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1 月號】  

  賀宏偉  

        是什麼            二甲 羅鼎鈞  

  

動腦 1 
小明、小畢和小剛三位同學中，有一名同學做了一件好事。老
師問他們三個人，是誰做的好事。小明：「是小畢做的。」小
畢：「不是我做的。」小剛：「不是我做的。」他們三個人中
有兩個人說的是假話，有一個說的是真話。請問是誰做了好
事？(摘自奧林匹克智慧報 169期，詳解見第 2頁) 

迎接 108 新課綱來臨 福龜邁向全球學習 

黑豹是一個運動高手， 
咻，一下子就跑到終點， 
讓我看了目瞪口呆。 
小河是一個音樂家， 
嘩啦嘩啦，唱出好聽的歌曲， 
讓我聽了如癡如醉。 
電腦是一個萬事通， 
叮咚叮咚，就找到資料。 
讓我覺得佩服不已。 

107年全國客家藝文競賽中區初賽中年級組 優等 

         是什麼           二甲 許乃元   

兔子是跳高選手， 
可以跳得跟樹一樣高， 
讓牠躲過猛獸的追捕。 
鼴鼠是挖地洞高手， 
可以挖出地底下的迷宮， 
讓牠可以安心的冬眠。 
穿山甲是鐵甲武士， 
可以縮成一顆球， 
讓牠不怕敵人的攻擊。 
河馬是森林大力士， 
可以咬破鱷魚的盔甲， 
讓牠悠閒的做日光浴。  

動動腦時間 

動腦 2 
請你動動腦筋，用加、減、乘、除與括號，插入下面各數字
之間，構成合乎邏輯的等式來。(摘自奧林匹克智慧報 169
期，詳解見第 2頁)           

  9 9 9 9=9        9 9 9 9=10         9 9 9 9=19 

1.南投縣語文競賽決賽客語朗讀比賽第二名 劉芊妤 

2.南投縣語文競賽決賽客語演說比賽優  勝 徐培皓 

3.南投縣客家語一頁書低年級組創作比賽第二名 林佳芯 

4.南投縣客家語一頁書低年級組創作比賽第三名 詹宸瑋 

5.南投縣客家語一頁書低年級組創作比賽佳  作 江依旋 

6.世界兒童畫展全國評選    佳作 黃彥銘 

7.全國美術比賽南投縣初賽  入選 張宸熏      
            兔子          一甲 品慈 甯安 旻柔  

身穿白毛衣 
眼睛紅 耳朵長 
跳起舞來真好看 
小時像毛球很可愛 
大時蹦蹦跳很活潑 
愛吃蘿蔔身體好 
草地就是我的家 
我是小白兔 

            貓咪          一甲 洪瑞謙  

身穿白衣服 
爪子尖 尾巴長 
唱起歌來喵喵喵 
玩耍時追著毛線球 
生氣時追著主人跑 
愛吃小魚真聰明 
腳踏墊就是我的家 
我是可愛的小貓咪 

 英文小品 

Blue dog, blue dog,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yellow bird flying over me. 

Yellow bird, yellow bird,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red bear running toward me. 

Red bear, red bear,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pink cat looking at me. 

      六甲  黃柏維 

全球化浪潮下，科技創新與 AI 人工智慧改變了人類
生活，面對劇烈的變遷，臺灣新課綱也積極與世界同步，
從 108 學年度起開始素養導向的教與學，學童透過學科知
識的深化學習與跨學科的整合能力，強調讓學生在真實情
境中學習知識、重視應用，並培養正向的價值觀與態度；
不僅開創了新的課程發展模式，也逐步打開學童學習個別
化的可能，為孩子創造多元的學習體驗，建立批判思考、
跨域整合以及全球競合的能力。 
    福龜團隊為給學童迎向新世代的更好學習，積極發展
全球學習多元課程並獲得「教育部 106-107 年全國特優特
色學校」、「 全國特優閱讀磐石學校 」、「台美生態學
校」、「戶外教育優質課程模組學校」、「科技前導創客
扎根學校」、「教育部美感藝起來種子學校」等；本學期
起更與台灣大學合作「山林走讀攀樹課程」、朝陽大學合
作「生活科學扎根學營」、暨南大學合作「南向教育交流
課程」、以及 UCLA 協助的「美國文化學習」等，提供豐
富多元的全球學習課程，期許福龜學童能開展多元潛能。
同時在福龜教師團隊精心規劃下，本學期起也開設了「食
農教育社團」、「 小小創客社團 」、「課後全球美語課
程」等，福龜學子擁有讓都會區也稱羨的學習環境與課程
資源。 

今年十月我們進行山野教育「探索山神御花園」，經過
一整個月的鍛鍊培訓，成功帶領 20 位師生攀登「合歡山主
北峰」，讓福龜自我挑戰、跨域學習，相信這個寶貴的學習
經驗將成為孩子們未來面對困境勇於突破的最大心靈力
量。我們一直相信教育是點燃孩子學習的火焰，福龜全球多
元學習課程在透過新課綱的引導下，將以熱情點燃孩子學
習的火炬，照亮學生的光明未來 。 



            合歡山之旅          五甲  歐傑錩  

         成功的代價        六甲  趙家民      

       校外教學~攀樹體驗  107.10.05 客家藝文競賽  107.10.13 

  我最喜歡的一本書~學校的故事  四甲  盧玉萱   

          校外教學遊記        三甲    張妍安 

     山野教育~前進合歡山    107.10.26             教師閱讀寫作專業增能研習  107.7.30 

              攀樹體驗             四甲  邱世安   

    我學到攀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為攀樹有一些技巧

要注意，除了推繩結的部分，還要保持身體姿勢要直才容易
攀上去，最後要堅持到底才會成功。下次有機會，我還要再
來挑戰一次！ 

    在這次爬山之前，我連一座山都沒爬過，心
裡非常高興。學校要求我們每天都要跑操場和爬
後山，後山很陡峭難爬，但越走越好走了。 
    出發前一晚，我開心得睡不著覺，但又有點
緊張，在車上時，我和同學一邊聊天一邊看美麗
的山景。到合歡山時我非常開心，我看到許多漂
亮的山景，攻頂時大家開心的在三角點合照，第
二天的路程都是石頭，我走得很辛苦，左右兩邊
都是很深的山谷，不過攻頂後，一切努力都不是
白費的，下山時我腳不小心扭傷，但我仍撐到下山。 
    我喜歡這次的爬山，我要感謝敏通企業贊助及校長、主任和
老師的安排，還有嚮導 Jacky叔叔一直在旁鼓勵我，謝謝大家。 

    校長的兒子給我一枚亮晶晶的銀幣，叫我教他寫作文。結果被
另一個同學打小報告，校長把銀幣扔到街上，我和校長的兒子都被
毒打一頓，我在學校學到了「賄賂」和「背叛」。 

    這個故事讓想起我曾跟一群朋友聯手欺負一個愛生氣的同學，
結果事情鬧得很大，我們都認錯了，也得到處罰，我學到了「義氣」
和「承擔」。這個故事把學生在學校發生的事和心情，寫得很傳神。  

    這學期學校安排我們到鳳凰谷進行攀樹體驗，出發前一天，
老師播放攀樹教學的影片，我們看著影片中的人，利用繩索攀到
十公尺高的樹上，心情不禁激動了起來，有人說：「我怕高！」
有人說：「怕掉下去！」而我說：「好期待喔！」 
    到了這一天，我們來到了鳳凰谷攀樹區，攀樹教練先教我們攀
樹，步驟如下:第一、要穿好頭盔、手套和吊帶褲。第二、把吊帶褲
上的扣環扣在攀樹繩上。第三、把一隻腳抬起踏在腳踏繩上，手往
上拉著繩子，身體站起來時，再把繩結往上推，一直重複這個動作，
就可以往上移動。 
    教完後，我穿著好裝備攀了上去，在攀樹
的過程中，我覺得繩結很難推上去，事後想
想，因為那個繩結很緊，下次我應該先把繩結
放鬆一點再推，看教練做很簡單，自己做就沒
那麼簡單了！ 

