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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課綱、新素養          教導主任 林昱翰 

世界在改變，教育也得跟著動。九年一貫之後的新一波教改浪潮，便是即將於 108
學年度開始實施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它背負著培養學生適應當代社會、迎接未來挑
戰的重擔。有人說，未來的工作，有六成現在還沒出現，這一波教改，目的就是為了
讓孩子能面對未來多變、多樣的時代。如果目前校園內所教的與真實世界無法連結，
沒能讓孩子具備勝任未來新行業的需求，那就是教育該開始改變的時候。 

 ★素養導向讓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  
相較現行的「能力指標」，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核心素養能力，是一個更統整的

概念。素養是什麼？就是學生的學習是可以被「用」出來的，它強調態度（Attitude）、
技能（Skill）與知識（Knowledge）三者並重。以當前的教育現場而言，學生考試考
得好，未必就能適任未來生活或職場上的需要，但是素養導向學習，就是要培養孩子
成為「終身學習者」，重視學習轉移，在課程設計上減少「學用落差」，讓學習真實地
可以運用在生活上。例如，新課綱強調跨領域課程，因為真實生活上的問題是不分科
目的，而是將所有知識混合在一起活用，孩子的學習不再只是面對考卷上的試題，而
是對生活中的「現象」產生疑問、好奇、思考、歸納與解決問題，進而成為終身的學
習者。 

★適性揚才讓每一個孩子都發光發亮 
新課綱強調適性揚才，導引孩子依個人興趣主動學習，在校訂課程上有主題／議

題／專題、社團／技藝、特殊需求、其它四大類型，更加多元地透過課程讓孩子發現
自己的潛能，找到自己的優勢與出發點，也強調學生依興趣「自主學習」，提供更多
加深加廣的學習機會，在高中端課程降低必修節數、增加選修節數的改變，就是明顯
例子。教學上也更重視個別差異，在新課綱的規定下，教師可作分組差異化協同教學，
讓一些學習落後或學習較慢的學生，有更適性的學習選擇，教師也可「因材施教」，
減少學生因聽不懂、學不會而從學習中逃走的現象出現。 

★教育改革讓下一代贏在未來 
新課綱不是一種革命，而是延續上一階段的教育成果，再進一步深化，是一種「接

棒」的概念 。這波課綱改革，不只需要學校與老師共同努力，就連家長也要跟著一
起改變，家長要放下傳統「上課、讀書、考試、升學」的觀念，轉而重視「自發」、「互
動」、「共好」的理念。現在的學生有想法，學習力強，資訊也取得容易，思維甚至比
家長更先進，因此家長更需要調整觀念，接納新思維，邁開步伐，跟上時代的變動。 

孩子的未來就是國家的未來。芬蘭的教育，已是世界一流，但他們並沒有停下腳
步，依然維持每十年一次翻修課綱與改革。時代在改變，教育更需不斷地與時俱進，
我們不怕改變，就怕孩子離開學校後，才發現自己沒有方向。期待在這波教改之下，
能教出孩子自主學習、探究真實世界的能力，讓他們贏在未來！ 



2 
 

 「安全戲水享樂趣，危險水域切勿去」，提醒民眾結伴出遊注意安全，從

事水域活動應選擇救生員駐站或合法水域，遠離危險無人區域，生命無

價，切勿輕忽風險。 

 抗登革熱，速滅蚊—請每週徹底「巡」居家戶內外、「倒」置積水容器、

「刷」洗盛水容器、「清」除不要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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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桌球隊於 107年中小

聯運桌球男子團體項目榮獲殿

軍佳績。 

感謝長期耕耘和平桌球的
洪麗玟教練、陳儀樂教練、鈞
傑老師及郭副會長帶領的後援
會的大力支持 

賀!107年度基隆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獲佳績。 

1.男子鉛球 ：葉雲 第五名 

2.男子跳高 ：陳家佑 第五名 

3.男子壘球 ：豐間徹 第五名 

4.男子壘球 ：涂世玄 第八名  

5.女子壘球 ：陳潔茹 第二名 

6.女子壘球 ：林苡甄 第五名 

7.女子跳高 ：莊鈺婷 第二名  

8.女子 60M ：劉韋玲 第四名 

9.女子 60M ：王芷婷 第六名 

10.女子 400M：大隊接力 第二名 

11.男子 400M：大隊接力 第五名 

12.男女混和：大隊接力 第五名（1200M） 

總成績：國小女子組第五名 

感謝林昱翰主任、曾文正主任、周耿賢老師指導。 

  

