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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多語文競賽 

說故事獲獎名單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多語文競賽

閩南語鬥喙鼓獲獎名單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多語文競賽

英語唱遊獲獎名單

班級 姓名 名次
二忠 王語瞳 特優

三孝 張雅賀 特優

一忠 蘇紫綾 特優

三孝 歐均沛 優勝

二忠 李雨妃 優勝

一孝 陳威亨 優勝

三忠 周品萱 甲等

一忠 連品喆 甲等

二孝 高丞柔 甲等

一孝 朱培暟 甲等

三忠 朱得睿 入選

二忠 江奕呈 入選

班級 姓名 名次
一忠 蔡牧燊 林芷彤 王宥媗 楊采媗 阮上讚

二孝

吳禹睿 王禹勛 蕭冠菲 陳韻晴

王映淇 蔡潔瑜 楊采芸 賴禹希

王寶晨

阮上讚

三孝 吳樂樂 歐均沛 王昱淇 張雅賀 阮真敖

二忠 邱敏皓 江奕呈 簡語暄 張彤瑄 阮真敖

三忠 簡思寧 張學承 黃靖妤 賴憶婷 阮真敖

一孝
林鴻銘 許閔晰 蘇郅后 邵欣芸

張睿辰 張智妍
阮真敖

班級 姓名 名次

三

孝

蘇品文 周品寬 陳昱恩 許旭翔

張幼儒 黃苡喬 吳樂樂 林海筠

李家珈 張雅賀 曾羽佟 林子蕾

陳　忻 李偲瑜 王昱淇 歐均沛

吳辰浩

Excellent

二

孝

吳禹睿 王禹勛 黃梓瑒 楊人子

劉丞恩 簡聿呈 陳啟鳴 楊振維

余梓廷 蕭冠菲 陳韻晴 王映淇

蔡潔瑜 楊采芸 陳純懿 賴禹希

王寶晨 高丞柔 李旻祐 蔡昕霓

萬榮尹 楊涴羽

Great

三

忠

陳子渝 簡思寧 周品萱 張學承

陳柏暟 陳冠亨 黃靖妤
Great

一

孝

阮黃龍 林鴻銘 張睿辰 朱培暟

陳威亨 張頤洵 劉宸宇 陳宥任

王浚祐 鄭羽彣 邵欣芸 許閔晰

蘇郅后 張智妍 劉嘉玲 簡哈莉

柯恆意

Great

二

忠

施冠銓 邱敏皓 秦御傑 江奕呈

簡語暄 張偉翔 劉宇恩 林弈辰

陳宥琋 連韋安 溫昱宬 蘇祐平

李雨妃 林家伶 王禹媃 詹庭暄

張彤瑄 賴宣諭 宋婕甯 王語瞳

楊　騰 李紫瑜 李紫瑈 陳峪翊

江品萱

Great

一忠
蘇紫綾 鄭叡妤 林芷彤 賴宣羽

楊采媗 宋林恪
Amazing

推廣閱讀活動
◎◎小志工說故事時間 109.11.12~110.04.29

三忠 朱得睿
書名：小雞逛超市

三孝 歐均沛
書名：小蛇散步

三孝 李家珈
書名：大貓熊

三忠 陳子渝
書名：鱷魚追母雞

五孝 陳家芯
書名：佳佳的妹妹不見了

// 閱讀。悅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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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閱讀活動
中興、月眉共學共好校際交流活動

// 愛閱抽抽樂 //

// 雙語闖關活動 //

// 雙語教師社群 //

// 雙語課程 //

//Weekly English//

// 英語唱遊比賽 //

一個倍感溫馨的兒童節暨共學活動在 4 月 1 日展開序幕 ~~

一早，中興楊校長即前往月眉國小與月眉的師生共同步行

至中興新校園，展開了中興、月眉共學初體驗 ~~~

[PART1] 手牽手◎來中興
中興的主任們在新校舍迎接月眉國小師生，隆重介紹了中

興新校園的設計之後，請月眉國小師生在圍牆上寫下名字，期

許未來的學習能開心、精彩、豐富 ! 工地的叔叔帶著我們實際

進入校舍的一樓大廣場，感受到未來學校的寬敞與舒適，每一

個空間規畫的小細節，都讓師生們感受到用心 !

[PART2] 歡迎你◎來中興
進入中興的活動中心，師生們熱烈的以歌聲與掌聲歡迎前

來共學的夥伴們。兩校的校旗在場中飛揚著，共同留下紀念的

一刻，歡迎加入中興溫馨大家庭 !

[PART3] 來中興◎闖一闖
中興全員設計了 12 個關卡，由中興及月眉的孩子們攜手

完成關卡任務，集滿過關章可以獲得家長會提供的實用小禮

物，兩校學生都大方地展現多元才能，完成所有闖關任務 !

[PART4] 來中興◎共學趣
月眉的同學們依年級分散到不同的班級，與中興的同學們

在教室一起上課，在這個友善的環境中，我們彼此很快地融

入，一起學習及分享 ~

月眉同學帶來了親手烘焙的小餅乾，中興同學也獻上祝福

的卡片，中興家長會更提供給所有學生兒童節禮物，真是收穫

滿滿 !!! 最後，共同進行午餐的饗宴，圓滿結束中興、月眉共

學活動。

感謝與感動 ~ 感謝中興校長、家長會以及全體師生，共同

努力完成校際交流活動，讓中興、月眉共學相見歡大成功 !!!