    上星期五，三到六年級一起去鳳凰谷鳥園。 
    到鳳凰谷鳥園，我們先到一個茶園裡攀樹 ， 而且我是第一
個，一開始我非常緊張，深怕爬到樹上時下不來，或是從樹上掉
下來，但是攀上去之後，一點也不用擔心下不來。爬完之後我還
想再爬一次，但時間不夠，所以只好作罷！ 
    下午來到了鳥園區，第一個看到的是紅隼，正當解說員解說
時又意外看到一隻母的鬼豔鍬形蟲，接著看到許多鳥類，例如：
古時候的鳳凰、鸚鵡、牡丹……等。後來解說員要我們分成兩組
輪流體驗餵食，我們這一隊先去餵牡丹，一進去沒多久，就有好
多隻飛到解說員頭上，我們相信解說員和這些鳥兒們一定建立了
不少情感，當鳥兒飛到我頭上時，我覺得刺刺癢癢的。接下來交
換體驗的項目，換我們這一隊與金剛鸚鵡
互動，餵牠吃葵花子，我發現牠會自己去
殼吃裡面的子，真是聰明呢！ 
    今天的校外教學讓我學到許多生態知
識和攀樹技巧，希望以後還能有這樣的校
外教學，感謝台大實驗林為我們安排這麼
好的活動。  

          校外教學遊記        三甲    王薰儀 

    上星期五，全校一起校外教學，但是我們三到六年級是去鳳凰
谷鳥園攀樹。帶領我們，為我們解說的的叔叔阿姨是台大實驗林的
工作人員，我們要感謝他們讓我們學到教室裡學不到的知識，也要
感謝教育部讓我們能有這樣的攀樹戶外活動。 
    到了鳳凰谷鳥園，我們先到茶園去攀樹，攀樹前一天，我還問
媽媽攀樹和爬樹有什麼不一樣，媽媽也不太清楚，經過解說人員的
介紹，我終於知道攀樹和爬樹的不同，爬樹是直接在樹上爬，攀樹
是用繩索工具登上樹梢，攀樹需要一些技巧，熟悉了就很快，攀樹
的途中累了還可以坐在繩子上休息，爬樹可不行呢！攀完樹下來，
我好想再攀一次，只可惜時間不夠，一人只有一次機會。 
    下午我們到鳥園區，進行餵小鳥和鸚鵡的體驗，餵食小鳥時，
手刺刺癢癢的，但是很有趣，餵食金剛鸚鵡吃瓜子也很好玩，尤其
是讓金剛鸚鵡站在我的肩膀上，肩上感覺很沉重，重得讓我無法動
彈。 
    在這個活動中，我學到要注意的事項和餵鳥的方法，也讓我想
到要好好愛護大自然的生態和這些鳥類們，這樣下一代才能看到美
麗的風景和動物。 

    成功的代價是什麼？我覺得成功的代價就是要全力以
赴、盡心盡力，才有可能成功；就算失敗了，也不能氣餒，要
懂得重新站起來。懂了這點就會懂得愛迪生對成功的定義：
「百分之一的靈感，再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只要懂了這
些道理的人一定可以成功，就不會像輕易放棄的人一樣很難
成功。 
    愛迪生從小就開始發明東西，可是等到他那些得意的發
明被大家叫做垃圾時，他就下定決定要做可以帶給大家好處
且符合要求的機器，大家都覺得他一定會失敗，但是他卻愈
挫愈勇，像個英勇的戰士，突破面前所有的障礙，就算跌倒
了還是重新站起來，繼續把困難一一克服。我想，假如是別
人來做，一定很快就會放棄，因為他們都沒有愛迪生的耐心
和愈挫愈勇的精神。 
    愛迪生的故事教會我們：做事就算失敗，也沒關係，因
為你可以重新再站起來，再繼續奮鬥。
再看看我們自己，雖然我們只是平凡的
小學生，但是可以向愛迪生學習，也許
我們無法像愛迪生克服一千多次的失敗
但至少我們應該要有意志、勇氣和毅力
來面對人生道路上的各種困難，不要才
失敗幾次就直接放棄。  

  解答 2：   

    9-(9-9)x9=9 
    
   (9x9+9)÷9=10 
     
    9÷9+9+9=19 

動動腦時間 解答 1 ： 
     
可用假設的方法，假設小明說的是
真話，那麼就是「小畢做的」，可
推知小畢說假話 ， 小剛說真話，
「一假二真」和題意矛盾，此假設
不成立。 
    假設小畢說真話，那麼小明、
小剛說假話都成立，小剛的話反過
來就是「是我做的」，可知好事是
小剛做的。  



【2019 年元旦特刊】  

  賀宏偉  

      我的娃娃   二甲 詹凱甯 

寒假閱讀不缺席 開啟自主真學習 

    我的娃娃叫做瓜瓜，是媽媽送給我的。 
從我還在ㄚㄚ學語時，就陪在我身邊了。 
    它穿著藍色的毛衣，毛衣上有著雪花的 
圖案。身體毛絨絨的，摸起來軟綿綿的，眼
睛、鼻子都是黑色的，看起來十分可愛。 
 瓜瓜每天陪著我睡覺，讓我有安全感， 
還常常陪著我玩遊戲，它已經是我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希望它可以一直陪伴著我 
。 

      四季在哪裡 二甲 鍾雲晴 

動動腦時間 

      我們的家   一甲 黃靖瑩 

花朵是蝴蝶的家，蝴蝶覺得幸福。 

書櫃是書本的家，書本覺得好熱。 

盒子是蠟筆的家，蠟筆覺得好開心。 
小河是蝌蚪的家，蝌蚪覺得好玩。 

      我們的家   一甲 王廷恩  

花是蝴蝶的家，小花覺得開心。 

書櫃是書的家，書覺得很擠。 

地球是我們的家，我們覺得幸福。 

火山是岩漿的家，岩漿覺得溫暖。 

 英文小品  六甲  盧柏翰 

1.南投縣國民中小學貓咪盃 Scratch 遊戲組決賽 
                        佳作 趙家民  張宸熏 
2.南投縣國民中小學貓咪盃 Scratch 遊戲組決賽 
                        佳作 劉芊妤  傅渝甄 
3.欣榮圖書館我最喜歡的一本書悅讀徵文 
                       中年級組 佳作 林佳芯 
4.全國美術比賽南投縣內初選入選繪畫類 張宸熏 
5.教育部夏日樂學課程模組大賽全國佳作大賞 
6.客語生活學校特優 
7.教育部戶外教育優質路線課程學校 

動動腦 

    一年一次的森林運動會開始了。小鹿、
小兔、小馬、小羊、小狼參加了賽跑。小兔
跑得比小羊快，比小鹿慢;小馬跑得比小鹿
快，小狼跑在小馬和小鹿的中間。小朋友，
請想一想，賽跑比賽中誰得第一？誰得第
二？誰得第三？ 摘自奧林匹克智慧報 172
期，詳解見第 2頁) 

春天在哪裡? 

春天在粉色的櫻花裡。 

夏天在哪裡? 

夏天在熱鬧的沙灘上。 

秋天在哪裡? 

秋天在圓圓的柿餅裡。 

冬天在哪裡? 

冬天在冷清的街道上。 

美麗的四季原來就在我們身邊。  

小六瘋畢業 讀後感 四甲 詹宸瑋

    湯爺爺真偉大，他為了讓我們養成閱讀的   
習慣、培養良好品格，把許多本書捐到各地學
校，雖然湯爺爺在天國，如果看到我們閱讀的
樣子一定會很開心的。我最喜歡的書是小六瘋
畢業，因為閒來無事，翻翻這本書，常常令我
笑到肚子痛。 
    六年三班有說不完的話，卻也有吵不完的
架，活動每一個都很重要，一定要和同學、老
師留下美好的回憶。 
    其中有一段很搞笑，校長希望畢業典禮可
以辦得傷感一點，於是學生就把畢業典禮布置
成像喪事會場一樣，學生還貼上「奠」字，在
會場上寫上「校長、老師永別了！」，會場上
還有金童玉女的神像，我覺得實在太離譜了！
畢業典禮雖然要有一點傷感，但不用像書中的
畢業典禮，把畢業典禮辦成喪事，畢業典禮其
實可以比較溫馨、活潑，讓畢業的人留下美好
的回憶。 
    書中其中一段，我覺得不以為然，內容是 
：別班早就開始寫「通訊紀念冊」了，我們班
由於受到「不樂樂棒賽」的風波影響，男女互
動幾乎是零，因此拖延兩天，而且男生不給女
生寫，女生不給男生寫。我覺得大家都是好朋
友，應該要互相尊重，為什麼只給男生寫不給
女生寫？或是只給女生寫不給男生寫？多交朋
友，每天都會很快樂，像我以前一直不喜歡班
上的女同學林佳芯，但是現在，她是我最好的
朋友。 
    我們和自己的同學、老師、母校一起成長
的時間只剩兩年就畢業了，上次我們「四甲」
這一班一起到以佛寺、一起夾社區垃圾，我感
覺和我們班同學感情愈來愈好了！我想，我在
畢業典禮時，會看著我的學校，老師、同學， 
在心中默默感謝他們長久的陪伴。 

Pink cat, pink cat,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black girl sleeping by me. 

Black girl, black girl,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beautiful flowers talking with me. 

