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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雙溪樂學習系列 ~ 閱讀志工用愛開啟孩子的未來！

校長 鄭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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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鹿江教育基金會」陳玉蟾執行長、張采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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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校園新聞

新聞快報－雙溪國小 73 週年運動會活動精彩
孩子們引頸期盼的運動會，在
104.03.29 圓滿落幕囉！感謝老天爺
給了孩子們好天氣，讓活動能順利進
行，也感謝家長們的熱情參與，讓雙
溪國小的 73 週年校慶更加精采。
表演精彩好看，比賽緊張刺激→

一、楔子
教育是讓孩子擺脫現實社會桎梏的法門；而閱讀是促使孩子蓄積學
習能量的最佳途徑。著眼閱讀在孩子學習發展上的重要性，更應鼓勵孩子要
以勤奮積極的態度行動實踐。因此，從孩子閱讀興趣的誘發到閱讀習慣的行
為養成，很重要的是「引導」與「如何學」的過程。
二、脈流
（一）生發
這裡的教育樣貌正面臨少子化及鄰近市區教育環境優勢的衝擊，讓
學習 M 型化下的凹谷成為事實，雖然存在潛隱的教育發展限制與困境，我們
卻深信每個孩子都有發展上的無限可能！本校除了透過閱讀策略的推動，也
在「鹿江教育基金會」陳玉蟾執行長支持及張采珍老師的指導下，促動家長
閱讀志工培訓，進入教學現場與孩子一起參與「小小書評家」閱讀的扎根計
畫！
（二）撞激
教育現場暢談「以孩子為中心」，但是方式總是以「大人揠苗」的手段背道發展，孩子會認為「讀
書是自己的事」嗎？「小小書評家」活動，係以孩子為學習本位，孩子的視角出發，在過程中分析自我選
擇是否適合自己或有興趣閱讀，甚或經由此循次漸進，充分了解自己的興趣及能力，且能經驗分享尋找支
援系統，遇到困難時也能自己找到適切的解決方法。
（三）芯萌
為孩子搭一座希望之橋，自 102 年 10 月起年開始，家長志工群及本校老師協同下，中年級的每
位孩子們，共同閱讀「繪本、小說、傳記」
。活動過程中，老師會記下該週進度、課程內容、孩子反映與
回饋問題，並適時調整下次上課內容。孩子們在家先行閲讀完將討論之書籍，在課程進行中發給每位孩子
「閱讀筆記」做紀錄及評價，培養自主學習的態度及技巧，並引導做高層次之思考能力提問與分析。每次
上完課，導師從旁協助學生做紀錄及評價，提醒、督促孩子閱讀並向其他班同學做推薦分享，讓孩子們共
享閱讀的樂趣。家長志工群精心設計的「延伸學習活動」
，更是精彩可期！
（四）焰展
「小小書評家」選書分享好書的過程，可以蘊含許多閱讀素養的能力，孩子們從簡單的字面問題、
書面印刷、作者涵義、到深層繪畫意涵、主題意旨等，在一次一次的導引、鋪陳、獎勵，或透過團體動力、
個別指導等方式，孩子們提的問題不在字面上打轉，而能關注作者內心的隱含與意旨，透過討論與分析，
不斷學習和練習以具備如何詮釋及整合訊息和觀點、深入檢驗及評鑑的能力。
三、孩子是閱讀的主角（代結語）
孩子的學習無法等待！我們應認真看待孩子的學習過程，孩子才是閱讀的主角！閱讀習慣的養成
是要孩子有閱讀成就感，有了動機才能持續閱讀的興趣，讓蓄積的學習能量，轉化成實現夢想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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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與作家有約
彩繪童年的妙手－作家李光福
我們特別邀請到超高人氣的兒童文學小說作家
李光福老師，蒞校跟三年級小朋友座談喔！同學
們與作家老師聊得很開心呢！

校園活動報馬仔
1.

5 月 1 日 8:40~9:10 於各班教室舉行教學參觀日，歡迎家長們踴躍參加。

2.

5 月 2 日上午 9:00~12:00 於會議室新生報到，請新生家長攜帶資料來報到唷。

3.