◆一忠 蔡牧燊 ◆三忠 周品萱 ◆五孝 方弘宜

雙語活動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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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10 年度中小學
    聯合運動會柔道賽

★基隆市110年中小聯運田徑賽成績表

★中興國小參加 110 年中小聯運
    跆拳道賽成績單

★基隆市 109 學年度
    班際大隊接力錦標賽
▎六忠

▎六孝

學務處

姓名 項目 名次 姓名 項目 名次

陳喭一

60 公尺 1
洪可杰

4*200 公尺接力 1

4*200 公尺接力 1 4*100 公尺接力 2

壘球擲遠 2

劉嘉愷

4*200 公尺接力 1

4*100 公尺接力 2 4*100 公尺接力 2

林炫諭
4*200 公尺接力 1 壘球擲遠 7

4*100 公尺接力 2

陳姵璇

60 公尺 1

林佳頤
4*100 公尺接力 6 100 公尺 1

4*200 公尺接力 7 4*100 公尺接力 6

謝函妤
4*100 公尺接力 6 4*200 公尺接力 7

4*200 公尺接力 7 劉宇安 4*200 公尺接力 7

陳盈安 4*100 公尺接力 6

班級 參賽學生 參加項目 成績

五忠
康新世 國小組團體 第二名

莊岳璿 國小組團體 第二名

五孝
魏劭昀 國小組團體 第二名

陳慕帆 國小組團體 第二名

三忠

洪誠臨
國小組團體 第二名

國小男生 B組第一級 第四名

何柏諒
國小組團體 第二名

國小男生 B組第五級 第一名

五孝 譚心甯 國小女生 A組第三級 第一名

姓名 項目 名次

簡詩芸

國小女子組 (對打 )25 公斤級 第一名

國小中年級女子 B組個人品勢 (色帶組 ) 第一名

國小品勢 (女子三人團體混合組 )1~6 年級 第一名

國小品勢 (雙人混合組 )1~6 年級 第四名

溫翎喬

國小女子組 (對打 )29 公斤級 第一名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個人品勢 (黑帶組 ) 第二名

國小品勢 (女子三人團體混合組 )1~6 年級 第一名

楊涴羽

國小品勢 (女子三人團體混合組 )1~6 年級 第一名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個人品勢 (色帶組 ) 第二名

國小品勢 (雙人混合 A組 )1~3 年級 第五名

溫祥晟 國小男子組 (對打 )29 公斤級 第一名

施冠銓

國小男子組 (對打 )25 公斤級 第二名

國小低年級男子 B組個人品勢 (色帶組 ) 第二名

國小品勢 (男子三人團體混合組 )1~3 年級 第三名

國小品勢 (雙人混合組 )1~6 年級 第四名

簡聿呈

國小品勢 (男子三人團體混合組 )1~3 年級 第三名

國小男子組 (對打 )29 公斤級 第三名

國小低年級男子 C組個人品勢 (色帶組 ) 第五名

國小品勢 (雙人混合 A組 )1~3 年級 第五名

莊家宸 國小男子組 (對打 )58 公斤級 第三名

朱培暟

國小品勢 (男子三人團體混合組 )1~3 年級 第三名

國小混合組品勢 團體第二名

國小混合組對打 團體第二名

國小男子組對打 團體第三名

洪可杰、劉嘉愷、余尚誠、溫翎喬、陳姵璇、

謝函妤、林玉棋

陳喭一、賴達光、陳裕安、杜閔昊、林炫諭、

潘思穎、劉宇安、陳盈安、林佳頤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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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丹寧日」活動

★基隆市 110 年度中小學聯合運動會游泳賽

★基隆市 110 年度中小學
聯合運動會排球賽

班級 參賽學生
參加

項目
成績 班級 參賽學生

參加

項目
成績

六忠

劉嘉愷

國

小

男

子

組

第一名

六忠

溫翎喬

國

小

女

子

組

第三名

洪可杰 陳姸閔

余尚誠 謝函妤

陳宥廷 陳姵璇

六孝

陳裕安
六孝

陳盈安

林炫諭 林佳頤

陳喭一 五忠 李雨橙

五忠 張憲朋
五孝

凃慧女

五孝

陳慕帆 陳伃涵

許荑崵 三忠 陳子渝

方弘宜
三孝

黃苡喬

四忠 陳樂希 李偲瑜

班

級

參賽

學生
參加項目 成績

班

級

參賽

學生
參加項目 成績

六

忠

彭
家
睿

50 公尺自由式 第一名
三

忠

劉
宸
豪

200 公尺自由式 第二名

100 公尺自由式 第一名 200 公尺混合式 第二名

50 公尺蝶式 第二名 50 公尺仰式 第二名

林
語
蝶

50 公尺自由式 第一名

五

孝

陳
家
芯

50 公尺蛙式 第一名

50 公尺仰式 第一名 200 公尺混合式 第一名

50 公尺蝶式 第一名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一名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一名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第一名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第一名

二

忠

宋
婕
甯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一名

劉
子
瑄

100 公尺自由式 第一名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第一名

100 公尺蛙式 第一名 50 公尺仰式 第二名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一名 50 公尺自由式 第四名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第一名 100 公尺自由式 第四名

110 年 2 月 18 日市長到工地
視察，關心工程執行情形。

110 年 4 月 29 日校舍工程上
樑典禮，祈求工程順利完成。

110 年 4 月 29 日校舍工程上
樑典禮，主祭者林永發副市
長，帶領陪祭者與祭者，行敬
香禮。

110 年 4 月 29 日校舍工程上
樑典禮，副市長獻金質鋼筋。

總務處

世界「丹寧日」活動，在這一天人們會穿上牛仔褲發聲，喚起大眾對尊重他人、

性別平等及友善校園的關注，而這個特別的日子，學校師生也特地穿上牛仔褲，

一起來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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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忠
◎ 一忠◎邱恩諒

110 年 1 月 31 日 星期日 天氣晴

今天，爸爸、媽媽、姑姑、姑丈、表弟、
哥哥和我，一起來到了十分老街。最好玩的
是彈珠汽水，最好看的是飛在天空上的天燈。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再來 !

