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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發行人：莊士杰 校長     發行日期：106年 06月 14日 

編輯委員：林昱翰主任、陳建銘主任、鄭如伶主任、 楊芳萍老師  

編輯人員：劉慧華、林立芸、張嘉吟、吳迺慧 

實驗教育三法簡介             總務主任 陳建銘 
 我國為鼓勵教育創新與實驗，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制定「高級中等以下教育

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103年 11月 19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173311號令公
布)、「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103年 11月 19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173321號令公布)
以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103年 11月 26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177151號令公布)，以落實教育基本法鼓勵政府及民間辦理教育實驗之精神。並於 104年第 1
次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於今(29)日專題報告，藉以鼓勵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因應地方需求辦理
實驗教育。 

隨著實驗教育相關法規大鬆綁，為確保實驗教育學校之辦學品質，政府機關應確保其依相關
法令執行，並做好監督。然而公立學校面對即將實施的實驗教育學校之衝擊，應儘早擬定因應對
策，才能避免學生來源快速流失。實驗教育相關法規之重要概念如下： 
一、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規範 

非學校型態教育實驗，指學校教育以外，非以營利為目的採用實驗課程，以培養德、智、體、
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目的所辦理之教育。只要是具有國小、國中或高中等學校入學資
格者，得參與各該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且不受「強迫入學條例」規範。 

該法規提供高中以下學生家長在家自學的法源依據，團體自學每班 3人以上、30人以下為限；
機構自學每班學生不超過 25人。每學年要擬訂實 驗教育計畫，並在學年度結束後提出學習成果報
告，若經主管機關訪視不佳、限期未改善可要求停辦。當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完
成 3年實驗教育或在公立學校在學及參與實驗教育時間合計滿 3年者，通過「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
育畢業程度學歷定考試」取得證明後，可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 
二、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規範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指依據特定教育理念，以學校為範圍，從事教育理念之實踐，並就學校制
度、行政運作、組織型態、設備設施、校長資格與產生方式、教職員工之資格與進用方式、課程教
學、學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學生事務及輔導、社區及家長參與等事項，進行整合性實驗之教
育。其規範是以辦理實驗教育的私立學校為主，公立學校「準用」相關規定。其中，私立實驗教育
評量、學校經費運用及校務評鑑等事項，與受託人簽訂行政契約，將公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委託
其辦理。其中「受託人」，是指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辦理學校之本國自然人、非營利
之私法人或民間機構、團體。但學校財團法人及其設立之私立學校或短期補習班，不得為受託人。
而「受託學校」是指由受託人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辦理之學校，仍屬公立學校。 
    該法規明定，主管機關應提供相當之人事費、建築設備費及業務費予受託學校並明定受託學校
辦學保障學生受教權，追求國民教育之公益性、公共性、效能性、實驗性、多元性及創新性等原
則；另為確保教職員工權利，恪遵保護原則，明定原學校教職員工隨同或不隨同移轉於受託學校之
權利保護機制。而受託學校校長及教師之聘任，得依校務及辦學特色需要，明定其聘用原則，且建
構受託學校與公立學校間良性競爭及互助互惠，明定教師交流制度。對於學生招生，明定在劃分學
區時，應以原學校所屬學區為優先，或納入其他學區，不受原學校所屬學區之限制；報名入學學生
過多時，以設籍先後或抽籤決定；學區學生若不願就讀實驗教育學校，縣市主管機關應協助家長依
意願轉入鄰近學校就讀。 

學校，是指主管機關許可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其設置是由學校財
團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申請設立，或由學校法人將現有私立學校改制。 

該法規規範，未來公立中小學可改制或是新設立實驗教育學校，招收 6至 18歲的學生，但學
生總人數不得超過 480人，每學年學生不得超過 40人，專任教師對學生人數比則不能低於 1比
10。該法規同時也限制，同一教育階段的各縣市公立實驗學校數量不能超過 5％，情形特殊報教育
部核准，最多不能超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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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辦民營實驗教育之規範 

