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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莊士杰 校長     發行日期：108年 06月 15日 

編輯委員：張梅寶主任、王博彥主任、劉慧華主任、楊芳萍老師  

編輯人員：鄭如伶、林立芸、張嘉吟、吳迺慧 

      愛在和平 翻轉未來     校長  莊士杰 

  學校希望讓孩子正向成長，希望孩子翻轉，不應只是口號，而是很務實，從根

本，從基礎。由「給人以魚」、「授人以漁」、到最後的教導和平孩子「如何造魚

池、魚塘」，藉由這樣的過程，讓孩子才有機會「造魚池、魚塘」，正向翻轉。 

和平國小自創校六十八年來，有著輝煌燦爛的歷史，現在和平國小是教育部教學

金質獎的學校、商業週刊全國百大特色學校，公共電視台專訪學校，也是基隆市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這些種種成果讓和平國小廣獲各界高度的肯定。 

今年我們和平團隊藉由很多伙伴的幫忙，我們成立了八個多元社團，八個補救

班、一個原民班、一個讀經班、一個低年課後輔導。大愛媽媽、彩虹媽媽每週早

晨會定期至本校進行生命教育課程。佛光山雲水書車提供孩子深度的閱讀；志工

媽媽定期到圖書館協助孩子閱讀，讓閱讀更深化。導護志工媽媽協助早上導護，

讓孩子快樂上學。因為各位伙伴的支持，讓和平孩子知道感恩，故他們也非常爭

氣，得到非常多的優異的成績，如語文競賽、多語言競賽、直笛比賽、合唱比

賽、SCRATCH 程式比賽、動畫組比賽、桌球比賽，等等比賽，孩子榮獲非常多的佳

績。我們和平畢業生入學考試成績優異，分別進入銘傳國中、中正國中、二信國

中、八斗高中、信義國中、正濱國中的資優班，有 15 位。故，未來和平的孩子未

來不是夢，學校將將會更努力、更精進。我們將以「海洋」為主軸，推展海洋教

育課程，搭配多元社團、老師的真心、家長的用心、社區的支持，讓「和平的招

牌」發光發熱，對我們和平孩子的成長做出重要的推手。 

    校長在這裡代表學校，感謝我們的家長會、基隆市政府、各位議員、水產試

驗所、和平島上三里的里長、彩虹媽媽、大愛媽媽、導護志工、老地方牛排館、

天顯宮、世界和平會、和平獅子會、二信中學、佛光山、宇宙光、台船、蔡衍明

基金會、瑪倉文教基金會、家扶中心、扶輪社、毛克利基金會、基隆市體育會柔

道委員會、桌球協會、福居生命科技、旺璟企業，平時對和平提供的支持與協

助。更是謝謝和平每位教職員工對孩子無私的奉獻，感謝您們的幫忙，讓和平的

孩子能夠更進步、更精緻，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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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 

王子豪、林語岑、高伊涵、林亞潔、林美沂 

榮獲基隆市第五屆原住民單詞比賽亞軍! 

指導老師:林秀歌老師、林洹月老師 

陽明海運「2019海上漂浮屋-漂浮貨櫃宅」

比賽 

雷奇浩、王郁淳、張宜穎、劉韋宏同學的

「鯊魚漂浮屋」榮獲佳作。 

潘喬珚、楊琴涵同學的「美夢綠之家」榮

獲佳作。 

指導老師：陳怡礽老師、王秀明老師。 

108年基隆市語文競賽初賽成績優異 

四甲吳竣騰客語朗讀第一名! 

四甲王亮璇閩南語朗讀第二名! 

四甲高千淳國語朗讀第三名! 

五甲黃聖隆閩南語演說第四名! 

五甲高伊涵阿美朗讀第二名! 