         
                                                           

                

 

      

 

 

 

 

  

 

 

 

 

 

 

 

  

 

 

 

  

 

  

 

 

 

 

 

 

 

 

 

 

 

 

 

 

 

賀! 本校多位同學通過原住民語考試認證。 

莊鈺婷通過海岸阿美語中級認證! 

陳潔茹通過海岸阿美語初級認證! 

陳家佑通過海岸阿美語初級認證! 

封間徹通過海岸阿美語初級認證! 

高伊涵通過海岸阿美語初級認證! 

林亞潔通過海岸阿美語初級認證! 

感謝楊芳萍老師、林洹月、林慧美老師指導。 

賀! 「和平島的魚在海外游泳」微

電影於國際電影節 ZOOM.12獲優選

獎。 

和平四年級學生與日本藝術家

Mikio Saito (齊藤幹男) 合作的作

品，揚威國際！ 

感謝周耿賢老師、張鈞傑老師、 
王佳文老師協助指導。 

賀!106年度基隆市 SCRATCH程式

競賽-機器人挑戰賽 國小組冠軍。 

本校孩子非常優秀，在陳怡礽老師

的指導下，得到非常好的成績！ 

其中，張喆惟和楊馨惠將代表本市

參加全國比賽。 

賀！106年度第 2次達客飆程式～優選國小組 

排名獎:許嘉鈞 

達克獎:張喆維、楊馨惠、塗可悅、簡劭名、張恩瑞、王芷婷、林苡甄、王宥晨、方祥

哲、宋政威、王靜茹、陳家佑、詹詠全、陳潔茹、唐玄彧、涂世玄 

參加獎:林湘庭、楊馨惠、唐玄彧、張喆維、宋政威、涂世玄、陳中岳、王靜茹、涂世

謙、陸嘉萱、王宥晨、王宥嵐、郭家甄、林靜宜、陳致穎、陳維均、巖晨光、潘品奇 

參加額外獎:鮑鈞宥、賴彥任、林語岑、脩振弘 

感謝陳怡礽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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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基隆市中正區和平國小 106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得獎名單 

