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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宏偉  

    八歲那年昭廣從廣島來到
佐賀的阿嬤家，迎接他的是破
舊的房子及帶過 7個子女的阿
嬤，雖然日子過得很窮，但阿
嬤卻不覺得，阿嬤教了昭廣很
多生活上的做事態度。 
    我覺得阿嬤雖然窮卻很開
朗，有一次，昭廣的一隻木屐掉到河裡，昭
廣要把剩下一隻丟掉，阿嬤卻說不要丟，等
兩三天河裡的那一隻就會漂過來了，過了兩
三天，那一隻真的漂過來了，真是太神奇了 
！難道阿嬤是神，能知道未來? 我的阿嬤如
果是這樣就太好了，但我的阿嬤不是，真是
可惜啊！ 
    佐賀阿嬤不管生活多艱苦也勇敢面對，
我們要學習佐賀的阿嬤，樂觀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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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賀的超級阿嬤讀後感 三甲 葉宥廷

台北美學之旅  三甲 江甯安 

    一個星期前，當我知道要去戶外教學後 
，我便非常期待它的到來。 
    終於到了這天，戶外美學之旅包括台北 
市立美術館、忠烈祠、故宮，這些地方各有 
特色：台北市立美術館放了很多藝術家的作
品；很偉大的人去世以後，就會埋在忠烈祠 
；故宮有很多古董。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故宮的翠玉白菜，因 
為它是石頭雕成翠玉白菜的樣子，栩栩如生 
，像真的一樣。第二個是台北市立美術館的 
「時間在哪裡」這個展覽，裡面有藝術家五 
花八門的設計，其中導覽員介紹一本書，書 
名是「宇宙掉了一顆牙」，這本書我之前就 
讀過，它讓我想起我掉的牙齒，代表時間的 
流走，表示我已逐漸長大。 
    我覺得非常開心 
，能跟同學去戶外教
學，我跟同學不只早
上相處，晚上在飯店
也一直聊天，這是很
難得的經驗。 
    感謝學校師長安
排活動，我更要感謝台 
積電文教基金會贊助我們去台北戶外教學， 
讓我學到很多知識，收穫滿滿。    

        台積電美學之旅  二甲 黃妍欣 

動動腦時間 

            觀察柿子    二甲  黃冠婷 

    我喜歡吃水果，今天，我要仔細的觀察柿
子。首先，它看起來圓圓的，像燈籠，也像小
顆的南瓜，穿著橘色的外衣。 
 我聞一聞它，柿子因為成熟了，聞起來好
香，好甜。我摸一摸它，柿子的外皮很光滑，
有一點硬硬的，葉子則是有點乾乾的。 
 媽媽說:「柿子有軟的、硬的，有不同的品
種，也可以拿來做柿餅。」我吃了一口柿餅，
口感軟軟的，還保留著水果的甜味，讓人口齒
留香。 
 原來柿子不但好吃，還可以做成柿餅。下
次我想去新埔看看，柿餅是怎麼做成的，去看
看課本中的柿餅小鎮。 

 福龜樂學學園 多元探索學習   

    福龜國小是孩子的樂學天堂，近來本校
獲得「全國客家藝文競賽歌唱表演中區特優 
、全國第四名」、「客庄十二大節慶搶成功
戰船競賽國小組亞軍」及最難能可貴的是獲
選為「2020南投縣戶外教育優質學校、教育
部地方創生課程學校、教育部跨領域美感學
校」；這一切殊榮來自於福龜教師團隊對於
學童創新教育的重視與全力以赴，大家期許
透過多元探索來成就每一個孩子，讓每個孩
子都能成功。我們知道身處二十一世紀的知
識社會，多元整合力是決定個人競爭力的關
鍵核心，更關乎獨立思考判斷、問題解決及
創意創新之能力，是終身適用的內在能力；
敬請各位師長一起來支持激勵小朋友「勇於
嘗試、多元探索」，找出自己的內在優勢潛
能、開展自己的獨特天賦智慧喔！ 
    福龜重視學童強健體魄、擁有樂活健康
習慣，因此在本學期辦理「山水奇遇水沙連 
、走讀合歡小奇萊、集集小農夫體驗」等活
動，讓參與的孩子們攀登台灣百岳、體驗合
歡山生態、走讀集集農村鐵道、更遠征全國
最大日月潭挑戰獨木舟橫渡；這難能可貴的
學習經驗不但培育學童樂活習慣，更強化對
於山林生態的保育觀念。哈佛醫學院教授約
翰．瑞提醫師，在《運動改造大腦》一書中 
，舉出各項實證研究，主張運動不只能鍛鍊
肌肉，還能直接鍛鍊大腦，改造心智，穩定
情緒，增進學
習力！因此運
動可以對心理
健康和認知能
力產生深遠的
影響，我們一
定要鼓勵學童
養成天天運動
好習慣。這個
學期的 12 月 
12日的運動會福龜以「森林運動會」為主題 
，安排了一系列的樂活健康活動，包含「山 
野森巴舞、芬多精探索大健走、小泰山體能
考驗大闖關、陽光野餐」等；活動內容精彩
萬分、禮物獎品高檔高貴；敬邀大家一起來
森林樂活、一起享健康喔！  