◎ 一忠◎王翊任

下午，老師帶我們到校外巷道賞花。

我看到草、花還有昆蟲，我聽到有一點
流水的聲音，我摸到鬼針草的花瓣滑滑的，
又有一點水水的。我最喜歡幸運草的葉子，
形狀像愛心，顏色是綠色，特別的是它會睡
眠運動，晚上花瓣會往下垂。

這次的賞花活動真有趣。

校慶海報
設計◎/◎

一忠◎蘇
紫綾

生活 - 玩具分享

◎ 一忠◎賴宣羽

今天是中興國小校慶，全校舉辦了多元
闖關活動。

我最喜歡的是水域安全關卡，因為可以
和別人對戰，看完卡片內容要記起來，翻出
同樣的卡片就可以獲勝。

我覺得這個遊戲既簡單又好玩，只是希
望圖片和國字的卡片後面可以標註一下，讓
人分辨清楚，就更棒了 !

多元闖關活動

一忠 李昀融

我看見春天在冒出來的青草上，

我聽見春天在吱吱喳喳的小鳥上，

我聞到春天在花園的花香裡，

我在 ㄏㄨ ㄏㄨ ㄏㄨ的春風裡感覺

到春天。

我把春天捲一捲，大口吃進美麗的

春天。

春天

遊記一篇

賞花樂

   一忠 鄭叡妤

春天在哪裡 ?

春天在冒出來的小花裡。

夏天在哪裡 ?

夏天在好吃的西瓜裡。

秋天在哪裡 ?

秋天在變黃的葉子上。

冬天在哪裡 ?

冬天在溫暖的火鍋裡。

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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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孝

有趣生活課程 - 黏土製作

一孝　陳宥任

寒假時，我跟安親班
同學們搭遊覽車到麗寶樂
園去玩，我覺得很開心。
我最喜歡玩的是海盜船，
因為它會上下搖來搖去，
真刺激！接著我還玩了碰
碰車，但是一直撞牆壁，
很難控制方向。最後還看
到夕陽，真美麗，我最喜
歡跟同學一起玩，下次還
要再去一次。

麗寶樂園之旅 
一孝　王浚祐

星 期 四 生 活 課 的 時
候，吳老師帶我們到學校
附近賞花，我看到了鬱金
香，然後我聞了一下，感
覺香香的，接著老師帶我
們 玩 酢 醬 草 勾 勾 樂 的 遊
戲，我贏了同學，我覺得
非常開心，這真是一堂有
趣的生活課。

賞花樂

一孝　張睿辰

一月下旬，我和安親
班同學們到關渡自然公園
去玩，我覺得很開心。首
先我們去關渡自然公園賞
鳥，我帶了望遠鏡，我覺
得最可愛的是紅嘴黑鵯，
因為牠的特徵是全身黑黑
的， 嘴 巴 紅 紅 的， 好 特
別， 我 還 看 到 兩 隻 小 水
鴨，好漂亮！這真是快樂
的賞鳥之旅。

賞鳥之旅

校外教學 -
參觀木柵動物園

鬥嘴鼓比賽，
大家都表演得很賣力喔 !

英文歌謠唱遊比賽，
大家都表演得很賣力喔 !

春暖花開吳老師
帶全班到學校附近賞花

我可是最棒的每週之星★

我是說故事高手喔！

Spring is here.
雙語生活課很有趣

校慶海報製作  一孝許閔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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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點畫