六 乙 楊馨惠 校內語文競賽-高年級國語演說第一名 

四 甲 楊晴涵 校內語文競賽-中年級國語演說第一名 

六 乙 楊馨惠 校內語文競賽-高年級國語朗讀第一名 

五 甲 唐函妍 校內語文競賽-高年級國語朗讀第二名 

三 甲 高千淳 校內語文競賽-中年級國語朗讀第一名 

五 甲 王郁淳 校內語文競賽-高年級閩南語朗讀第一名 

五 甲 張宜穎 校內語文競賽-高年級閩南語朗讀第二名 

六 甲 塗可悅 校內語文競賽-高年級閩南語朗讀第三名 

五 甲 余驊珊 校內語文競賽-高年級閩南語朗讀第三名 

三 甲 王亮璇 校內語文競賽-中年級閩南語朗讀第一名 

六 甲 王靜茹 校內語文競賽-高年級硬筆字比賽優勝 

六 甲 塗可悅 校內語文競賽-高年級硬筆字比賽優勝 

四 乙 詹詠全 校內語文競賽-中年級硬筆字比賽優勝 

三 甲 張欣霈 校內語文競賽-中年級硬筆字比賽優勝 

四 乙 王子豪 校內語文競賽-中年級硬筆字比賽優勝 

三 甲 王亮璇 校內語文競賽-中年級硬筆字比賽優勝 

五 甲 王郁淳 校內語文競賽-高年級字音字形第一名 

六 乙 黃祥亨 校內語文競賽-高年級字音字形第二名 

三 甲 余鎮宇 校內語文競賽-高年級字音字形第一名 

四 乙 古子妍 校內語文競賽-閩南語字音字形選手獎 

六 乙 楊馨惠 校內語文競賽-高年級作文第一名 

六 甲 唐玄彧 校內語文競賽-高年級作文第二名 

四 甲 楊晴涵 校內語文競賽-中年級作文第一名 

三 甲 高千淳 校內語文競賽-中年級作文第二名 

感謝楊芳萍組長、陳怡礽老師、黃淑菁老師與各班導師的指導。 

賀！本校於 106年基隆市音樂比賽 

榮獲 同聲合唱、直笛合奏 優等成績 

感謝鄭琳瑩老師、宋嘉玲老師、周鎂琁老師

盡心指導，並感謝家長及志工全力協助。 

賀!本校張恩瑞同學、王郁淳同

學、張宜穎同學，參加基隆市口

說藝術比賽得到全市第三及第五

的優秀成績！ 

感謝楊芳萍組長、詹富美老師、

黃淑菁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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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                 三甲   王亮璇 

    一年一度的校慶即將要熱鬧登場了，今年的校慶是要舉辦園遊會。我依

稀記得去年的校慶是舉辦運動會，在運動會上我有看到接力賽跑，也有一些

愛鄉協會的人前來表演跳舞，我們學生自己也有表演舞蹈。看到同學們臉上

洋溢著笑容，那年的運動會，真是令大家興奮的一天啊！而我從沒參加過園

遊會，所以我對今年的校慶園遊會是特別的期待。 

     據說今年的園遊會有吃的、玩的、還有喝的，而且，我們老師說要讓

我們自己當老闆，自己賣東西。光聽到我就覺得好興奮，因為我從來沒有賣

過東西，更何況是當老闆。我希望我們班可以表現良好，那同學們就可以分

工合作來一起來買東西、一起賣東西和賺班費，我希望那天可以趕快到來，

因為我好想趕快開始體驗那種有趣的心情。 

     或許體驗當老闆是讓我覺得最好玩、最有趣的地方，所以衷心希望同

學們可以一起努力加油，為三年甲班在校慶那天，一同創造一個美麗的回憶。 

校慶                   三年甲班    潘柔媗  

     校慶就是學校的生日，會舉辦一些慶祝的活動，像是運動會或者是園遊會，並歡

迎畢業的校友回學校共襄盛舉，齊聚一堂一起慶祝學校的成長，有緬懷過去，迎向未來

之意。 

     一年一度的校慶即將要粉墨登場了，今年的校慶是要舉辦園遊會，我們班同學要

當老闆賣東西以及準備遊戲提供大家玩樂，想到這裡就讓人滿心期待那天的到來。同

時，我也回憶起去年校慶運動會的場景。去年我們還是二年級的時候，我們有表演愛眼

健康操，在校慶表演前，我們不斷的練習，經過一番努力後，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在表

演當天我們班有亮麗的表現。妹妹那天在幼兒園中班也有表演，因此媽媽很早就來我們

姊妹倆的表演，事後媽媽很稱讚我們的表演呢! 

     而今年我們校慶是要舉辦園遊會，我們班要賣吃以及玩遊戲，想到這不禁讓我開

始期待今年的校慶，讓我們一起來拭目以待吧。 

 



6 
 

 

 

 

 

 

 

 

 

 

 

 

 

 

 

           

 

 

 

 

 

 

 

 

 

 

 

 

 

 

 

   
                                                   
 

 

 

 

 

 

 

 

 

 

 