Beautiful flower, beautiful flower,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purple teacher reading for me. 

    如果我是一隻兔子，我要有白色的羽
毛，咖啡色的大眼睛，紅色的嘴巴，這樣
的長相一定人見人愛、超級可愛。 
    如果我是一隻兔子，我喜歡陪主人一
起看書，為了不讓主人擔心，我每天吃天
然的蔬菜，這樣就不會生病。 
    如果我是一隻兔子，我想被主人疼愛 
，主人每天幫我洗澡，洗得香噴噴，抱著
我去逛街、看電影，買好料給我吃，甚至
帶我去上學，每天坐在教室裡聽老師上課 
、說故事，如果我是一隻兔子，我一定是
全世界最幸福的兔子。 

敬愛的家長、老師及小朋友們大家好：  
    首先恭賀本校近期榮獲「教育部夏日樂
學課程模組大賽全國佳作大賞」、「客語生
活學校特優」、「教育部戶外教育優質路線
課程學校」，福龜教學團隊努力有成，讓學
生獲得更多元優質學習。記得美國學校語言
整合長柯翠娜說過的：「教科書只是拼圖裡
的一塊，你一定要給孩子文學、小說、繪本 
，才能拼湊完整的閱讀歷程。」「閱讀是教
育的靈魂」，唯有透過閱讀才得以讓我們在
離開學校教育後，如果想要繼續學習和探索
新知，能知道『如何利用一本書來教育自己 
、學習新知』。 
    擁有世界第一競爭力的芬蘭，從小就有
在家閱讀、唸報給孩子聽的習慣，讓孩子在
家中種下喜歡閱讀的種子，有四成的學生閱
讀成為他們最喜歡的休閒活動。這大大促進
了芬蘭人的閱讀能力；寒假期間冰天雪地的
芬蘭，閱讀更成為最好的自主學習時光，閱
讀讓假期學習不中斷，從天文到地理、從科
學到文學、從古代到現代，廣泛的閱讀更讓
孩子的生命視野更為廣闊。  
    這學期以來「福龜教學團隊」在努力中 
，陸續爭取到教育部偏鄉閱讀計畫、林賴足
女士文教基金會、漢儒文教基金會等圖書經
費補助，更獲得「全國閱讀磐石學校」殊榮 
，二年來為福龜學子購置了近 3000 冊的各
式書籍、科學期刊、未來兒童月刊及小達文
西等優質期到；同時在福龜全體老師的細心
規劃下，打造出「愛閱綠森林圖書館」，更
為學校爭取通過教育部學校獲得「社區愛閱
共讀站」經費(補助 220萬元)，預計在下學
期為小朋友營造全國最優質的閱讀圖書環境 
。 
    而在 12月聖誕前夕「 北一女偏鄉愛閱
行善社 」， 特別由台北專程到福龜國小進
行「愛的傳奇故事活動」，當天學童在精彩
的傳奇故事分享中開心極了，社長更特別致
贈每位小朋友寒假閱讀書籍乙冊，鼓勵大家
「寒假閱讀不缺席、 開啟自主真學習」； 
這個寒假福龜幸福學園特別規劃「福龜愛閱
綠森林」圖書館開放閱讀與「世新生態走讀
學習營活動」，期許每位小朋友在新年「喜
閱豬事順利」，以書籍增長知識見聞、用閱
讀開展豐富的寒假生活。  

 如果我是一隻兔子 三甲 盧沛青 



    校外教學      六甲  黃柏維       如果我是一隻兔子 三甲 陳沛琳  覺察愛心、感恩有您 四甲 林佳芯  

    人生的道路上，我們常常受到許多人
的幫助，所以我們永遠需要有一顆感恩的
心，那就是所謂的「心存感恩」、「知福
惜福」，「感恩」是對現在擁有的在意，
「感恩」是對生命的珍惜，學會感恩是一
個成長的過程，我想著那些生命中不可磨
滅的記憶，更想念著那些曾經給予我溫暖
的人，那就是永遠無私的付出，對我真誠
的關愛，永遠不求回報，只希望我快樂成
長的父母，還有已經在天國默默守護我的
阿公！ 
    想起過生日的時候，都應該是快快樂
樂的過，但是我的生日卻是「母難日」。
記得媽媽說，因為媽媽懷我的時候是前置
胎盤，隨時隨地都會大出血，她深怕胎兒
會流掉，所以產期的一半，除了吃飯、洗
澡，幾乎都是躺在床上。上廁所的時候都
會有一大塊的血塊掉出來，時常都感覺快
暈倒了。但是在外婆的照顧跟媽媽的堅持
下，終於有驚無險、萬分辛苦地把我生了
下來。媽媽真的很偉大，我非常感謝她！ 
    媽媽又說剛生下我，因為剖腹產又大
出血，身體虛弱到無法抱我，爮爮又都在
工作，所以照顧我的責任幾乎都是要靠任
勞任怨的外婆跟中風的外公。傷口很痛的
媽媽仍舊沒日沒夜的照顧著我，外婆更是
辛苦的幫媽媽坐月子還要照顧我。還有中
風的阿公，僅用他能動的一隻手、一隻腳
搖著嬰兒車，哄著我、顧著我，怕我餓著
了，怕我著涼了，不讓我一直哭……。阿
公照顧我，直到我四歲的時候他過世了，
這期間，媽媽要是沒空，阿公就會在旁邊 
，買了許多玩具，陪著我、教我說話，更
怕我跌跌撞撞會受傷，忘記自己是中風的
老人了，把我看得比他自己還重要，我真
的很感謝又懷念阿公陪我的那一段快樂時
光。沒有他，我可能有沒辦法這麼順利的
長大，雖然他已經去世了，但是我還是會
常常想起阿公，對我是那麼無私的好。我
還想要跟阿公說：「阿公，我非常感謝您
那時候照顧我，讓我能順利的長大，我很
想念您，我現在過得很好，我會努力做個
好孩子，希望您在西方極樂世界也能用心
地修練喔！」 
    現在我已經上小學了，爮媽仍然耳提
面命，諄諄教誨，無微不至的呵護著我，
讓我過著有如公主般的好生活，我茶來伸
手，飯來張口，從來不知道天有多高、地
有多厚！有時脾氣一來，還會跟爮媽大吵
一架，他們卻還要耐心的教導我，現在回
想起來，總為當初的無知與幼稚感到慚愧 
！  
    「感恩的心，感謝有您」感謝你們無
私的付出和真誠的關愛，對於父母親、外
公、外婆不求回報的愛，我應該更加努力 
，充實快樂地過每一天，把自己分內的事
做好，不要讓時間白白流走；對父母親要
更加的孝順，不要讓父母親傷心和擔心。
只希望我能懷著感恩的心與夢想，一步步
的走出我的人生，然後努力幫助更多的人 
，讓這個社會變成愛的世界！ 

    如果我是一隻兔子，我希望我是荷蘭侏
儒兔，我的名字是莎麗，我的主人是一個瘦
瘦高高的空姐，如果她要出國就會把我帶上
飛機。 
    如果我是一隻兔子，我想住在一棟大豪
宅，有一個專屬於我的房間，每天早上起來
可以看到遠方的高山和主人的微笑，中午會
在花園裡跑來跑去，晚上躺在軟綿綿的床
上、靠在主人身邊，慢慢地進入夢鄉。 
    如果我是一隻兔子，
房間裡有一個大衣櫃，裡
面有各式各樣的上衣、褲
子、帽子和鞋子，天天打
扮得漂漂亮亮。 
    如果我是一隻兔子，
我希望世界上沒有會吃兔肉的人，才不會讓
兔子滅絕。 

    校外教學之前我很期待，直到校外教學的
前一天，我興奮的整理東西。當天到學校後，
大家上完廁所就出發了。 
    校外教學的第一個活動是爬樹，教學完之
後，我先看別人爬，我以為很簡單，輪到我的
時候，我覺得既緊張又刺激，心臟都快要跳出
來了，結果我在爬的時候不只很吃力，手指也
很痛，但是很好玩。下來之後，我就在等其他
還沒爬好的人，等全部的人爬完，大家就去吃
飯。吃完飯換去鳥園看鳥，看的第一隻是老鷹 
，名叫紅隼；接著去餵鳥，在餵的時候，有一
隻跑到我的頭上，有四隻在我手上，餵完後，
我換去看金剛鸚鵡，我有讓金剛鸚鵡站在我的
肩膀上，我也有餵牠，到了三點，大就回學校
了。 
   我覺得這次的校外教學很好玩，因為有餵
鳥也有爬樹，我希望下次還有這種活動，如果
還有我絕對還會參加。 

