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 焦點新聞
校長：鄭陳宏
出刊：雙溪國小
學校電話：03-5202151
教務處：202 學務處：205
總務處：208

雙溪采風

雙溪風采

2015 年 6 月／第 191 期
主編：鄭婷安老師
編輯群：
六忠 董郁綾、李欣諭、黃禹涵
鍾采妤
六孝 高涵、張庭瑄、吳克毅
六仁 邱荷媗、張藝瀞、梁姿筠

給畢業生的一封信 ~ 共勉書「輸在起跑點的哈佛男孩」與「敢於大膽希望」
校長 鄭陳宏
「展翅揚帆．迎向未來」
韶光荏苒，歲月如梭！六年來的國小求學生涯，已將畫下休止符！回憶過往的成長歷程...相信
這段期間的酸甜苦辣點點滴滴在心頭！在此，校長要特別感謝所有老師們的用心與努力；也要獻上
對畢業生最誠摯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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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師長

♥

許倩萍主任：鵬程萬里，昂揚向前，迎向美好的未來。

♥
♥

邱秋萍主任：親愛的六年級小朋友：好快呀！轉眼你們就要畢業，雙溪蝴蝶飛舞，雙溪帶
給你們什麼回憶呢？恭喜你即將展翅高飛，希望你帶著夢想持續前進。
翁世雄老師：揚帆啟航，迎風翱翔。

♥

樓元玫老師：美麗人生靠自己創造。

♥

郭一男老師：大帆揚起，勇敢去闖。

♥

許舜宜老師：生命如果是那樣黑暗，當我們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便是勇氣！
生命如果是那樣喜悅，當我們拋開束縛在街上喝采，也是勇氣！

『每個人都是獨特而有尊嚴的...每個寶貴生命都有其特有的、無法被替代的生命意義。』
（于智博）

『偉大不會從天而降，必須付出代價，用血汗去換來。懦弱、投機取巧、耽於安
樂的人不會成功。』（歐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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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畢業生的祝福★

~The more you do

「輸在起跑點的哈佛男孩」一書是作者于智博的努力求學歷程的自述，一個成
績倒數，在隔代教養下長大的男孩，在 16 歲那年，離開北京到達美國，就讀一
所美國最低等級的普通高中，選擇這間高中的特色學科-汽車維修。畢業之後，
選擇一所符合自己經濟能力的便宜大學，同時累積自己的打工經驗。步入社會
後，更不敢怠慢，努力增加自己的工作經驗，最後，通過哈佛的面試，一償宿願，
也成為全球五百大企業的搶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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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e you can do~

畢業生們勇於嘗試，飛向無邊的藍天和無際的未來。 加油!!!
♥

傅燕玲老師：繼續努力，讓自己發光發熱，讓夢想起飛。

♥

陳伶俐老師：畢業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旅程的開始，誠心祝福你們平安、順心。

♥

許瓊元老師：祝福孩子們平安、健康，勇於追求自己的夢想。

♥

柳慧燕老師：孩子們，六年時光匆匆而逝，雖然離別在即，但相信每一位同學都是帶著滿滿收
穫離開雙溪，這個我們朝夕相處的大家庭，希望未來不管面臨什麼樣的挑戰，你
們都能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全力以赴。

♥

沈瑞美老師：吃苦了，苦盡甘來，享福了，福盡悲來。

♥

李孟鎂老師：畢業代表另一段旅程開啟，祝福未來人生道路更加輝煌，切記要永遠保持正面積
極的人生態度。

「敢於大膽希望」一書是輯錄了美國總統歐巴馬（Obama）的七篇關鍵演說。
歐巴馬是美國第一位非裔(黑人)民選總統，他的從政資歷很短，在幾乎不可能當
選的狀況下，他竟然當上了美國總統，從這本書裡，可以看出他是個勇於為自己
規劃未來與希望的人！

♥

楊瑞珍老師：那年夏天，你們說自己是那汪洋中的浮木，而我是將你們緊緊串起的那條線。
今年夏天，我要說，你們是歡聲，是笑語，是感動，是陽光，在我們曾經共同
擁有的回憶裡！我將永遠記得那個「寧夏」！
未來會更美好！珍重！再見！