李雨妃 李紫瑜 陳宥琋

二忠

◎◎日記一則◎◎ ◎二忠◎賴宣諭

110 年 1 月 30 日天氣晴

今天一早起床，我發現天氣很好。我好想出

去玩，媽咪和我一樣覺得天氣很好，應該要出去

走一走。爸爸問：「你們想去哪裡玩？」我回答

說：「我想去海邊玩。」

車子開在濱海公路上，我看見一片美麗的大

海。海面上呈現不同的顏色，媽媽說海水的顏色

決定於海水對太陽光線的吸收和反射。

到了海邊，我發現天氣雖然很好，但是風

浪卻很大。雖然如此，還是有很多釣魚的人不怕

風浪，我也不怕，我在潮間帶拿著小魚網撈魚。

可是，我一隻魚也沒有撈到，因為他們游得太快

了，我還看到石頭下有螃蟹在爬呢！

因為風實在太大了，所以我們決定回家。在

路上，我因為太開心，所以跑得很快，不小心跌

了一跤，好痛喔！今天真是又痛又快樂的一天。

陳峪翊│�今天去比賽，我很緊張。我

緊張到發抖，牙齒還一直抖。

其他的同學都跳得很好，而

且唱得很大聲，新同學也唱

得很大聲。今天的英語唱遊

很好玩，我很開心。

林家伶│�今天大家一起上台表演英語

唱遊，我們都戴著頭套。開

始表演時，我很緊張，但我

跳得很好。當別班比賽時，

我覺得他們也都跳得很好，

我今天好開心。

蘇祐平│�我今天很開心，因為我們努

力練習。那個時候，我們在一

樓活動中心唱歌跳舞，我們都

跳得很高興也很興奮，當時舞

台只有我們班，像超級巨星。

連韋安│�今天我們去比賽。比賽的時

候，我們全部都很緊張。比完

了，老師說我們很棒，我覺得

很開心。大家在比賽唱遊時都

很認真，因為都希望會得名，

期待我們會有好成績。

林奕辰│�今天我們在學校比賽英語唱

遊。比賽的時候，大家的表

演都很精彩，連評審都聽得

入迷了。

宇恩│�媽媽，謝謝您讓我每天都有亮晶晶的衣服可以穿；謝謝您煮香噴噴的飯菜讓我每天
都很開心；謝謝您教我摺衣服讓我學會這件家事。祝你母親節快樂。

奕呈│�媽媽，謝謝您每天照顧我；謝謝您每天煮美味的晚餐給我吃。祝您平平安安、健健
康康。

楊騰│�媽媽，謝謝您天天照顧我，讓我好溫暖；謝謝您每天煮飯給我吃、陪我寫字、陪我
睡午覺，我真幸福。祝您母親節快樂。����������������������������

語瞳│�親愛的外公，謝謝您買新鮮的食物，讓我吃飽；謝謝您買玩具給我，讓我開心；也
謝謝您教我寫作業。祝您平安健康、長命百歲、大吉大利。

感 恩 留 言 板

英‧語‧唱‧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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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恩 留 言 板

大家一起種植物

二孝

★親愛的爸爸│�謝謝您有空時會陪我們玩象棋，讓我們玩得很開心，也讓我知道其實象棋

很有趣。

★親愛的爸爸│�謝謝您每天載我來上學，還煮飯給我吃，讓我可以吃到好吃的飯菜。放假

的時候，您還會帶我出去玩，我覺得我的人生充滿快樂。

★親愛的廚房阿姨│�謝謝您們每天煮好吃的東西給我們吃，您們煮的時候一定很熱，因為

您們要煮給全校小朋友吃，您們還要洗菜、切菜，然後再煮，一定很

辛苦，謝謝您們！

★親愛的媽媽│�謝謝您努力工作賺錢，給我繳午餐費和買玩具，而且還把我的房間佈置得

很漂亮，還有舒服的床可以睡，謝謝媽媽！

★親愛的媽媽│�謝謝您每天很早起，幫我煮早餐，帶我去上學，下午我回到家時，您已經

煮好飯了，我覺得您煮的蝦子鮮甜美味，您還幫我洗衣服、檢查功課，陪

我睡覺，讓我很放心，謝謝您生下我，陪我長大。

★親愛的媽媽│��謝謝您昨天在我洗碗的時候幫助我，因為我拿玻璃碗時常拿不穩，不小心

打破了，刮傷手，流了很多血，而您卻沒怪我，還幫我止血。謝謝媽媽從

我出生以來，一直照顧著我和弟弟。

★親愛的潔瑜│��謝謝妳在我轉來的那一天就變成我的好朋友，讓我不會孤單一個人，都沒

有朋友。�

★親愛的爸爸│��謝謝您在我遇到難關的時候，一直在我旁邊幫忙解決，讓我很開心也很�

安心。

★親愛的媽媽│�很高興您陪我打球，讓我精神變好，還買衣服給我，讓我不會著涼，謝�

謝您！

★親愛的爸爸│�謝謝您賺錢養家活口，當我的東西壞掉時，您會幫我買新的；當我無聊的

時候，您會陪我玩，您的工作需要輪班，好辛苦！

★親愛的奶奶│�謝謝您不但教我們包水餃，請我們吃好吃的飯菜，還教我們閩南語，謝�

謝您！

★親愛的閩南語老師│�謝謝您教我們怎麼講閩南語，讓我會講爺爺、奶奶講的話。

〈王禹勛〉

〈陳韻晴〉

〈賴禹希〉

〈吳禹睿〉

〈王映淇〉

〈王寶晨〉

〈楊涴羽〉

〈高丞柔〉

〈楊人子〉

〈蕭冠菲〉

〈楊采芸〉

〈黃梓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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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忠
一個農夫的故事◎◎ ◎三忠◎曲弈晟

