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三)學生自治市長選舉

一忠 徐明揚、沈晨利、陳岦辰
一孝 何佳宜、曾靖雯、楊芷寧
一仁 江坤翔、江佑炫、林玉蕓
二忠 劉學詠、盧彥安、廖峻緯
二孝 陳緯綸、徐健宸、黃莉姿
二仁 楊采宸、江語真、陳振佑

一忠 朱先惠
一孝 朱先智

六愛 羅楒琪

六仁 劉和祥

六孝 劉怡君

六忠 張千暐

五仁 葉彭浩

五孝 陳姵羽

五忠 黃宛婷

四仁 林家鉦

四孝 蔡知璇

四忠 江佳怡

三仁 鍾采妤

三孝 許欣幼

三忠 張藝瀞

二仁 黃德心

二孝 韓文琦

二忠 江語芬

一仁 林鈺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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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忠 沈哲陞、孟令珧、林家宇
一孝 吳孟峰、葉楷宸、朱先智
一仁 謝佳緼、李芷萱、陳慧真
二忠 林芷韻、黃朝揚、彭柏蔚
二孝 韓文琦、盧享沅、羅心妤
二仁 歐予
晧光
瑄、高
王若玹
三忠 江展羽、粱姿筠、夏毅樺

各項競賽榮譽榜

三忠 曾瑀婕、張藝瀞 、黃禹涵
三孝 張以璇、徐茲榆、邱荷媗
三仁 鍾采妤、林家瑄、彭曼婷
四忠 卓晉源、陳筠皓、莊健維
四孝 陳姿穎、林恩誼、日若嵐

己心目中的最佳人選

導！

感謝陳伶俐、莫婉玲、沈瑞美三位老師辛苦指

恭喜以上同學在四百多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

高年級佳 作 六愛 黃毓恩

高年級優 選 五仁 陳詩敏

高年級第二名 六仁 黃瑋儒

狂
◎賀！本校參加坤泰杯作文比賽成績大放異
彩

選

六愛彭亦楓榮獲兩岸兒童詩歌大舞台入

猛
◎賀！五仁李雅淇榮獲兩岸兒童詩歌大
舞台優選

仁班熱心家長到場加油與載送學生！

感謝四仁鍾永明老師辛苦指導，以及四年

五名

狂
◎賀！本校四年仁班代表雙溪國小參加
新竹縣樂樂足球賽榮獲四年級組優勝第

辛苦指導！

感謝樓元玫、王佩霖、簡宏璋 三位老師

各獲一年級與三年級組 優等

參加本縣健身操比賽

本校一年忠班與三年仁班

狂
◎賀！雙溪雙捷報！
全縣健康操比賽雙獲優等

四仁 陳姿安、楊珮函、莊億光、許愷恩
五忠 翁以馨、范斯婷、曾筠軒
五孝 黃偉豪、葉芝瑜、陳旻卉
五仁 張仕諺、邱家賦、劉宸源
六忠 何侑宸、林芯宜、夏伊辰
六孝 王黃袼、陳依琦、孫藝庭
六仁 賴昱如、夏世惠、李享紝

任學生自治市長

三孝 吳克毅、沈韋佐、李欣諭

己的政見

三仁 張庭瑄、鄭頤璘、彭紫瑜

間仔細閱讀候選人政見

四忠 陳姮安、洪萱稘、彭子奇

向全校小朋友發表自

四孝 陳啟誠、蔡莘亞、蔡知璇

人的政見，利用課餘時

四仁 黃暄雅、黃郁雯、孟令珩

己的政見

五忠 邱奕勻、朱惠淋、黃宛婷

己的政見

五孝 蘇軒瑭、范方亭、謝益嘉

兒童朝會時，候選人

五仁 趙亦天、徐漀涵、陳力維

其他學生們很關心候選

六忠 傅浩維、陳冠瑋、
喆徐偉

每位候選人提出自

六孝 劉怡君、周秉翰、張采欣

學生自治市長選舉經過

六愛 蔡依潔、林鈺嘉、江敏萍

學生依序排隊圈選自

在課餘時，候選人卯足全力再次宣導自己的政見
經由學生投票選出新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成績考查成績進步名單
每位候選人提出自