    期待很久的台北美育之旅，終於來了。 
大家在車上聽著音樂、唱著歌，欣賞沿路的風
景。很快我們就到了第一站—台北美術館。 
 到了美術館，我們參觀的主題是「時間在
哪裡」特展。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搖擺笛」， 
像個鞦韆一樣，只要人坐上去盪來盪去，就會
發出聲響，好有趣喔！另一個是「來不及」，
只要戴上耳機，就會發出一個人的聲音，卻一
直對不上字幕上的字，我也覺得很好玩。 
 第二天的重頭戲就是參觀故宮博物院。在
導覽老師的介紹下，我學到了古時候的人沒有
槍，所以要用玉刀來打仗。我看到了古時候流
傳下來的器皿上，刻著我們看不懂的字……讓
我大開眼界。 
 這兩天的旅行，我很開心，也收穫很多， 
也體驗了第一次和同學外宿的經驗，讓我留下
深刻的印象。 

三四五， 
這是我的五本課本。 
一， 
這是你的一個積木。 
一二三四， 
這是他的四塊橡皮擦。 
一二三四， 
這是誰的四塊果皮？ 

       這是誰的    一甲  江鈞安 

一二三四， 
這是我的四枝筆。 
一， 
這是你的一條積木。 
一， 
這是他的一個鉛筆盒。 
一二三四五， 
這是誰的五本書？ 

        這是誰的   一甲  邱百葳  



  台積電美育之旅   五甲 王薰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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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電美育之旅 四甲 詹凱甯       

 台積電美育之旅 六甲 邱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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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已久的美育之旅終於到了，感謝台
積電贊助我們，讓我們能到台北學習並增廣
見聞，我們要去的地方有故宮博物院、台北
市立美術館等地方，我的心裡又高興又期待 
。 
    第一個行程是到台北市立美術館參觀—
「黃華成．未完成」的展覽，我最喜歡黃華
成作品裡的一首詩—洗手詩，因為這首詩寫
的不只是一般的洗手，而是透過洗手可以淨
化自己。之後我們參觀兒童畫展，我看到了
「時間在哪兒」的展覽，這個主題告訴我們
要把握當下。 
    後來到忠烈祠看衛兵交接，他們剛開始
一動也不動，時間一到就開始進行交接儀式 
，表演當中有的人甩槍，有的人抬腳，整齊
劃一的動作讓我十分佩服。看完精彩的衛兵
交接後，我們就準備搭車前往金山青年活動
活動中心休息。 
    晚上我們洗完澡後，主任和老師就帶我
們到附近的老街逛逛，雖然很多店家都沒有
開，但是我們走到了「魚路古道」，知道這
條路是以前人們辛苦扛著魚去賣所走的路，
過去在交通不方便的情形下，要運送魚貨十
分辛苦。 
    隔天我們一大早就到故宮博物院看好幾
千年前的歷史文物，例如：青花瓷、轉心瓶 
、黑釉瓷、青瓷水仙盆和有名的「翠玉白菜 
」，這些文物裡面我最喜歡翠玉白菜，因為
翠玉白菜的寓意是多子多孫。最後我們搭車
回學校，就這樣結束了這美好的旅程。 
    這次的旅行讓我看到許多精采的作品，
也欣賞到許多歷史文物之美以及了解其特殊
含意，希望下次有機會還能參加這種知性之
旅。 