有趣又熱鬧的園遊會    四乙 古子妍 

一年一度的園遊會到了， 

校園裡有各式各樣的攤位， 

一陣陣的叫賣聲此起彼落， 

一隻隻可愛迷人的娃娃玩具， 

一攤攤香味四溢的美食佳餚， 

一隊隊團體的精彩表演， 

觀眾一聲聲熱情的加油， 

園遊會後， 

大家同心協力 

把一張張的垃圾撿起， 

今天真是一場快樂的園遊會。 

園遊會的由來   四乙  王子豪 

每年的園遊會不一樣， 

一進校門就有五彩繽紛的城門， 

也擺滿各式各樣的攤位， 

有香味撲鼻的烤香腸， 

也有美味可口的棉花糖， 

有惡整人的彈珠台， 

還有動也不動的丟鐵罐， 

最後是精采的跳舞比賽， 

刺激的大隊接力， 

每年辦校慶是在慶祝學校長了一歲， 

希望明年的園遊會會更精彩更圓滿。 

快樂和平   二甲陳泓睿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老師， 

雖然老師很嚴格， 

但是老師會教我們學習許多知識。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帥哥主任， 

和主任一起上體育課， 

是我最有活力的一天。 

我喜歡在和平國小的操場上， 

曬曬太陽、跑跑步， 

讓春天帶走我的煩惱， 

讓風帶來幸福的笑臉。 

我喜歡在和平國小的生態池探險， 

在池塘邊尋找可愛的蝌蚪， 

在石頭下用放大鏡觀察螞蟻， 

看看樹上有沒有陶器的松鼠， 

聽聽樹上的鳥兒唱歌。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一切， 

它是我學習的地方。 

我愛和平   二甲戴敬軒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雅慧老師， 

雖然她平常是隻母老虎， 

但是我們乖的時候， 

她就會變成大天使。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同學， 

和泓睿一起談天說笑， 

是我最難忘的回憶。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溜滑梯， 

從溜滑梯溜下來， 

微風讓人感覺涼爽又舒服， 

也為小朋友帶來愉悅的笑容。 

我喜歡在和平國小的生態池探險， 

在地板上尋找迷路的蚱蜢， 

在水面上用放大鏡觀察孔雀魚， 

看看蝌蚪怎麼變成青蛙， 

聽聽各種昆蟲的鳴叫聲。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一切， 

它是我快樂成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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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和平   二甲陳禹霏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小朋友， 

雖然和平國小的小朋友很調皮， 

但是他們都很活潑又可愛。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警衛叔叔， 

和他說說笑笑一起玩遊戲， 

是我每一天最快樂的時光。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花園， 

在小花園裡發現奇特的小昆蟲， 

為我帶來快樂， 

讓我學習知識。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生態池， 

在水池邊尋找青蛙， 

在樹葉上用放大鏡觀察昆蟲， 

看看花園裡的蝴蝶， 

聽聽昆蟲的叫聲。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一切， 

它是我最美好的歡樂時光 

和平很讚   二甲宗尚良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廚工叔叔， 

雖然他常常煮我不喜歡吃的東西， 
但是他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總是會把飯吃光光。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陳禹霏同學， 
和他在教室一起畫畫， 
是我最開心的時光。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花園， 
因為我喜歡各種花香， 
香味會帶來美麗的蝴蝶， 
花朵會帶來所有的快樂。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生態池探險， 
在石頭底下尋找螞蟻窩， 

在木板上用放大鏡觀察昆蟲， 
看看池塘的小魚有長大嗎？ 
聽聽小鳥的叫聲有增加嗎？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一切， 
它是我美好的回憶。 