從前，有一個農夫，他才剛剛把秧苗插在

田裡，就希望他種的秧苗趕快長高，他一直跑

到田裡，想看看秧苗有沒有長高。

三天過去了，農夫到田裡看，秧

苗沒長高；五天過去了，農夫又到

田裡看，秧苗還是沒長多少。農夫的

心裡很苦惱，他忽然想到一個很好的辦

法—他把秧苗一棵棵拔高。

他回到家裡很自豪地說：「幫稻子長高，

可把我累倒了！」太太聽到這句話，馬上跑到

田裡看，田裡的秧苗東倒西歪，都快枯死了，

真是糟糕！

太太回到家，跟農夫說：「把秧苗拔高，

不是真的長高，真的不是好辦法，欲速不達，

徒勞無功呀！」農夫和他太太決定將秧苗重新

種好。這一次農夫認真施肥除草，耐心地等

待稻子長高。幾個月過去了，終於等到可

以採收的時間。

他們很開心的吃著好吃的米飯。

感動的一件事◎◎ ◎三忠◎陳柏暟

記得有一次，我被媽媽罵哭了，妹妹就拿

衛生紙給我擦眼淚。那時，我的心情比剛被媽

媽罵的時候好多了！

妹妹拿衛生紙給我擦眼淚時我感受到

兄弟姊妹的愛了！這件事情讓我知道，如果

別人傷心難過時，我可以盡心盡力的去安

慰他！又因為當時我很感動，所以我決定和

我的兄弟姊妹好好相處，我還可以幫爸爸和

媽媽烤麵包，或是家裡的人失業時，可以去

關 心 他， 讓 他 不 要 那 麼�

難過。

在妹妹給我衛生紙的那

一刻，我學到如何幫助一

些人解決他遇到的難關；

當妹妹給我衛生紙那一

刻，我覺得有兄弟姊妹是一

件很棒又很幸福的事！

熱情的樹
周品萱

繽紛的樹
簡思寧

笑彎腰的樹

曲奕
晟

送給媽媽的 花

軟陶防蚊精油瓶

DIY

今天第三、四節上藝文課，我們利用轉印和剪貼，

創作一棵特別的樹。

我們先用水彩畫出樹幹，然後貼上樹葉。最特別的是

樹葉，我們將撿來的落葉，在葉背用水彩塗上色，然後

印在圖畫紙上，接著將印好的葉子剪下，再將這個特別的葉

子貼在樹幹上，就完成了一棵特別的樹。

後來，我們拿給老師檢查，完成後我們就去洗水彩

用具，這時候鐘聲突然響了，結束這節有趣

的課。今天很開心可以上水彩課，

希望可以再上一次。

黃靖妤一棵特別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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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孝
我們這一班◎◎ ◎三孝◎陳忻

說起我們這一班啊！實在很有趣。

我們班有懶惰的、搞笑的和認真的人。

首先跟樹獺一樣懶的旭翔大哥，一

進教室就懶洋洋的趴在桌上，很想睡覺

的感覺，交作業很慢，動作也很慢。

搞笑的昱恩先生，每次都會做一些

無厘頭的動作，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也

會說一些有趣的事，是我們班的開心果。

認真的樂樂小姐，她的學習態度很

好，做事很認真，考試成績也很好，我

要多多向她學習。

我想建議旭翔大哥向樂樂小姐學

習，希望我們這一班能夠越來越好。

我最敬佩的人◎◎ ◎三孝◎王昱淇

我最敬佩的人是沈芯菱，她從小家裡窮困，但

是，她還是會幫爸爸媽媽賺錢。��

她小時候家裡很窮，可是會邊幫爸爸媽媽賣氣

球，邊看她爸爸買給她的二手書，遇到不懂的地方會

問買東西的客人，客人看到她這麼用功都忍不住稱讚

她。我覺得芯菱既用功又孝順。

後來她覺得電腦課很有趣，媽媽知道後，就賣

掉玉珮買了一臺電腦給她，因此，芯菱不僅認真的自

學，還到圖書館借書。六年級時，開始架設「安安免

費教學網」把一些小學生能夠自學的內容放在網站

上，就這樣，她當上了很多人的小老師。

我覺得沈芯菱是一個既善良又用功，還很孝順而

且熱心助人的人，所以我最敬佩的人就是-沈芯菱。

旅行 吳樂樂

多
元
闖
關
任
務
成
功

張幼儒

林海筠

黃苡喬

到外婆心裡旅行

我好想��到外婆心裡旅行

看看外婆為什麼

一下追名牌��一下瘋時尚

我好想��到外婆心裡旅行

看看外婆為什麼

頭髮總是這麼蓬

我好想��到外婆心裡旅行

看看外婆是

喜歡我多一點��還是哥哥

到我心裡旅行

我好想��到我心裡旅行

看看我為什麼

一會兒開心��一會兒難過

我好想��到我心裡旅行

看看我為什麼

經常沉浸在自己的情緒裡

我好想��到我心裡旅行

看看我是

喜歡爸爸多一點��還是媽媽

響應「單寧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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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忠

媽媽喊著 :「妹妹再睡十分鐘」、「妹妹再睡五

分鐘」、「妹妹再睡三分鐘」和「妹妹該起床了」

我每天都這樣起床。起床後，我睡眼惺忪的穿衣服、

刷牙、洗臉和吃早餐。我沒睡飽，心情會不好，而

且會賴床得更久，起床後就更沒心情吃早餐。

記得有一次早上起床心情不好，就跟媽媽說了

一句「妳很吵！」，後來，我被媽媽罵了一頓。其

實我不想賴床，也不想讓媽媽一直叫我起床，更不

想讓媽媽頭痛或生氣。

起床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如果我每天都睡不

飽賴床，這樣會讓媽媽傷腦筋。

我要改變的一件事是早點睡覺，少看一點電視，

趕快把功課寫完。每天早一點睡覺，就能睡飽一點，

比較不會賴床。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讓自己每天

上學都有好心情。

我想要種下的希望種子是「熱心助人」，可以

阻止爭吵發生，又可以讓世界和平，更可以讓大家

的心情變好、減少死亡的人數，得到大家的稱讚和

獎品。

我想要種下的第二顆種子是「勇敢」，我能勇

於提供意見，不但可以堅持對的事情，也不會害怕

惡勢力的威脅，讓我的意見被接受，如果表現的勇

敢，可以幫助到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我想要種下的第三顆種子是「專注」，在做任

何事情時，如果別人在一旁吵鬧，我卻不會受到打

擾，能專注在同一件事情上，不但可以減少錯誤的

發生，也可以用更短的時間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容

易成功。

如果我有了以上這些種子的幫助，就可以把事

情做得更好更完善，比較不會發生爭吵及失誤，也

能藉此培養朋友之間的感情，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新的一年我有一個新希望就是我能變得更好，