    公辦民營實驗教育，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基於發展地方教育特色、實踐教育理念

與鼓勵教育實驗，依學校辦學特性，針對學校土地、校舍、教學設備之使用、學區劃分、雜費

與各項代收代辦費、課程、校長、教學人員與職員之進用與待遇、行政組織、員額編制、編班

原則、教學評量、學校經費運用及校務評鑑等事項，與受託人簽訂行政契約，將公立國民小

學、國民中學委託其辦理。其中「受託人」，是指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辦理學校之

本國自然人、非營利之私法人或民間機構、團體。但學校財團法人及其設立之私立學校或短期

補習班，不得為受託人。而「受託學校」是指由受託人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辦理

之學校，仍屬公立學校。 

    該法規明定，主管機關應提供相當之人事費、建築設備費及業務費予受託學校並明定受託

學校辦學保障學生受教權，追求國民教育之公益性、公共性、效能性、實驗性、多元性及創新

性等原則；另為確保教職員工權利，恪遵保護原則，明定原學校教職員工隨同或不隨同移轉於

受託學校之權利保護機制。而受託學校校長及教師之聘任，得依校務及辦學特色需要，明定其

聘用原則，且建構受託學校與公立學校間良性競爭及互助互惠，明定教師交流制度。對於學生

招生，明定在劃分學區時，應以原學校所屬學區為優先，或納入其他學區，不受原學校所屬學

區之限制；報名入學學生過多時，以設籍先後或抽籤決定；學區學生若不願就讀實驗教育學

校，縣市主管機關應協助家長依意願轉入鄰近學校就讀。 

學務組宣導 

  

 

 

 

 

 

  

 

 

   

 

 

 

  

 

 

 

 

 

 

 

 電子煙宣導:電子煙危害身體健康，不要吸食電子菸，以共

同維護師生健康。 

 夏日戲水宣導:戲水安全不可少，身體健康才可保；戲水懂

防溺，游泳更安心。 

 交通安全宣導:路不急著走，才能走得久。行人請勿任意穿

越快車道。安安全全坐大位，平平安安成大器。兒童坐上安

全椅，平安快樂回到家。 

 健促口腔宣導: 口腔保健有妙招 牙刷牙線不能少 

 環境教育宣導: 低碳好生活，碳減救地球。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家務鬥陣來，幸福齊步來。 

 家暴防治宣導: 尊重身體自主權.防治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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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桌球隊參加中小學第一次排名賽
榮獲 
低年級男生 殿軍：陳學淯、第 5名：
楊奧斯丁、第 6名：高千淳。 
低年級女生 季軍：潘柔媗、殿軍：王
亮璇 
高年級女生 第 8名：陳潔茹。 
感謝洪麗玟教練、林世昌老師指導。 

賀！沈嘉宏、涂志誠參加 106年度貓咪盃-

全國 SCRATCH競賽榮獲國小動畫組佳作 

感謝陳怡礽老師指導。 

 

  

         
                                                           

                

 

      

 

 

 

 

  

 

 

 

 

 

 

 

  

 

 

 

 

  

 

 

 

 

 

 

 

 

 

 

 

 

 

 

 

