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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藝術館活動報導
看展也參展 學童用蜜糖選「美」 2014/10/22【聯合報╱記者蔡昕穎／寶山報導】

六孝：高涵、張庭瑄、吳克毅
六仁：梁姿筠、邱荷媗、張藝瀞

新竹縣書畫藝術學會行動藝術館本周移師雙溪國小，展出 32 幅書畫作品，學
生發揮巧思，幫展覽創意加值，小朋友作品加入展出，還以「糖果」投票，把藝
術欣賞變成甜蜜心靈的饗宴。

新知閱讀~翻轉教育（親子天下，2013）

新竹縣書畫藝術學會每年都在竹北市的美術館展覽，許多會員發現不少鄰近鄉

校長 鄭陳宏

鎮的小朋友來看展，因此 5 年前開始下鄉巡迴展出，方便各鄉鎮的小朋友就近欣

＜內容簡介＞

賞。

面對十二年國教，您的孩子究竟該學些什麼？關心教育的父母和師長，一

寶山鄉雙溪國小校長鄭陳宏與主任許倩萍發揮巧思，結合美術課讓全校學生都

定要知道的關鍵趨勢！掌握教育變革羅盤，預備四大關鍵能力：「動機與探索」、

參與活動，15 幅由各班級選出的畫作也參展，還向家長募集馬克杯，變成「投票

「閱讀思考力」、「自律學習力」與「扎根品格力」，裝備新思維、新價值、

箱」
。

新方法，成功邁向新學習時代！

「糖果就是選票！」許倩萍說，糖果是甜蜜的象徵，活動取名「蜜糖來投票」
，

翻轉您的教育思維，一本集結世界教育重大趨勢與改革思潮，探究台灣教
育現場困境並提出務實解方的專書，透過「未來的學習-為什麼孩子從學習中逃

每顆糖果都貼上小朋友姓名標籤，欣賞後選出心中最棒的藝術作品，投進馬克杯，
活動結束再把糖果發回小朋友，一起享用這份甜蜜。鄭陳宏說，糖果對孩子的吸引

走？」、「未來的學校-看見教育的另一種可能！」、與「未來的孩子-您的孩子，究竟該學些什麼？」

力很大，藉由糖果當媒介，小朋友更專注藝術欣賞，也讓參展的小藝術家有更深刻的感受，這也是學校希望

三大篇章，揭櫫究竟什麼才是最值得您關注的教育本質。

帶給孩子的美感教育體驗。

＜現況思考＞

二年級學生呂詠涵以參觀植物園的畫作參展，她開心捧著大家投的「糖果票」馬克杯，直說好玩又特別；

1.「我們讓一個九歲的孩子，坐在教室裡不停的死背數學乘法表？這有什麼意義？」

六年級學生張藝瀞也開心說，在熟悉的地方欣賞書畫沒有拘束，用糖果來認識「美」，與藝術不再有距離。

2.「我們該拿這個只生產一模一樣人才的體制怎麼辦？下一步該怎麼做？這種教育模式，已跟不上現

行動藝術館小小藝術家投票結果：五忠 胡誌麟 103 票

代的潮流與需求！」

1.翻轉教室，讓教師成為「學習的專家」
，讓學校成為有助於學習欲望滋長的花園。家長和整體社會，
也應該改變關注的焦點，搶救「無動力世代」
。
2.教育的數位革命，雲端的學校是另一種教學模組，提供無所不在的學習。擇校世代來臨，需要更多
的好學校，提供孩子更適性多元的選擇。
3.激發「無動機小孩」的學習動力，陪伴找到自力學習的來源；鼓勵孩子多閱讀，蓄積思考能量；給
孩子溫暖，健全身心發展，讓他們不放棄夢想希望！

四忠 朱先智 35 票

榮譽榜

3.「很多父母和師長現在積極幫孩子準備的工作能力，可能等到他們二十五歲時，工作已經消失了…」
＜心得感想＞

五仁 歐予光 45 票

狂賀本校二年忠班呂詠涵同學為校爭光獲得兩項首獎
『2014 新竹文化盃音樂大賽』鋼琴國小一年級組第一名
『103 年科學工業園區工安環保月系列活動-學童漫畫比賽』國小低年級組 第一名
103 年度海洋教育「新竹縣海洋主題-班級創意小書比賽」
佳作烏魚獎－「小葉的奇幻海洋之旅」 高涵、張庭瑄
指導老師：黃嘉鈴
103 年新竹縣主委盃跆拳道錦標賽 黃柏翰榮獲國小紅色帶中年級男子 27-29kg 組第一名
103 年度資優學生獨立研究競賽
本校林芷韻、吳孟峰同學榮獲國小組人文科學類第一名、國小組數理科學類第一名