    出發的前一天，我看著那張通知單，通
知單上寫了要去泰安休息站、劍潭青年活動
中心、台北美術館、忠烈祠、金山青年活動
中心和故宮博物院，還有要帶衣服、外套和
口罩等必備用品。看著精采的流程，讓我非
常期待這次的「台積電美育之旅」！ 
    第一天早上我抱著興奮、開心又激動的
心情來到學校集合出發去第一個地方。第一
個地方要我們舒服的去休息上廁所－這就是
泰安休息站。舒服的休息上完廁所我們去劍
潭青年活動中心吃了一頓美味的炸蝦子、高
麗菜……等的中餐。下午我們去台北美術館
看展覽，這個展覽叫「未完成」，是黃華成
先生的作品，展中有很多雜誌，像「文藝沙
龍」……，還看到了許多作品，有畫、書等
等。下午的第二個行程是忠烈祠，在忠烈祠
看到了威風凜凜的衛兵正在做交接儀式，交
接儀式最後的耍槍真的是帥極了，又能夠精
準的接住槍支。晚上來到了最靠北部的青年
活動中心—金山青年活動中心，進到二二一
房吃著好吃的牛肉泡麵，看著精采的影片，
玩著好玩的大老二，洗完澡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五點二十分，全副武裝走出 
房間，走到附近的獅頭山公園爬山，看美麗 
的日出和燭臺雙嶼。 
 

   台積電美育之旅 四甲 杜俊陞  

    出發的前一天晚上，我不停地想著是否
有什麼東西忘記帶?明天會不會起得來?心裡
既興奮又緊張。 
    當天是個風和日麗的早晨，我聽到悅耳
的鳥叫聲，心中也不再緊張了。第一站來到
市立美術館，參觀黃華成大師級的作品—未
完成。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洗手，看似
平凡的東西卻能在美術館展出，真是令人想
不到啊。 
    第二天站到忠烈祠，我們看到一動也不
動的衛兵讓我暗自稱奇，如果是我一定受不
了，衛兵交接時井然有序，心想若沒這些軍
人保護我們，我們也沒辦法過這麼幸福的日
子。 
    接下來我們去故宮博物院，我看到著名
的翠玉白菜，真是栩栩如生，還看到鎮館之
寶—毛公鼎，真是
讓人大吃一驚。這
次的二日遊讓我看
見許多珍奇異寶，
吸收許多知識。最
後謝謝台積電的贊
助和師長的陪伴與
照顧。 

    明天就要去旅行了耶！好期待呀！好想趕
快到明天，都睡不著。 
    終於到了，我們先各校集合，總共有 4所
學校呢！然後開始坐車到台北，一路上的風景
都很美麗，我們在車上一直聊天。到了美術館
之後，解說員帶我們到黃華成的展覽區一一介
紹他的作品，包括劇場，我到現在都難以忘記 
。要離開美術館前，我們還到建築師精心設計
的二樓摸天花板，那裡真的很高，我排了很久
才體驗到，雖然我摸不到天花板，但從二樓望
下去的那種感覺真的好奇妙。 
    接下來，我們到了忠烈祠看衛兵交接，那
裡的建築真的別有風味，還有兩個衛兵整齊的
站在台階上，他們站了好久，腳都不會酸，真
的好強！我們在那兒站了好久才開始交接，腳
雖然很酸，但看到他們一致又整齊的表演，我
想我的等候都沒白費了。他們在交接時，動作
都整齊劃一，真的好壯觀哪！接下來，我們就
回青年活動中心休息。 
    第二天，我們去了故宮博物館參觀，我們
跟著導覽員一起參觀了銅器，上面還有刻字，
在經過導覽員細心解說後，原本讀不懂字意的
我突然開竅了。我們後來也有去參觀翠玉白菜 
，翠玉白菜據說是以前皇后的嫁妝，仔細觀察
會發現上頭有兩隻蟲，分別代表的意思是：多
子多孫，地位高昂。我因為很喜歡精緻的翠玉
白菜，所以買了翠玉白菜的印章，雖然沒有真
品那麼精緻，但我還是很喜歡。 

    這次的旅行，我
們不僅僅參觀了有名
的故宮，還去了充滿
藝術氣息的美術館，
真的讓我大開眼界，
獲益良多。也謝謝師
長們細心的安排，讓
我們能學習到更多好
的資訊，希望下次還