賀!楊馨惠榮獲基籠山青商會作文盃高年級組第三名 

感謝楊芳萍老師、王秀明老師指導。 

賀！簡劭名獲得行政院 106年兒童節有獎徵
答活動第參獎 

感謝陳怡礽老師指導 

本校 106年度語文競賽(市內初賽)
本土語組 
榮獲 
閩南語朗讀 王郁淳 第 2名 
客語朗讀 張恩瑞 第 5名 
感謝黃淑青老師、楊芳萍老師、王
秀明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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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國小回憶             六乙 全體創作 
    記得剛上小學一年級時，我只是個有點愚蠢的小孩，我抱著期待的心情進
教室。剛開始，我對一切事物都十分陌生，但現在卻變得再熟悉不過了。一想
起平時和同學們吵吵鬧鬧的畫面，和即將到來的畢業典禮，不禁一陣鼻酸。  
    回顧起和老師、同學們相處六年的種種，每一幕都還歷歷在目，其中最令
我難忘的國小回憶，大概就是六年級時令大家為之瘋狂的活動—「畢業旅行」
了！一想起那幾天愉快、興奮、瘋狂的情形，還真是恨不得時間能永遠停留在
那二天呢！那二天裡，不只能讓我們盡情的玩樂，也讓我和同學之間的友誼更
加的緊密。像是第一天晚上到飯店時，大家一起參加團康晚會，在比「超級演
員」時，因為有一個是要模仿「賭神」，所以全部參賽者都使出渾身解數，不
過還是分不出高下，反而讓在台下看的我們捧腹大笑。在玩「櫻桃小丸子」
時，我們會先猜拳，分出勝負之後再做老師指定的事，有一次老師叫贏的人搔
癢輸的人的腳底，結果我們全部輸的人都笑倒在地上、爬不起來，我們就這樣
玩了好多輪，全部人都玩得筋疲力盡、大汗淋漓，最後我們就只好帶著依依不
捨的心情回房間。一到十點半老師查完房後，我們又爬起來一起熬夜打遊戲、
開直播。隔天我們去「劍湖山世界」，一去到劍湖山我們就先搭乘「G5」，因為
它有 2個倒 U字型的路段，還有一個地方是接近 90度的坡道，所以一到那些
地方大家都邊驚聲尖叫邊說「絕對不會再玩一次」，不過叫完之後又再排一次
隊說「還想玩」，讓導遊哥哥們啼笑皆非。這些回憶都會成為大家心目中永遠
的畢業紀念，讓大家永遠的記住彼此，和曾經在一起相處的點點滴滴！一想到
這些美好的回憶，就讓即將要畢業的我心中有好多好多的不捨。 
    我不得不承認，時間的飛逝真的就像古人說的「光陰似箭 歲月如梭」。時
間悄悄的在我們的歡笑中溜走，歡笑的時光似乎過得特別快。一轉眼離畢業就
只剩下幾天，但畢業，並不代表結束，只是為小學的生活畫上一個休止符。國
小只是我們人生的其中一站。今後，我們將會帶著師長們的諄諄教誨、金玉良
言和寶貴知識，當作為人處世的基礎，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起邁向光明。 

我最喜歡的電視節目   三甲 楊晴涵 

    動漫「名偵探柯南」是我最喜歡的電視節
目，主角工藤新一因為吃藥變成柯南，過著小
學一年級的生活。阿笠博士為了身體變小的柯
南發明了需多道具，柯南會使用這些道具一一
解決案件。知道工藤真實身分的還有同學灰原
哀、高中生偵探服部平次和怪盜基德等人。 

    我十分喜歡裡面的女主角毛利蘭，她有著

一頭俏麗的長髮，喜歡著工藤的她，每天都期

待著他的到來。小蘭父親毛利小五郎，雖然是

一位偵探，可是一點也不懂推理，幸好柯南會

利用他的道具幫小蘭父親解決案件。 

    我覺得柯南很勇敢，雖然身體變小，還是

勇敢地解決案件。儘管看起來只有 6歲，他卻

很聰明不會上壞人的當，令人十分佩服，所以

我非常喜愛「名偵探柯南」這部影片呢！ 

 

 

  

    

 

 

 

 

 

 

 

  

 

 

 

 

 

 

 

 

 

 

 

 

 

 

     

    

 

 

 

 

 

 

 

 

 

 

 

 

      

           

我最喜歡的電視節目   三甲 張家怡 

    每天放學回家，我最喜歡看的電視節

目就是「櫻桃小丸子」。小丸子在學校擔任

小動物值日生，她喜歡和姊姊吵架，平時

愛看漫畫和搞笑，但是卻不愛讀書。 

    小丸子總是在家和學校發生一些有趣
的事，聽說有許多觀眾喜愛她呢！我很喜
歡在小丸子和小玉說完話的時候，影片背
景會出現一片山的景色，畫面真的超棒
的！小丸子個性活潑，喜歡和人做朋友，
是個人見人愛的小女孩，有她在的場合都
一定不會冷場。 

