不壞，但是男
生有時候也會用他一身
強壯的身體來欺負女
生，讓女生變成虎姑
婆，而且怎麼罵都罵不
聽。 
    男生和女生的個性
不同，很多事情的解決
方式也不同，當這世界
上有了女生，這個世界
就漂亮了起來，當世界
上有了男生，這個世界
就勇敢了起來！ 

◎●◎●◎●◎●◎●◎●◎●◎ 

 

 
 
 
 
 
 
 
泡泡畫   二忠 王愷睿 
☺☻☺☻☺☻☺☻☺☻☺☻☺☻ 

校外教學趣 
一忠 藍若熏 

    這次的校外教學我
很開心，我學到了藻球
瓶、桿麵條，還有到員
山公園溜滑梯，希望還
能再去一次。 

 
◎●◎●◎●◎●◎●◎●◎●◎  

 
剪報~生命啟示錄 

五忠 薩昊珥 

 

 

110年 11月~111年 1月份校刊 



  大象   四忠 劉丞軒 
大象的鼻子像水管 
大象的耳朵像扇子 
大象的嘴巴像錢幣 
大象的眼睛像堅果 
大象的腳像柱子 
大象的後背像大鼓 
大象的屁股……是世界
上最大的桃子 

‡‡‡‡‡‡‡‡‡‡‡‡‡‡‡‡‡‡‡‡‡‡‡‡‡ 

 
泡泡畫   二忠 羅苓禎 

☺☻☺☻☺☻☺☻☺☻☺☻☺☻ 
   它    四忠 江罄允  
它不是他，不能當兵、
騎車 
它不是她，不能坐月
子、穿裙子 
它不是牠，不能奔跑、
搖尾巴 
它不是祂，不能上天
堂、有遺照 
  
它只是默默的，看著他 
看著她和牠和祂 
自由的，在祂的天堂裡 
◆◇◆◆◇◆◆◇◆◆◇◆◆◇◆ 

畫圖日記~校外教學 
二忠 林晲宣 

    校外教學這一天，
我好期待，我們搭遊覽
車到員山的勝洋休閒農
場，他們先介紹環境。 
    介紹完，我們就要
開始做東西了，她給我

們一個人一瓶豆奶，我
們把豆奶喝完、我們一
個人選 3 個貝殼，先放
沙子和裝水，再把水草
和綠藻球放進去，就完
成了澡球瓶，看起來很
漂亮。 
    準備吃午餐了，我
們一個人一個麵團，首
先把它壓平，接著機器
裡面，然後，把它拿去
煮一煮，最後就有好吃
的湯麵可以吃了。 
    吃完我們要搭遊覽
車去員山公園，我們在
員山公園吃零食，過了
一下子，我們就要回東
澳了，我覺得今天最好
玩的是做水藻瓶，好開
心! 
 
 
 
 
 
 
 
♠♥♣♠♥♣♠♥♣♠♥♣♠♥♣♠♥♣♠ 

 
編織集錦    一忠全班 
♠♥♣♠♥♣♠♥♣♠♥♣♠♥♣♠♥♣♠ 

 
 
 
 
 
 
 
 
 
聖誕襪    二忠全班 
♠♥♣♠♥♣♠♥♣♠♥♣♠♥♣♠♥♣♠ 
一份愛的禮物 

五忠 鄧皓恩 
從小到大，最讓我

開心的是哥哥。哥哥個
性幽默、開朗，媽媽說，
小時候他時常會逗我
笑。我哭時，哥哥安慰
我；我睡覺時，他幫我
蓋棉被。這一份愛的禮
物，是我哥哥。 

哥哥升上國中後，
我彷彿少了一個依靠，
我想快點升上國中跟著
哥哥。他就像我的守護
神一樣，被欺負時，他
會挺身而出；在家裡，
他會教我功課，也會陪
我玩手機，讓我的生活
充滿了快樂、安全感。 

這段快樂的時光，
哥哥教會了我很多事。
我們有時會玩在一起，
有時會大吵一架。有一
次，我練完射箭回來，
因為太累了，玩一玩就
睡著了。他躺在我旁邊
鬧我，還叫姐姐幫忙錄
影，後來他們就傳到家
人群組，隔天我才知道
這件事。 