這兩本書的主角都是「有志者事竟成」的最佳典範寫照。校長要和今年的畢
業生一起分享共勉！立定自己的志向，努力充實自己展翅揚帆；敢於大膽希望迎
向未來！

榮譽榜
◎狂賀！五孝林芷韻參加全縣語文競賽作文榮獲前六名進入決賽
感謝指導老師：翁世雄老師
◎恭喜！ 六年仁班 黃鴻麟 代表新竹縣參加男生組 1200 公尺大隊接力 榮獲第 5 名
感謝指導老師：郭一男老師
◎超級超級棒！賀喜本校學生參加全縣滾球比賽榮獲第一名! 感謝指導老師：陳淑幸、潘詩芸老師

雙溪願景：培育「創新、人文、健康、實踐」具學習力及競爭力的主人翁，許孩子一個健康成長的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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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花開，感恩在心

王宜貞老師：
謝謝老師兩年的教導，在上
課的時候總帶給我們歡笑，讓課
程變得更有趣，也讓我們更喜歡
學習，我們有不懂的題目老師都
會一次又一次的解析給我們聽，
讓我們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們即
將畢業，謝謝老師兩年的照顧！
我們愛您
六忠 董郁綾 敬上
黃嘉鈴老師：
謝謝老師教會我寫作文的技
巧，讓我們作文能力提升，老師
也會在課堂上分享自己的事，讓
上課變得比較生動有趣，不會枯
燥乏味。因為有老師的鼓勵，對
數學的恐懼也漸漸消失了。老
師，謝謝您！
六孝 古郁琳 敬上

黃嘉鈴老師：
我們倆從一開始見面時，我
覺得我跟老師您很陌生，但經過
校外教學和任何值得留念的活
動，我才發現我跟老師您的關係
更接近了，也讓我知道老師的
好，是無人能比。所以我更喜歡、
更愛老師了，而且也非常感謝老
師這兩年來的教導，真的教導我
學會很多，我要畢業了，真捨不
得離開老師，但我會帶著您的愛
離開的。
六孝 盧宣佩 敬上

李孟鎂老師：
感謝老師教我們四年了!從
中我們進步許多。三年級時您對
我們「字」的要求是多麼嚴格，
那時 你常說：
「你們長大後字會
寫的愈來愈快，而且又漂亮!」如
今我們成功了，真謝謝老師。
六忠 李欣諭 敬上

鄭婷安老師：
雖然您沒有教滿我們兩年，
但您對我們的用心和努力，我都
可以感受的到!在我的國小生涯
裡，我很幸運可以給每一個老師
教到，您也不例外，雖然我們相
處的時間不多，但我們一起共同
創造的回憶，並不會比較少。我
還有好多的話還沒對您說，但時
間限制了我，希望我還有機會可
以把話說完!!
六仁 張藝瀞 敬上

楊瑞珍老師
四下是由您接手我們班，還
記得我們當時的頑皮嗎?轉眼間
已經過了兩年了，如今的我們也
要踏出雙溪國小了，而四年級的
小孩也蛻變成成熟的大孩子了，
我會帶著成熟穩重的心，秉持著
您所教的基本知識，來明辨是非
善惡，瑞珍老師，謝謝您。
六忠 黃禹涵 敬上