指導老師:黃淑青老師、張梅寶主任、詹富美老師、

林洹月老師、楊芳萍老師、陳建銘老師、陳怡茹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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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媽媽的十件事    三甲 王子翔 

她愛我， 

她願意為我煮我愛吃的東西。 

她知道我愛藍色衣服， 

所以她為我買藍色的衣服。 

她知道我不愛吃的東西， 

所以她為我切得細細小小的。 

即使她很忙， 

依然會為我煮晚餐。 

她愛我， 

她願意陪我一輩子。 

 

我愛她， 

我願意為她搥背。 

我知道她愛吃泡麵， 

所以我為她煮香噴噴的泡麵。 

我知道她不愛罵小孩， 

所以我為她照顧弟弟妹妹。 

即使我很忙， 

依然會為她打掃家裡。 

我愛她， 

我願意跟她聊聊天。 

我和媽媽的十件事        三甲 王崎卉 

她愛我， 

她願意為我做很多衣服。 

她知道我愛衣服， 

所以她為我做很漂亮的衣服。 

她知道我不愛壞掉的玩具， 

所以她為我買新的玩具。 

即使她很忙， 

依然會為我綁美麗的頭髮。 

她愛我， 

她願意為我做任何事。 

 

我愛她， 

我願意為她畫一張卡片送給她。 

我知道她愛禮物， 

所以我為她做一個禮物。 

我知道她不愛髒衣服， 

所以我為她把衣服洗乾淨。 

即使我很忙， 

依然會為她按摩。 

我愛她， 

我願意為她做任何事。 

我最難忘的事    四甲  高千淳 

    我最難忘的事是今年兒童節去野餐，因為剛好是春天要進入夏天，百花齊放、鳥語花香，非
常適合從事戶外活動。 
    許多人聽到野餐或許稀鬆平常，但這次的野餐對我來說卻很特別的，因為媽媽的朋友帶來了

魔術方塊，並且教我們一起玩。剛開始的時候才弄完一面，我就覺自己很厲害，直到把六面全部

都弄完時，那種喜悅，真的是難以言喻，以前還不知道玩魔術方塊的訣竅時，總是亂轉一通，但
是這次有阿姨教我，雖然一開始感覺非常困難，要一直詢問大人，但是後來多練習幾次後，就越
來越熟練了，也不覺得困難了。我覺得玩魔術方塊不僅可以訓練到邏輯思考能力，還可以訓練手
指的靈活度，真是一舉二得呢！ 
    這次野餐，不只有學到玩魔術方塊的技巧，還有打羽球、吹泡泡、打排球…，親近大自然可
以使我們身體健康，富有活力；還可以多看看綠色植物保護自己的眼睛呢！那一天我雖然玩了一
身髒，玩得很累，但仍讓我回味無窮呢！ 
    而這次的野餐是媽媽和她的朋友用心規畫的，不但剛好選在兒童節這天，還選擇的一個大公

園，讓我們盡情的玩耍。出發前還一直查詢天氣，甚至也準備了下雨的備案，這不禁讓我想到國
語課有教過，從事休閒活動要配合天候、時間、地點，才能做適當的安排。媽媽和她的朋友，也
把這幾個因素考慮進去了，有了妥善的規劃、安排才讓我們度過這個難忘的兒童節。我希望自己
也可以像媽媽和她的朋友一樣，盡量把旅遊計畫規劃的仔細一點，就可以製造更多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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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難忘的事    四甲  王亮璇 

    我最難忘的事就是一年級要升二年級時的夏天轉學到和平國小讀書了！全校的老師中，就只
有我二年級的老師--許玉穎老師令我超難忘。 
    原本，我懷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來到和平國小，加上別人都說轉學生會適應不良，不容易交
到朋友，因此我更是緊張，但是沒想到，我一進教室見我的新老師，哇！好漂亮啊！她有如仙女
般的飄逸氣質，臉上掛著親切的笑容，感覺是一位很容易相處的好老師，她就是--許玉穎老師。
她當時候的笑容，直到現在，依然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裡。許老師後來有特別請一位同學帶我去

