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年校

70

子趣味競賽等活動，另外園遊會中有環保

上角連結或

新竹縣雙溪國小敬啟

http://blog.roodo.com/ssps70

大家參觀瀏覽。網址路徑為：學校首頁左

另，七十週年校慶的專屬網站，歡迎

總之，好康多多，請大家告訴大家！

位，更有精采的藝人專業團隊表演活動，

校三至六年級各班的跳蚤市場及美食攤

鄉內的特產亦會在當天販售，還有本

們！

富的紀念品要贈送給參與園遊會的家長

換紀念品活動，還有移民署也準備很多豐

局舊物換新寵的攤位、稅捐稽徵處集發票

歡喜慶 70
歡迎回雙溪

翁佳如

沈光瑋

曾芷柔

傅浩維

卓妤柔

范方亭

邱奕勻

孟令珩

蔡莘亞

陳姮安

張庭瑄

董郁綾

張藝瀞

高 晧瑄

韓文琦

林芷韻

陳慧真

林文貞

孟令珧

學年度模範兒童名
學年度一年級班際體育競賽
跳繩比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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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部份：
◎
冠軍：一年忠班 平(均：
991/21=47.19)
亞軍：一年孝班 平(均：
706/15=47.06)
個人組 ( 秒 ：)
◎
第一名 一孝 葉堉誠 下
第二名 一孝 蔡承晏 下
第三名 一忠 陳亦明 下
第四名 一忠 楊宗岳 下
第五名 一孝 葉楷宸 下
第六名 一仁 江佑炫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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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二學期家長日各班對學校建議之問答

30

學年度第二學期家長日各班對學校建議之問答

本校將於 月 日 六( 辦)理
慶，歡迎家長們蒞臨指導。
7

週年慶祝大會的傑出校

70

友、熱心義工及資深教師表揚外，還有親

當天除了

4

＊教務處：
問： 二(孝 希)望學校能組織說故事媽媽，於晨間早自修到
班上說故事。
答：部分班級已實施有年，建議各班即可推薦人選，學校
也會同時進行招募義工媽媽。
問： 三(孝 校)慶募書活動，可否改為捐書活動？可以再利
用家中的書籍，又可以充實學校圖書，不足的部分再由家
長認購。
答：感謝家長對募書活動及學校圖書的關心，捐書平常日
亦可。校慶當日還是以募書為主。謝謝家長。
問： 三(孝 強)烈建議學校開設「課後安親班」
，以減輕家長
的負擔。
答：感謝家長關心建議，開學時發意願調查單。因採收費
制，人數過少每人負擔就高，所以，人數不足仍不予開班，
否則，家長負擔過大。
問： 三(仁 希)望月考維持三次考試。
答：已有多縣市、多學校實施。我們學校在校務會議通過
此方案，二次、三次都各有千秋，不過，學校仍會審慎全
方位考量，請家長放心。
問： 三(仁 希)望老師以教學為主，家長不希望導師兼任太
多行政工作。
答：校務行政編制，學校均依當階段憲政教育體制編排，
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為了校務運作順利，每位老師會兼
任少部分行政工作，請家長了解及體諒，並感謝家長對教
學的關心。
問： 五(忠 希)望體育、自然、音樂課能聘專業老師。
答：感謝家長關心。學校全力配合辦理。
問： 五(忠 希)望電腦課及兒文課勿讓學生玩線上遊戲。
答：配合家長建議，學校將會特別留意。
問： 五(忠 強)烈建議雙溪采風響應環保，在學校網頁呈現
即可，勿發給每生一張，可在開學時先調查，發給有需要
者即可。
答：非常感謝家長響應教育愛、環保心。配合辦理。
問： 六(愛 評)量改為二次，應取得全體家長共識才推行，
否則會引起很大反彈，請學校深思，不可貿然行動！
答：已有多縣市、多學校實施。我們學校在校務會議通過
此方案，二次、三次都各有千秋，不過，學校仍會審慎全
方位考量，請家長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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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單
問： 一(孝 學)校側門開放時間與告示牌上標示不同，可否不要太早關門？
答：為了維護校園安全，原則上放學時學生放完後，側門就關閉，僅維
持大門開放讓社區民眾進入校園活動。告示牌上標示的時間目的是提醒 一忠
停車的民眾配合，因學校人力有限側門無警衛看管，為了維護校園安
全，請家長體諒及配合。
一孝
問： 一(仁 放)學時間校門口的紅綠燈前往往停了許多接小朋友的汽機
一仁
車，造成步行回家的小朋友必須穿梭在車陣中，非常危險，希望學校
幫忙改善！
二忠
答：會加強宣導，請接送車輛於走路學生出校門後再行動，以維護學
生安全。
二孝
問： 三(仁 希)望能加強輔導各班比較吵的學生，以免影響班上或別班
二仁
上課！
答：學校會針對特定的學生，加強輔導與生活管理。
三忠
問： 五忠 希望恢復望遠凝視活動。
(
)
答：為維護學生正常視力，擬於第一次月考後加強學生望遠凝視的活
三孝
動。
三仁
問： 五(仁 校)門口入口處潛在危險，請學校改善。
答：已請警衛人員加強巡邏與警戒，並請學生上下學要配合義交指揮
四忠
人員的指示後，才穿越馬路以維自身安全。
問： 六(仁 可)否辦些民俗技藝的比賽，例如扯鈴、跳繩？
四孝
答：已請體衛組同仁積極規劃該項活動，讓校內的運動更加多元與活
四仁
潑。
問： 六(仁 建)議體育課時上跳繩課，可幫助學生長高。
五忠
答：擬請體育老師在體育課適時規劃跳繩運動或遊戲，讓學生喜愛上
跳繩活動。
五孝
問： 六(仁 社)團招生可否把全部社團集中在一張紙上，讓家長勾選即
五仁
可？
答：有些社團是要自費如：美術社、國術社、跆拳社及直排輪社，才
六忠
特色說明，方便讓家長了解該項自費社團的課程及
有特別單張的 DM
師資介紹。擬於下學期規劃全校性社團，以一張表格讓學生及家長勾選。六孝
＊總務處：
六仁
問： 二(孝 希)望改善午餐菜色。
答：本校午餐菜色有教育處營養師把關，歡迎家長蒞校實地了解提出具 六愛
體建議，讓本校有改善的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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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詩欣賞