5 月 18 日行動圖書館─雲水書車到校，請各位小朋友盡量利用。

73 週年校慶捐款芳名錄
寶山鄉鄉長邱坤桶

小紅點才藝教育社范永紅女士

寶山鄉代表會

育峰武術行

陳雪珠女士

寶山國中范素惠校長

小太陽補習班劉嘉惠女士

寶山鄉農會

高源冰先生

葉瑞美女士

家長會長江卉妤女士

迪親堡文理補習班

邱振瑋議員

林順生先生

蔡宗欽先生

雙新村長邱俊平先生

雙溪歌謠班黃桂花女士

陳賢裕代表

高漢彬老師

蔡明娟女士

雙溪社區發展協會江為標先生

皓然企業有限公司

鍾金霖代表

信義鋁門窗

古清森先生

中正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柯南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葉秀桃代表

佛光山雲水書車

世澄科技

寶山元極舞協會

采憶舞蹈社呂美憶女士

客雅堂

新岩營造

祥發商行

銓民書局

感謝各方贊助讓學校事務得以順利推動

73 週年運動大會家長會委員背心贊助名單
胡漢龑先生

江卉妤女士

江為鎮先生

葉秀桃女士

何德淇先生

謝仁貴先生

邱振宏先生

呂昭宏先生

蔡武結先生

高漢彬先生

曹仲謀先生

江日相先生

江坤盛先生

感謝家長會贊助運動會背心

「閱讀志工群」明娟、枝貞、美怡、嘉玲、仙伶、淳維、佳芫、雅芳、錦靜、欣宜、華群、恕群、楓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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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 雙溪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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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雙溪小作家

雙溪國小 73 週年校慶

校外教學

校慶日記
四孝 賴姿諭
104 年 3 月 28 日晴
今天一早起來，天氣真晴朗，在上學的途中，遇到了許多同學，個個都是笑容滿面的走進了校門。因為
今天是我們學校七十三週年校慶，大家所盼望的這一天終於到來了。
今年學校特地為我們舉辦了既刺激、又好玩的運動會。甚至連校長和老師們，都加入我們的比賽行列，
讓整個大會變得更有趣，也顯得更有意義。
很幸運的，我能跑進六十公尺的決賽，聽到槍聲一響，我馬上使盡全力，一鼓作氣的往終點衝，可惜的
是我卻拿到了倒數第二名，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有點心灰意冷。老師卻安慰我說：
「你已經很厲害了，下次再
加油喔！」我聽了之後，心情馬上振奮了許多，真感謝老師的鼓勵。俗話說得好：
「失敗為成功之母。」許多
事情，總是要嚐過了失敗的滋味，才會有成功的到來。為了這句話，我要更加努力。
我覺得今年的校慶辦得很成功，這不但促進了師生之間的感情；同時在我個人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啟
示和激勵，這是多麼有意義的活動啊！

校外教學日記
二忠 呂詠涵
十二月二日，星期二，天氣寒冷，學校辦校外教學，帶二至四年級學
生一同前往綠世界生態農場。
一早，我們便興高采烈、成群結隊的搭遊覽車前往。我們甲車的導
遊是阿牛叔叔，他介紹滅火器的使用方式、逃生 窗和安全門等的乘車安
全須知。我們在車上一邊看卡通，一邊分享點心，這是我第一次嘗到洋
芋片的美味，真是開心。
到達綠世界後，我們先看動物劇場，那邊有五彩繽紛、顏色相當特
別的鸚鵡，有的十分聰明會算數學，有的才華洋溢會騎腳踏車、溜滑板
車，模樣十分逗趣。
接著，我們去看草泥馬，我覺得草泥馬非常純真可愛，因為牠的臉
形很像小孩子。再來，我們去參觀爬蟲館，在入口處的左右兩邊有黃金
大蟒蛇和黑色大蟒蛇。往前走，我看到很多小動物和昆蟲，其中，我最
喜歡紅色的紅冠鳥，因為牠像公主一般，走路高貴優雅，導覽人員還讓
我們摸動物，有七個同學自願摸蛇，我覺得他們真勇敢。
自由活動時，我買了兩個可愛的鑰匙圈和彈力球。午
餐後，我們去可愛動物區，裡面有公雞、兔子和小倉鼠，
其中，我最喜歡小倉鼠，牠們嬌小可愛，十分乖巧。最後，
我們參觀蝴蝶生態館，只可惜蝴蝶都躲起來了。
今天除了有的玩、有的吃、買了紀念品之外，也了解
很多關於動物的知識，謝謝學校和老師。
難忘的校外教學
三孝 瞿靖一
十二月二號星期二，我們二到四年級一起去校外教學，我超期待的，我的腦海浮現出綠世界的影像，想
像中，綠世界是個長滿青草的地方。
到綠世界的時候，我們去了草泥馬區，草泥馬好可愛喔！我忍不住伸出我的手，摸了一下草泥馬，但解
說員說不要惹草泥馬，因為草泥馬生氣會對敵人亂吐口水。我們也有去看生活在雨林中的蛇－森蚺，而且森
蚺在世界上也算是數一數二的大蛇呢！我看到森蚺的時候，嚇了一大跳，我的組員也跟著驚呼了起來！森蚺
果然和傳聞中一樣大隻，原本我以為書中的圖片是假的，真是讓我大開眼界。我們的領隊小瀧哥哥，帶我們
去看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魚－象魚，象魚超大隻的哪！可以說是水中的巨無霸，三隻可能就可以把一個玻璃大
水缸狀個稀巴爛了呢！接下來，我們又去看金剛鸚鵡，而且其中有一隻的歲數高達一百零五歲，我超級想變
成那隻鸚鵡，因為他的歲數可說是比人們的歲數大呢！
綠世界真是好玩，綠色的大草地長滿翠綠的小草，是小孩的天堂，同時也是大人休閒的好地方，希望下
次爸爸可以再帶我來綠世界！

