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12 月號 校慶專刊】 

校長的話         賀宏偉 

    「真心去觀照孩子的亮點、努

力成就每一個孩子」，是福龜教育

團隊最神聖的教育使命，從 104

學年度起本校推動五大教育主軸「愛閱、

樂活、敦品、向學、好美」，就是以熱愛閱

讀為學習中心、以健康生活為學習動力、

以品格教育為學習基礎、以藝文陶冶美善

生命，最後讓福龜學子擁有迎向未來挑戰

的關鍵能力為依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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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學期以來我們積極推動「福龜愛閱 

幸福喜悅」、「創客小逹人學習課程」、「毓

繡美術館行動藝術體驗」、「台灣客家戲曲

到校展演」、「創客 3D 列印學習」、「莓哉福

龜導覽小天使」及「阿賀校長小客人」、「創

客夢工廠啟用｣等樂活學習活動，在多元化

的學習情境中落實全人教育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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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5 年度

開學初以來陸續榮獲全國客家藝文競賽歌

曲表演甲等(南投縣第一名)、南投縣學校

英語競賽中學校團體第二名(本校劉芊妤

同學英語朗讀第二名、羅正翔同學英語說

故事第二名)、在藝文競賽方面則是獲得南

投美展優等佳績(世安、芊妤、正翔、乃

文)、品格經典朗頌弟子規比賽全縣第三

名；另外福龜木箱鼓社則是獲邀擔任「國

姓搶成功舞台秀｣表演，精湛演出深獲各界

好評，福龜小天使們近來積極投入練習，

期待在未來音樂表演中大放異彩。 

    「孩子的笑容，是我們快樂的泉源，

從孩子的笑靨中，看到學校教育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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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務實、精進的態度優

質教導福龜學子成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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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天賦、邁向卓越。 

 
 
 
 

 
 
 
 

 

教導處專欄    -
 

▓1051115 創客夢工廠揭牌開幕儀式 

▓1051116 台灣戲曲學院蒞校表演 

▓1051117 校外教學~毓繡美術館參訪 

▓1051110 經典朗讀比賽 

▓1041105 搶成功活動 

▓1051015 客家歌謠競賽 

▓1051014 校外教學~故宮南院、獨角仙農

場 

▓1051007 樂活運動站施工 

▓1051005 家庭教育講座 

▓1050921 新書上架活動 

▓1050921 全國防災演練   

▓1050914 中秋節慕竹阿姨贈送月餅 

▓1050914 105 學年第一學期班親會 

 

總務處專欄   -  

▓105 年度室內空調改善。 
▓105 年度增設校園電子圍籬系統。 

▓教育部 105 年度充實幼兒園教學設備。 

▓105 年度創客樂活館防水工程。 

▓榮獲教育部 105 年度樂活運動站補助。 

▓105 年度改善午餐廚房設備。 

▓105 年度梅姬颱風災損復建工程。 

▓105 年度充實改善飲用水設備。 

▓揚莓兔憩園建置工程。 

▓教育部 105 年度資訊教育推廣活動「運

算思維」程式設計教育推動。 

▓105 學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營造空間美

學與發展特色學校。 

▓創客夢工廠建置工程。 

▓充實暨改善創客夢想館資訊設備。 

▓105 年度充實英語教學設備。 

 

          榮譽榜 

105 年度個人獎項 
 
羅正翔 全縣英語文說故事競賽   第二名 
劉芊妤 全縣英語文朗讀競賽     第二名 
劉芊妤 本土語新聞小主播低年級 第二名 
劉家妏 本土語新聞小主播高年級 第三名 
黃郁軒 兒童文學-本土語詩歌作    入選 
黃郁軒 兒童文學-本土語詩歌插圖  入選 
劉芊妤 兒童文學-本土語詩歌作    入選 
劉芊妤 兒童文學-本土語詩歌插圖  入選 
劉芊妤 語文競賽初賽客語朗讀   第三名 
傅渝甄 語文競賽初賽客語演說   第三名 
吳易晉 語文競賽初賽字音字形   第二名 
劉芊妤 語文競賽決賽客語朗讀   第二名 
傅渝甄 語文競賽決賽客語演說     優勝 
吳易晉 語文競賽決賽客語字音字形 優勝 
陳沛琳 幼兒園幼兒說故事比賽     優選 
劉芊妤 妙泉寺母親節寫生比賽     優選     
邱世安 全國美術比賽初賽繪畫   第二名  

劉芊妤 全國美術比賽初賽繪畫     入選 
羅正翔 全國美術比賽初賽繪畫     入選 
許乃文 全國美術比賽初賽繪畫     入選 
邱世安 國姓搶成功繪畫比賽       佳作 
邱世宇 國姓搶成功繪畫比賽       佳作 
初沛瑢 國姓搶成功繪畫比賽       佳作 
邱品宸 華光盃民俗體育扯鈴小男乙 特優 
曾柏凱 華光盃民俗體育扯鈴小男乙 優等 
黃羽晨 華光盃民俗體育扯鈴小女乙 甲等 
                          
105 年度團體獎項 
 
我愛閱讀丁組「愛閱讀」       第三名 
華光盃民俗體育教師組團體賽    特優 
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特色學校    佳作 
全國客家藝文競賽中區分賽      甲等 
品德教育經典朗誦競賽丙組      甲等 
 
 

  一二三四,壓壓腿。 

  二二三四,轉轉手。 

  三二三四,手摸腳。 

  四二三四,轉轉肚子。 

  早安!你好!大家一起做早操! 