能到外面去看看，充實自己的知識。  

    期待已久的美育之旅終於到了，我們要感謝
台積電，因為有了他們的贊助，我們才能去台北
學習，要去的地方有台北市立美術館、故宮博物
院等等，讓我又開心又期待 
    第一個參訪地點是去台北市立美術館，導覽
員介紹一位名叫黃華成的藝術家給我們認識，我
們去了許多房間，裡面放了許多物品，有：白娃
娃、板凳、人臉石等，這些擺設讓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沒想到五、六十年前的人所創作的東西跟
現代沒有違和感。 
    接著我們去忠烈祠，我在忠烈祠那邊看到了
許多衛兵，那些衛兵穿著白色的衣服，我看到了
那些衛兵的動作雄糾
糾、氣昂昂，他們的
腳步聲和槍托著地的
聲音非常整齊有氣勢 
，讓我印象深刻。 
    然後我們去金山
青年活動中心住宿，
路上我有看到自然課
本學到的海灘和海岸潮間帶。晚上我們去金山老
街夜遊，雖然金山老街晚上沒有店家開門，可是
由許多招牌讓我知道，老街有賣許多特色小吃，
例如：粉圓、粿、冰淇淋等等，我希望以後有機
會可以白天再來逛逛。 
    第二天我們去故宮博物院，那裡有許多古人
的東西，像玉、鼎、陶土等，我喜歡的東西是玉 
，因為它不只有各種顏色，更因為有不同的雕刻
以及不同的含意，讓我大開眼界。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棒，因為可以讓我多元學
習，像博物館可以讓我知道古時候有哪些東西，
我希望以後可以再參加這個活動。  

    你知道我們兩天去哪裡嗎？讓我們搭時光
機回去現場看吧! 
    首先來到台北市立美術館，看到的是黃華
成的作品，他是位很有想像力的藝術家，連未
乾的衣服居然也是一件作品？下午我們來到忠
烈祠，看到了帥氣的衛兵交接，真是充實的一
天。 
    第二天一早我們來到故宮博物院，我們看
到鼎鼎大名的翠玉白菜，可惜肉形石在南院展
示沒看到，好可惜。我們還看到古時候的鼎，
導覽員老師說鼎是古代的鍋子，用來煮肉的。 
    這次的旅遊讓我知道玉就是漂亮的石頭，
而瓷器窯燒的溫度比陶器還高。最後謝謝台積
電的贊助和師長的帶領，讓我們愉快的度過兩
天。  

   台北美學之旅    六甲 林佳芯  

    吃完早餐來到了故宮博物院，我們看到了
最有名氣的「翠玉白菜」，亮麗的外表加上精
緻的雕刻真是漂亮，我們還去看了好多古代的
銅器，有吃飯、喝水用的，有馬用的，也有演
奏用的，有的鼎裡面有刻字喔，像毛公鼎就是 
。最後我們還看了陶、瓷的作品。中午在劍潭
青年活動中心吃中餐就回家了。      
這次的旅遊讓我學到了好多古物的由來、藝術
等等事物，希望以後學校還可以帶我們去更多
有關藝術、文藝和古物的地方參觀。 

  台積電美育之旅  五甲 張妍安



【2021 年 2 月】  

  賀宏偉  

 親愛的蔡老師: 
    最近的天氣很不穩定，有時冷，有時熱 
。我寫這一封信是為了感謝您，老師平常辛
苦的教導我們，讀書、寫字、日常生活的規
矩……。  
    我還要告訴您，當我被同學欺負，心裡
很難過很痛苦時，是老師安慰我，我就不難
過了。 
   新年快到了，祝福老師新年快樂，萬事
如意。敬祝 
平平安安    
                    學生 房匯馨 敬上 
                      一月二十一日 

客語初級認證通過   黃冠婷 初級    
欣榮圖書館悅讀徵文 黃雨涵 佳作 
貓咪盃程式設計比賽-遊戲 徐培皓 邱世安佳作 
貓咪盃程式設計比賽-遊戲 傅立丞 邱世宇佳作 

   寫一封信給老師  二甲 房匯馨 

      新年新希望   三甲 邱品慈 

    新的一年我對自己有新的期望，我希望
我的課業能更進步，因為過去這一年來，我
考試成績退步許多，願這新學期的開始，成
績能更上層樓。 
    經過上學期幾次的考試，我發現靖瑩愈
來愈進步，慢慢超越我了，於是我發現自己
真的要再加油了！尤其期末考我考了第三名 
，心裡非常難過，但是媽媽鼓勵我說：「沒
關係，繼續努力，不要因此而氣餒，只要把
粗心的習慣改掉、專注上課，就會有好的表
現。」聽完媽媽的話，讓我更下定決心認真
學習。 
    我可以從二方面來改進，首先我要向靖
瑩同學學習她用功讀書的精神，從她身上看
到的優點來慢慢改善自己的缺點。第二我要
好好規劃讀書的時間，聽取老師的意見—養
成課前預習、課後複習的好習慣。 
    新學期已經開始，我很希望也期待能讓
大家看到我的改變。  