參觀及認識一下校園，我跟同學邊走邊聊天，很快的，我們成了最好的朋友，頓時我心中的不
安，全部經過的一陣風給帶到九霄雲外了。 
    在這裡還有許多優秀、用心的老師們一直在指導的我們，這裡也有很優質的學習環境供我們
學習，到了中午，廚房叔叔、阿姨以及營養師會幫我們準備既營養又美味的午餐，放學後，大家
也可以去參加充實又好玩，多元又豐富的課後社團。更讓我驚訝的是：和平國小的生態竟然是如
此的豐富多變，有各種昆蟲、動物，而且學校在春、夏、秋、冬時分 別會有不同的景象呢！像
是春天時，校門口及生態池邊常會有一、二棵櫻花，夏天時，在生態池中的青蛙們會三不五時的

呱、呱、呱叫，像是在開演唱會一樣，真有趣！秋天時地上時常會出現橘紅色的楓葉，好詩情畫
意呀！至於冬天呢？冬天時教室走廊的盆栽經過小雨滴的清洗後，變得翠綠無比，而且，上面會
有一些捨不得離開的小水滴，似乎想聽老師上課，一待就是好幾節課呢！ 
    和平國小雖然小，人數也不多，但，老師們的用心將會帶給我們更多更美的回憶喔！ 