長大會變得敢做冒
險的事，我們一家人中
最常受傷的人是哥哥，
而且都是很嚴重。小時

候跟外婆和阿祖出去
玩，那時我年紀很小，
但還是保有一絲絲的記
憶。哥哥和姐姐在浴室
玩水，突然傳來一陣哭
聲，是哥哥撞到下巴
了。爸媽以迅雷不及掩
耳的速度衝到醫院，幸
好沒事，只是皮外傷，
但我到現在都還驚嚇不
已！ 

還有一次是哥哥從
國小的滑梯上跳下來，
他的手很痛，老師帶他
回家，哥哥就哭了。哥
哥平常受傷不會哭，只
是痛。到醫院檢查時，
發現他骨折了，經過長
久的治療，終於傷已經
好了。 
更誇張的是哥哥玩

硬幣，一不小心把硬幣
吃進去，爸媽帶他到醫
院開刀，過了一段時
間，他痊癒了。 

有一次，我跟哥
哥、朋友去湧泉玩，發
現有一個洞，他跟朋友
拿一塊木板準備要滑出
去，但是哥哥的腳被玻
璃刺到，趕緊回家止血。 

這一份禮物因為有
「愛」，所以「珍貴」比
「昂貴」重，「情誼」比
「價格」有意義。這一
份愛的禮物就是我哥
哥，因為他在我有困難
的時候幫助我，他每一
次的傷就像奪走我身體
的一部分。 

謝謝哥哥帶給我快
樂，雖然我沒有弟弟，
但他教會了我當哥哥的
責任。謝謝你，哥哥；
謝謝你~劭恩。 



‡‡‡‡‡‡‡‡‡‡‡‡‡‡‡‡‡‡‡‡‡‡‡‡‡ 

    它   四忠 林語彤  
它不是他，不能開車、
蓋房子 
它不是她，不能坐月
子、懷孕 
它不是牠，不能吃生
肉、奔跑 
它不是祂，不能有靈
魂、上天堂 
  
它只是默默的，看著他
看著她 
開心的，在它的世界裡 

♠♥♣♠♥♣♠♥♣♠♥♣♠♥♣♠♥♣♠ 

 
爸爸打山豬 

三忠 高浩樂 
◆◇◆◆◇◆◆◇◆◆◇◆◆◇◆ 

畫圖日記 
~我去台北看比賽 

二忠 孫琦媗 
    110 年 11 月 20 日星期
六我去台北看琦森哥哥
比球賽，晚上我睡在大
來飯店，住了兩天一
夜，晚上去吃飯的時

候，我看媽媽的手機，
我跟姊姊和父母看哥哥
比賽籃球，哥哥那一隊
贏了三場籃球比賽，都
贏了好厲害呀! 
    110 年 11 月 21 日禮拜
天，我還是去看比賽，8
點 53 分的時候我才起
床，我們 12 點退房，我
跟姐姐睡覺，睡起來的
時候爸爸帶我去全家買
早餐，下午我們去吃麥
當勞，我跟爸爸搭客運
回家，我覺得超開心的。 

 
☺☻☺☻☺☻☺☻☺☻☺☻☺☻ 

 
剪報~生命啟示錄 

五忠 陳芳柔 

♠♥♣♠♥♣♠♥♣♠♥♣♠♥♣♠♥♣♠ 

◆◇◆◆◇◆◆◇◆◆◇◆◆◇◆ 

畫圖日記~校外教學 
二忠 漢郡妍 

    今天我們全校去員
山勝洋水草和軍事公園
校外教學。 
    首先，我們去勝洋
休閒農場，下車後我們
就分組參觀。我們還做
DIY。接著，我們自己做
麵吃。然後，我們就去
員山公園，我們很高興
的去玩溜滑梯。然後，
我們就回家了。 

 
‡‡‡‡‡‡‡‡‡‡‡‡‡‡‡‡‡‡‡‡‡‡‡‡‡ 

 
狩獵課筆記 

三忠 漢禹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