校慶運動會
五忠 楊采宸
三月二十八日是我們學校的校慶，也就是七十三週年的生日，前一天晚上，我興奮的睡不著覺，一心期
待，運動會前，想了想，我們也準備了好多校慶的東西。我們用美勞課和下課時間來做海報、面罩，還用了
體育課來練習拔河、大隊接力，也在班上想班呼，各組討論之後，寫在黑板上，大家再討論做出決定。
校慶當天，我一踏進校門，就看見雙溪國小七十三週年校慶掛在大門口上，校園內充滿了興高采烈的氣
氛。運動會開始前，許多家長、來賓及長官都絡繹不絕的進入會場，會場內到處都人山人海，典禮要開始了，
各班都整齊劃一的走了進來，接下來，就是各班的介紹了，輪到我們班時，我們有聲有色的將我們苦練許久
的口號非常大聲的說出來，接下來是一些表演，有武術、熱舞社、社區裡的爺爺奶奶跳的舞蹈及健康操，都
很好看。緊接著是大家最喜歡的接力賽，我們班在第一跑道，槍聲一響，各班的第一棒都奮力的往前衝，仁
班一開始是第一名，到了後面，孝班後來居上，反敗為勝，結果我們班是第三名，但沒關係還有拔河！
接下來，我們到體育館舉行一到四年級的趣味競賽及五、六年級的拔河，正當我們在看孝、仁班時，我
們看見仁班的人個個身強體壯，力大如牛，結果我們跟仁班比賽時，我們一個一個都被拉著走，與孝班比賽
時，我們有一度快贏了，可是我們還是給孝班拉過去了。
這次的校慶結束了，雖然我們連一個獎盃都沒拿到，但是我們要有運動家精神，也就是「勝不驕，敗不
餒」
，俗話說：
「勝敗仍兵家常事。」所以，我們不用放在心上。沒關係！下一次再把孝班、仁班打敗，可是
在這之前，我們要多多鍛鍊體力，這樣才有機會打敗他們。
這一次的運動會真是好玩，期待下一次運動會可以擁有更多好玩、好看的事喔!
校慶運動會
五孝 高皓瑄
今天是雙溪國小 73 週年校慶運動會，前幾天下
雨，但今天天公作美，陽光普照，風和日麗，也使我
們個個燃起鬥志，目標就是¬¬─拿下第一名。
校慶今天就有好多人來，不但有鄉長、議員、好
多學校的校長、家長……等。開幕典禮一開始時，我
們班熱情的班呼就響徹雲霄，得到了許多讚賞。校長
接著急忙介紹這些大家長和頒獎，我爸爸還有去頒獎
喔!
接著是開幕典禮的重頭戲─表演節目。我喜歡的
就是幼兒園的韻律舞，輕快好聽的音樂加上小朋友活
潑可愛又淘氣的模樣，真叫人哈哈大笑。
運動會中的重頭戲大隊接力，一開始，三方都保
持著同樣的距離，後來只見忠班慢慢被拉開，終於，
我們在第九棒逆轉成第一名，大家也不約而同的大叫
起來，但比賽還沒結束，不能大意，輪到我時，我飛
速的往前衝，只希望能把距離拉大，最後，在全班的
加油下，勇奪冠軍，沒再讓冠軍跑走！
最後是我的 800 公尺耐力賽，一開始我出了六分
力在跑是第九名，第二圈養精蓄銳，摩拳擦掌，第三
圈時，我漸漸加速，第四圈我飛快得像馬似的，衝向
終點，但只有第四名，與獎牌無緣。
雖然成績不理想，可是也盡力而為了，我要有運
動家精神，
「勝不驕，敗不餒」
。雖然輸了，但我也過
了快樂又充實的校慶！