  我很開心身體很舒服。 

  

一二三四，跳跳跳。 

二二三四，跑跑跑。 

三二三四，壓壓腿。 

四二三四，甩甩手。 

早安！你好！大家一起做早操！ 

開心快樂身體好健康。 

 

一二三四，把雙腳抬一抬 。 

二二三四，把雙手舉的高。 

三二三四，屁股扭一扭。 

四二三四，向前跳一跳。 

早安！你好！大家一起做早操！ 

開開心心在一起，,身體好又好。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徐培皓，我今年

八歲，二年級，我是一位可愛的小孩，我

有一雙大大的眼睛，一張像豬頭的臉蛋，

我的個子長得矮矮胖胖的，就像一隻小豬。 

  我最喜歡的顏色是黃色，最喜歡吃的

東西是西瓜，我最喜歡的運動是跑步，最

愛的才藝是畫畫，我的家人都說我的個性

很像吸血鬼，喜歡黏著別人。 

  我長大後想成為一位帥哥警察，保衛

每個人的安全，成為人民保母。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邱世安，我今年

九歲，二年級，我是一位聰明的小孩，我

有一雙小小的眼睛，一張圓圓的臉蛋，我

的個子長得胖胖圓圓的，像一隻功夫熊貓。 

 

  

創客夢想館揭牌 



 

  我最喜歡的顏色是黃色，最喜歡吃的

東西是柳橙，我最喜歡的運動是騎腳踏

車，最愛的才藝是畫畫和扯鈴，我的家人

都說我的個性很調皮像小小兵。 

  我長大後想成為一位設計電

動車的工程師，希望我能實現我

的願望，也能和大家成為好朋友。 

 
 

  阿疤是一個很沒自信的小狗，大家都

不喜歡牠，所以牠覺得自己很沒用。阿疤

最喜歡的事是看羊吃草，所以牠去找了狐

狸，希望能夠變成羊，最後阿疤把大野狼

嚇跑救了羊。 

我覺得只要對大家溫柔，一定可以交到

好朋友，就不會被人欺負。而且

阿疤不行對自己沒信心，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優點，阿疤利用他的

聰明救了羊，就是善用自己的優

點啊！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歐傑錩，我今年

十歲，三年級，我是一位可愛帥氣的小孩，

我有一雙大大的眼睛，一張圓圓的臉蛋，

我的個子長得肥肥胖胖的，就像彌勒佛一

樣。 

我最喜歡的顏色是黃色和青綠色，最喜

歡吃的東西是布丁，我最喜歡的運動是打

羽球，最愛的才藝是扯鈴、變魔術和說笑

話，我的家人都說我的個性很開朗。 

    我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耳朵很大，大

家一眼就可以認出我來。長大後想成為一

位飛行員，像我的叔叔一樣。 

我希望能教大家扯鈴，但願大家能和我

做好朋友。 

  朱家住了爸爸、媽媽小吉和小利，每

次做家事都是媽媽在做，爸爸和小吉、小

利每次都躺在沙發上看電視，根本都沒有

做家事。有一天，爸爸和小吉、小利回到

家後沒有看到媽媽，只看見有一個信封，

裡面有一張紙寫著「你們是豬！」，原來媽

媽離家出走了。在沒有媽媽的日

子裡，他們的日子過得很髒亂、

很辛苦……。有一天，媽媽終於

回來了，然後全家人就一起做家事了。 

  從這個故事我學到不可以像故事裡的

爸爸和小吉、小利一樣，在家裡完全不做

家事，全部留給媽媽一個人做。每個人都

應該像裡面的媽媽勤勞做家事，才能把家

裡整理得舒舒服服，大家才能過著幸福的

生活。而且最重要的不能只有依

賴媽媽，應該要全家人分工合作

才對，因為「家」是大家的。 

     

  從這本書我學到人的美麗不在於外表

的服飾、珠寶、髮型，必須從他的眼中找

到，因為這才是他的心靈之窗與愛心之

房。人的美麗不是表面，是精神層面以及

熱情，並且會隨著年齡成長，不

會永遠一樣。 

    書中提到一位曾得過兩

次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演員，也

是個智慧母親-奧黛麗•赫本，她不但是個

親善大使，還鼓勵學習障礙的孩子勇敢做

事、勇敢向前衝。這種愛心和關懷的精神，

值得世上每一個人學習，也是人間「最美

的禮物」。

  之前讀富功國小時，有一次走進教室 

，突然發現坐錯位置，這時我「手忙腳亂」

的快速地坐回我的位置，其他人一直笑我 

，讓我覺得「無地自容」。經過這件事之

後，我都會先確定位置，不然就糗大了！ 

  又有一次，我們在玩鬼抓人，我當鬼

要捉人，結果對方跳過一排矮樹，我也跟

著跳，此時我的褲子突然掉了下來，旁邊

的人「張口結舌」、「目瞪口呆」的看著我，

然後一直笑。 

  經過這兩次教訓，我學會「從容不

迫」、「神色自若」的面對尷尬，而且只要

小心一點，就不會再出糗了。  

  早上七點四十分上了車，我們在車上

聊天，突然一個導遊在車子座位前面自我

介紹，她要我們大家叫她 Apple。之後在到

獨角仙農場以前和她玩一個小遊戲，因為

全部的人都犯規，所以所有的人都被畫臉。 

  到了獨角仙農場，果然萬物不可貌相 

，我看門口很小比校園還小，可是一進去

就發現它比校園大很多倍。首先 Apple 帶

我們去兔子園看兔子，我一直以為兔子的

大便很臭，原來只要細心照顧就不會臭，

之後還去了羊和鴕鳥的欄舍。到植物區之

後重頭戲開始了，有獨角仙和許多昆蟲的

標本，然後我也自願去和蟒蛇一起合照。

吃完午餐我們去故宮南院看文物，之後我

們就開心回家。 

  這次的校外教學

對我來說是無價之

寶，因為明年我就要

上國中了，所以這次

是一次永生難忘的校

外教學。 

 

 

 

 

 

 

 

 

 

 

 

 

 

 