歡樂和平   二甲謝修玟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偕歆同學， 

雖然她很可愛又活潑， 

但是她功課不好， 

所以我常常教她功課。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孔阿姨， 

當我受傷的時候， 

孔阿姨就會幫我擦藥， 

說好笑的故事， 

是我最快樂的時光。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圖書館， 

館內有各種不同類型的書， 

讓我學到很多知識， 

也讓我變得更聰明。 

我喜歡在和平國小的生態池探險， 

在石頭下尋找螞蟻， 

在木板上用放大鏡觀察毛毛蟲， 

看看馬陸有幾隻腳， 

聽聽鳥的叫聲， 

找找她在哪裡？ 

我喜歡和平國小的一切， 

它是我學習成長的地方。 

校慶來了 

我期待和平國小在四月二十一日舉辦的校

慶，我喜歡玩趣味競賽、逛攤位，也想參觀

班上的作品。＜一甲王亮澄＞ 

和平國小將在四月二十一日舉辦校慶，所

以我很開心，也很興奮，因為可以逛攤位、

玩趣味競賽。＜一甲池彩黎＞ 

校慶裡的園遊會有各種攤位，好吃又好

玩。我好期待四月二十一日在和平國小舉行

的校慶活動，我的心情感覺很快樂！＜一甲

張媁晴＞ 

我很期待四月二十一日和平國小的校慶，

當天有攤位可以逛，還有趣味競賽，希望大

家一起來玩。＜一甲郭紜潔＞ 

今年的校慶是四月二十一日，我好期待校

慶的到來。在學校舉辦校慶時，會有各式各

樣的園遊會擺攤，可以吃吃喝喝，一定會很

好玩。＜一甲王又甄＞ 

和平國小即將在四月二十一日舉辦園遊

會，我想和爸爸、媽媽一起去逛攤位，我想

吃好吃的料理，也想喝飲料，我好期待和爸

爸、媽媽去玩！＜一甲高上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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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待的校慶         六乙涂世玄 

    我最期待的校慶，當然要熱鬧一點啦！今年是園遊會，當然

有好吃的食物、好看的表演，表演一定是我們六年級最棒啊！ 

    我們六年級雖然快畢業了，可是我們還是在努力的練習跳舞

以及設計園遊會要玩的遊戲，這次是我們小學最後一次的校慶，

所以我們要拿出最好的成果以及最好的表現。 

    我們班討論的攤位是「衣衣不捨」和「格格不入」，因為我們

要幫忙賣二手衣才會叫衣衣不捨，然後再配合九宮格丟擲棒球。 

    時間到嘞，我們也快畢業了，這也是我們在和平國小最後一

次校慶，所以我們都希望這次的校慶可以比以前還更熱鬧還要更

多人來，讓我們的表演更加精采，也讓我們學校更多人才，這就

是我所期待的校慶。 

我期待的校慶                 六乙劉韋伶 

    一年一度的校慶就快到了，大概還有四個禮拜的時間可以準備。這次辦的形

式是園遊會，所以主任請我們六年級練一首舞曲，準備校慶那天上台表演。校慶

有賣吃的，希望那天學校會有很多人來看我們表演，或是品嘗好吃的美食。 

    今天老師告訴全班同學，園遊會的時候，我們要賣二手衣，店名叫「衣衣不

捨」；還有一個是丟九宮格，店名叫「格格不入」，這兩個攤位的名字都好有趣，

都是我想不出來的，所以校慶當天一定會和去年一樣人潮滿滿，有得吃、有得玩

還可以看表演呢！你還不來我們學校嗎？ 

   距離校慶差不多還不到三個星期，所以這幾天我告訴了一些芳鄰，我們四月二

十一日校慶邀請他們來看表演或是帶兒子、女兒一起來吃喝玩樂。 

   我期待的校慶我期待的校慶，希望有很多貴賓和家長前來買賣或觀賞，因為我

們班對這次的校慶非常注重，像我們現在已做兩個遊戲的海報了，如果你不來買

也沒關係，只要讓校慶熱鬧滾滾、一帆風順，圓滿完成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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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假期    五甲  陳厚嘉 