所以我要種下一顆希望的種子—努力。

世界上有許多音樂家、運動家等，為了讓自己

變得更好而每天不斷的練習，達到目標。我最近看

了一本書，書中介紹一位被譽為二十世紀最佳鋼琴

家—魯賓斯坦，他三歲時就彈出一手好琴，不過他

一天可是花了六到八個小時來練琴，強調的是「努

力」而非「天分」。他是我學習的好榜樣。

首先，我要先從鋼琴開始努力，我常常都懶

得練習，導致我的琴藝一直無法進步，只要我每天

練習一點點就可以一點一滴的進步。接下來就是課

業，我自從升上三年級後成績就退步了，原因應該

是我不夠努力。

我覺得懶惰是阻礙努力最大的敵人，我一定會

好好照顧這顆充滿希望的種子。

2021 愛的許願卡

DIY 宜蘭餅

歡慶聖誕節

俞淑晏 許珺堯

簡 詩 芸 蕭 逸 荷

我想要改變的一件事

種下希望的種子

培萱老師：

剛升上三年級的時候，班級導師換成您，第

一次見到您時，我覺得您很溫柔，可是感覺很陌

生，我都不敢去老師的座位看您改作業，後來，

慢慢地就熟悉了。

自從三年級開始，您就一直照顧我們，每天

都要幫我們改作業，有時候同學打架要去制止他

們，放學的時候還要帶我們排路隊回家，而且您

在學校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一整天下來，您已

經很辛苦了，真是謝謝您了 !

您在我們班裡面，就像「女王」一樣，您說

什麼事情，我們就做什麼事情，雖然有些同學比

較頑皮，但是大部分還是會聽您的話，就算我以

後變成五、六年級，或是國中、高中、大學，我

都一定不會忘記您的 !

祝��事事順心�身體健康

珺堯敬上

二 o二一年四月五日

給老師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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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孝

我十分期待中興新校舍 ,希望可以趕快升上五年級體驗新校舍的感覺。................../ 楊巧智

非常開心明年可以使用新校舍，也很開心我們學校有外師上課。......................../ 陳樂希

中興就像我的大家庭，我愛中興。................................................../ 江佩如

我喜歡中興，希望有很多校外教學可以讓我增廣見聞。................................/ 翁恩璇

我喜歡新校舍的遊樂設施，我喜愛中興。............................................/ 游峻光

我喜歡中興，因為可以上桌遊課，還可以上游泳課。................................../ 楊慧心

我在中興交到了許多朋友，我喜歡中興。............................................/ 連若甯

我在中興學到了許多知識，我喜歡中興。............................................/ 謝姵妤

希望有新同學可以來我們班，讓我們班更多人更熱鬧，我喜歡中興。..................../ 林廷翰

從一年級開始我的課業成績不理想，四年級的我進步許多，我愛中興。................../ 溫祥晟

希望大家都能快樂的生活著，

擁有一雙自由翱翔的翅膀，

自由自在地飛翔；

像綻放的花片一樣飛舞，

找到未來的夢想和希望。

快 樂 宜 蘭 行

卡片傳情

連若甯

四孝共創

夢想翅膀

我愛中興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美食之都─

基隆，也是作曲家葉俊麟的故鄉。你可以看

到停滿遊輪的基隆港，還可以近距離地觀察

老鷹。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有知名的廟口夜市，

有許多耳熟能詳的特色美食。吃飽喝足之後還可以到

中正公園、海門天險逛一逛，或是到最近很夯的新景

點「正濱漁港彩虹屋」和「阿根納造船廠」看看打卡。

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不只白天美麗，夜晚

也很熱鬧，除了夜市之外，還有北臺灣最大的漁市─

崁仔頂，很特別的是他們只在半夜才開始叫賣，而且

叫賣方式很奇特，外行人永遠聽不懂，就算你沒有要

買魚也可以來湊熱鬧。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不但有必吃

的經典美食，還有迷人的美麗風景，非常適

合全家一起來玩。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

謝姵妤
請到我的家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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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忠
◎◎四季的風◎������������������五忠◎謝沛岑

你喜歡哪一季節的風呢 ? 春天的風溫暖又柔
和，夏天的風熱又悶，秋天的風舒暢又清醒，冬
天的風冷又刺。

我最喜歡春天的風，因為它溫暖又柔和，吹
起來很舒服，剛剛好，不會像夏天的風那麼熱，
也不會像冬天的風那麼冷。

四季的風各有不同的特色，每個人的喜好也
不一樣，也會因心情不同而有不同的喜好，你喜
歡哪一季節的風呢 ?