  星期五和星期六是比賽和玩樂的日

子，星期五當天六甲和五甲要去推戰船。

一早到校就是先暖身，暖身完成再去比。

第一場我們跟乾峰比，結果輸了……只差

零點幾秒；第二場我們第八名要跟第一名

比，不用想一定會輸的啊！ 

  星期六是全校踩街，在等的時候看到

其他國小準備了各式各樣的道具。開始踩

街後很快就結束了，之後就是看表演了。

過了一下就是自由活動，自由活動的時候

大家都跑去夾娃娃，自由活動時間結束以

後，有國小和國中的表演。我們低、中、

高年級有幾個同學去表演木箱鼓和扯鈴，

他們表演完後我們就回學校了。 

  我覺得這次的搶成功輸了，是因為準

備沒有很充足才會

輸。我還看到了一

個很特別的花轎是

用寶貝球來呈現，

難怪會得第一名。 

105.11.10品讀教育讀經比賽  105.11.15 莓學基地解說員   105.11.25雞蛋糕 DIY 



【2017 年 1 月號】 

校長的話    

 

親愛的家長、老師及小朋友們大家好： 
    金雞年新春即將到臨，福龜校園處處

充滿孩子們歡樂的學習力，吉猴年中福龜

幸福學園生活正如農夫治田般歷經「春

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篤實，這一年來

我們設立了莓栽福龜草莓園、HERB 香草

區、世界閱讀角、創客樂活館、咖啡夢工

場及揚莓兔憩區（小兔的家）等探索學習

區，讓小朋友能擁有多元豐富的學習情境 

；在送走精彩的第一學期課程後；各式各

樣的精采寒假創意課程也等待每個小朋友

來探索學習；西方的哲學家荷拉斯曾說

過：『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Well begun 

is half done.)，意思就是告訴我們要貴

乎慎始，在這新年的起點，要養成優良的

生活學習習慣，用健康的身體、清晰的頭

腦及歡喜的心情來迎接各項活潑有趣的學

習挑戰。  

    我們知道藝術是人文素養的重要基礎 

，美學涵養更能豐富人生；首先恭賀本校

榮獲『美麗山田藝術學習發展學校』，為豐

富藝術元素課程與環境的設計，幫助孩子

情感、意志力、思考得以自然地均衡發展；

本學期我們開始實施『兒童馬賽克創意拼

貼課程』，用感官的體驗與色彩的想像，透

過藝術平衡孩子的發展，以兒童為中心的

課程，關照孩子不同發展階段的藝術創作

樣態，幫助每個福龜小天使邁向創造力旺

盛、想像力豐富的藝術人生。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透過學習

我們可以看見自己無可限量的生命潛能，

學習最重要的開始，是學會規劃時間、學

會找到興趣及學會自主負責，大家一起加

油努力；絕對精彩的「福龜寒假創意學習｣

課程就要揭幕囉，讓我們拭目以待！ 

 
 
   
 

    
 
 
                                                             

 

 

   

   總務處   
＊105 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成效 

計畫-子計畫一:充實英語教學設備。 

＊105 年度第二期改善午餐廚房設備。 

＊105 年度資訊教育推動細部計畫-資訊教 

育推展活動-教師創客 3D 列印探究團。 

＊105 年度風雨操場防水改善工程。 

＊105 年度 0926 梅姬颱風災損復建工程。 

＊105 年度充實改善飲用水設備-冰溫熱控 

飲水機 2 台。 

＊105 年度改善教學環境暨充實教學設備- 

創客夢工廠。 

＊105 年度整建計畫-改善教室空調設備。 

＊105 年度創客夢工廠第二期改善工程。 

＊105 年度改善幼兒園教學設備。 

＊105 年度揚莓兔憩園改造工程。 

＊105 年度設置樂活運動站-創客樂活館。 

   

  榮譽榜 

105 學年度 10-12 月個人獎項 

劉芊妤 欣榮紀念圖書館閱讀徵文 
       ~我最喜歡的一本書比賽    佳作  
劉芊妤 全國中正盃舞蹈錦標賽兒童 
       拉丁舞一級 D組           亞軍 
邱世安 國泰全國兒童繪畫         佳作 
林佳芯 國泰全國兒童繪畫         佳作 
賀科翰 等 22 人國泰全國兒童繪畫  入選    
                          
105 學年度 10-12 月團體獎項 

全縣英語文競賽丁組團體      第二名 
 
 
 

鞦韆，鞦韆， 

把我帶上天。 

看到高高的樹， 

軟綿綿的雲， 

美麗學校就在我眼前， 

我的心情很開心。 

 

 

 

 

 

 
 彈彈彈， 

 彈鋼琴， 

 我彈一首曲子， 

 你彈一個節奏， 

 大鋼琴，小鋼琴， 

 聲音世界真美妙。 

 

 抱抱抱， 
 抱動物， 
 我抱小兔子， 
 你抱小貓咪， 

 小兔子，小貓咪， 

 都非常的可愛。 

 

                 花園是蝴蝶的家，  

                 蝴蝶覺得開心， 

                 書包是鉛筆的家， 

                 鉛筆覺得幸福， 

                 大樹是小鳥的家， 

                 小鳥覺得快樂， 

                 水壺是水的家， 

                 水覺得高興。 

 

  我們這一班是個活力十足又認真的班

級。我們的導師是蔡碧月老師，她做起事

來也是活力十足。 

我們班有一個跑步高手就是詹宸瑋，他

長得高高瘦瘦的，我都叫他「竹竿」。 

我們班還有一個長髮公主就是江依旋，

她的長髮亮麗又有光澤，讓我好羨慕。 

 我們班還有一個小朋友盧芓媃，她是

一個美麗的女孩，又會逗人開心，是我最

好的朋友。 

 因為有班上的這些風雲人物，我們班

才能這麼優秀又有活力。我很高興和大家

同一班，希望畢業後能一起上同一個國中。 

 