新竹縣雙溪國民小學 103 學年度家長委員一覽表

指導老師：楊瑞珍老師、陳素華老師、蘇德佳老師
賀！本校學生參加新竹縣稅捐處租稅說故事比賽，榮獲第二名

會長

江卉妤

家長委員

高漢彬

家長委員

江坤盛

參加學生：六忠 謝宇東 六仁 張藝瀞

狂賀！六仁瞿彥中榮獲全縣乙組英語朗讀第一名

副會長

邱振宏

常務委員

江為鎮

家長委員

呂昭宏

家長委員

黃上育

副會長

曹仲謀

常務委員

江日相

家長委員

邱彥銨

家長委員

謝仁貴

恭喜所有當選的家長委員，感謝您的付出，讓雙溪國小更美好 ♥

五忠 彭柏蔚

指導老師：許倩萍主任

五孝 林芷韻

四忠 張維中

指導老師：李孟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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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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裡夢外
夢裡夢外
六忠 江建均
有一天晚上因為太無聊，所以我就躺在沙發上看追殺片，看著看著我的眼睛漸漸閉起來。
突然，我來到一個靠近海的地方，看到有一個人拿著刀子衝過來，我只好快點跳到海裡，接著我
漂流到亞馬遜河，突然有如蜜蜂般的食人魚啃食了我的腿，我的腿就斷了，接下來我繼續漂流，流
到太平洋時，我被成千上萬的鯊魚啃咬到剩一顆頭，這時漂來一顆怪怪的果實，我一口吃下去，吃
下去之後我就變成了一條魚。
變成魚之後，我環繞了地球五圈，看到了海底古城亞特蘭提斯，我游進去找魚族皇后，魚族皇后
看到了我，發現我是很稀有的魚，就熱情款待我，叫派大星拿食物給我吃，可是食物都被旁邊的愛
吃鬼巧達吃完了，我只搶到跟栗子一樣大的果實，誰知之後我突然長出翅膀，飛到外太空看到阿姆
斯壯的腳印，我拍了一張和地球的自拍照 po 上了 fishbook，我的翅膀漸漸消失，我就用一秒一萬
公里的速度，衝向地球直奔台灣，由於翅膀退化，所以我控制不了方向，就掉在原本追殺我的人手
上，他就把我大卸入塊烤來吃。
要被烤來吃的瞬間我驚醒，醒來之後我覺得這個夢怪怪的。
恐龍歷險記
六孝 湯凱翔
明天就要開學，我趕在暑假最後一天寫暑假作
業，正當我寫到「恐龍在六千五百萬年前絕種」的
時候，我的頭越來越重，因為敵不過瞌睡蟲的「睡
死你」咒語，不知不覺的，我就睡著了。
我醒來以後，眼前只看到一片藍色的天空， 突
然有一隻大鳥從天而降，
「咚」的一聲，降落在我
前方的一棵大樹上。我仔細看，發現這隻大鳥並不
是鳥，而是在約在六千五百萬年絕種翼龍，然後那
隻翼龍說:「你是誰?」
，我聽了之後嚇了一跳，這
隻翼龍竟然會說話!接著我回答:「我是湯凱翔。」
豈料我才剛回答完，牠就突然衝了過來，把我載到
天空上，我往下面一看，發現這裡並不是在正常的
世界，而是古老的「恐龍世界」
。
途中我跟那隻翼龍成為了好朋友，小龍牠問我:
「今天晚上你要不要來我家住?」
，我回答:「好呀!」
隔天，我一出去就看到了距離差不多一千公尺外的
小斜坡上，有一隻可怕的暴龍，因為我很怕牠發現
我，所以便小心翼翼地走出去，甚至屏住呼吸。因
為我沒注意到地上有塊小石頭，就跌倒了。突然暴
龍衝過來，因為我受傷了，所以跑得比較慢，只見
牠離我越來越近，最後，就在要被吃掉的時候，有
一個「鈴鈴鈴」的聲音一直叫。
「哇!」
，我突然驚醒，回想起剛剛那一剎那，我
差點就要被那隻暴龍吃下肚，真是嚇死我了！我把
吵死人的鬧鐘按掉，接著， 看著桌上的東西，我
就想到我作業還沒寫完，我邊寫邊想著剛剛的夢還
滿有趣的，真希望下次我還可以去那個「恐龍世
界」
。