       寫一封信給老師  二甲 賴玉漩  

            春天的顏色  二甲  羅雅諼 

 閱讀啓動真學習 自主精進好學養 

各位敬愛的家長新年好： 
    從 109學年度起我們積極推動「福龜愛閱 
幸福喜悅」、「明日四書校訂課程」、「多元
學習精采生活」、「優質路線在地探索」、「跨
領域美感藝術課程」、「科技大學生活化學營」 
、「創客 3D列印學習」、「在地文化藝術扎根」
及「山野探索五感體驗」等樂效學習，打造多
元化的學習情境，落實全人教育理念， 務實
中，陸續看見孩子的潛能展現，本校深耕兒童
多元能力學習逐漸開花結果，開學初以來陸續
榮獲「全國客家藝文競賽歌曲表演中區特優、
全國第四名」、「教育部戶外教育教案課程優
等學校」、「南投縣優質課程學校」、「教育
部跨領域美感學習學校」、「教育部山野教育
優質學校」及「戶外教育優質路線學校」；福
龜小天使們的優質表現，也深獲各界肯定。 
    「用心去發現學童的亮點、努力成就每一
個孩子」，是福龜教育團隊最神聖的教育使命 
，迎接新時代新課綱-自主學習乃是學童面對
未來挑戰應解鎖的重要能力。學者 Knowles
（1975）指出「自主學習」就是個人無論在有
或沒有他人幫助的情況下，能主動診斷自我的
學習需求，設定學習的目標、分析學習的資源 
、選擇和實施適當的學習策略、並評估學習成
果，而在《自主學習六堂課》這本書中作者則
是提出培育學童成功學會自主學習的第一步
在於「大量閱讀」，由探索興趣中激發學習的
熱情，因此本校以「愛上閱讀」為學習中心，
培育福龜學子擁有迎向未來挑戰的關鍵素養。
我們深信每個孩子都有無限的潛能，福龜全體
同仁將以積極的生命能量與專業執行力，共同
發揮教育愛，陪伴孩子們迎向夢想曙光！ 
    學校是為了孩子的學習而存在，未來福龜
教師團隊堅持「給每ㄧ位孩子關懷，許給每ㄧ
位孩子自信」，迎接金牛年到來。在這學期開
學典禮中我們「以牛為師、好學有禮」來期許
福龜學子培育良好的學養、積極認真投入學
習、在多元探索中開展天賦潛能。我們知道學
校與家庭是教育的學習共同體，家長的支持與
關心後盾，能使教育發揮加倍加乘的力量。各
位家長老師讓我們一起攜手並進，用愛與榜樣
培育每一位福龜小天使邁向卓越。  

親愛的張老師: 
 收信平安。最近的天氣不是很好喔！請老
師多注意保暖。 
 我寫這一封信是為了謝謝您，教我生活中
的點點滴滴。我最喜歡上課了，因為你教我許
多的知識。 
 我還要告訴您，在我傷心的時候，您會安
慰我；我不乖的時候，會糾正我；我乖的時候 
，會鼓勵我，感謝老師。敬祝  
 心想事成 
                     學生 賴玉漩 敬上                                                                             
                          一月二十一日 