  我們這一班是個活潑的班級。我們的

導師是蔡碧月老師，她美麗又溫柔，我們

都很喜歡她。 

  我們班有一個同學是江依旋，她很喜

歡和我玩鬼抓人，每次跟她一起玩，我就

覺得很開心。 

  我們班有一個同學是林佳芯，她很會

畫畫，很愛笑，也很愛摸我的頭髮。 

  我們班還有一個同學是傅立丞，他是

打躲避球高手，每次被他打的球打到都好

痛啊!但我還是很喜歡跟他玩。 

 因為有班上的

這些風雲人物，

我們班才能每天

這麼開心。我很

高興和大家同一

班，希望能一直

跟同學一起玩。 

英語日活動 
    105.12.23 



  
 

  我們這一班是個很熱鬧的班級，因為

我們天天都在吵架。我們的導師叫做王惠

貞老師，她是個很美麗的老師，但她一生

氣起來，就像母老虎一樣兇。 

  我們班有一個愛哭大王，被同學說一

下就會哭，但是上三年級後，他進步了，

他不再愛哭，他就是吳宇鈞。 

  我們班有一個運動高手，他很會打

球、踢球，他也是我們班的體育股長，他

是房昱丞。我們班還有一個開心果，可是

他耳朵聽不到，但他很勇敢，死掉的小鳥，

他也敢抓，他便是黃彥銘。 

  因為有他們這些風雲人物，我們班才

能天天開開心心的。我很高興能和大家同

一班，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平平安安。 

 

  我們這一班是個充滿活力的一班，因

為在上體育課時，大家都精神飽滿。 

  我們的導師叫做王惠貞老師，她是個

有智慧的老師，但她一生氣起來就很兇，

如果我們沒寫功課，就會把我們留下。 

  我們班有一個會畫畫的小畫家，在上

美勞課時，老師會稱讚他，他就是張宸熏。 

  我們班有一個語文高手叫歐傑錩，我

們遇到國語有困難都會去找他。 

  我們班還有一個愛哭大王，他叫吳宇

鈞，只要輕輕碰到他，他就會哭，老師叫

他訂正功課也會哭，但是現在他哭的次數

已經愈來愈少了。 

  因為有他們這些風雲人物，我們班才

能活潑有活力。我很高興能和大家同一

班，希望我們可以永遠在一起。

  今天是我的生日，所以我開心的又跑

又跳，爺爺邀請很多朋友和親戚來幫我慶

生，為我祝福，我真的很興奮。 

  每年我生日時，我們會在家裡吃火鍋

和烤肉，奶奶會準備很多好

料，讓大家飽餐一頓。 

  而生日晚餐後，總會跟親

戚朋友們依依不捨道別，並告

訴他們，我過了一個高興的慶

生會。 

  從這本書我學到雖然每個科目的學習

方式都不同，不過只要「掌握」、「理解」

重要的概念，就能奠定良好的基礎。 

  我歸納了幾點提升成績的祕訣: 

 1.寫作業是種預習和複習。 

2.用成績掌握自己的程度。 

3.做「上課筆記」可快速提升成績。 

4.上課前可以先預習，會有良好的效果。 

  所以我們除了上課要先預習、認真聽

講，還要好好掌握時間，善用零碎時間複

習，這樣就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讓自己

的成績大大地進步喔！  

月亮像是彎彎的鉤子， 

晚上把偷東西的小偷勾起來。 

月亮像是月餅， 

看了就想咬一口。 

月亮像是鐮刀， 

可以把長得高高的檳榔割下來。 

月亮像是鏡子， 

可以讓我看到自己的心。 

月亮像是燈泡， 

照亮全世界。 

月亮像月餅， 

我看到了就口水直流。 

月亮像電燈， 

每天照在我家門口。 

月亮像勾子， 

每天都在溪邊釣魚。 

月亮像香蕉， 

媽媽一看到就肚子餓。 
月亮像鐮刀， 

爸爸想拿來除草。 

    

    植物辨識考試前一天，老師用 PPT 給

大家複習，我自己一直在心裡有默背，準 

 

 

 