許瓊元老師：
謝謝您在我一、二年級時教導我許多生
活中運用到的小知識，並在我們做錯事時教
我們做對的事。
六仁 彭紫瑜 敬上
許瓊元老師:
老師，我們好久不見，你請假兩、三年
了，從二年級，到現在，我每天都期待著你
回來，回來繼續當我的老師。
感謝您，與您的相遇，我會好好珍惜。
六忠 呂玟妡 敬上
蘇德佳老師：
感謝老師教我們音樂。在星期二放學時
你會留下來照顧我們和上夜光課程，直到很
晚才回家，我還記得有一次你教三峰的小朋
友做餅乾屋，你很有耐心的一直幫我們，謝
謝你。
六忠 胡采新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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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畢業了
童詩創作－我們的畢業歌
六年孝班
張瑄芝 張庭瑄 邱宜勤
黃莉庭 張以璇 何佳容
教室裡的歡笑
操場上的吵鬧
瘋的無可救藥
玩到快要起肖
回憶中的美好
被快樂所圍繞
一起走過的時光
在心中閃耀
一起跑、一起跳
一同經過的每分每秒
心中的火苗慢慢燃燒
一起跑、一起跳
一同經過的每分每秒
永遠也忘不了
對我來說的重要
下課時的喧鬧
上課時的玩笑
社會課的亂搞
小時候的哭鬧
夏天裡的知了
笑彎了的嘴角
一起走過的時光
在心中閃耀
一起玩、一起鬧
一同為了作業而煩惱
心中的火苗繼續燃燒
一起跑、一起跳
一同經過的每分每秒
永遠也忘不了
對我來說的重要
一起跑、一起跳
一同創造的那些美好
永遠也忘不了
對我來說的重要

二十年後的同學會
六年忠班 黃禹涵
把邀請函一一寄到同學家中，心情是既期待又緊張，想必二月二十九日當
天一定會榮重開場。
同學會前夕得知剛從國外進修回來的主廚，欣諭，願意親自為這次同學會
下廚，讓我萬分的感謝。會場當天，看到了許多建立家庭的同學們，也有還是
單身貴族的，其中長期與我聯絡的采妤，現在可是跟我在同間醫院上班！後面
進場的「宅宅」們……也是過著他們夢寐以求的電腦夢！而我們班的大家長－
宜貞老師，現在可說是：凍齡美女，二十年過了，依然還是青春無敵。但在這
場同學會裡讓我體會了「先苦後樂」之意。小時候過得雖然快樂，但長大是辛
苦的。所以小時候一定要好好用功！
哈哈！把我們從回味十三拉回到了現實生活，那是謝宇東的孩子，仔細看
謝宇東從小孩時的頑皮，已經變得更加沉穩，現在也是一個疼愛孩子的好爸爸！
二十一個人的班級，有著屬於各自的夢，不管是否有成功，至少現在都過得很
幸福呢！采新開著超跑；郁綾是位語文老師；頤璘是為稱職的公務人員。生活
過得如此如意，老師心裡應該也是一種安慰吧！
看到了各自的生活，老師您是否感到欣慰呢？有人在繁忙中抽空前來，則
有人繼續進修，精益求精，也有人早婚，為了家庭而提早出了社會。也許有人
過得不如意，也許還沒找到自己的歸屬。茫茫人海之中我們在同一班，一起兩
年，能在二十年後與你們相遇，也許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給親愛的雙溪國小
六年仁班 邱荷媗
親愛的雙溪國小:
嘿!在一起六年的朋友，你好嗎?我們就要分離了，六年的時光一下就過去
了，我們能在一起的日子也只剩下不多了，真捨不得啊!真希望能回到一年級的
時候，你帶給我那溫柔的感覺，那感覺就像是母親對待孩子般的親切感，讓我
很不想離開你身邊。
想著之前和同學們玩鬼抓人時，玩累了，就躺在你那溫暖的手中，一切的
壓力都不見了。我好想和你談談心事，但最近要做的事太多了，都沒時間能和
你聊天了，真希望有空能找你玩玩。
我即將要升上國中了，你會難過、不捨嗎?還是開心呢?我想，你的心情應
該跟我一樣難過吧?畢竟我們是朋友嘛!想想以前在你懷裡亂竄時，是多麼的開
心，多麼的快樂。沒想到時間一下就過去了，六年的時間就這麼沒了……
我希望我離開你以後，能將從這裡學到的知識，深深的刻在腦海裡。我從
這畢業後，一定會帶著從這裡畢業的光榮，在外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不丟你
的臉。小學六年的時光，我有好多事想告訴你，但時間總是不夠，俗話說:「一
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時間過去就過去了，要買也買不回來。希
望以後有機會能回來看看你。
祝:
天天開心
荷媗敬上
一百零四年六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