動動腦時間 解答： 
     
第一名：小馬，第二名：小狼， 
第三名：小鹿  

    成功的代價    六甲  劉芊妤      

    成功是什麼？成功是付出代價而完成某件
事。那代價又是什麼？不放棄的努力、健康、
家人、時間、金錢……等，這些都有可能得付
出才能獲得成功。 
    貝多芬被稱為樂聖，他從小在父親嚴厲指
導下，每天練琴，小小年紀就靠著演奏維生、
負起家中的經濟重擔。他十七歲時就前往維也
納進修，他去拜訪莫札特並請莫札特收他為學
生，不料莫札特卻對他的拜
訪並不熱心。於是貝多芬非
常恭敬的、彷彿莫札特是國
王似的向他請求。莫札特只
好請他將拿手的曲子演奏一
次，他的演奏已到了出神入
化、隕石墜落也影響不了他
的境界！果然打動冷漠如冰
的莫札特！可是好景不常，
他母親病危，他不得不放棄
學琴時光，快如光速的趕回去。母親去世後，
他深受打擊，但他還是負起養家的責任，後來
又回去維也納。一七九六年，他的聽力已漸漸
變差，一八 o一年，他一面和可怕的病魔戰鬥 
，一面作曲。後來他耳朵全聾了，但他仍努力
作曲，於一八二七年去世。 
    貝多芬的努力留下了美妙的曲子，他永不
放棄、不受打擊的精神，讓他成功了。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飯」，不努力就沒有
收穫，「 失敗為成功之母」失敗了別放棄，
找出錯誤並修正，就可以成功。想成功，一定
要付出努力並且不放棄，也許還需要再付出健
康、金錢等代價，就有機會成功。成功不是靠
運氣，也不是用隨便的態度來做事，而是努力
付出，這就是成功的代價。 

    我一直有個夢想，如果我是任何東西的
話會怎樣？如果有魔法可以讓夢想成真，如
果我是超人的話，我會保護地球，協助有困
難的人。 
    如果我是水的話，我願意讓我的身體很
骯髒，因為人們都拿我們來洗澡、洗車、洗
髒東西，而且水不只有液體，不管是冰塊、
水蒸氣、天上的雲，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是
非常重要的必需品，如果沒有我的話，動物
會渴死、植物會枯萎，所以我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是樹木的話，我將不怕任何風吹
日晒也願意保護人們，我也要努力生出很多
樹葉讓人們乘涼，為人們遮陽，如果沒有我
的話，人們就有可能發生土石流或房屋倒
塌，如果沒有我的話，地球就無法製造氧
氣，動物們無法呼吸就會死亡，我的好朋友
有很多，像是松樹、柏樹、榕樹，有的葉片
是長的、短、粗、細，各式各樣都有哦! 
    雖然這些都不可能成真，但是只要我們
有夢想，生活就會過得很充實很快樂， 
也可以幫助一些弱勢兒童發揮想像力，讓頭
腦更清楚更明白。 

      如果我是   五甲  房昱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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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   五甲  歐傑錩      

    我一直有很多夢想，其中一個是棒球
員，然後我希望我拚出一個好成績，然後打
出一支結束比賽的滿貫炮，讓觀眾替我拍手
叫好，然後代替台灣出去打亞運，再變成一
個全球皆知的超級明星球員，就像陳金鋒和
王貞治一樣。 
    第二是變成貓熊，然後工作人員慢慢的
摸我，然後再讓觀光客餵我竹子，享受在綠
油油的草地上睡覺和曬太陽及打滾，然後再
交許多朋友跟我一起玩球，成為整個動物園
的焦點。 
    第三如果我變成溫柔的春風，然後飛去
全部的高山看日出及風景，然後再飛去全球
看各地的民俗和看日本最漂亮的櫻花，然後
再飛到福龜最有名的九九峰看登山客表情有
多麼開心，再讓太陽公公和小朋友打招呼。 
    人類都應該都要有夢，有夢才不會變沒
用的宅男或是宅女，而且有夢可以帶給我們
歡樂及許多開心的事，雖然夢不一定會成
真，不過沒關係，因為至少有夢就有機會，
所以夢是一個非常好的訓練思考，而且夢想
會帶給我們許多希望。 



【2019 年母親節特刊】  

  賀宏偉  

福龜多元跨域學習 開展孩子優勢潛能  

冬天的臉是什麼樣子？ 
冬天的身體是什麼形狀？ 
想看一看， 

卻沒有辦法， 
如果給冬天加上顏色， 

就可以看到。 

雪，就畫上濃濃的白色， 

冰雹，就染上透明的藍色， 

旅人走過去， 
身上會沾滿各種色彩， 

不知該多特別呀！ 

如果冬天有了顏色， 

就可以看到了。 

她飄過大大的海洋， 
是怎樣的寬闊； 

她越過強壯的大樹， 

是怎樣的快樂； 
她飛過高高的白雲， 

又是怎樣的雀躍。 

如果冬天有了顏色， 

就能看到冬天的表情， 
她一定也能看到我的表情， 

和冬天互相表達心中的情意， 

不知會多開心！ 

1.南投縣ㄧ頁書競賽國小高年級組 第一名徐培皓 
2.南投縣ㄧ頁書競賽國小高年級組 第二名劉芊妤
3.南投縣ㄧ頁書競賽國小高年級組 佳  作張宸熏
4.南投縣ㄧ頁書競賽國小低年級組 第一名羅鼎鈞 
5.南投縣ㄧ頁書競賽國小低年級組 第二名黃靖瑩 
6.南投縣ㄧ頁書競賽國小低年級組 佳  作陳沛琳 
7.第五十屆世界兒童畫展南投縣複選佳 作盧芓媃 
8.第五十屆世界兒童畫展南投縣複選佳 作江依旋 
9.第五十屆世界兒童畫展南投縣複選佳 作徐培皓 
10.108年度湯爺爺贈書活動閱讀心得佳作 詹宸瑋 
11.108年度湯爺爺贈書活動覺察愛心優選 林佳芯 
12.108年度湯爺爺贈書活動覺察愛心入選 徐培皓 
13.華光盃扯鈴比賽 國小乙男個人第一名 盧柏翰 
14.華光盃扯鈴比賽 國小乙男個人第二名 邱世宇 
15.華光盃扯鈴比賽 教師組      第二名 曾朝民 

我要給冬天加上顏色  三甲 張妍安 

校外教學心得分享    三甲 陳沛琳 

    四月一日是學校校外教學到宜蘭三天
兩夜的日子，當天早上我們在學校集合，
因為要出去旅行心中無比興奮，所以特別
早便到學校，我們帶著愉快的心情在七點
四十準時出發。 
    旅行的第一天，我在野柳地質公園看
到了有名的女王頭，在羅東林業園區坐了
退休的蒸氣火車，還在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看到了精采的十二生肖的表演節目。第三
天到頭城農場，我們做了樹葉的拓印，拓
在環保袋上，非常有趣。 
    這次旅行中我最喜歡的地方是：一野
柳地質公園，那裡的石頭很漂亮，而且是
經過海水拍打侵蝕而成，真是鬼斧神工
啊！二是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那裡有很多
古色古香的藝術品，其中我最喜歡的是燒
玻璃，神奇的是只要在一根玻璃上點一些
顏色，再把玻璃棒轉一轉，就可以變出一
隻老虎，真是太厲害了！可說是巧奪天工
啊！ 
    第三天回到學校時，媽媽已在學校等
候多時，看到媽媽，我叫了一聲，媽媽開
心的對我揮了揮手，感覺好像很久未見一
樣。這次的旅遊，真是令我難以忘懷，下
次如果可以全校一起搭船去龜山島，那一
定更棒！ 

媽媽像偉大的廚師，可以煮美味的菜餚。. 
姊姊像萬事通，可以教我寫作業。. 
爸爸像辛苦工作的螞蟻，每天忙個不停。 
我的家人真是太有趣！ 

            我的家人          二甲  黃雨涵 

            走進日本           二甲 羅鼎鈞 

走進日本， 

腳步放慢，靜靜的觀察。 

銳利的武士刀， 

美麗的櫻花， 

各有不同的模樣， 

別錯過這些特別的代表物。  

       來去採香菇         一甲 邱品慈 

    四月一日一年甲班全班去豐年農場採
香菇，導覽阿姨介紹了很多菇，我最喜歡
的就是黃金菇，阿姨跟我們說黃金菇還有
別的名字叫做玉米菇，阿姨還讓我們摸摸
可愛的小菇菇，我覺得可以親自摸到香菇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開始採香菇了，我跟旻柔一組，我們
採了各式各樣的香菇，我覺得很好玩。 
    回家的路上，旻柔的頭髮黏到了史萊
姆，她跟我說她好難過，我覺得很對不起
旻柔，因為是我不小心害她黏到的，希望
她能原諒我。 
    我覺得採香菇很好
玩，希望下次能夠再去
農場採香
菇。 