    每天晚上在家，是我最放鬆自由的時

候，可以和媽媽一起看著喜歡的電視節

目，真是一大享受，也是我最幸福快樂的

時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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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的校慶    一甲陳禹霏 
    一年一度的校慶又來了，今年的校
慶很好玩。一走進校門，就看到拱形門
的大汽球和很多的帳篷。 
  這次我們和二年級一起表演「愛眼健
康操」，上場前我很擔心自己會不 
會跳錯。表演時我很慌張，我的身體一
直抖。除了表演外，我們還比了一百 
公尺賽跑、跳繩和呼拉圈。賽跑時，大
家跑得很激烈。趣味競賽時，我沒參 
加，所以和阿姨一起看同學玩遊戲。 
    我覺得校慶有吃有喝又有玩，真是
好玩。我希望明年的校慶也很好玩。 

熱鬧的校慶      一甲陳泓睿 
    一年一度的校慶又來了，今年的
校慶很熱鬧。一走進校門，就看到許
多家長和漂亮的舞台。 
    這次我們和二年級一起表演「愛
眼健康操」，上場前我很高興因為可
以跳給爸爸、媽媽看。表演時我覺得
腳會抖，我很慌張。除了表演外，我
們還比了賽跑和趣味競賽。賽跑時，
我贏了。趣味競賽，我跑得像馬一樣
快。 
    我覺得校慶有吃有喝又有玩，真
是開心。我希望明年再玩一次。 

快樂的運動會     三乙  巖晨光 
    一年一度的運動會就快到了，老師讓我們練習跳
舞，也教我們練習喊班呼。我們還到操場練習接力賽
跑。張老師教我們怎麼傳接力棒，我們練得很辛苦，希
望運動會有好的表現。 
    這天是全班最期待的運動會了，首先上場的是一到
六年級的進場班呼，輪到我們喊班呼了，校長站在舞台
上鼓勵我們。接著是表演大會舞，最後是全校期待已久
的大隊接力，我們三年級和四甲比賽，全班團隊合作的
跑完大隊接力，最後三年級輸了，但我們要有「勝不
驕，敗不餒」的精神。在五六年級的大隊接力時，因為
下雨了，所以有三個六年級的大哥哥滑倒了，但他們還
是馬上爬起來，努力地向前跑，完成了這場比賽，運動
家的精神令人難忘。最後還有一個親子競賽就是「竹竿
夾球」，雖然我沒有參加這個項目，看他們非常快的把球
夾回來，再把竹竿和球傳給下一組人，又緊張又好玩的
樣子。 
    好玩又刺激的運動會結束了，這次的大隊接力雖然
輸了，但我們都盡力了。而且在比賽短跑時，我得到第
二名，雖不是第一名，第二名也不錯。我希望明年的運
動會更加熱鬧，我一定會好好表現，努力獲得好成績。 

有趣的運動會     三乙 沈宥妡 
    一年一次的運動會就快到了，為了
這次運動會，我們練習喊班呼、跳舞，
還練習跑隊接力，練習拿接力棒，花了
很多時間練習，希望這次運動會有好的
表現。 
    運動會當天，老師事先為我們在臉
上彩繪，這樣看起來更有精神，然後老
師帶著我們來到了等待區，等著表演節
目。在休息時間，姑姑買了香腸給我
吃，接著就換我們上場了。喊完班呼，
就輪到三年級跳舞。我和爸爸一起玩
「竹竿夾球」，這遊戲很不容易但也很
有趣，是需要體力和時間完成。最後是
讓大家覺得精彩刺激的「大隊接力」比
賽，當我一接到棒子，我就賣力地跑
著，但還是始終沒有跑贏過四甲，我心
裡很難過，但是輸贏不重要，希望下次
能得到更好的表現。 
    一年一度的運動會就過去了，運動
會結束了，我覺得其中趣味競賽的「竹
竿夾球」很有趣，而「大隊接力」比
賽，讓我覺得緊張、刺激又很興奮，期
待明年的運動會更有趣、更熱情。 

 

 

 

 

 

 

 

 

 

 

 

 

 

 

  

   

   

   

 

 

 

 

 

 

 

 

 

 

 

 

 

 

 

   
                                                   

 

 

 

 

 

 

 

 