    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就到了寒假，有人出

去玩、有人在家讀書。 

1月 30日時我去八斗高中學習怎麼做指尖陀

螺，這個項目是最好玩的；也有密室大逃脫，上

了這堂課，讓我知道了怎麼從密室逃走，這兩天

是我人生中最開心的一天！ 

    過年到，許多人家裡都在大掃除、貼春聯、

放鞭炮和說恭喜發財。爸爸有帶我們全家出去買

生活用品，例如：筆、橡皮擦、鉛筆盒，也買了

許多的餅乾糖果及拜拜的東西。除夕當晚媽媽準

備了好吃的菜色，大伯全家回來一起吃年夜飯，

也給了我們紅包，要我們一些用來買東西，一些

存起來，我覺得這一天很開心。 

    寒假將近尾聲，我希望今年要好好的用功讀

書、充實自己，不要讓師長及爸爸對我失望，加

油！加油！ 

完美的假期    五甲  王芷娟 

    1月 25日我八點到校，因為我們要去

海科館，我們共七人：老師、社工、我、

余驊珊、鮑鈞宥、蔡聖文和雷奇浩；出發

時我一直在路上說我們是豬隊友呢！ 

    到了海科館，我看到了一隻讓我目不

轉睛的魚，牠叫做「潭龍魚」，牠真大到讓

我不敢相信魚有那麼大隻的呢！我還看到

了其它讓我印象深刻的魚，例如：小丑魚

和中華鱟。 

    為什麼只對這三個有印象呢？因為就

是喜歡！雖然小丑魚大家都覺得普通，但

牠其實有分為三種，至於為什麼我也不知

道；另外據說中華鱟如果你抓到一隻公的

會倒楣三年，抓到一隻公的會倒楣一輩子

呢！所以如果抓中華鱟就要抓成雙成對的

喔！ 

和同學一起去海科館我好開心！期待

下次再和同學去，因為海科館真的驚喜連

連呢！ 

              畢旅回憶       六甲 林湘庭 

     一月十八，一月十九，我們出發去畢旅，我很

開心，但前一天晚上還睡不著覺，所以第一天差點

就要遲到了。 

    起初，我覺得畢旅第一天有點無聊，不過我覺

得晚上很好玩，在團康晚會的時候，很熱鬧，很好

玩，尤其是抽獎的時候，非常熱烈。家長會張會長

準備好多禮物，有人抽到娃娃、毛毯、抱枕等……，

還有拿到「維露 P」的飲料，之後我們回房間先洗澡，

我是最後一個洗的，我在前面先看電視、玩手機，

之後去洗澡，然後還一直一直玩到三點多才睡覺呢! 

    第二天早上我六點起床，看著旁邊的人都還沒

醒，所以我就先刷牙、洗臉，之後我就被「莊鈺婷」

的鬧鐘嚇到，所以之後他們都起床了。吃完早餐，

我們就搭車去「麗寶樂園」，麗寶它有全台最高的「摩

天輪」，還有斷軌的雲霄飛車，跟盪鞦韆等……，我

們分成好幾組，然後去玩旋轉類的設施，一開始還

先去逛禮品店，之後才去玩遊樂設施。 

    回程車上看了「寶貝老闆」，它的結局很歡樂，

後來變成了真正的 baby，之後我們聽了一堆曲子，

聽一聽就快到了，我們的導遊還說了一堆猜謎，我

希望之後還可以見到兩位姐姐，再跟我們去一趟旅

行! 

           畢旅回憶      六甲 唐玄彧 

    這次畢旅我真的忘不了，他永遠在我的

腦海蕩漾，其中當然也有我印象深刻的時

候，就讓我現在來告訴你，我的經歷。 

    回想起來，當然是先想到麗寶樂園啦!雖

然是第二天去的，但是總會第一個想到，在

那裡我因為玩了太多轉來轉去的設施，搞得

我頭好暈，但是我意志力很強，完全可以克

服這小毛病，聽起來像在硬撐，可是當我坐

上遊樂設施時，我感受不到任何痛苦，只感

受到快樂。我玩最多次的遊樂設施是「採礦

列車」，真的很刺激，不但簡單又有快感，好

開心! 

    我第二個印象深刻的是在飯店的睡覺過

程。晚會團康結束後，我們回到房間，老師

查房後我們就開始了我們的 PARTY，我們吃了

從禮品店買回來的麻糬，又看了我們最喜歡

的摔角節目，一堆糖果、餅乾根本吃不完!那

一夜真的玩太瘋了，玩到最後才甘心閉上眼

睛睡上一覺。 

    行程中，其實還有其他點點滴滴，一些

快樂回憶，但是這些回憶不能全部說出來，

因為農曆新年到了，俗話說:要「年年有餘」，

才能過個好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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