六仁 黃瑋如、陳克帆、劉和祥

5/23(三)六年級班際籃球比賽

六愛 羅楒琪、翁佳如、彭亦楓

5/18(五)四年級班際踢毽子比賽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成績考查表現優秀學生名單
5/10、11(四)、(五)第二次成績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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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詩欣賞
春天的訊息 三孝 瞿彥中
春天在森 林裡選 美，
你看看那 粉嫩嬌 艷的杜 鵑和 櫻
花，
為他綻放 最燦爛 的笑容 。
春天在我 家用餐 ，
你聞聞那 清香撲 鼻的竹 筍湯 ，
為他傳的 幸福的 味道。
春天在大 地辦婚 禮，
你聽聽那昆蟲、動物們醉人的情
歌，
為他合奏 出愛的 結婚進 行曲 。

好玩的泡泡澡 二忠 林宏駿
放學回家，我跟媽媽說，我今天要
洗泡泡澡，媽媽就幫我放滿浴缸水。
媽媽把泡泡的沐浴乳放到浴缸
裡，一下子浴缸裡就滿滿的一堆泡泡。
我把身體泡在泡泡堆裡，洗了一個
又舒服又好玩的泡泡澡。
我希望像… 二孝 賴信志
我希望像烏龜，因為烏龜是一種會
腳踏實地的小動物，就像龜兔賽跑裡的
那隻烏龜一樣，牠不會跟兔子比較快與
慢，永遠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的走，直到
終點，真是佩服，所以我希望像烏龜的
精神，能腳踏實地。
還有，烏龜那身堅硬的盔甲，真是
害。我也好想要一身那樣的盔甲，來守

酷啊！牠可以保護自己，讓自己不受傷
春天出現了 三仁 江佳育
護自己。

跟家人下廚 五忠 曾筠軒
之前，為了慶祝我跟姐姐和表姐鋼琴比賽第一名，所
我們開始分工合作，我打蛋，姐姐弄材料，表姐攪拌

以媽媽跟阿姨決定要烤蛋糕給我們吃。
材料，一個好吃的蛋糕漸漸成型了。
嗯！好好吃哦！表姐在一旁彈著鋼琴，我們一面吃蛋
糕，一面享受著音樂，快樂圍繞在我身旁，誰也不刻意打
這次的經驗讓我獲得了快樂，也知道了分工合作的重

擾這一刻的幸福。
要！
如何愛護地球 六仁 黃兆暐
生活在地球上的我們，都已經發現地球最近越來越熱
了，所以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吃素、環保、救地球」或「今
日不做環保，明日就大禍臨頭」等這一類的詞吧，這些詞
就是要告訴我們要愛護地球。
那愛護地球有哪些好處呢？好處可多了，像是愛護地
球可以讓地球不會那麼熱，就可以少開冷氣、電風扇，就
不會浪費電，這樣不是「一舉兩得」嗎？還有，愛護地球
也可以減少疾病的增加，所以愛護地球的好處也很多呢！
但是，如果不愛護地球的話，會導致溫室效應產生，
之後溫度就會升高，因為溫度的提升，許多的冰川和冰帽
都會融化，就會有海平面上升的現象，淹沒了低處的陸地，
造成我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最嚴重的是，溫度升高會有
腦炎、登革熱等傳染病發生，所以不愛護地球也會危害人
體健康，可見我們更要好好的愛護地球。
愛護地球的好處很多，所以我們可以多種植樹木，多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多使用再生能源等方式來愛護地球，
相信用了這些方式的朋友，都能成為一個「愛護地球小天
使」喔！

