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花絮★☆★☆ 
111年 04月份活動： 
04/04(一 )兒童節放假一

天。 
04/05(二 ) 清明節放假一

天。 
04/08(五)~ 09(六) 慈心華德

福到校課程體驗。 
04/20(三)五年級南澳泰雅

文化館校外教學 
04/23(六)泰雅族語認證。 
04/29(五)小一新生報到。 
04/30(六)~ 04/30(六)運動體驗

營/國體學生。 

 ☺☻☺☻☺☻☺☻☺☻☺☻☺☻ 

 
一、持續校門口量體溫

政策。 
二、持續於校園執行清

潔消毒工作。 
三、落實環境消毒及清

潔，個人保持良好
衛生習慣，若身體
不適請在家休息。 

四、密切追蹤居隔或自
主健康管理者的狀
況。 

五、非常時期如有足跡
重疊或直間接接觸
者請主動快篩以杜
絕校園群聚傳播。 

◆◇◆◆◇◆◆◇◆◆◇◆◆◇◆ 
運動會記趣 

一忠  

 
謝加略：運動會開始
了，姐姐唱國歌真好
聽，之後我們先跳
舞，再去跑步，最後
的接力賽更刺激，我
好喜歡運動會。 

     

 
李海柔：運動會開始
了，我們先跳舞，再
跑 60公尺，然後玩圈
圈叉叉(趣味競賽)，我
還看大人們跑步，幫
他們加油，運動會真
好玩。 

♠♥♣♠♥♣♠♥♣♠♥♣♠♥♣♠♥♣♠ 
我是神奇密碼 

三忠 漢禹 
我長得四四方方，

像一個正方形的房子，
仔細看你就會發現我的
四個角落都有小方塊，
長得很像「回」這個字。

我就是「QR-code」或是叫
我「神奇密碼」，我出生
在日本，不過現在我已
經紅遍全世界了。 

我會出現在各個地
方，例如書本，只要你
掃描我就可以知道書的
內容，讓你增加知識
喔！買東西的時候也不
用帶錢，往我身上掃描
就可以買東西，真的很
神奇吧！ 

‡‡‡‡‡‡‡‡‡‡‡‡‡‡‡‡‡‡‡‡‡‡‡‡‡ 

 
紋面  

三忠 江罄妍 
◎●◎●◎●◎●◎●◎●◎●◎ 

有你真好 
四忠 高亞薰 

    您，是上天賜給我
的禮物，是誰在我不會
的時候耐心的指導我？
是誰在黑暗裡照來一道
光？是誰？到底是誰？ 
    您若是樹葉，我就
是大樹，讓孤獨的樹木
增加了色彩；您若是一
條河，我就是沙漠，讓
乾枯的沙漠有了水源，
我的人生都是因為您才
有了色彩、健康，我才
能一直開心的活下去；
我若是帆船，您就是
風，讓不知道去哪裡的

船，有了方向感；若沒
有了您，我也不知道要
往哪裡走，只能成為一
艘沒有方向的船。 
    謝謝您！有了您的
關愛、照顧，我才能擁
有笑容和一個溫暖的
家。您，是我的媽媽。 
☺☻☺☻☺☻☺☻☺☻☺☻☺☻ 

運動會記趣 
一忠 

 
黃可昕：運動會開始
了，我和同學一起跑
接力的時候，我嚇了
一跳！為什麼若熏跑
在我的前面？原來是
他先接到棒子，但是
姊姊最後接棒，沒想
到超越了若熏，姊姊
真是厲害！ 

     
 

 

 

 

 

 
江罄艾：運動會開始
了，我們先跑操場一
圈，再歡迎幼稚園進
場，弟弟、妹妹很會
跳舞，我們跳健康操
也很有精神。趣味競
賽最好玩，先連成一
線就贏了，真開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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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記趣 
一忠 

 
藍若熏：運動會開始
了，我們在玩圈叉圈
叉的遊戲，我覺得很
好玩，大家互相幫
助，我們得了很多分
數，大家都很開心。 

     

 
王乃玥：運動會的時
候，我們全校跑接力
賽，爸爸、媽媽在旁
邊幫我們加油，姐姐
跑第一名，我覺得很
開心。 

☺☻☺☻☺☻☺☻☺☻☺☻☺☻ 
我是車子 
三忠 高浩樂 

    我長得長長的、四
四方方，還有四顆輪
子，可以帶著許多東西
到很遠的地方，我就是
車子。 
    我會出現在高速公
路、車行和車庫裡面，
你只要坐在駕駛，發動
就可以把你載到許多地
方，但是不要忘了幫我
加油，不然我就沒有力
氣了！ 
    我覺得很開心，因
為可以載家人四處遊
玩，還可以幫忙載許多
東西，減輕大家的負