     山   四甲 余鎮宇 

看著遠山 

山很小 

我很大 

走進深山 

山很大 

我很小 

山像一片海 我是一隻魚 

~~~~~~~~~~~~~~~~~~~~~ 

風箏   四甲 余鎮宇 

跟著風上天空 

風箏像條龍 

跟著風上天空 

往西又往東 

跟著風追雲朵 

自由上天空 

 

 

遲到  六甲 鮑鈞宥 

昨日遲到因貪睡， 

睡到都略過兩個鬧鐘， 

起床時才知遲到了， 

想起床但還想睡， 

起床後才知完蛋了。 

雖以高速到學校， 

但也無法改命運， 

雖已成功到教室， 

但鐘聲早已響起， 

但願以後別遲到。 

站在冷冰冰的窗邊， 

默默的抄聯絡簿， 

老師遞來一張紙 

叫我寫一篇童詩。 

雖然現在快抄完， 

但還是很後悔， 

所以下次別遲到， 

也一定要早睡， 

這樣才會有活力， 

而且也要早起， 

這樣不易遲到， 

不要當夜貓子， 

早睡早起身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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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朋友  一甲 王得宇 

我的好朋友是吳志豪。他有短

短刺刺的頭髮，一雙烏溜溜的眼

睛，靈敏的鼻子和一張貪吃的嘴

巴。 

他喜歡玩荒野行動手遊和玩玩

具步槍，我們常常一起看青蛙、玩

警察抓小偷和跑步。他的個性很搞

笑，逗得大家開心。 

他是個很大方，通常他都會借

我東西。我覺得和他在一起很開

心。 

希望我們永遠都是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   一甲 柳育祥 

我的好朋友是潘思羽。他有長

長直直的頭髮，大大的眼睛，小小

的鼻子和很有禮貌的嘴巴。 

他喜歡玩鬼抓人、警察抓小偷

和人類追怪物的遊戲。我們常常一

起跑步，一起玩耍和一起看青蛙。 

潘思羽是個很溫柔又有禮貌的

人，他都會和我媽問好，他也對大

家很好，還會幫助別人，我喜歡和

他在一起。 

希望我們永遠都是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    一甲 林品秀 

我的好朋友是黃佳唯。他有直

直短短的頭髮，有一雙明亮的眼

睛，扁扁的鼻子和小小可愛的嘴

巴。 

他喜歡玩手機、洋娃娃和看

書，我們常常一起去生態池、花圃

和操場。玩警察抓小偷和跑步。 

他長得很可愛，還會主動和我

聊天。他很大方會借別人東西。我

跟他在一起很開心。 

希望我們永遠都是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   一甲 潘思羽 

我的好朋友是柳育祥。他有短

短刺刺的頭髮，小小的眼睛，扁扁

的鼻子，很有禮貌的嘴巴。 

他喜歡機器人、挖土機和樂高

積木，我們常常一起玩遊戲，一起

看青蛙和跑步。 

他平常很熱心，但吃飯很慢。

頭腦很聰明，笑起來很可愛。我和

他在一起覺得很開心。 

希望我們永遠都是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  一甲 黃佳唯 

我的好朋友是王得宇。他有短

短刺刺的頭髮，有一雙明亮的眼

睛，靈敏的鼻子，和一張小巧可愛

的嘴巴。 

他喜歡車子、飛機和溜直排

輪。我們常常一起玩貓臉面具、看

青蛙和在操場跑步。 

他是個很聰明的人，因為老師

問的問題，他都知道，而且他跑步

也很快，是個跑步高手。我喜歡和

他一起玩。 

希望我們永遠都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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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媽媽的一封信      二甲 王又甄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我很感謝媽媽每天幫我洗香噴噴

的澡，而且還每天辛辛苦苦的把我髒兮兮的衣

服和褲子洗得一乾二淨。我喜歡我們全家人在

放假的時候，一起去大創逛、一起買東西，也

喜歡我們一起去海洋大學跑步。當爸爸和媽媽

放假的時候，我會幫你們按摩，我也會幫你們

拆衣架和摺衣服。祝 

平安健康賺大錢 

又甄敬上 

108年 5月 28日 

給媽媽的一封信    二甲 朱㚬穎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謝謝媽媽每天幫我煮菜，也會幫

我買好吃的食物。只要我一發燒，媽媽就會給

我吃感冒藥，謝謝您這麼關心我，我以後會回

報您的。我喜歡和媽媽一起摺衣服、摺色紙，

還喜歡和媽媽一起去買菜，更喜歡和姐姐妹妹

一起去花蓮看外公和外婆。等我長大以後，可

以帶您去逛街、幫您煮菜，還可以幫您按摩，

讓您放鬆。祝 

平安健康賺大錢 

㚬穎敬上 

108年 5月 28日 

給媽媽的一封信     二甲 郭紜潔 

親愛的媽媽： 

您好！謝謝媽媽每天辛苦努力的照顧

我，還會每天幫我洗溫暖又舒服的澡，真是

幸福啊！我喜歡和媽媽一起玩好玩的鬼抓