大家一起 來品嘗 ，

吃起來滑 滑的，

的，
QQ
藏在濃濃 的湯裡 ；

鮮甜的，

香香的，

午餐就跟阿光哥哥一起玩，下午，我們

中午，我們在草地上吃午餐，吃完

和袋鼠，都很可愛。

物。到了可愛動物區，我們看到小白兔

著到了水生植物區，我們看到很多植

區，看到了各式各樣的蝴蝶、鳥類。接

白天鵝、黑天鵝。

門票，就進去，我們看到天鵝湖還看到

到了綠世界，我們先買門票，買完

興得不得了！從此，它成了我的最愛。

裡，過了不久，爸爸抱著那隻小狐狸從店裡走出來了，我高

不然買牠要做什麼呢？」爸爸微笑的看著我，慢慢的走進店

我看著爸爸，突然目光又轉向那隻小狐狸說：
「當然會啊！要

買狐狸鉛筆盒的表情對我說：
「妳會在日常生活中用到嗎？」

爸爸點點頭說：
「對呀！我好喜歡啊！」但爸爸又有點反對我

來，果然，爸爸笑著對我說：
「妳喜歡這隻狐狸嗎？」我看著

直站在店家的門口，望著那隻對著我微笑的狐狸，爸爸站在

布娃娃的店，我看見一隻整身橘褐色的可愛狐狸，那時我一

有一天，我和爸爸媽媽去逛夜市，突然我們經過一家賣

五仁 李雅淇

爸爸說 QQ
的，
姐姐說鮮 甜，
去看了可愛動物區，裡面有小白兔、袋
牠有著尖尖大大的耳朵，似乎可以聽見那窸窸窣窣的細

我的寵物

哥哥說滑 滑的，
鼠、雞、山羌，還有各式各樣的動物。
小聲音，真厲害！牠的眼睛很銳利，可以看到在草叢間移動

校外教學我們去綠世界 三仁 江佳育

最後大家 都說好 吃，
我覺得去綠世界很好玩，我希望能
的物體，抓好時機，選好目標，跳出去！哇！好酷；還有牠

新竹米粉 三忠 林榆倢

真是好湯 頭。
再去一次，了解很多美麗的知識和各種
那小小尖尖的鼻子，和牠那一身橘色又帶點咖啡色的皮毛，

每一次星期五傍晚，媽媽開車載我

時，也順便尋找獵物，最後，就是牠那可愛又毛絨絨的尾巴，

腳很快、靈敏，好像誰也抓不到牠，但牠也喜歡閒晃，閒晃

讓他擁有漂亮的保護色，在森林裡自由穿梭。另外，牠的手

我身旁看著我，似乎心裡知道我喜歡那隻狐狸，想把牠買下

美味的肉包子 三忠 曾瑀
動物的名稱。

早上，我們三年及去看蝴蝶生態

婕
一顆顆好 吃的肉 包子，
一口咬下 就噴汁 ，

和妹妹回外婆家，因為媽媽上班的地點

就像家裡的掃除用具 │
雞毛撢子。
我從未曾和真正的狐狸擁有快樂時光，但這個狐狸布娃

回外婆家 二孝 饒珈菁

吃起來香 嫩多汁 ，
在中壢。

美味可口 ，
用手拿起 要小心 ，
所以沒人照顧我和妹妹，媽媽就帶我們

星期六和星期日，媽媽都會上班，

的模樣畫下來，並把每一張畫都保存下來，每天重複一直看，

娃，牠陪我度過了童年。我每次要畫畫時，都會先把牠可愛

一不小心 餡料就 掉下來 ，
吃了一顆 肉包子 ，

如何愛護地球 六仁 陳築

大自然的懷抱裡，繁殖綿延，永不消失。

的家，所以我希望每個人都不要濫殺任何動物，讓牠們回到

我不需要真正的狐狸伴著我，因為我知道動物都有牠們

狐狸，但是，我知道，牠就是長的那副可愛的模樣。

我想讓牠知道我有多麼喜歡牠。我雖然沒有機會看過真正的

回阿公、阿嬤家。

影片觀後感 六孝 鍾易達

多也很好吃。

我很喜歡回外婆家，因為青菜非常

房子內的菜可以吃。

方都是田，空氣非常的好，阿公有種在

小時候，我就住在田園中，四面八

還想再吃 一顆，
鼻子聞起 來是那 麼的香 ，
那種香味 讓我永 生難忘 。

童詩欣賞

飄到哪去 了呢？

彩雲，在 空中飄 呀飄，
嘲笑和歧視，但他在寄宿學校遇到了一位美術代課老師，

翔」