校門口有亮麗的柱子，托兒所有好玩的遊

所以我沒去觀禮，我的媽媽也有上台領獎，我雖然

的介紹、致詞、頒獎，我因為要整理要賣的東西，

覺得我們學校的學生非常的聰明。後來就是一連串

樂器材，圍牆種了很多植物，把鐵皮圍牆裝飾

沒有看到她，不過她領獎的時候一定很精彩。
而我們班的園遊會攤位規畫了非常非常的美

了花蜜大餐，當然也沒忘了我們的份，讓我們

蝴蝶；花、草們也熱心的招待這些訪客，準備

仔細看生態池茂盛的草叢中，還住了許多

這是跳蚤市場。所有攤位中，我最喜歡的是三孝賣

桌子上還有一拖拉庫的東西，任誰一看就一定知道

上面攤了幾張漂亮的桌巾，後面長桌子跟旁邊的小

起司涼糕…等物品來賣，我們還搬了好幾張桌子，

麗漂亮，並準備了杏仁瓦片、冬瓜茶、糖果飲料、

品嘗美味的菱角，美麗的花草配上耀眼的陽

十點過後，廣播說要去比趣味競賽，鍾采妤叫

的馬克杯，因為她便宜又可愛。

我能待在這間學校裡學習，一定沒人比我

大家一起到操場集合，大家都體力充沛，準備要得
比賽槍聲開始，大家都卯足全力，全班都非常想要

第一名，我們三年級的趣味競賽項目是「布袋跳」，

更幸福了。所以我應好好把握，多觀察多學習！

光，畫面真是美極了！

些花、草來佈置，非常熱鬧！

許多房客，有各種水生植物與魚、蝦；還用一

的五彩繽紛，還有座充滿生機的生態池，住了

校園之美 五仁 陳力維

碰，非常好玩。

表哥、表弟們不斷的在沙灘上追趕跑跳

接著我們去枋寮的沙灘玩耍，我和

是我們常常停下來拍照。

湖車道騎了三公里，沿途風景美麗，於

我們一共租了六輛腳踏車，沿著環

婆在這個假日一起去大鵬灣騎腳踏車。

我們全家、二個阿姨全家人以及阿

大鵬灣遊記 二仁 黃柏碩

春天在山 頂上漫 步，
你看看那 青翠的 草地，
為他畫出 活潑的 綠意。
春天在花 園裡玩 耍，
妳聞聞清 新的花 香，
為他散布 濃郁的 氣息。
春天在樹 林中探 險，
你聽聽那 可愛的 鳥叫，
為他唱出 加油的 歌聲。

童詩欣賞
春天的訊息 三孝 邱荷媗
春天在草 地徘徊 ，
在草地上 玩耍，
享受奔跑 的感覺 。

春天在花 園散步 ，
看看花園 裡的蜜 蜂、蝴 蝶，
為它分享 著喜悅 。

春天在樹 上停留 ，
聽聽黃鶯 美妙的 歡唱，
春天來了 ！

歡樂七十園遊會 三仁 張庭瑄

不得第一的話就太可惜了，沒想到，我們跳完之

得第一，我們之前所有的比賽都得第一，這次要是

週年 校 慶 ，擴 大 舉辦 校 慶園 遊和 趣 味競 賽 ，這

後，發現原來其他兩班都還沒跳完，我們真的得第

一百 零 一 年 四 月 七日 ，學 校 為 了 慶 祝 七 十

春天在花 園裡散 步，

次校 慶 地 點是 在 雙溪 國 小綜 合球 場 ，我 們 全班

一名了。

春天來了 三仁 鍾采妤

你看看那 美麗的 花朵，

一起 規 畫 出一 個 很漂 亮 的攤 位， 我 們準 備 了杏

一年棒，一年比一年更有趣。每次有園遊會的校

我覺得學校的校慶真是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
我們 班 參 加了 校 慶園 遊 會和 趣味 競 賽布 袋 跳，

慶，我都會非常期待，我真的非常希望我們學校每
的樣 子 ， 我很 晚 才到 ， 因為 我還 要 在家 裡 整理

好、最棒、最有趣、最好玩的校慶，非常感謝學校

了，大家一定都會覺得這次的校慶是最精采、最

次校慶都會有園遊會，要是可以實現的話那就太好
杏仁 瓦 片 。到 了 學校 ， 大家 一起 搬 桌子 ， 搬到

老師們的付出。
會一起唱，聲音整齊又響亮，任誰聽了都一定

布唱 國 歌 ，因 為 之前 舉 辦過 升旗 典 禮， 大 家都

我們 班 攤 位那 裡 ，等 到 全體 都進 場 了， 司 儀宣

校慶 的 早 上 ， 同 學們 進教 室 ， 就 一 臉 開 心

我們得到第一名。

仁瓦 片 、 冬瓜 茶 、糖 果 、起 司涼 糕 …等 來 賣，

為他展現 迷人的 笑臉。

春天在十 八尖山 賞花，
你聞聞那 花香的 味道，
為他散布 清新的 香味。

春天在公 園中玩 耍，
你聽聽那 微微的 春風，
為他飄送 悅耳的 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