 

親愛的家長、老師及小朋友們大家好： 

    有句話說：「世界上的一切光榮和驕傲 

，都來自母親，媽媽在那兒，那兒就是最快
樂的地方。」初夏五月飄馨香，為感念母親
的辛勞與偉大，福龜團隊特別規劃了「溫馨
五月天、我愛您媽咪」感恩展演活動；讓辛
苦的媽咪們能放鬆一日來欣賞您的寶貝的學
習成果、精彩展演及結合體驗親子科學闖關
共學的樂趣，期待您的大駕光臨喔！ 

    面對快速變遷的 AI 人工智慧時代來臨 

，福龜重視培育孩子的跨域素養能力，讓每
位小朋友都能擁有優勢的創造力、整合力、
溝通力及問題解決能力。本校積極推動特色
學校計畫、創客小達人、福龜愛閱讀、優人
太鼓社團、魔力陶笛社、魔幻奇鈴社團、神
奇多元藝術學習等多元化社團，著重的就是
在啟發孩子的多元智能，讓福龜小天使從興
趣中蓄積動能、在熱情中開展能力，從學習
中發揮自己的強項能力，找到學習的樂趣動
機，提昇其自我價值感與自信心；我們在福
龜多元化的跨域課程中，培育出每位學童獨
特的智能組合，開展天賦的優勢潛能。 

    迎接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福龜教育就是
要輔導學生適性發展自我，讓孩子充分激發
多元潛能，「對學習能充滿熱情、對自我能
自信負責、對生活能正向樂觀、對世界能共
好關懷」，以能力為飛翔的雙翅，向世界舞
台展現個人獨特耀眼的光采。世界麵包冠軍
達人吳寶春師傅曾說：「冠軍只是當下，學
習才是永遠，不斷學習才會不斷成長，才會
有不凡的能力」，我們也期許福龜的學子能
成為終生學習者；未來福龜團隊將持續規劃
一系列精彩的創意學習活動，請各位家長小
朋友千萬不要錯過喔！ 

動動腦時間 



      最難忘的旅遊       六甲  傅渝甄      

弟弟的鬧鐘ㄌㄧㄥㄌㄧㄥㄌㄧㄥ的響

起，弟弟就起來洗臉刷
牙。中午，媽媽煮了一

碗牛肉麵，弟弟感覺很

餓，ㄏㄨ  ㄌㄨ  ㄏㄨ  ㄌㄨ

的很快就吃完了，下午

弟弟帶小狗去公園玩，
小鳥在樹上 ㄐㄧㄡ ㄐㄧㄡ   

ㄐㄧㄡ 的叫，小狗 ㄨㄤ  ㄨㄤ ㄨㄤ 的叫，小

貓 ㄇㄧㄠ ㄇㄧㄠ ㄇㄧㄠ的叫，好熱鬧呀！真

是美好的一天。 

         宜蘭傳藝中心   108.4.02 馬以南阿姨蒞校  108.2.18 

 敬愛的校長： 
    賀校長好，我是四甲的邱世宇，福龜國
小是一所非常好的學校，辦學績效好且特色
多，我從一年級開始就有許多好老師在教導
我課業及做人做事的道理，而且還學到許多
才藝：扯鈴、太鼓、合唱、舞蹈等。謝謝您
用心地辦校，讓我這棵小樹苗可以漸漸地茁
壯。對於學校，我有一些想法及建議，希望
能提供給您參考。 
    之前學校有烏克麗麗社團美妙的聲音，
所以我希望能再加入木吉他社團，這樣把烏
克麗麗、陶笛等一起加入，再加上合唱團就
可以合音，合奏成一首首美妙動聽的歌曲，
還可以一起表演，一定很棒！ 
    我還希望可以加入創客雷射雕刻的課程 
，讓大家學習先用電腦繪畫 3D 立體的圖案，
再用雷射雕刻機刻出圖案，這樣就可以創造
出更多千變萬化的作品。 
    最後，我希望可以增加一個可以自由發
揮的 DIY 手作木工課程，讓大家學習木匠是
如何作出美麗又實用的作品，也多多使用環
保木頭傢俱。 
    再次謝謝校長這麼用心，希望這些建議
都可以成真。祝 
平平安安、身體健康    
                      四甲 邱世宇敬上                                           

     美好的一天       一甲   江甯安       

          宜蘭之旅     五甲    歐傑錩       

    你知道我們三天去哪裡玩嗎？不告訴
你！你猜對了嗎？就是牛舌餅的故鄉—宜
蘭，現在讓我告訴你去宜蘭哪裡玩吧！ 
    第一天出發時，我們在車上吃吃喝喝 
，第一站到新北市的野柳，我非常開心地
看到大海，我們全班都跟女王頭照相，後
來又跟一堆奇怪的石頭照相，第二站去羅
東林業園區，解說員說明了以前日據時代
的生活，我們跟舊火車頭拍照，有一種復
古的感覺，第三站到羅東夜市吃晚餐，我
吃很多又很飽，這樣度過圓滿的第一天。 
    第二天一早吃飯店早
餐，我吃得非常滿足。第
一站到傳統藝術中心，那
裡有許多的童玩，後來又
看了一場精采的十二生肖
表演，裡面角色非常搞笑
且動作高超，下午去冬山
河綠博，我們看到許多綠
色植物，且河中有許多魚 
，晚上我們吃了麥當勞和
包心粉圓等美食。 
    第三天飯店精心準備的沙茶炒麵非常
好吃，早上第一站到烏石港，看到一個人
在釣魚，因為我也喜歡魚，因此一度想留
在那裡，第二站到頭城生態農場，解說員
輝哥很幽默，我們還幸運地看到白色的台
灣藍鵲，我們還跟一些動物玩得很開心。 
    這次的校外參觀非常好玩，謝謝校長 
、主任及各位老師，還有導遊姐姐，大家
辛苦的照顧我們，希望下次學校還能舉辦
這麼棒的活動。  

我最喜歡的一本書~諾貝爾四甲邱世安  

    諾貝爾從小體弱多病，但他天生具有
與眾不同的才華。他首先利用硝化甘油發
明了炸藥，但因接二
連三的發生意外，促
使諾貝爾發明了更安
全的黃色炸藥，並獲
得龐大的財富。為了
幫助全人類，他捐出
全部的財產，設立了諾貝爾獎。 
    我很欣賞諾貝爾把本來容易發生爆炸
的液狀炸藥，改良成硝化甘油加矽藻土製
成的固狀黃色炸藥，讓人們使用炸藥更安
全。我也很佩服諾貝爾捐出全部的財產設
立諾貝爾獎，幫助千千萬萬的人追求更美
好的生活。  

 給校長的一封信       四甲  邱世宇 

Purple teacher, purple teacher, what do you see?  
I see an orange boy swimming next to me. 

Orange boy, orange boy,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blue dog, a yellow bird, a red bear,  

a pink cat, a black girl, a beautiful flower,  

a purple teacher, and an orange boy. 
It’s really a magical dream.  

英文小品  

動動腦解答 

    今年的兒童節連假四天前老師們安排帶我
們去宜蘭三天兩夜，出發前一天我把所有的東
西準備好，期待明天的行程。到了這天，我好
興奮，不用媽媽叫，六點就起床了，我去洗臉 
、刷牙，拿好行李，就去學校集合。 
    到了宜蘭，我們先去吃午餐，吃完導遊帶
我們去野柳地質公園。導遊先去買票，那兒有
名不虛傳的女王頭，我們按照年級拍照，拍完
後導遊讓我們各年級隨便走，還去看了俏皮公
主，並且大家一起在此拍照，拍完就上車。到
了下一個地點是羅東林業園區，看到以前載木
頭的火車，有一台可以上去坐，所以我們在那
拍照，聽完解說，就回車上。終於到了飯店，
放下行李，就去羅東夜市吃晚餐，吃完就回飯
店休息。 

    第二天吃完早餐，就前往國立傳統藝術中
心，到了以後，導遊去買票，我們先去廟拜拜 
，俗話說：「從右進，從左出。」拜完我們去
那裡的柑仔店，裡面有
賣糖葫蘆，我們還去了
童玩店，導遊也開放讓
各班級自由時間，十一
點時有遊行表演很精采 
。看完就中午了，我們
到對面的餐廳吃午餐。
下午去了冬山生態園區 