恐怖的家
六仁 林恩伃
在某一天晚上，我們一家人一起看電視，電
視剛好正在播放恐怖片，我提議全家人一起
看，播放時我緊緊抓著爸爸的手，好害怕喔!
看完準備睡覺，關了大燈，點了小燈，腦中出
現了剛才恐怖片的片段，嚇得我不敢睡覺，心
裡一直毛毛的，覺得恐怖片裡的人在我身邊一
樣，沒想到看恐怖片那麼累人，我躺在床上閉
著眼睛休息。
眼睛一睜開，發現我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在我的身邊是一棟美麗的豪宅，因為好奇而進
入了豪宅，然而這個家裡的人居然看不到我，
好像我不存在，我到處走到處看，我發現了一
間放滿小孩子東西的嬰兒房，還有一間青少年
的房間，房裡有好多的畫，但都是黑白的。
這時我聽到了很小聲很小聲哇哇哇的聲音，
我往那個方向跑去，嬰兒的母親也剛好跑過
來，我看見嬰兒憑空消失，那位母親嚇得大叫，
突然，青少年的房間也傳來了尖叫聲，我跟著
那位母親一起跑去，這時在我身後出現了一位
老婆婆，沒想到老婆婆看得到我，老婆婆什麼
也沒說就把我抓到了頂樓，老婆婆只說：
「是你
欠我的」，一瞬間就把我從頂樓推了下去。
當我快接觸到地面時，我嚇醒了，我感覺全
身酸痛，發現老婆婆不見了，房子也不見了，
原來一切都是夢，這個夢讓我好奇這個世界上
到底有鬼嗎?還是一切都只是假象，不管怎樣，
只要不做壞事，管他有沒有鬼，心安理得，就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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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節感恩－我的老師
五孝 廖彥宇
今年升上了五年級，也換了老師，我們的新
老師叫做陳素華，大大的眼睛、矮矮的身高、烏
黑亮麗的頭髮、細細的眉毛，這是她的樣貌。
平常陳老師上課生動活潑、淺顯易懂，讓我
在課堂上學習更多知識，我發現班上的一些同學
和我一樣喜歡陳老師的教學方式，在上數學第一
課時，老師教的小數與分數我都覺得簡單、易懂。
我的老師陳老師，也有教我們國語課和美勞
課，同時也是我們五年級的班導師，我相信在他
的帶領之下，我們班的讀書風氣會提高許多，我
發現老師不是只有嚴格的一面，有時候會說笑話
讓我們開心，有時候對我們耳提面命，因為老師
希望我們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希望我們從幼苗
變成一棵大樹，直到永遠。
俗話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雖然才上
老師的課兩星期，但是我知道老師的愛像一盞航
燈，指引我向前，老師的愛－我永遠記在我心
中，謝謝您!

五孝
林芷韻
從小到大的外師，令我最深刻的是 Dan 老師，
他是一個美國中年男子，還曾經是美國的警察，
後來，他到美語班擔任外師。
Dan 老師有著強壯的身材、簡潔的小平頭及清
澈明亮的藍眼珠，臉色紅潤。Dan 老師的脾氣很
好，他不會亂生氣，每天都笑咪咪的，使旁人都
被感染了；Dan 老師也很和善，並且待人親切，
因此每個人都喜歡和他一起相處。
還記得有一次，我在美語班弄丟了我心愛的原
子筆，當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時，Dan 老師主
動的幫我找到那隻筆。還記得有一次，我生病了，
沒去美語班上課，Dan 老師知道後，急忙的打電
話到我家慰問，我很幸運我有一個好老師。
我喜歡 Dan 老師，因為他教學認真；我喜歡 Dan
老師，因為他幽默風趣；我喜歡 Dan 老師，因為
他待人親切。希望 Dan 老師每天臉上都能帶著燦
爛的笑容，並且，永遠做我的良師。

五仁
邱昱宣
我的老師，她有一雙像太陽般大大的眼睛，我的老師，她有長長又烏黑亮麗的頭髮，老師的身
材高高的，我總是得抬著頭看著她。每天，老師總是穿著乾淨整齊、大方得體的來學校教我們。
老師脾氣很好，當我們犯錯的時候，老師都不會罵人，都不斷地給我們改過自新的機會，我的
老師做事都非常謹慎、不苟言笑，態度認真，我的老師總是變換著各種方法教導我們。
我喜歡我的老師，因為我覺得老師的脾氣很好又很溫柔，因此我非常喜歡我的老師!老師上課
的時候都會用抽籤的方式來跟大家相處，也會教一些課本裡沒有的東西，我希望能跟老師好好過完
五年級。

心情記事
快樂的一天
三孝 瞿靖一
七月二十一日一早，我搭學校安排的車子去參加「教育ＦＵＮ一下，科普遊藝愛閱讀」活動。
到竹北體育館的時候，主任說十一點十分的時候要出來集合，說完，我便迫不及待的衝進竹北體育
館，裡面的遊戲攤位多到讓人眼花撩亂、目不轉睛啊！
我最喜歡的有兩個，第一個是黏答答鼻涕蟲，就是把保麗龍膠擠在杯子中，再很快的攪拌，快
乾的時候要加一滴水，做完再搓成三十公分就完成了；第二個是我是小小泰雅族，就是先按照拍子
打木琴，敲完之後，再射箭，射到一個圖案就過關了；我們學校設計活動主題是關於風力發電的遊
戲，規則很簡單，就是把一個風車吹到後面的小電燈泡亮了，就過關了！這些都是非常好玩的遊戲，
讓人玩得開開心心。
但我一下就不開心了，因為我和媽媽走散了，我一邊詢問路人，一邊大叫媽媽的名字，當時我
的心情非常著急，著急到聽到任何聲音都以為是媽媽在叫：「瞿靖一」！後來我終於找到媽媽了，
我以後一定要跟在媽身邊，不再走丟了，我在各種遊戲和攤位，讓我學到了許多知識。原來，從玩
遊戲當中，也能學到那麼多知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