我走在大大的操場上， 
我看到了大樹， 
大樹綠綠的， 
大樹也壯壯的。 
 
走在操場上， 
我和大樹揮揮手， 
我抱一抱大樹。 
 
大樹站在操場上， 
我覺得很開心  

          操場     一甲  邱茂宸 

我走在美美的圖書館， 
看到書， 
美美的書， 
有趣的書。 
 
走在圖書館裡， 
我和書揮手， 
走在圖書館裡， 
我抱一抱書。 
 
我喜歡書， 
我覺得很開心。  

         圖書館   一甲  邱百葳  

我站在田裡， 
一眼就看見桃紅色的杜鵑花， 
我開心的說: 
「我看見了，春天是桃紅色的。」 
 
我坐在門外， 
一眼就看見白色的雲， 
我快樂的說: 
「我看見了，春天是白色的。」 
 
我蹲在門口， 
一眼就看見綠色的蜜棗， 
我興奮的說: 
「我看見了，春天是綠色的。」 

福龜迎和牛 元宵射燈謎 

1.雖有十張口，只有一顆心；要想猜出 
   來，必須動腦筋。（射一字） 
2.吳剛伐桂。（射桃園地名）  
3.長年平安。（射臺灣地名） 
4.有點自大。（射一字） 
5.蚊子叮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豬。 
（射卡通人物）  
6.脫了紅袍子，是個白胖子；去了白胖子 
  ，是顆黑丸子。（射水果）  
7.踏階而上。（射成語，四字） 
8.少了一本書。（射成語，四字）  
     



詩的故事-英文詩欣賞 

我的歌劇院初登場-進軍國家劇院 110.01.01 

1.思 
2.南崁 
3.永康 
4.臭 
5.布丁狗   6.荔枝 
7.步步高升 8.缺一不可（缺一“BOOK”)

    新年新希望  三甲 黃靖瑩       

燈謎解答 

  美感教育—牛年版畫 110.01.12   福龜名人講堂 —熱血阿傑 110.01.18 

                                       
    今年已來到 2021 年了！一轉眼又過了
一年，新的一年開始，有新事物等著我去學
習，我也希望今年會有好的學習成績。 
    每當春節過年到來，我便會期待新年要
做的活動，例如吃團圓飯、放煙火……等，
開開心心的迎接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為了有好的開始，我覺得應
該事先做好計畫，例如：讀書計畫、閱讀、
休閒活動的安排或自己想做的事。我希望我
可以每天存一些零用錢，把零用錢捐給需要
幫助的人。另外， 我可以參加學校辦的活
動，尤其是多元又豐富的寒暑假育樂營，透
過這些活動來增加我的知識和經驗。 
    2021年，希望大家都充滿希望，希望大
家都能把握時間，多多充實自己。  

Sound the flute!                           
Now it´s mute!                            
Bird´s delight,                             
Day and night,                                                         
Nightingale,                              
In the dale,                               
Lark in sky,                                
Merrily,                                  
Merrily merrily,to welcome in the year.         
Little boy,                                
Full of joy;                                
Little girl,                                
Sweet and small;                           
Cock does crow,                           
So do you;                                
Merry voice,                              
Infant noise;                               
Merrily,merrily,to welcome in the year.        

    山野教育心得     四年甲班 

    點子屋新開張是在說熊哥哥得到了好
學生飛碟，但一直都發動不了，因為它要
聽到一句成語才能啟動，但熊哥哥一心只
想要飛所以太心急了想不到成語，最後是
熊妹妹對哥哥說一些有關速度的成語讓熊
哥哥對好學生飛碟說，熊哥哥說了「快如
閃電」的成語，飛碟就飛了出去。過程遇
到了一點意外所以迫降在地球，現在熊星
球是暑假，正好可以在地球做一個「小熊
兄妹點子屋」。在宇宙的另一邊，熊爸爸
發完尋熊啟事回家就接到電話，電話裡的
好學生飛碟說：「小熊兄妹在地球幫地球
人想點子，解決難題，忙不過來，所以叫
我先打電話給熊伯父熊伯母報平安。」他
們最後賺了一些金幣回熊星球，爸爸擔心
地喊：「下次要小心一點，晚上我們去外
面吃大餐吧！」 
    我的心得是—不要像熊哥哥一樣一心
急就很慌張，要像熊妹妹一樣冷靜下來想
才不會把事情做得很混亂，還有出去要讓
家人知道，不然會像故事中的熊爸爸一樣
擔心。 