快樂的校慶     一甲謝修玟 

    一年一度的校慶又來了，今年的

校慶很有趣。一走進校門，就看到拱

形門的大汽球和很多的帳篷。 

    這次我們和二年級一起表演「愛

眼健康操」，上場前我很緊張，怕自

己跳錯。表演時我很高興，因為媽媽

正在幫我拍照。除了表演外，我們還

比了跑步和趣味競賽。賽跑時，我希

望自己會得第一名。趣味競賽時，我

覺得我們這一班會贏。 

    我覺得校慶有吃有喝又有玩，真

是幸福。我希望每天都能有吃有喝又

有玩。 

歡樂的校慶     一甲戴敬軒 
    一年一度的校慶又來了，今年的
校慶很熱鬧。一走進校門，就看到拱
形的汽球和很多的帳篷。 
    這次我們和二年級一起表演「愛
眼健康操」，上場前我很高興又狂
喜。表演時我覺得腳會抖又很慌張。
除了表演外，我們還比了賽跑、跳繩
和呼拉圈。賽跑時，我覺得我跑得像
花豹一樣快。趣味競賽時，我跟爸爸
玩夾球遊戲。 
    我覺得校慶有吃有喝又有玩，真
是開心。我希望明年的校慶我跑步可
以贏過張聖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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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媽媽的一封信  
二甲張耕連 

親愛的媽媽： 
  辛苦了！謝謝您一直以來都
照顧我，而且還煮飯給我吃，也
幫我洗衣服，您要多休息，也要
多多保養，我以後會賺很多錢給
您，還要成為醫生，您生病的時
候，我會幫您看病的。敬祝 
天天快樂 

耕連上 
106 年 4 月 25 日 

給媽媽的一封信  
二甲楊奧斯丁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謝謝媽媽幫我做家
事，您辛苦的掃地、摺衣服和擦
桌子，謝謝媽媽為我煮好吃的稀
飯，媽媽還會煮香香的湯圓。我
長大後要買禮物給媽媽，還要買
五棟房子、五輛汽車和五架飛
機，我要把自己變成大富翁。敬
祝 
健康快樂 

奧斯丁上 
106 年 4 月 25 日 

給奶奶的一封信   

二甲王若妤 

親愛的奶奶： 

  您好嗎？您最近感冒好了

嗎？感冒做事很辛苦吧？所以

您要多多保重呵！您照顧我們

一定也很辛苦，一定要好好照

顧自己呵！還要多吃蔬菜水

果，要小心別再感冒囉！以後

我長大了，會賺錢給您的！祝 

身體健康 

若妤上 

106年 4月 25日 

給媽媽的一封信  

二甲潘柔媗 

親愛的媽媽： 

  辛苦了！謝謝媽媽從我們小

時候就一直辛苦的煮飯菜給全家

吃，除了要幫我們洗澡，還要幫

我們洗衣服。您要記得多休息，

以後我要自己照顧妹妹，我要減

少媽媽的負擔，還要幫忙您切

菜，就像您照顧我一樣，長大

後，我要賺錢給媽媽。敬祝 

身體健康 

柔媗上 

106年 4月 25日 

給媽媽的一封信 

二甲余鎮宇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謝謝您每天

辛苦的工作賺錢養我們，

謝謝您！長大後，我要當

醫生賺大錢給您，我還要

念大學、 

工作、帶您出國旅行，讓

您感到很快樂。敬祝 

天天快樂 

鎮宇上 

106 年 4 月 25 日 

給媽媽的一封信 
             二甲陳靜茹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謝謝您照顧我，當
我生病時，您帶我去看醫生。長
大後， 
我要帶我們全家去美國和英國
玩，再帶您去遊樂園玩，我要帶
您去任 
何想去的地方，不管您想要什麼
東西，我都會買給您的。祝 
年年如三十二歲 

靜茹上 
106年 4月 25日 

 

 

 

 

 

 

 

 

 

 

 

 

 

 

 

 

 

 

 

  

 

 

 

 

 

  

 

 

 

 

  

 

  

 

 

  

 

 

 

 

 

  

 

 