備隔天的比賽。 

 到了隔天，我一早就到學校打掃，掃

好後，我就先去看一些植物辨識要考的植

物。到了要考的時候，就是每班按照座號

來進行比賽，當然我就是第一個。比賽開

始後，我心裡很緊張，但是沒想到我竟然

全對，也就是一百分，當下我是非常的開

心，我的同學也有八十分的，考完後，大

家就都回教室了。 

 我覺得這次的植物辨識比賽過程很精

采刺激，也讓我了解許多的植物，所以我

好期待下一次的比賽。 

  學校就要舉辦植物辨識比賽了，我們

下課時去校園看植物，星期四上午第二節

課老師帶我們去看植物看板，利用學習單

寫植物名稱。 

 到了星期五早上時，老師利用有空時

帶我們去模擬考試流程，我考了七十分，

別人最高九十分，考完後我就拿出學習單

複習剛剛答錯的植物，像青楓和楓香等容

易搞錯的都再看一次。 

 終於考試了，老師帶我們下去上庭廣

場測驗，老師事先說完比賽規則之後就開

始考試，輪到我後，我卻緊張過度只考六

十分。 

 我覺得要考試前要先準備好，而且不 

要太緊張。老師說:「豫則立、不豫則廢」。

如果可以，我想再考一次，成績一定會更

好。  

 我在學校最了解的一種植物就是苦

楝，它的樹種是灌木，它的樹脂是黃色的。

老師曾經說過：「其樹脂凝結成大塊，埋藏

在地下幾千萬年之後變成琥珀，要是有昆

蟲被其樹脂包覆，就會變成珍寶了。」很

多松針類和落葉類植物，都會分泌樹脂，

有的是出於本能，有的是為了保護傷口，

以免受到傷害。

 我們應該要愛惜地球上的每一種植

物，使地球上植物生生不息，也讓我們下

一代子孫都能有機會再看到美麗的植物，

呼吸到植物散發出來的芬多精。 

  我的美術課在毓繡美術館 105.11.17 我愛閱讀 18度 C巧克力頒獎 105.12.07 星期三課後安親才藝課~我畫漫畫 105.12.07 



【2017 年 5 月號】 

校長的話    

母親像月亮一樣，照耀我家門窗， 

聖潔多慈祥，發出愛的光芒。 

為了兒女著想，不怕烏雲阻擋， 

賜給我溫情，鼓勵我向上。 

親愛的家長、老師及小朋友們大家好： 
    溫馨五月天來到，首先要向各位偉大的

媽媽們致上最大敬意；因為母親的偉大，不

只在於懷胎十月和承受生產之痛，更辛苦的

是現代的母親大多還肩負著家庭經濟的壓

力，一方面必需上班工作，賺錢養家，一方

面還要教育孩子，非常辛苦。因此，媽媽的

「真」偉大，需要做好「生育」、「養育」、「教

育」的重責。 

    近來在媒體報導中，有一位殘障孩子的

媽媽，為了鍛鍊孩子體能，不辭辛勞自己學

會游泳，再教孩子游泳，幾年下來，不斷練

習，結果讓孩子在世界殘障人士運動會上，

得到金牌。自己也成了游泳教練，繼續指導

一些殘障的孩子游泳。又有一位媽媽，丈夫

車禍身亡，獨立一人靠擺麵攤賺錢，養活三

個幼小孩子，教養孩子做人做事道理，老大

才國小五年級，就懂得幫媽媽照顧弟妹，指

導做家事，使全家生活雖不富裕但很融洽。 

 總而言之：「有媽的孩子是個寶」，但在

少子化的現代家庭，我們要呼籲家長教養子

女要愛而不溺，多陪子女閱讀、帶領孩子做

中學及參與社會服務，重視品格的養成。同

時要呼籲福龜的寶貝孩子們，在母親節來臨

之際，你將採取哪些行動對父母表達你的謝

意和關懷呢？福龜國小的校訓為「感恩有

禮、快樂學習｣，所以我們要做個貼心、懂

事及對父母孝順感恩的孩子；而各位小朋友

們，身為兒女，要懂得感恩惜福，爸媽在時，

要能即時報答父母恩，不要等到不在時才後

悔，感恩的方法很簡單，能分憂解勞，能討

父母歡心，就是最好的回報。最後在溫馨的

五月裡，校長要祝福普天下的媽媽們佳節快

樂，家庭幸福美

滿！ 

 

 

 

   
總務處       106 年度 

＊教專評鑑:充實教學觀察設備。 

＊特色課程空間教學營造莓甲武士生態區。 

＊資訊教育推動細部計畫-資訊教育推展活

動 Scratch 智慧機器人夏令營。 

＊充實改善創客夢工廠設備。 

＊教育部評選特色學校-搶救福龜莓力奇 

  蹟 comoi 計畫。 

＊林賴足教育基金會-鼓動奇蹟計畫。 

＊改善「遊戲器材安全」設備工程。 

＊改善教室照明設備工程計畫。 

＊補助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計畫―建置學 

  校閱讀角工程。 

＊揚莓兔憩園改造第二期工程。 

  榮譽榜 

    106 年度 個人獎項 

劉芊妤 南投縣模範兒童  
劉芊妤 客語中高級認證           合格 
羅正翔 兒童文學創作本土語散文   入選  
詹宸瑋 世界兒童畫展             入選 
傅渝甄 妙泉寺母親節寫生比賽（中)優選   
劉芊妤 妙泉寺母親節寫生比賽（中)佳作 
盧沛青 妙泉寺母親節寫生比賽（低)優選 
盧芓媃 妙泉寺母親節寫生比賽（低)佳作 
盧玉萱 妙泉寺母親節寫生比賽（低)佳作 
邱世安 妙泉寺母親節寫生比賽（低)特別 
邱世宇 妙泉寺母親節寫生比賽（低)特別  
曾朝民 華光盃民俗體育扯鈴教師組 特優 
盧柏翰 華光盃民俗體育扯鈴國小組 優等 
                        
     106 年度 團體獎項 

華光盃民俗體育扯鈴教師團體    特優 
華光盃民俗體育扯鈴教師雙人組  優等 
             （蔡美玲、賴怡蓁) 
 
 
 
   
    兔園新鮮事  記者 劉芊妤 
 
    話說小白和 Money 搬進來那天，房東 
小黑因為小白不給租金而露出熊熊目光， 
狠狠追著小白，玩起繞圈圈遊戲，小黑大 
喊：「你不可以白吃白住，快給我租金！」 
小白不甘示弱的說：「誰叫我是小白，白吃 
白住是我的專長，有本事來追我呀！」說 
完，小白看到兔園小天使送來的美味早餐 
，一時忍不住停了下來，說此時那時快， 
小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撲了過來，但 
是小白也不是省油的燈，用他的飛毛腿一 
溜煙躲進柯主任特製的管洞裡，第一回合 
的追逐戰暫告一段落。 
    小黑左等右等，等不到小白，正想放 
棄時，Money 悠閒的走過來，沒想到小黑的 
眼睛為之一亮，像充飽電力似的，向 Money 
直奔過來，大聲吼著：「你這隻肥兔，不可 
以白吃白住啊!快給我 money（錢）」，只見 
Money 像看到 Nikey 一樣，一溜煙逃得無影 
無蹤。 
    唉呀！小白、Money，你們還是乖乖給 

租金吧！尤其是 Money,
你叫「Money」，應 

，應該有 money 吧！ 
    以上是記者四年甲班 
劉芊妤兔園的實況報導， 
謝謝大家。 

 
海洋世界真美麗， 

有小魚，有珊瑚， 

還有很多稀有的動物， 

數也數不清， 

看也看不完， 

真像一個夢幻樂園。     

    小男孩晚上刷牙「刷刷刷」好像在說：

「趕快刷牙，不然會蛀牙喔！」早上七點小

男孩吃著好吃的麵，「呼嚕呼嚕」好像在說：

「真好吃！」早上七點半小男孩牽著小狗去

散步，小男孩聽到「哥哩哥哩」小鳥叫，「嘶

嘶嘶」噴泉聲，還有「喵喵」貓叫聲，小男

孩覺得好開心。     

   