     讀書心得   六甲 邱世宇 

杜俊陞 
    期待已久的日月潭山野教育終於到了，出
發前的一個禮拜，老師開始叫我們每天跑步，
訓練肺活量；老師也介紹我們行程有什麼活動 
，讓我好期待；我們還閱讀許多關於日月潭的
書並跟同學們互相分享。要挑戰兩天一夜的日
月潭活動，讓我好開心！ 
詹凱甯 
    第一天，我們首先挑戰划輕艇，我們先聽
教練說明要怎麼划輕艇，剛要坐上輕艇的時候 
，我很緊張，怕漂在湖上沒辦法回去，可是多
划幾下就比較熟練了，也不再那麼緊張了。我
們在划的過程雖然很累，但是很好玩。我學到
如果船要往左邊就要往右邊滑，反之亦然。划
完之後，所有的輕艇都集合起來，在日月潭的
湖面上拍了一張大合照，我們雙手高舉象徵通
過考驗，陽光下的福龜國小師生，在山水間充
滿了朝氣 ！ 
黃雨涵 
    下午我們去探索「活盆地」，一走進去，
只要有人跳，地面就會震動，讓大家驚呼連連 
！導覽阿姨讓我們從地面拔出一根長長的棍子 
，棍子差不多有兩層樓高，讓我知道活盆地的
下面都是水，水深高達兩層樓。後來導覽阿姨
帶我們去走泥巴路，在走泥巴路要小心，還要
團結合作，我們需要聽前面的人提醒哪裡有陷
阱，不然一不小心就跌倒了，可能會在跌倒時
濺了自己一身泥巴，還會濺濕別人。之後導覽
阿姨又帶我們去做手工肥皂，我們拿出在路上
剪的澳洲茶樹葉子來做，肥皂製作很簡單，味
道也很香。 
魏君穎 

後來我們到活盆地走「會跳舞的泥土」，
雖然表面硬硬的，但竹竿從泥巴中拉起來卻有
兩層樓深。之後我們去採澳洲茶樹，準備做香
皂。接下來去踩真正的泥巴，剛開始大家都很
團結合作，沒把身體弄髒，但最後我們失去控
制，還是把衣服和褲子沾到了許多泥巴，雖然
很髒，但卻是一個很好的體驗：我學到大家都
要互相照顧，走在前面的人發現狀況要提醒後
面的人，不要互相抱怨，才能安全過關。 
羅鼎鈞 

隔天早上，大家搭車到貓囒山的入口，本
來我因為頭暈而無精打采，但爬山後，調整呼
吸，反而愈爬愈有活力，身心特別舒暢，還飽
覽了至高點的美麗景色。午餐吃完後，我們到
「喝喝茶」吃茶葉蛋、喝「紅玉 18號 」，感
覺很愉快！下午，大家到了中台世界博物館，
學到了歷史文化及文字演變，也做了一幅書法
拓印作品留念。 
杜俊陞 

我覺得這個活動非常好玩，因為有許多活
動，像爬山、划船等等。我還學到我們要學會
照顧自己，讓自己能獨立生活，而不只是依靠
父母。我希望以後可以再參加這個有意義的活
動！ 

Spring  

聽這笛聲！ 
停了停了！ 
鳥兒多開心！ 
日以繼夜，                              
夜鶯， 
在山谷中， 
雲雀在天上， 
歡快， 
歡快呀歡快，迎接這一年。 
小男孩， 
滿心歡樂； 
小女孩， 
甜美稚嫩； 
公雞咕咕叫， 
你跟著哈哈笑； 
歡聲笑語， 
嬰兒啼鬧； 
歡快呀歡快，迎接這一年。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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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野教育心得   四年甲班 
鍾雲晴 
    我覺得去了好多的地方，很好玩又很有
趣，我學到要照顧自己，不能總是讓父母、老
師照顧我們。還有「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去戶外教育也能多體驗，增廣見聞，希望下
次有機會能再去參加不同的山野活動！ 

詩的故事 
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英

國詩人、畫家。這首詩節錄自<春天>的前兩段，收
錄在布萊克一七八九年的詩集《純真之歌》。許多
詩人寫過春天，春天的景色、春天的心情、春天的
蟲魚鳥獸與人。 

威廉· 布萊克的春天充滿聲音。不知哪裡傳
來一陣笛聲，稍縱即逝，接著迎來更多歡快的聲
音，山谷與天上的鳥兒啾啾啁啁，白天與黑夜不曾
停歇，因為生之季節已經來臨，大家開心哪！萬物
生機蓬勃，小獸一樣的孩子亦然，雞啼狗叫，人也
哇哇哈哈停不下來，沒辦法，春天來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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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 

蕭妤恩 
    期待已久的「山水奇遇記」快到啦！
所以我們班的人都開始跑步，訓練體能，
也看了許多有關日月潭的書，老師還訓練
我們集合的速度及說明安全事項等。這次
山野教育的活動非常多，有划輕艇、爬貓
囒山等，我們都非常期待，也希望這次有
不同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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