校慶運動會
五孝 林芷韻
今天是我們雙溪國小的七十三週年校慶運動會。
前幾天還春雨綿綿，但到了今天，卻雨過天晴、陽光
普照，我帶著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來到了學校。
開幕典禮時，校長介紹了許多來賓。當校長和來
賓都致詞完後，就是令人目不轉睛的表演節目。首先，
由六年級帶來充滿活力的健康操，果然，「薑是老的
辣」
，整齊劃一的動作令我們讚不絕口。接著是幼兒園
活潑可愛的律動舞，小小的身軀在輕快的音樂中扭動
著，真是太可愛了!最後，由社區的長輩們帶來元極
舞，配合著音樂，他們的動作鏗鏘有力，所謂「活到
老，學到老」，正是如此啊!
接著是壓軸－大隊接力，大家個個摩拳摩掌。
「ㄅ
ㄧㄤˋ」的一聲槍響，激出了選手們的鬥志，他們使
出全力，拼命的向前衝，當棒子交到我手上時，我像
隻羚羊一樣，快速的奔跑。當我得知我們班得到冠軍
時，我開心得跳了起來。最後是我從未參加過的拔河，
第一場跟仁班的比賽我們輸了，因為仁班個個都是人
高馬大，但我們不氣餒，因為第二場跟忠班的比賽還
有機會。果然，我們用團結合作的精神擊敗了忠班，
成為了第二名。
這次運動會讓我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也讓我
了解要「勝不驕，敗不餒」
，希望下次我們能再接再厲，
爭取更多的榮譽。

最難忘的畢業旅行
六孝 黃莉庭
快到畢業旅行的日子了，一想到明天，便高興的睡不著，但我還是睡著了，因為如果前一天沒有睡好的
話，去義大的時候，就沒精神玩了!我九點睡，但太開心了，熬到十點多才睡，還在想要帶什麼，或者還需要
什麼。早上五點，天色灰灰暗暗的，太陽還沒升起，我等張芳菱等到快六點，她才到，我們走路去學校，向
兩隻飛奔的馬，全速衝到學校。到了學校，只剩陳虹，我們大家只好在教室等他了。
哇!南台灣熱情的太陽正在幫我們一起迎接畢業旅行的到來呢!真是開心，不知道會怎麼發展，真期待!
第一站我們來到義大遊樂世界，這是我第一次來，沒想到義大世界還真大，我ㄧ看到「天旋地轉」
，我眼睛都
花了!我們集體來到了鬼屋，我最記得的是有一個工作人員躲起來嚇人，我們不只被嚇，還不小心跌倒了，我
有聽到女鬼笑了，但我不覺得我們跌倒很好笑。因為我很怕，終於走出來了，一放鬆我就流了淚。最讓我難
忘的是「旋轉流星」
，就像轉盤一樣，轉來轉去，因為一看到很高的地方，不自覺就害怕了起來。晚上的營火
晚會更精采，我記得有個問題誰是班上最愛搞笑、最不要臉的開心果，劉世卿真勇敢，是我們班第一個自告
奮勇的，跑到前面，表演給其他班看，我現在知道我的動作慢了一拍。雖然主持人姊姊跟我們說很多，但眼
淚要留到畢業典禮在流，這天的行程就這樣結束了。
「起床了，起床了……」
「再讓我睡一下，我在小木屋裡!」我突然驚醒，看了時間，啊!快沒時間了，我
趕緊去刷牙洗臉。在吃飽後，我們準備去第二站，安平古堡和億載金城，只要看到藤蔓，我就會想到劉世卿
的長頭髮，就像跟女生一樣的長髮，因為太適合他了，還有很酷的炮臺，大家都有和他拍照，我們來到最後
的毛巾工廠，大家用毛巾做手工的招財貓，真可愛，像真的一樣，我買了一個毛巾蛋糕，我都捨不得把它打
開。集合準備回家了，抱著滿滿快樂的回憶
回家，帶著兩隻可愛的小貓咪回家。
真捨不得，快樂的時光總是過的特別快，咦?要回家了，不是還在遊覽車上，走在回家的路上，不知不覺
得轉了頭，只剩遊覽車，它目送我們回家，我開始寂寞了，沒有大家的笑聲，感覺很無聊，因為跟大家快樂
的時間過了，我好希望快樂的時光，能放慢重播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