◎◎第一次放風箏◎�������������五忠◎楊家淳

我記得第一次放風箏的時候是在碧砂漁港。

風箏隨著風在天空中飛翔，一下往左，一下
往右，感覺像在跳舞。

伴隨著蔚藍的天空、綠油油的草地和風，讓
我在風箏飛過的足跡上，留下美好的回憶。

◎◎放風箏◎��������������������五忠◎張憲朋

我小時候最喜歡的運動之一就是放風箏，只
要假日爸爸媽媽都會帶我去放風箏。

有一次我拉著風箏跑來跑去，結果我沒發現
風箏已經斷線飛走了，當場我哭了起來。後來爸
爸和媽媽各送我一只風箏，而且是不一樣的圖
案，我超開心，開心的手舞足蹈。

那天是我和爸媽最開心的一天，希望下次還
可以去放風箏。

◎◎缺水◎����������������������五忠◎郭庭妍

最近臺灣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缺水。這個
問題影響了當地民眾的生活，包括：水底的廢棄
物不僅讓遊客觀感不佳，還容易造成蚊蟲孳生、
惡臭，天天困擾著居民。

而臺灣究竟為什麼會「缺水」呢 ?是因為「地
球暖化」。人們不停地製造二氧化碳，例如 : 汽
機車排放廢氣、樹木被過度砍伐，這些都會造成
地球暖化，形成嚴重的氣候變遷，讓本該來的雨
季遲遲不來。

既然無法開源，就好好的節流吧！我們平常
能做的節流有很多，要落實節約用水。

◎◎我想成為那樣的人◎��������五忠◎曾英倫

我想成為像魔術師陳日昇那樣的人，透過手
段騙過別人的眼睛。他每一次的魔術都很神奇，
讓我很想知道是怎麼做的。

我想要學每一種魔術，成為很有名的魔術師，
這不光為了出名，也是為了能讓一些小孩更了解
魔術。學魔術除了可以讓別人欣賞，也可以流傳
這項休閒娛樂給下一代的孩子。

聰明用藥

五忠 謝沛岑

五忠 郭庭妍
闖關活

動一起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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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孝

▎秋天被買光了

◎ 五孝◎陳怡圻

秋天是一匹

世界上最漂亮的橘布

落葉是個小客人

他身穿自己的橘衣

每天忙碌的

東買買

西買買

把秋天一寸寸買光光

▎漫畫

◎ 五孝◎許荑崵

那本書

從它的文字裡

看出一些知識

從它的圖案裡

看出快樂搞笑

從它的封面裡

看出精美漂亮的藝術

它是大家一生喜歡的書

漫畫

▎賣垃圾的人類

◎ 五孝◎唐浩鈞

你賣的垃圾最劇毒

透明的垃圾袋

加上塑膠製成的寶特瓶

海龜和小魚來覓食

只准吃

不准吐

陽光有特別的通行證

拿著手電筒進

拿著紫外線出

我多麼憎恨又傷心

▎賣武器的獨角仙

◎ 五孝◎方弘宜

賣武器的獨角仙

你賣的武器最堅硬

厚重的武裝

讓別人無法攻擊你的弱點

鍬形蟲和天牛來買裝備

只准穿

不准玩

獨角仙有獨特的通行證

拿著通行證買

拿著武器打

我多麼羨慕又想看

▎夏天被吃光光

◎ 五孝◎凃慧女
夏天是一個

世界上最火熱的烤箱

冰箱是小老闆

它每天賣著好多枝冰棒

每天忙碌的

東賣賣

西吃吃

把夏天一寸寸吃光光

▎賣肉的老虎

◎ 五孝◎張立弘

賣肉的老虎

你賣的肉最新鮮

羊肉馬肉駱駝肉

都是新鮮現捕的

只要動物們一不注意

只准進

不准出

小鳥有特別的通行證

拍著翅膀進

拍著翅膀出

我多麼嫉妒又開心

▎媽媽

◎ 五孝◎林詩婷

從您肚子裡

看到未來的世界

從您的懷抱裡

讀出幾行溫柔

從您的肚子裡

讀出幾行堅強

從您的感受裡

讀出媽媽的痛

您是我們這一生疼愛的媽媽

▎◎賣作業的老師

◎ 五孝◎陳慕帆

賣作業的老師

您賣的作業最可怕

厚重的作業

疊上紙串成的書

同學來寫作業

只准寫

不准吵

老師有特別的通行證

拿著作業改

拿著作業發

我多麼痛苦又悲傷

▎賣花蜜的花朵

◎ 五孝◎譚心甯

你賣的花蜜最美味

香濃的香味

加上濃稠的口感

蜜蜂和蝴蝶來採集

只准採

不准放

人們有特別優惠卷

拿著桶子採

拿著桶子收

我們多麼羨慕又嫉妒

游
出一串獎牌 五孝陳家

芯

升旗

體育課 - 氣球

自然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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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忠
◎★六忠◎林玉棋

這一張照片是在畢業旅行時拍的，這是最後一天的最一個行程─搭纜車，我們在纜

車上時，邊看外面的風景，邊聊天拍照。在回程時，我和陳郁媜不知道是座位的關

係還是其他原因，頭有點暈，有點不舒服，還好在那之前我們已經拍了合照，在整

個畢業旅行中畫下完美句點，留下美好的回憶。我會選這一張照片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在我的相簿裡只有這一張照片是合照，每個好朋友都在，所以我才會挑這一張，