我喜歡 

優雅的音樂聲 

就像媽媽的歌聲 

讓我靜靜的進入夢鄉 

我喜歡 

震撼的太鼓聲 

就像恐龍的腳步聲 

讓我的心臟快要跳出來了 

我喜歡 

嘩啦啦的流水聲 

就像滴滴答答的雨聲 

讓我心情很放鬆 

 

 

我喜歡 

優雅的跳著舞 

就像美麗的蝴蝶 

跳著絢麗的舞蹈 

我喜歡 

開心的唱著歌 

就像吱吱喳喳的小鳥 

唱著婉轉的歌曲 

我喜歡 

專注的打著鼓 

就像威猛的大猩猩 

打著規律的節奏  

 

  我最喜歡吃的水果就是香蕉，它的顏色

是黃色的，形狀彎彎的像月亮，吃起來香香

甜甜的，是我最喜歡的水果。 

  我拿起它聞一聞，有種特殊的味道，摸

起來軟軟的，媽媽告訴我，外表有點黑黑的

吃起來比較香甜，我試

著挑了一根，果然真的

好吃。 

  每次看到香蕉都

想買回家吃，希望每天

都能吃到好吃的香蕉，也希望能和家人一起

分享。 



 

 

    一天叔叔帶我和奶奶到大賣場買龍蝦，龍

蝦的身體粗粗的，經過奶奶的巧手，一盤熱騰

騰的龍蝦薯泥便出爐了，我看了目瞪口呆、垂

涎三尺，而且我還聞到一股濃濃的香味，於是

我迫不及待的剝了殼，此時，龍蝦的湯汁爆了

出來，汁多味美，肉 Q鮮嫩，我趕緊放入嘴巴，

哇！真是清爽可口，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奶奶知道我愛吃，還特地多買了二隻大龍

蝦，我吃得津津有味，

讓我回味無窮，希望這

麼好吃的美食可以跟

大家一起享用！ 

 

   

  我愛看溫馨的名人故事，因為名人的奮

鬥過程常常深深地打動我的心。其中，我最

喜歡的一本書是「我看不見，我想被看見」。 

  這本書在介紹呂岳駿，在他八個月大

時，因腦瘤壓迫視神經而導致雙眼失明。但

節奏感很好的他喜歡打鼓，他的夢想就是成

為一個「爵士鼓手」。在學習的過程中，他

遭遇許多困難，但在家人的鼓勵及自己的堅

持下，都一一克服了。他曾說:「我看不見，

但是我想被看見。」最後，他和他的爵士鼓

老師成功地辦了一場千

人演唱會，真不敢相信

才小學四年級的他真的

辦到了！ 

  呂岳駿不向命運低

頭，努力克服障礙的精神，值得我們好好向

他看齊。  

    在校外教學的前幾天，林老師跟我

們介紹這兩天一夜的行程跟注意事項，

我們聽完了都充滿期待，到了出發前一

天，更是興奮地睡不著。隔天，由「咕

咕咕」顧阿姨和司機「浴缸」叔叔的遊

覽車帶領我們上台北了。 

    第一站是直潭國小，我們四~六年級

的學生是進行玩呼拉圈和摺紙遊戲。玩

呼拉圈時，大家同心協力穿過一個又一

個的呼拉圈，我體會到團結合作的重

要。第二個活動是摺紙遊戲，我體會到

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所以不要去強迫

別人的想法要和自己一樣。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台北的兒童新樂

園，其中最好玩的是海盜船和自由落

體。海盜船的高度盪得好高，我感覺快

要從天上掉下來了，大家都驚叫連連；

接著去玩自由落體，當我們掉落下去的

時候，屁股感覺懸空，心會癢癢的，連

續一上一下，實在太刺激了！ 

    到了晚上六點左右，我們去逛饒河

夜市，我們買了「焗烤雙薯」，裡面除了

有濃濃的起司和馬鈴薯泥，還配上了玉

米、火腿、花椰菜等等，實在太好吃了，

令人回味無窮。晚上我們回到飯店—大

地清旅，飯店經理陳叔叔熱心地招待我

們，不但幫我們準備了豐富的餐點，還

製作了一個漂亮的大蛋糕給畢業生，慶

祝他們即將畢業，讓我們度過了一個難

忘的夜晚。 

    隔天，我們出發前往陽明山的小油

坑和竹子湖。小油坑的硫磺味讓我印象

深刻，聞起來像臭臭的皮蛋或水煮蛋，

讓我忍不住一直捏著鼻子；接著我們來

到竹子湖，我看到一大片的海芋，散發

著淡淡清香。顧阿姨幫大家買了許多海

芋，讓我們把美麗的海芋帶回去跟家人

分享。陽明山真的很美，希望有機會能

跟家人一起來。 

    我要感謝校長、主任、老師，幫我

們精心規劃這麼好玩的校外教學；也謝

謝顧阿姨和司機，帶我們去許多地方；

飯店的陳叔叔，也是我們此行的一位貴

人，希望下次他來南投，換我們來招待

他。這次校外教學，

讓我們收穫很多，也

留下許多美好的回

憶。  

 

 