，導遊讓我們自由活動，我們班去坐船，像騎腳
踏車一樣，讓它有動力，我們三點半要集合，而
三點剛好有表演，看了半小時，導遊集合完，就 
 

          宜蘭之旅          六甲   劉芊妤      

    我期待的宜蘭校外教學終於來了！跟以往
一樣，大家最期待的還是-飯店！！ 
    第一天，先去野柳地質公園，我本來以為
只有女王頭有名，到了才發現還是有其他蠻有
名氣的石頭；而且我曾經搞不懂那些石頭造型
的由來，有了這次的經驗，又更加了解原來是
因為風化的關係。 
    晚上去逛羅東夜市，大家都跑去逛娃娃機 
！還有人一直夾香水，可是他是男的啊！接著 
，就是萬眾矚目的—飯店！除了舒服的床，還
有休閒設施:撞球、跑步機、固定式腳踏車...
等，都非常好玩。 
    第二天去傳藝中心看表演「豬喜臨門」，
演員用幽默的台詞配上滑稽的動作惹得觀眾哄
堂大笑。然後去綠博，我和三位同學跑去玩腳
踏船，票很貴！原本要搭的電動船反而便宜活
動範圍又大，雖然如此，但是卻很好玩。其中
二個男生看到有人在釣魚還大喊「ㄉㄧㄡ ㄨ 

ㄇㄛ~(釣得到嗎?)」幸好他應該沒聽到…… 
    最後一天，我們去頭城農場玩，首先 DIY
葉拓 T恤或袋子，很有趣。然後聽了導覽人員
幽默的解說，收穫多的跟山一樣高。除了聽解
說，還去餵牛、羊；小羊看似嬌小可愛，但力
氣可不是蓋的，不過吃草時仍搶不贏大羊。園
區裡有高蹺(有低、高二種)，低的我很會，高
的我不會!!大家都玩得不亦樂乎! 
    這次旅行非常難忘，除了長知識，也玩得
開心。感謝師長們辛苦的安排這次行程，讓我
們有學也有玩，度過快樂的三天。  

坐車回飯店休息了。最後一天，我們去了頭城農
場，做了葉拓 DIY，可以二選一，一個是環保袋
子，一個是衣服，自由發揮創作。做完後，解說
員帶我們去每個地方解說，這個解說員很幽默，
解說完，我們去吃午餐，吃完午餐就準備上車回
學校了。 
    這次去宜蘭三天二夜，學到了很多知識，去
頭城農場作葉拓袋子，讓我知道有很多東西可以
做環保，可以用葉子、手指等做拓印 DIY，也謝
謝學校的校長、主任和老師陪我們一起去宜蘭，
希望下次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去。 

         野柳地質公園     10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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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 賀宏偉 

師長的祝福 

羅浩賓主任：六甲的大孩子們，希望你們 

            能夠記得人生最大的光榮， 

            不在於永不失敗，而在於能 

            屢仆屢起。 

 柯金助主任：看著你們入學，又看著你們 
             畢業，心中真的很不捨，但 
             不捨也是需放手，因為我能 
             看到你們每個人的天空都是 
             青藍藍的！我也相信大家都 
             能闖出一片天，成為國家的 
             棟樑。加油！ 

王惠貞老師：六年甲班的同學們，看到你 
            們日漸茁壯，真是令人高興 
            ！如今即將畢業，希望未來 
            你們能不怕苦，不怕難，飛 
            得更高、更遠、更好！祝福 
            你們！ 

曾朝民老師：老師永遠記得你們三年級時 
            ，與你們共度的那段美好時 
            光，不管今後你們在何處， 
            都帶著所有老師的祝福喔！ 

劉品彤老師：恭喜同學們順利畢業，畢業 
            不是學習的結束，而是另一 
            個嶄新的開始。願你們能勇 
            於築夢，也能築夢踏實；能 
            發現人生的美，讚頌生命的 
            的喜悅！開拓屬於自己的精 
            采人生！ 

勇敢去追夢—福龜多元樂學習 
                               感恩

祝福夢飛翔 

親愛的家長、老師及小朋友們大家好： 
  「放心去飛，勇敢地去追，追一切我們
未完成的夢放心去飛，勇敢地揮別，說好
了，這一次不掉眼淚」，在放心去飛這首
充滿祝福與期許的驪歌聲中，福龜大家庭
即將歡送善解人意、充滿創意、認真學習
的柏翰、柏維、家民、渝甄及芊妤五位畢
業生，恭賀他們在福龜求學期間，我們一
起完成「玉山合歡雙岳攀登、台灣環島走
讀旅行、單車環國姓及勇渡水沙連」等自
我挑戰學習與多元的六年多元樂學習 
，希望您們能帶著「滿滿的自信、大大的
勇氣、萬分的感恩」去迎向人生另一階段
的學習；在此更要特別感謝導師許俊義老
師與福龜國小全體老師對學生的辛勤教誨
及付出，讓福龜國小的小朋友們都擁有讓
人稱羨讚賞的語文創作、美感創意、科技
運用等卓越的關鍵能力。 
    校長除了心中滿滿的祝福外，在此也
要贈送畢業生一句人生平安符「勇敢追夢 
SAY YES TO」，就是「永遠要努力學習來
豐富您的人生視野、以善良純潔的心靈成
為有道德的公民、凡事用感恩的正向想法
來欣賞生命的每個際遇、保持寬容大度去
成就一個屬於自己的不凡人生。」       
   Say Yes to "Roads Less Taken" 
  選比較少人走的路。因為這樣的路會長 
  出不一樣的價值，帶出不一樣的故事。 
   Say Yes to "Go the Extra Mile" 
  多走一里路。因為當我們願意在本份外 
  多走一里路，多去為他人付出、不僅其 
  他人受益，我們的能力、品格也會跟著 
  成長。 
   Say Yes to "More Troubles" 
  選難一點的路。因為，困難是我們人生 

黃毓華老師：親愛的六甲小朋友，又到了 
            畢業的季節，祝福你們學業 
            進步，健康快樂！ 

的老師，在面對了更多的困難後，往往是更
扎實的生命、更璀璨的人生風景。 
 Say Yes to "Empathy and Compassion" 
換位思考，寬容憐憫。因為，除了我們從自
身的益處出發去思考外，若多了寬容慈悲，
會創造更多普惠，可以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最終我們自己也會受益。 
 Say Yes to "Lifetime Learning" 
一定要終身學習。因為，終身學習是我們
持續寫新故事、創造人生夢想的關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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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的祝福 

賴俊玄老師：以你的個性，以你的能力， 
            以你的目標，還有一群陪伴 
            你的人為你祝福，你一定能 
            夠駛向自己的理想。 

王孟璽老師：期待六甲的同學們在國中生 
            活裡，每天都有精彩的學習 
            與生活！新的旅程正等著你 
            們去體驗，新的起點正等著 
            你們去開啟。祝福你們的新 
            旅程一切順利！ 

蔡美玲護士阿姨：畢業不是學習的結束， 
                而是另一個嶄新的開始 
                ，願你們帶著師長的祝 
                福和叮嚀，展翅高飛， 
                鵬程萬里，一帆風順！ 

 

小學六年很快就過去，你們即將邁入
另一個學習環境，希望你們能更加成長，
學業進步。 

            家長會長   傅志安 敬上  

會長的祝福 

瑞謙：謝謝哥哥們跟我一起玩，我希望你 
      們可以再回來看看我們。 
宥廷：謝謝渝甄姐姐幫我改功課。 
廷恩：哥哥姐姐們加油！ 
品慈：祝芊妤姐姐學業進步。 
旻柔：謝謝芊妤姐姐每天教我打太鼓，希 
      望妳畢業後能再回來看我們。 
靖瑩：親愛的芊妤姐姐，希望妳可以再回 
      來和我們一起打太鼓。 
甯安：祝渝甄姐姐畢業快樂。 

     一年甲班學弟妹の祝

   二年甲班學弟妹の祝福 

許乃元:祝福六甲的哥哥姊姊，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不要一直玩手機，要好 
       好讀書。 
羅鼎鈞:六甲的哥哥姊姊們，謝謝你們教導 
       我功課。祝你們學業進步，一切平 
       安。 
鍾雲晴:大哥哥大姊姊，祝你們畢業快樂。 
黃雨涵:大哥哥、大姊姊，你們即將要畢業 
       了，我們很捨不得你們，祝福你們 
       能夠天天快樂。 
魏君穎:哥哥姊姊們，你們要畢業了，希望 
       你們升上國中後能學習順利。 
徐譓喬:哥哥姊姊，祝你們快樂平安。 
詹凱甯:謝謝哥哥姊姊的指導與關懷，相信 
       你們未來一定很順利，希望你們畢 
       業後能回來看我們。 