校慶運動會                    六年甲班  藍林右 

    我們最期待的校慶終於來臨了，這天，老天爺知道是我們的校慶，就讓太陽公公出來

玩，讓每個人都帶著喜悅的心情，來迎接這盛大的一天。 

     萬眾矚目的校慶終於揭開序幕，首先是每班都要走到司令台前喊班呼，第一個出場的

班級就是我們，此時我的心中有莫名的忐忑，大家都用最振奮的聲音喊出來，每個班級的

班呼表現的方式都很不一樣，因為那正代表著每個班級的特色。接下來就是幼稚園與各班

級的表演了！首先上場的是的幼稚園的舞蹈表演，接著三年級的「青春修鍊手冊」，展現出

青春與活力，一年級的的「眼睛健康操」，歌詞很洗腦，我們高年級跳的是教育部自訂的

「健康操」，雖然沒什麼特別的，但是每個人卻都能精神抖擻的，做出整齊劃一的動作。 

   整個活動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四年級的「韓國天團」的表演，因為一開始是女生的

舞蹈，之後加上隊形變化以及翻跟斗，還有節奏強烈的音樂，把活動的氣氛炒熱，非常的

精采！另一個亮點是大隊接力，選手們個個奮力往前奔跑衝刺，想為自己的班級爭取勝

利，但是中途有人跌倒了，依然能立刻爬起來，繼續跑完全程，充分表現出不屈不撓、堅

持到底的運動家精神。 

    這次的運動會，因為有很多人熱情的參與，才能這麼的豐富與精采，這也是我在小學

最後一次的運動會了，雖然不捨，但是因為與同學們難得的放鬆與歡笑，把我們的友誼深

深地凝聚在一起，我想這會是我在畢業以後，也能常常回憶的校慶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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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                四甲 王郁淳 
    校慶終於快到了！全校都忙著準備以迎接校慶
的到來。我們班表演的是舞蹈，我們幾乎每天都在
練習，星期六還到學校加練舞蹈呢！雖然每天練習
很辛苦，但我卻不會覺得疲累，因為我非常喜歡跳
舞。我們還為裝扮做準備，老師請我們將垃圾袋剪
成一段一段，就成了我們校慶時的裝扮了。男生將
藍色細塑膠袋綁在頭上跟腰上，女生則將粉紅色細
塑膠袋綁在手臂上。老師還買了聖誕節的裝飾品給
我們女生綁在頭上，大家為此都忙得不可開交呢！ 
    校慶當天，很多來賓、家長都來了，非常熱
鬧，每個班級都蓄勢待發，想要趕快表演。首先，
是各班喊班呼，每個班級的班呼都十分有創意。接
著是介紹來賓、來賓致詞、頒發感謝狀、唱國歌、
校歌……等。再來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班級表演
了。一甲、二甲……終於輪到我們四年甲班了。我
非常緊張，因為一開始先是女生跳，不過，我們跳
得還不錯，接著男生加入一起跳舞，我們女生竟然
整組跳錯！雖然我們跳錯了，但有很多人還是對我
們刮目相看。 
    再來就是有趣的樂樂走鏢了！在比樂樂走鏢
時，我和余驊珊、陳愷祥、鮑鈞宥一起較勁，我和
余驊珊暫時領先，我頭也不回的一直向前衝，余驊
珊像緊緊黏著我一樣，與我幾乎不分上下，最後我
和余驊珊可以說是平手，這場比賽真是刺激啊！最
後，是運動會的重頭戲：大隊接力。我們班大隊接
力的隊手是三年級的高手們，雖然我們有人掉棒，
有人差點跌倒，不過大家還是很賣力的跑著，我們
終於贏得勝利。 
    這次的校慶運動會不但給我們一個舞台，讓我
們展現練習已久的舞蹈，還讓我們盡情享受跑步的
樂趣，真讓我回味無窮，希望下一次的校慶也可以
辦得這麼好玩。 

校慶      四甲 林駿佑 
    為了給觀眾最棒的演出，我們班
在校慶的前幾天如火如荼的練習舞
蹈。我們練習那麼久，當天還是有一
些人跳錯了，但是整體而言，我們的
表現還算不錯。我們也有練習大隊接
力，不論是接棒、助跑、搶跑道……
等，任何小細節我們都不放過，可是
校慶當天我們還是有人掉棒了，連我
都掉棒！還好，最後在每個同學努力
之下，我們班還是贏得比賽。 