  台灣菸害十分嚴重，根據國家衛生研究

院資料顯示，台灣目前的吸菸人口高達四百

五十萬人，並且以每年二十萬人的方式增加

中，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現象。 

  當一個癮君子吞雲吐霧，看似非常神

氣，但實際上卻是百害而無一利，因為吸菸

會導致各種疾病，包括癌症、心臟血管疾

病、中風、慢性肺氣腫、慢性支氣管炎，及

孕婦早產和胎兒早產體重不足等問題，所以

吸菸就好像在身體裡放一顆不定時炸彈，對

自己的健康真是致命

危機。 

  而不吸菸的人也

會受到癮君子二手菸

的傷害，吸菸等於傷

害自己的健康而且害人又害己，讓自己的生

命燃燒殆盡又傷害家人，所以吸菸真是不智

之舉。 

 「健康是人一生最重大的財富」，有健康

的身體就會有彩色的人生，少了煙味讓您更

有人品味，拒絕菸害輕鬆自在，大家不吸

菸，空氣才新鮮，讓我們一起拒絕菸害，拒

吸二手煙。 

  負責是一個人最重要的人生準則，一個

人要學會如何負責，不管是做任何事都要負

責。舉凡工作、學業、家庭，都必須要有責

任心，一個人若不盡任何責任，那他在社會

上也必將是個一無所成的人。 

負責任是一種使命，一種做人的態度。就

像我是一個小學生，我的責任是什麼？就是

做一個好學生、好孩子，在校認真讀書，把

功課如期完成，這就是負責任的好學生。假

如我沒把功課寫好，就是不負責任的態度，

往後也沒有好作為。 

負責任可以讓一個人成為有成就的人，因

為把自己份內的事情做好、負責任，那將來

在社會上、在工作上、在各個領域，也將會

是一個負責任的人，也會受到大家的尊重及

信賴而成就了許多事情。負責任絕對是成功

的基本要件。 

 

8 月 21 日天氣

晴，今天我的舅舅開

車帶著一家人和我一

起到台南柳營「乳牛

的家」牧場一日遊。

一到了現場，舅舅就帶我和表哥、表妹們一

起去看可愛的小小豬、小小羊和小小牛，一

看到可愛的小動物我忍不住摸著他們的小

臉，真的好可愛喔！而且看到工作人員販賣

牧草和用奶瓶裝的牛奶，於是我就買了一罐

牛奶餵給小小豬喝，可愛的小小豬三兩下就

喝個精光了。餵完小小動物後來到了舅舅和

阿嬤小時候玩的復古遊戲，生於現在的我

們，看到以前的玩具真的覺得很稀奇、很好

玩。 

  到了中午時刻，舅舅帶著我們到火車餐

廳吃飯，火車裡面的包廂設計成餐廳真的很

酷，而且每樣套餐都很好吃喔。吃飽後舅舅

帶著我們去坐小火車，終點是善化糖廠，裡

面除了觀摩日據時代怎麼製作糖以外，現場

也賣台糖製作的冰棒，也很好吃喔！玩著玩

著已快要傍晚了，我們也帶著不捨的心情離

開了乳牛的家，下次一定還要再來玩喔！ 

台北特色學校城鄉交流 106.4.27 慶祝兒童節送愛活動   106.3.31 福龜快樂菜圃   106.3.29 



 

      

 

 

 

 
 

 

 

 

送給第 72 屆 畢業生： 

首先恭喜大家完成國小階段六年的學業，這六年的

相聚時光，大家共同經歷過的酸、甜、苦、辣，都將成

為日後甜蜜的回憶。 

    畢業後踏出校門，迎接你們的是更寬廣的未來，等

著你們去創造豐富而多彩的人生。大家要繼續加油，不

斷的充實自己，積極參與各項學習的活動，把握每一次

表現自我的機會。祝福大家擁有滿滿的能力及勇氣，去

實現自己的夢想。 

    用感恩的心送走過去 

    用誠摯的愛迎接未來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凡學習過必獲得豐碩的果實 
                校長  賀宏偉 106.06.15 

 

 

 

 
 
許俊義老師：努力在哪，時間在哪，成功就在哪。先想 
            想你未來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再來決定自 
            己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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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們入學，又看著你（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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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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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愈來愈好，真是令人高興！如今即將 
            畢業，希望你們能善用自己的優點，發揮 
            你擁有的潛能，祝福你們！。 
 
林士旭老師：態度決定一切，願大家在未來的人生道路

上，都能認真踏實，擁有美好的生活！ 
 
蔡碧月老師：給活潑、善良的六甲 
 看似調皮的你們，其實每個人都很善良聽

話，能將老師的糾正放進心裡。希望你們
能常保一顆赤子之心，在未來的人生道路
上繼續精益求精，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劉品彤老師：「閒散如酸醋，會軟化精神的鈣質； 勤奮

像火炬，能燃起智慧的火焰！」願你們奮
發向上，努力不懈，老師們在母校為你們
加油！。 

 
曾朝民老師：祝福你們六位畢業生，莫忘校訓：感恩、

有禮、快樂學習，但若能「精進學習」會
更好喔！ 

  
蔡美玲護士阿姨：恭喜你們學業有成，勇敢邁向人生的

一大步，努力就會有收穫，未來將掌握在
你手中，祝福學習順利，身心永遠健康！
^.^ 

 
黃毓華老師：對生活，願你充滿希望；對未來，願你抱

有理想。願理想和希望的雙槳，激勵著你
們啟航！ 

 
Teacher Brenda ：It’s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會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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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文福 敬上  

 校長的話 

師長的祝福 

謝謝許老師和所有老

師，讓我對自己更負

責任，希望學弟妹們

也能夠負責任，並祝

你們步步高升，一日

比一日好。雖然班上

有些人欠很多功課，

但我相信上了國中一

定不會按時完成，祝

大家步步高升！ 

  
林晉佑 

謝謝老師的教導！ 

希望學弟妹們要好好

讀書。祝全班同學有很

多錢！ 

  
李忠汶 

謝謝老師教了我們六

年，讓我們學習很多知

識！學弟妹們等你們

到國中之後再一起玩

吧！大家再見！ 

謝謝老師的教導！ 

希望學弟妹們要好好

讀書。祝全班同學有

很多錢！ 

  
李韋晨  

謝謝老師們六年來的

諄諄教誨，希望學弟

妹們能有好成績，祝

同學一帆風順！ 

 

 