   三年甲班學弟妹の祝福 

王意閔：哥哥姊姊，祝你們畢業快快樂樂！ 
張育恩：謝謝你們在學校時對我們的照顧， 
        希望你們健健康康！ 
吳紹誠：祝畢業快樂，記得要回來看我們！ 
張妍安：謝謝你們的照顧，祝你們平安快樂 
        ！學業進步，一切順利。 
陳沛琳：謝謝你們多年的陪伴，祝畢業快樂 
        ！功課愈來愈好！ 
盧沛青：謝謝你們的指導，祝你們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王薰儀：親愛的哥哥姊姊們，祝你們一路順 
        風，平平安安！ 

吳念珂老師：  
  親愛的孩子們 
 ~ 2019 金豬年 ~ 
恭喜同學們順利畢業，畢業不是學習的結
束，而是另一個嶄新的開始，願聰慧之神
引領你邁向人生新階段，並開啟智慧之泉 
，勇敢開拓屬於自己的新人生，讓人生智
慧發光發亮!  
    加油！內在的智慧永遠待你喚醒 ~ 

蔡碧月老師：還記得新生入學時你們稚嫩 
            的模樣，一轉眼你們就要從 
            學校畢業了，心裡真是不捨 
            。請帶著你們的自信，帶著 
            你們的開朗，帶著你們的智 
            慧，走向璀璨的未來。祝福 
            你們一切平安順利。 

Dear all: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 and dare to 
dream big! Hope you all the best!  
                                                             
                                                          Ir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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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學長、學姊們要上國中了！ 
感恩多年來我們在福龜學園一同成長， 
我們看到你們的好榜樣: 
柏翰的扯鈴好厲害， 
柏維的籃球真臭屁， 
家民的數學一級棒， 
渝甄的跆拳嚇嚇叫， 
芊妤的朗讀真正棒！ 
優秀的學長、學姊終於要展翅高飛， 
讓我們為你們加油， 
希望將來能看到更優秀的你們！ 
    祝 
鵬程萬里！一帆風順！ 

    四年甲班學弟妹の祝福 

     五年甲班學弟妹の祝

吳宇鈞：六甲的學長姊們，你們要畢業了， 
        不要忘記我們喔。 
張宸熏：六甲的學長姊們，你們即將升國中 
        了，祝你們國中之後學業進步。 
房昱丞：親愛的學長姊們，謝謝你們之前的 
        包容與照顧，記得你們才進入國小 
        ，一轉眼你們就要畢業了，祝你們 
        畢業快樂，平平安安，身體健康。 
歐傑錩：六甲的學長姊們，你們終於畢業了 
        ，謝謝你們六年來的陪伴，祝你們 
        畢業快樂。 
黃彥銘：六甲的學長姊們，你們就要畢業了 
        ，我會想念你們的，不要忘記我們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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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維 

 

謝謝各位老師

陪伴我們班六年，教

導了我們很多東西，

畢業後我一定會記得

老師的教誨，不會忘

記。 

 

劉芊妤 

謝謝各位

師長們這

六年來的教導，我學

到很多。也謝謝校長

讓我們去很多地方校

外教學，我很開心。 

PS ：教室請學弟妹 

     保持乾淨喔。 

 趙家民 

 

 

親愛的學弟妹們，當

我們在國中學習時，

你們也要認真學習。 

 

 傅渝甄 

 

沒想到時間
過得那麼快，
已經六年了。謝謝六
年來教導我們班的老
師們，因為有您們的
教導，我才能學到那
麼多知識。  

 盧柏翰 

 

 

謝謝老師教了我六

年，也謝謝同學陪 

伴我六年。 

導師的叮嚀 

時光飛逝，徐風輕拂，我們即將畢業！ 

再見了，我的母校，再見了，敬愛的師長！ 

因為有您，我們才能展翅高飛！ 

許俊義老師： 

祝福你們找到自己的方向， 

並能排除萬難、勇往直前地 

朝自己的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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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小白熊： 
    我想要寫信給你是因為我覺得好有趣， 
書中的你會吃雲，吃完後就會飛得越來越高 
，我覺得好有趣喔！看完你的故事，我想要
跟你說，小白熊你是怎麼飛上天的？我好好
奇，你在天上做什麼？天上有沒有好多好多
的雲呢？我想跟你一起去雲端上玩遊戲，你
能帶我去天上玩嗎？ 
祝你 玩得開心 
                   瑞謙敬上 5 月 28 日 

 寫給小白熊的信     一甲 洪瑞謙 

    我們是二年甲班，一共有七個人。我們
都有各自的特點。 
  字寫得最整齊，功課寫得最好的就是詹
凱甯了，每次回家功課總是寫得又快又好。 
  最聰明的就是羅鼎鈞了，每一次我們有
不會的，他都可以教我們。 
  說到最會跑步的就是我了，每一次我都
能跑贏所有的人。 
  最會當足球守門員的則是魏君穎，每一
次對手踢的球，她都能接得住，不讓對手有
得分的機會。 
  最會跳繩的是黃雨涵，他最高紀錄可以
跳八百零一下，實在非常厲害。 
  最會玩躲貓貓的是鍾雲晴，我們常常都
找不到她，真的躲藏功力一流。 
  而徐譓喬則是觀察很敏銳，我們在做什
麼，她都知道。 
  雖然我們班人很少，但是人人都有本
事，請不要小看我們呵! 

      我們這一班        二甲  許乃元 

    我最喜歡的一本書  二甲  魏君穎 

    我最喜歡的一本書是-我那討人厭的弟
弟。書中的弟弟很頑皮，會和姐姐搶好吃的
東西，還會把姐姐剛疊好的積木弄亂。去市
場時，若不順他的意思，他就會大哭大鬧。
會說一堆讓姐姐聽不懂的話，讓姐姐覺得很
受不了。 
    但是放學時，都是弟弟第一個跑出來迎 
接姐姐，洗澡時會和姐姐一起玩躲貓貓，三 

不五時還會露出可愛的笑容。讓姐姐覺得
其實弟弟也沒這麼討厭。 
    看了這本書，讓我想起我的弟弟，雖
然有時覺得他很吵很煩，但大部分的時候 
，他也是很可愛的，我也很愛我的弟弟。 

      台北校外教學之旅  三甲  盧沛清 

    這兩天一夜的旅行讓我非常開心。早 
上我很早就到學校了，因為今天要去台北 
。第一站我們先去總統府，我看到總統的
辦公桌、歷任總統照片等等，解說員林老
師帶著我們認識牆上各式各樣的畫作。 
    下午我們去木柵動物園，我看到很多
動物、有熊貓、大猩猩、大象等。我覺得
最好笑的是大猩猩抓屁股的樣子。我們還
去了鳥園，裡面有不同種類的鳥，我還看
到一隻松鼠在吃鳥的飼料，到木柵動物園
看到這些動物真的很開心。 
    第二天早上我們去南港國小，他們表
演打鼓，我們班體驗電音課程，非常好玩 
。 
    第四站我們去 101 大樓的最高頂樓看 
，全部的房子都變得好小好小，在頂樓我
們還看到阻尼器，我覺得很酷！接下來我
們去天文科教館，裡面有很多星球，我們
還在每個星球上量體重，最後我們跟熱氣
球拍照。 
    非常感謝校長、主任和各位老師帶我
們快快樂樂的出門，平平安安的把我們送
回家，希望下次還可以安排這樣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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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次到台北城鄉交流的第二站，來
到了我最喜歡的地方—台北市立木柵動物園 
。首先，我們來到了昆蟲館，那裡面有好多
前所未見的昆蟲，例如：像龍蝦一樣的龍蝦
竹節蟲，超級酷，讓我大開眼界！還有令我
印象最深刻的蝴蝶園，蝴蝶在花叢裡飛舞， 
讓我看得心曠神怡。其中有一隻大白斑鳳蝶
停在我的手上飛舞，讓我一直沉醉在那一瞬
間的美好。 
    接下來我們一路往上走，來到了動物區 
，我們有看到大長臂猿，牠們的手很長，在
樹上盪來盪去，真是有趣！我們也有看到大
河馬，氣味有點噁心，我還看到牠在河中噴
屎，讓我嚇一跳！再來我又看到大象，大象
的身體龐大，耳朵寬大，鼻子很長，我還看
到牠在吃東西時，大了好多大便，差點害我
暈倒！ 
    我們最後來到鳥類區和兩棲類區，裡面
有許多羽毛亮麗的鳥類，真是美極了！我們
也有看到許多有劇毒的毒蛇和兩棲類，其中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爬蟲區中一隻白白滑滑
的蜥蜴，有點像穿山甲，但小小的，讓我很
害怕！最後我們在動物園裡的小文創店買了
小禮物，為木柵動物園之旅畫下一個句點。 
    今天的旅行讓我大開眼界，也讓我學到
要好好愛護大自然，不要破壞牠們的住處，
這樣才可以永續他們的生命，讓生命生生不
息！ 