，他有先天性的讀寫障礙，所以，在學校常被許多同學

名就叫作「心中的小星星」
，在影片中，主角的名字叫「依

球。

氣別再遭受汙染，可以讓我們有一個美好的地

地球可以讓我們的環境不再惡化，也可以讓空

愛護地球對我們自己的好處有很多，保護

地球只有一個，所以我們要保護地球。

飄到了人 們的幻 想世界 裡，
名字叫「尼康」
，老師發現依翔非常的聰明，同時很有想像

如果不愛護地球的話，對我們人類的影響

在教室中，老師讓我們看了一部影片，這部影片的片

飄到了人 們的開 心樂園 裡，

力和創意，於是慢慢的教導依翔去學習，最後老師舉辦了

飛吧！ 六仁 廖敏淳

飄到了人 們的夢 想世界 裡，

非常大，例如：環境被破壞，空氣被汙染，身

如果要好好的保護地球的話，有很多實踐

一場繪畫比賽，果然比賽時間結束後，依翔的畫作得到了

在這部影片中，讓我聯想到我們班級上也有像依翔類

的方法，例如：多多做戶外活動，少逛商場，

飄到了人 們的童 話世界 裡。

似的同學，他是一個不按時交作業也愛玩的學生，個人的

少到空調室內運動場；多實行垃圾分類，送廢

體不健康，動物也將瀕臨絕種，生活也變得不

飛到了霧 濛濛的 天空，

衛生習慣也不怎麼好，就如影片中的依翔，班上的同學也

紙、膠瓶、鋁罐等等去再造；凡是「一次用」

第一名，贏過了美術老師尼康的作品，而且他的成績也逐

飛到了綠 油油的 草地，

會嘲笑和歧視他，包括我在內。但他有一次讓我刮目相看，

的物品都盡量少用，減少浪費汙染，盡量不光

木棉花， 在空中 飛呀飛 ，

飛到了我 白皙皙 的手臂 上，

就是有一天上兒童文學課時，翁老師說如果那位同學答對

顧用一次用杯碟餐具的食肆。除了做這些事以

美好。

也飛到了 黑夜美 麗的星 空。

了古文中的含義，就請我們全班喝飲料，沒想到他居然答

外，其實還有很多可以保護地球的方法，我只

漸變好，字也變得整齊工整，他的爸媽看得非常感動。

飛吧！ 六仁 黃瑋儒

對了，隔天我們就喝到免費的飲料。

飛到哪去 了呢？

飛吧！天 使

是舉了其中三個例子。
現在地球面對最嚴重的問題是動物快要瀕

經過這次事件後，我覺得我們應該要以平常心去對待
他，放下己見，用寬容和關懷的心去幫助他，也希望他有

臨絕種的危機，例如：現在的熊貓是受到保護

乘著希望 的翅膀 ，
翱翔天穹 飛吧！

如影片中的主角，慢慢的改變自己，這是我對他的期許。

的動物，以前熊貓的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所以

飛吧！夢 想
朝著實現 的那一 端，

好保護地球，因為地球只有一個。

要因為個人的利益來破壞地球，我們一定要好

上不會用到的東西，也要多多替未來考慮，不

自己所處的環境，先從身邊做起，要減少生活

現在熊貓才會這麼少，解決方法有：首先認清
吹泡泡 二忠 劉學詠

看。

飛上天空，讓我覺得好好玩，我下次也要試著在家裡做做

們就用吸管沾泡泡水，吹出許多美麗的泡泡，泡泡慢慢的

就是用一些清水和洗碗精攪拌後，變成好玩的泡泡水，我

生活課的時候，老師教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玩的實驗，

勇敢的飛 吧！
飛吧！讚 嘆
帶著人們 的詠嘆 ，
往上蒼的 身邊飛 吧！
飛吧！蒲 公英
為了自己 懷中的 孩子，
朝下一個 目的飛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