謝謝老師的教導！ 

希望學弟妹們要好好

讀書。祝全班同學有

很多錢！ 

  
曾子峪 

老師謝謝您兩年苦心

教導脾氣很不好的我

們！希望學弟妹們要

好好上課，更謝謝同

學們六年來的照顧！ 

 徐聖詠 

謝謝許老師和所有老

師，讓我對自己更負

責任，希望學弟妹們

也能夠負責任，並祝

你們步步高升，一日

比一日好。雖然班上

有些人欠很多功課，

但我相信上了國中一

定不會按時完成，祝

大家學業進步！ 

邱鈺庭 

謝謝師長這六年的指

導，雖然上課的時候

大家會很吵，然後會

被老師們罵，但上課

的時候是開心的！ 

親愛的學弟妹！畢業

後可以來旭光找我，

也謝謝班上的同學陪

我六年，雖然大家常

常吵架、早自修的時

候都在聊天，老師快

來才安靜… 

 畢業感言 



 
 

 

 

 

 

 

 

 

 

 

 

 

 

 

 

 

 

 

 

 

 

 

 

 

 

 

 

 

 

 

 

   

 

 

 

 

 

 

 

 

 

 

 

 

 

 

 

 

 

 

 

 

 

 

 

 

親愛的哥哥姐姐們： 

你們要畢業了，即將展翅高飛，祝你們平平安安，學業

進步，鵬程萬里！~歐傑錩 

祝你們一路順風、學業進步。~張宸熏 

祝你們幸福平安，學業進步。~黃彥銘 

要記得我們喔！也要回來學校看大家。~吳宇鈞 

謝謝你們的照顧，我們會想念你們

的，祝你們鵬程萬里！~房昱丞 

 

 

     

    畢業，是人生的轉捩點，也是向另一個起點的出

發，願六年級的學長學姊們展開

您們的翅膀，飛向更高更遠的地

方，也希望您們帶著我們全校的

祝福，朝自己努力的目標前進，

最後，再次恭喜您們畢業，祝福

大家都能更上一層樓。 

    

         新的計畫    一甲 陳沛琳 

     北風走了，春天來了，大家都有新的計畫。 

     小黑和小可說：「我們要認真的工作和拔蘿蔔。」 

     鱷魚說：「我要認真刷牙！」 

     蜘蛛說：「我要織很大的網。」 

     陳沛琳也說：「我要認真打掃。」 

     春天來了，大家都有新的計畫。              

 

 

 

 

沛琳：祝你們展翅高飛。 

妍安：祝你們一帆風順、鵬程萬里、學業進步。 

意閔：祝你們畢業快樂。 

沛青：祝你一帆風順、學業進步。 

紹誠：我們會認真讀書，你們要畢業了，祝福你們畢業快樂！ 

育恩：謝謝哥哥和我玩遊戲，祝你們畢業快樂！ 

薰儀：祝福你們平平安安、快快樂樂！ 

 

 

 

           

  

 

 

 

 

 

 

 大哥哥、大姐姐還記得我們一起去台北旅行，參與

全民科學日闖關活動，一起玩蛇板、一起打太鼓、一

起扯鈴……的情景嗎?這些記憶都在我們心裡，不會忘

記。 

 希望你們能常回學校，跟我們一起玩，我們會想念

你們的。祝你們畢業快樂，一切順利。。 

    台積電科學之旅   四甲 劉芊妤 

    這次的台積電科學之旅我們去了科博館和

美術館。在科博館我們參觀了好幾個主題館，其

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看到了木乃伊，讓我對古埃

及文明感到非常有興趣。恐龍的化石展也很棒，

爬蟲類如蜥蜴、變色龍、鱷魚可能都是牠的後

代，所以說恐龍雖然絕種了，但應該不算全部消

失，畢竟有很多動物都是由牠演變的。 

    中午，我們享用了美味的麥當勞午餐後，我

們來到了美術館。我看到楊茂林大師的作品、照

相機的演變及原理等等。我學到不是只有畫是藝

術品，照片、雕刻等也算是其中的一種；每個藝

術品都富有小故事與意義，值得我們細細探索、

品味。 

    這次的台積電科學之旅我的收穫很多，感謝

主辦單位與科博館、美術館的精心規劃，不但讓

我們增廣見聞，也讓我們了解用多元的角度去欣

賞藝術，真是一個富有意義的校外教學。 

 親愛的哥哥姐姐們： 

祝你們畢業快樂， 

少了你們好無趣， 

也少了歡笑聲， 

畢業後記得回來看我們！ 

祝你們鵬程萬里、一帆風順，

身體健康！ 

親愛的哥哥姐姐們： 

祝你們畢業快樂， 

少了你們好無趣， 

也少了歡笑聲， 

畢業後記得回來看我們！ 

祝你們鵬程萬里、一帆風順，

身體健康！步步高升！ 

       考試前後     四 甲傅渝甄 
    考試前，我的心情很複雜，除了上課一直
專心的聽老師講解，回家寫完功課還會複習、
看書，看到睡覺前才休息。在學校時老師也會
給我們寫考卷，那考卷就像惡魔一樣，讓我看
了就害怕。回家後，我認真練習，不會的題目
也會問媽媽，隨著考試的日期越來越接近，我
的心情也越來越緊張。 
    考試當天，我很緊張，老師發下考卷後，
我開始振筆疾書，剛開始覺得很簡單，寫到後
面感覺很難，於是我的身體開始冒汗，手還會
一直抖……。寫完後，我再三地檢查，直到老
師叫我們交卷，考試時的心情真的好緊張。 
    考完之後，我的心情超 Happy 的，當老師
改好要發考卷的時候，我既興奮又緊張，一拿
到考卷我迫不急待地看成績，居然是九十幾
分，我好高興啊！放學後，我把考卷拿給媽媽
看，媽媽也很高興，立刻給我一百元當獎勵，
我高興的手舞足蹈，然後抱著媽媽喜極而泣。 

從這次考試我深深體會到：平時我們要努
力讀書，考試前也要認真複習，這樣才會拿到
好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