    蘭陽之旅的第三天，我們來到宜蘭的頭
城農場，導覽員的綽號叫輝哥，他非常幽默 
。他先帶我們去做葉拓 DIY，我做了一個葉
拓環保袋，是利用葉脈做了一隻虎甲蟲，長
相勇猛，讓我非常的有成就感。 
    我們做完葉拓環保袋後，輝哥為我們導
覽。一開始輝哥介紹台灣藍鵲，他說這裡有
一隻白化的台灣藍鵲，我們非常的幸運，白
藍鵲竟然現身，大家趕緊拿起相機拍照，這
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白化的藍鵲，我非常
的開心又驚訝！ 
    接下來輝哥帶我們去「昆蟲的家」，旁 

 

台北城鄉交流~木柵動物園  四甲 林佳芯 

 

蘭陽之旅~頭城農場    四甲 徐培皓 

邊有一片菜園，他說樹木上的一個一個的洞 
，就是一種蜜蜂的家，那種蜜蜂會抓蟲來餵
牠的寶寶，所以農場用這個方法來代替農藥
除蟲。接下來輝哥帶我們去看大白斑蝶的復
育區，牠的蛹是金色的，美極了！我第一次
看到這麼美麗的蝶蛹，令人目不轉睛。 
    最後輝哥帶我們去餵食牛羊，我拿著乾
草餵牛，公牛看起來壯碩，母牛看起來溫馴 
，小牛看起來很可愛，可惜小牛只喝奶不吃
草，無法跟牠接觸。接下來我餵羊吃草，這
裡的羊非常暴力，吃東西都用搶的，真「不
禮貌」！這次來參觀頭城農場，讓我心情愉
快而且收穫滿滿。 

     台北校外教學之旅   三甲  王薰儀 

    星期一、二我們去台北玩二天一夜，是
馬英九總統的姐姐馬以南阿姨募款安排。 
    第一天我們先去總統府參觀，總統府是
一座百年歷史的建築，裡面雖然不是很豪華 
，但是用了環保的方法來散熱。接著我們來
到動物園，是一天中最好玩的地方。我們到
動物園後，先到貓熊館看團團和圓圓，在此
我想到一個問題是圓仔像誰？我感到很好奇 
！接著我們班一起搭車到最高點，因為星期
一企鵝館沒有開所以不能看企鵝，也沒辦法
進去吹冷氣。走著走著來到金剛猩猩住的地
方，我們女生只注意牠的屁股，牠們的屁股
紅紅的是因為牠發情了。除此，我們還看到
長頸鹿、大象等。 
    第二天我們去台北南港國小，我們三年
級和五年級是體驗電音課程，是用平板的一
個程式編出一首歌。再來我們到一零一大樓 
，我搭電梯三十七秒就到八十九樓，而且電
梯的天花板有人工的星空，很漂亮。 
    這次的旅行讓我體驗到快速電梯的感覺 
，也讓我知道電音有多好玩多特別。我也要
感謝老師們帶我出去台北玩，也要感謝馬以
南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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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早上五點半，我急忙地起床，背
上背包趕去學校，深怕遲到，結果竟然太
早到了，連一個人也沒有，慢慢的人終於
到齊，台北之旅終於開始了。 
    我在車上看完電影睡了一下，終於到
台北了。第一站是總統府，門口看到憲兵
拿著槍。之後解說員開始精彩的解說，把
總統府的歷史說得很清楚，不知道以後還
有沒有機會再來總統府參觀？第二站到台
北市立動物園，我們先在園內享用午餐，
接著我看到了台灣黑熊像，老師幫我們全
班一起跟它合照，我本來很想買紀念品，
但太貴實在買不下手，稍微留下一點遺
憾。 
    第二天是和南港國小交流，首先是他
們表演森巴鼓的迎賓表演，非常有誠意，
南港的教師準備的電音課程，也是誠意滿
滿呢！接下來參觀一 0 一大樓，好壯觀啊 
！從一樓到八十九樓只要三十七秒，曾經
是世界最快的電梯喔！接著到天文館，可
惜時間不多，拍了幾張照就搭車回家了。 
    這次的台北之旅很特別，是和其他三
所學校一起去的，我感覺很不錯，我很感
謝馬以南阿姨和所有的校長、主任和老師 
，您們辛苦了。 

    台北城鄉交流      六甲      黃柏維 

    5 月 13 號和 14 號，我們學校和南港 
國小、北山國小、港源國小要去台北，5 
月十三日早上，學校六點三十分就要出發
了，所以每個人都很早來。 
第一個景點是總統府，一下車每個人都在 
排隊，因為很多人，排了大約十分鐘，終 
於可以進去了。一進去總統府，很多人都 
覺得裡面是天堂，外面是地獄，因為裡面 
有冷氣，外面很熱。導覽員解說了一些有 
關總統府的事情後我們就出去了。第二個 
景點是動物園，一進去，大家先吃午餐才 
去看動物，我看了很多，讓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鱷魚，因為鱷魚很大隻，還看到大象 
、馬、駱駝、河馬、箭毒蛙、蛇、熊貓、 
無尾熊、守宮……。後來老師說要去企鵝 
館看企鵝，於是大家一直走一直走，花了 
 

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到了企鵝館，可是裡面在
整修所以沒進去，大家只好走到車站搭小火
車下去集合點，等人數到齊，大家就回車上
準備去飯店。晚上去士林夜市，我在那邊買
了一條充電器的線還有玩夾娃娃，逛到八點
半，大家就走回飯店。第二天的早上去了台
北南港國小城鄉交流，我們五、六年級的課
程是 AR ，用平板掃描牆上的昆蟲，再回答
問題，課程結束後就去一 o 一大樓。我們去
一 o 一的八十九樓觀景台看風景，裡面還有
一顆重達 660 噸的阻尼球，那顆阻尼球用很
粗的繩子吊著。從觀景臺裡面看出去，原來
很大的車子都變很小台。後來又去了天文館 
，天文館裡有一個讓人站著的地方，前面有
一個螢幕會顯示你在不同星球的體重，在那
邊待了一下子，大家就回學校。 
    我覺得這次的校外教學很好玩，去了總
統府府、動物園、做城鄉交流、 一 o 一 、
天文館……。謝謝馬阿姨提供資金讓我們去
台北校外教學，也謝謝老師在我們旁邊注意
我們的安全。這次的校外教學我學到不少東
西，讓我滿載而歸。 

      台北二日遊      五甲  張宸熏 

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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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之旅        六甲     趙家民  

    下一個禮拜一、二就是馬阿姨舉辦的 
台北之旅行程，讓我感到很期待，其中我 
最期待的行程是要去參觀總統府和台北一 
o 一。 
    第一天我們一大早就到學校集合出發 
，我們花了三個小時就到了這個行程的第 
一站「總統府」，在門口就看到衛兵很威 
風的站在門口，進去我們就安靜聽志工解
說，還看到了總統府的模型，左右兩邊都 
是五層樓建築，中間是尖塔，在離開前我 
還買了一個小吊飾。 
    之後我們來到木柵動物園，在那吃了 
午餐後就去看動物，看到很多平常不會看 
到的動物，像是大象、河馬，我也拍了很 
多照片，但可惜的是有很多的動物園區都 
沒開放。在我們看完所有動物後，就從動 
物園的最頂端直接搭車到門口附近。之後 
我們就前往我們的住所—劍潭活動中心， 
我們晚上還去了士林夜市買東西吃。隔天 
，我們先去了一 o 一，我們先慢慢的爬到 
五樓，再搭超快電梯在三十七秒來到八十 
九層。我們在
那觀賞風景，
下面的車子和
房子就像一個
小不點一樣。
在快中午的時
候我們就離開
了台北一 o 一 
。接下來去了
台北市的南港國小參觀，一進去我們就看 
到南港國小的表演，十分精采。我們還體 
驗了南港國小學生自己製作的 AR，非常的
有趣，但可惜我的分數連前五名都沒有進
去，希望下次還有機會體驗 AR 課程。吃 
完午餐後來到天文館，我們在那看到了各 
種行星和一台登月車，還有在行星間轉換 
體重小遊戲，真是有趣，之後就回學校。 
    這次的行程讓我感覺學到很多，像是 
去總統府，我學到那些奧運選手的精神， 
要一直練習才會有好結果。希望下次還有 
跟台北之旅一樣精采的旅行，也能學到很 
多東西。 

 台北城鄉交流-木柵動物園       1080513 

    大地傳書香 清旅助學樂         1080605 

             母親節慶祝活動           1080510 

南投縣一頁書比賽校內頒獎       108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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