畢業旅行真的讓我好難忘。

◎★六忠◎陳姸閔

這張是在 921 地震園區拍的，這是一棟被 921 地震震倒的國中，當時看到的時候我覺得好可怕，

我隱約可以看到裡面的吊扇扇葉損壞成一片了，想不到地震能把建築物毀成這樣。

另外還有一間完全外露的廁所，其實我看到的時候，我覺得馬桶露在外面有點好笑。

◎★六忠◎謝函妤

這張照片是我在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時請老師幫我們拍的，園區裡因為

可以體驗穿古裝，所以我們大家就穿著古裝與後方的劇臺合照，其中有

幾個男生穿著女裝還戴著幾朵花拍照，看起來「非常漂亮」。雖然古裝

穿起來不錯看，但是非常熱，不過如果之後還有機會，我想再體驗一次。

◎★六忠◎陳郁媜

這是第二天晚上活動的照片，晚會是我畢旅前最期待的事了，第一個被 CUE 上台的是班

長，我們班是陳宥廷，孝班是陳泯安，領隊小橋姊姊會跳舞，我們跟著她做動作，真的

很好笑！那時候我笑到肚子痛，晚會真好玩，讓我留下美好的回憶。

◎★六忠◎劉嘉愷

這一張照片是我和許多好朋友一起在埔里的貴族世家餐廳拍的，看到這張照片讓我想到

很多點點滴滴的回憶，三天的時間也讓我感受到即將離開學校離開同學的感覺，讓我很

捨不得……希望下次能再多一些合照！ 

畢旅回憶

◎◎拍畢業照◎ 六忠◎余尚誠

上小學是求學過程中最輕鬆、快樂的時候，沒有太

多煩惱，無憂無慮的生活。但轉眼間，就要畢業了。當

老師說要拍畢業照時，我有點吃驚，怎麼突然就輪到我

了，我要畢業了嗎？怎麼可能！

拍照那天，老師要大家統一穿學校運動服，然後帶

一套衣服換。一開始時是先拍全校老師團體照，其中還

有 Matt老師，是我們學校的外師。其他還有一些我不認

識的老師也在裡面，現在我都認不得學校裡的人了，更

久之前的老師現在也已經退休了，現在都是新老師。老

師們拍完後，就輪到我們這些畢業生拍了，畢竟我們才

是主角嘛！雖然這麼說，但我不喜歡拍照，可是是畢業

照，也只好拍了。

團體照是最花時間的，一直調位置，還要我們戴口

罩拍，蠻特殊的，我們應該是第一個這樣拍的學校，還

蠻有紀念性的。接著就是拍個人照，我是一號，所以是

第一個拍。拍畢業照感覺有點奇怪，因為以前都是看別

人拍，突然就變成主角，時間真的過得很快。每個人都

輪完後，就開始拍小團體照，我和幾個朋友拍完後，我

就先回去了，因為我真的不喜歡拍照，更何況繼續待在

現場很無聊。但現在想想，那時候不多拍幾張好像有些遺

憾，應該多拍一點。

畢業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開始。就算小學畢業，也

還有更多挑戰等著我們。回想當初剛上小學時，什麼都不

知道，知識幾乎是從學校學來的。小學也是第一次培養人

際關係的地方，要跟陌生的人從不熟到成為朋友，也是非

常不容易的。在小學的最後半年，我要好好努力，認真的

玩，把握最後的小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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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孝 畢業留言

楊創凱 : 畢業並不是結束，要準備迎接新的課程與同學，大家加油。

陳喭一 : 我們的情誼是不會散的。

陳裕安 : 俗話說 :「萬丈高樓平地起」，到了國中，又要為自己鋪新的道路了。

林炫諭 : 要記得我們的回憶，到了國中還是朋友，珍重再見！

杜閔昊 : 快要畢業了，我要上國中了 !

賴達光 : 有夢去追，希望相隨。

莊家宸 : 這六年快結束了，新的挑戰也即將開始，人生難免有錯誤，有夢就去追，不要害怕。

陳泯安 : 大家攜手過了這個遊戲的五個關卡，現在第六關就快要結束了，有緣再相見。

詹佳君 :  我們一起瘋了六年，熬過了九千六百節課，兩百四十個星期，最後卻用一張考卷考散

了我們，但我們的友情永遠不會散。

林佳頤 : 九月後大家還是會坐在一間教室，但同學未必是你們。珍重再見！

陳盈安: 搭了六年的車，我們到站了，希望下車後大家都能將這六年的時光好好的保存在心裡。

劉宇安 : 國小就像是個只有裝六顆糖的罐子，每顆糖都和回憶一樣甜甜的。

王琬心 : 畢業了，帶不走的東西賣了，可是那些美好的回憶卻永存我心中。

何晨瑋 : 六年的朋友說好永遠不散。

潘思穎 : 畢業了，我才知道友誼是不管分開多久、相隔多遠，只要一見面就會像從前一樣。

蔡淳亞 : 我希望畢業後大家都可以往自己的夢想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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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 歡迎 ~ 我們歡迎你 ~」在充滿喜悅的歡迎曲歌聲中，伴隨著熱情節奏與動

人樂器聲，愛班大小朋友和全校師生一同迎接月眉國小同學的到來。

今年的兒童節很不一樣，不僅是小朋友們最期待的日子，也是中興國小的生日。在

這一天，學校舉辦多元闖關活動，愛班同學們認真體驗了各式各樣、創意十足的闖關遊

戲，也拿到了豐盛好玩的獎品，老師們、助理員阿姨和同學們都玩得盡興開心。透過闖

關活動學習到許多實用的知識，每一位大小朋友都洋溢著幸福微笑，度過了充實愉快的

兒童節！

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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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
- 蜜蜂班

蜜蜂班社區巡禮 ~ 到泉利米
香參觀，聚精會神仔細聆聽

走 ~ 走 ~ 走走走 ~ 我們小手
拉小手 ~ 蜜蜂班社區走透透

蜜蜂班墊上運動翻滾練習

蜜蜂班到海科館參觀大
班作品，全體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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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 - 蝴蝶班

蝴蝶班到郵局寄信

海科館 - 五歲不一樣
蝴蝶班參觀信義圖書館

蝴蝶班參觀泉利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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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 - 蝴蝶班



中興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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