除了大隊接力讓我們跑得很盡興
之外，我還看到一、二、三、五、六
年級精采的演出，每個年級的表演都
讓觀眾們讚不絕口。各班都使出渾身
解數，跳舞跳得很賣力，打扮得很用
心，真的是拼勁十足。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年級的大
隊接力，六年級的大哥哥、大姐姐在
細雨中奔跑，就算淋雨也澆不熄他們
想奪勝的決心，尤其最後一棒是最刺
激的，因為最後一棒的兩位大哥哥跑
步速度非常快。沒想到，他們兩人竟
然都滑倒了，但是他們不氣餒，馬上
站起來繼續往前跑，他們遇到困難不
放棄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這次校慶的時間雖然很短，但是
卻讓我難以忘懷，也希望下一次的校
慶能趕快到來。 

小紅帽與糖果屋                          四甲 陳俞瑄 

在一個很遠很遠的村子裡，有一間破破舊舊的房子，裡面住著一對姊妹，因為她們太餓了，所以

把附近的農作物全吃光了，村長因此將她們趕走。她們無助的在森林裡走著走著，突然發現一間用糖

果蓋成的糖果屋，她們高興的不得了，餓得發昏的她們便大口大口地吃了起來。 

吃到一半時，一位小女孩突然出現了。兩姊妹對於自己未經同意而吃了糖果屋上的點心感到不好

意思，但身穿紅色長裙、頭戴紅色帽子的小女孩不但沒生氣，臉上還掛著笑容地接待兩姊妹，兩姊妹

因此失去戒心而進到糖果屋內。紅帽小女孩向兩姊妹自我介紹，兩姊妹聽了大吃一驚！沒想到，那位

外表可愛的紅帽小女孩，竟然是惡名昭彰的魔女小紅帽！ 

邪惡的小紅帽用魔法將妹妹關在牢裡，並控制了姊姊，讓姊姊為她做牛做馬。她每天都會命令姊

姊拿食物餵妹妹吃，因為她想把妹妹餵肥，讓妹妹變懶散之後再把她吃掉。兩姊妹絞盡腦汁，希望可

以逃出糖果屋，但卻無計可施。眼看妹妹要被吃掉的日子越來越近了，姊姊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 

有天，姊姊突然靈機一動，想到魔女小紅帽的眼力不太好，她便想出一妙計。在魔女小紅帽命令

姊姊去燒水時，姊姊把水煮得滾燙，但她卻故意說：「哎呀！真是奇怪，火怎麼一直點不著呢？」魔女

小紅帽便走到大鍋子前，姊姊趁機將小紅帽推入鍋內，小紅帽反應不及，就被燙昏了，她的魔法也因

此失效了。這時，姊姊趕緊將妹妹救出來，並逃離糖果屋，逃到遠方去。從此，她們姊妹倆就過著幸

福快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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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隻小豬續集    五甲唐玄彧 
自從三隻小豬趕走了大野狼後，

他們度過了一段平靜的日子。後來豬
媽媽病死了，小豬建立的房子也越來
越破舊了。就在這個時候，來了比大
野狼更兇猛的老虎，豬小弟的家雖然
堅固，可是門已經損壞了，一下子就
被老虎的爪子弄抓壞了，兇猛的老虎
衝了進去，大哥死，二哥重傷，小弟
因為身手比較快，只有臉被抓到一
下，二哥因為重傷，就這樣傷重不治
死在路旁，豬小弟就這樣孤獨的到處
流浪。所以，現在若是你看到臉上有
抓痕的小豬，都有可能是豬小弟。 

  母親節活動心得     五乙劉韋伶 

  今天是學校的母親節活動，校長邀

請了許多家長來參加。大愛媽媽和大

愛爸爸也來協助活動的進行，大愛爸

爸還教我們怎麼奉茶給媽媽，說媽媽

生下我經歷的痛苦和教大家比手語，

我感覺媽媽是全天下最辛苦的人。 

 

 

 

 

 

 

 

 

 

 

 

 

  

  

  

   

  

 

  

  

  

我的同學    五甲陳家佑 

  肢障體驗心得   五乙許嘉鈞 

  禮拜二時，老師帶我們去禮堂

進行肢障體驗，在那個活動裡，

我體驗到肢障者因為手腳不方

便，心裡面多麼難受，所以我們

看到這些肢障者，不要笑他們而

是要多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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