擔，我最喜歡和家人出
去了！ 

‡‡‡‡‡‡‡‡‡‡‡‡‡‡‡‡‡‡‡‡‡‡‡‡‡ 
有你真好 
四忠 林晲寊 

    誰讓炎熱的沙漠有
了水源？誰把孤獨的夜
空點上星空？是誰？到
底是誰？ 
    您若是大海，我就
是小魚，您永遠保護
我，當漁船來的時候，
您總是對我說：「快！快
游深一點。」；您若是
風，我就是雲，我的路
線永遠都是您決定的，
也因為有您，我才能去
各地探險，我才能越過
山，飛向前；我若是白
紙，您就是彩色筆，沒
有您，我就沒辦法美
麗，只能成為皺巴巴的
紙飛機。 
     謝謝您！因為您
的關心、您的安慰、您
的鼓勵，我才能擁有快
樂。您，是我的媽媽。 

♠♥♣♠♥♣♠♥♣♠♥♣♠♥♣♠♥♣♠ 
助人快樂多 

五忠 薩昊珥 
    「送人玫瑰，手有
餘香」助人是人們應該
做的一件事，也要擁有
一顆善良的心。樂於助
人的人比較幸福、快
樂，只要你願意去幫人
做這一件事，他就會跟
你說聲「謝謝！」助人
不是件奇特的事，有時
你分享給別人的越多，
自己得到的也會越多。 
    美 國 女 孩 - 凱 瑟
琳，西元二 OO六年，五
歲的凱瑟琳得知非洲平

均每三十秒就有一個因
為感染瘧疾而死亡的孩
子。凱瑟琳告訴媽媽
說：「我們必須做點什
麼！」媽媽告訴她說：
「有一種用殺蟲劑處理
過的蚊帳，可以保護人
不被蚊子叮。但這種蚊
帳對當地居民來說太貴
了，他們買不起。」凱
瑟琳一聽，就決定將學
校的點心費和買玩具的
錢省下來買蚊帳，媽媽
也非常支持她的想法。
凱瑟琳和媽媽買了一頂
大蚊帳，然後找到只要
蚊帳協會 -專門為孩子
募集蚊帳的組織，把蚊
帳寄過去。 
    田裡的魔法師陳文
郁，有「西瓜大王」的
美名，從十七歲開始，
他把農地當成自己的實
驗室，還騎著機車到各
處的農田，紀錄水分、
土壤、氣候對種子的影
響。因為這樣的熱情，
當他聽到有人開玩笑的
問：「夏天吃西瓜真是一
大享受，但是西瓜裡頭
能不能沒有籽呢？」經
過三年的努力，終於成
功培育出臺灣第一顆無
籽西瓜-鳳山一號。陳文
郁還常常從人們對蔬果
的不同喜好中，尋求開
發新品種的靈感，讓人
們可以多吃一點蔬果。 
    馬克·吐溫曾說：
「悲傷可以自行料理，
而歡樂的滋味如果要充
分體會，就必須有人分
享才行。」助人能得到
的快樂，是很多的，只
要你願意幫助他人，相

信每個人都能得到雙倍
的快樂！ 
♠♥♣♠♥♣♠♥♣♠♥♣♠♥♣♠♥♣♠ 

好玩的運動會 
二忠 林晲宣 

 
    終於到了我最期待
的運動會，早上，我們
整隊完後去帳棚下休
息，唱完國歌，就看到
媽媽上台領獎，之後我
們開始玩我們一 ~三年
級的趣味競賽「圈圈叉
叉」，那時候天空還下著
雨呢! 
    再來是姐姐的「抓
雞抓鴨」，他們每個人拿
著一條線，跑半圈跑進
關住雞的地方，才剛進
去就有人抓到，抓到最
後我都笑得東倒西歪，
後來連姐姐都抓到了，
不過還是有人連碰都不
敢碰，只好幾個大人進
去幫忙。 
    輪到了全校的大隊
接力，從第六棒就要負
重，但是前面的一~五棒
要跑一圈，我活力充沛
的跑一圈，我覺得揹著
五公斤的沙包就像小
偷。 
    雖然這次運動會飄
著小雨，但是，這次的
運動會還是最歡樂的一
次活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