人，也喜歡和您比賽跑步，能和媽媽在一

起，我真的好開心！平常我可以幫媽媽掃

地、拖地和洗碗，讓您放鬆一下，最後我再

給媽媽一個擁抱，讓您知道「我愛您」。祝 

平平安安 

紜潔敬上 

108 年 5 月 28 日 

給媽媽的一封信   二甲 池彩黎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謝謝您每天都辛苦的帶我去學

校上課，也會教我寫功課，也謝謝您天天幫

我洗碗盤。我喜歡和您一起去兒童樂園玩，

也很喜歡和您一起去和平島公園玩沙和游

泳。我長大以後，可以幫您按摩，還會幫您

拔罐，以後我也會帶您去花蓮玩，再帶您去

環遊世界。祝 

身體健康 

彩黎敬上 

108 年 5 月 28 日 

 

我的家人                      五乙  賴彥任 

    家人對我們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不論做什麼事情都會支持和鼓勵我們，雖然

有時候，家人會有其它的意見，但也是為了大家好。 

    家裡的成員有七個人：媽媽、爸爸、大姐、二姐、阿公、阿嬤、還有我。媽媽

如魔法師一般，手腳很俐落，不論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快速地完成；爸爸就像我的體

能教練，週末的時候，總會帶我到附近的公園去做運動；阿公像個貼身保鑣，平常

的時候，無論晴雨，總會在校門口等我，接我回家；兩位姐姐像家教老師一樣，只

要我有困惑的題目，都會跟她們請教，她們也會教我快速解題的方法，媽媽有時候

就像一個導遊，寒暑假時，因為她都會安排家庭旅遊，每次都大家回味無窮，非常

期待下一次的家族出遊。 

    我有如此幸福的家庭，我一定要更加珍惜!珍惜每一個家人還有和家人相處的

幸福時光。     



7 
 

 

 

 

                                                                     

 

 

 

 

 

 

與大自然為友         五甲 楊晴涵 

    我家住在和平島，島上有個濱海公園，公園

裡有奇岩怪石，還有奇特的海蝕地形，是台灣有

名的自然教室。 

    這邊地形主要有海蝕平台、豆腐岩、海蝕溝

等。知名景點有千疊敷，遠望像一片片梯田林

立。 

  其中，較有名的蕃字洞也是古蹟之一，相傳

是鄭成功攻退荷蘭人時，荷蘭人最後的據點，洞

內有古荷蘭文。 

  公園裡還有海水游泳池，夏天時我們可以去

玩水，偶而捉捉小魚。 

  和平島公園長年受海風吹襲，不僅有奇岩怪

石，還不時有浪花翻滾，銀白相間的大自然景

觀，我們要努力愛護這座美麗的自然寶藏。 

與大自然為友    五甲 張家怡 

    我們的地球只有一個，大自然也只

有一個，所以我們要好好的保護我們的

大自然。 

    我和我媽媽去看海的時候，我們看

到很多垃圾在海面上飄來飄去，我還看

到海是藍綠色的，我的心裡想，海是不

是很想大聲的哭?說大家為什麼要丟垃

圾到海裡? 

    我們的樹林都要被我們人類給破壞

了，所以我們不可以一直砍樹，因為有

樹，我們的空氣會比好一點點，所以我

們不可以亂砍樹，因為樹對我們人類很

重要，所以我們要保護我們的樹不被砍

光，愛護地球，與大自然為友。 

維護大自然             五甲 黃聖隆 

    現在的人啊!都需要用到紙，不論是衛生紙、生字簿、圖

畫紙，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紙，可是人類卻沒有注意，我們

浪費的紙會破壞大自然的¬「樹」，大自然的樹能讓我們呼吸到

更乾淨的空氣，而人類卻一直破壞乾淨又美麗的大自然。 

 人類一直把工廠的廢棄、廢水排出，人類所使用的紙類有

90%是從樹來的，可是人類這麼浪費，樹就越來越少，樹都沒

了，廢棄還是越來越多，所以現在才有空氣汙染的問題。有些

人會把廢水排到森林哩，害樹木吸收到汙染物而死亡，真是可

憐又沒人愛呀! 

 我覺得可以多攜帶環保用品，不要浪費還可以再用的紙，

這樣才可以維護大自然。 

我的優點                     六甲 王郁淳 

    優點是指每個人的長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優點，不論是十惡不赦、好吃懶

做，缺點一大堆的人，也起碼會有一個優點，當然，我也不例外。 

 我問了周遭的人，媽媽說我的優點是會幫忙照顧弟妹，妹妹說我的優點是很文

靜，弟弟說我的優點是會唱歌跳舞，同學說我的優點是功課不錯，哇！沒想到我的優

點有這麼的多！我都只想著別人的優點，要想自己的優點還真是蠻困難的 

    我覺得我還有一個優點，就是愛看書勝於愛玩手機，我們班成績較不行的都是玩

手機造成的，也許是因為沒有手機吧！我覺得看書比較好，希望他們也別再玩手機

了，好好把心思放在學業上。 

    總而言之，我要好好保持著我的優點，多欣賞別人的優點，並且把自己的缺點化

成優點，讓自己多一點優點，相信我會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向未來的路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