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忠 林家宇 、林嘉 序、孟 令珧
一孝 吳孟峰、李哲齊、朱先智、曹祐寧
一仁 陳慧
緼真
、、
李謝
芷佳
萱
二忠 林芷韻、黃朝揚、黃宏騏、賴彥澄、
邱湘詅
二孝 陳念妤 、韓文 琦、林 姮邑

涵

二仁 歐予
晧光
瑄、高
王 若玹、黃 柏碩
三忠 曾瑀
瀞婕
、、
高張藝
三孝 吳克毅 、李欣 諭、沈 韋佐
三仁 張庭瑄、鄭頤璘、鄧泉貴、彭曼婷
四忠 陳姮安 、洪萱 稘、江 祈陞
四孝 詹芷瑄 、陳啟 誠、蔡 莘亞
四仁 黃暄雅 、黃郁 雯、孟 令珩
五忠 邱奕勻 、歐予 恩、朱 惠淋
五孝 范方亭 、蘇奕 瑄、蘇 軒瑭

一忠 曹婷蔚、周誼萱、徐明揚
一孝 葉堉誠、劉彥岑、黃于軒
一仁 賴宇帆、彭亦聖、鍾岡瀚
二忠 徐珮紋、古湘綺、朱辰泰
二孝 于孝浚、吳芷瑄、廖彥宇
二仁 許昀蓁、張祐誠、蔡昀庭、徐文峻
三忠 粱姿筠、古郁琳、何佳容、李如純
三孝 何家郡、呂玟妡、朱彥誠
三仁 龔珈揚、黃鴻麟、徐珈鎂
四忠 吳盈均、陳建宇、劉又賢
四孝 陳志明、詹芷瑄、高浩楠

一忠
一孝
一仁
二忠
二孝
二仁
三忠
三孝
三仁
四忠
四孝
四仁
五忠
五孝
五仁

沈哲陞
曹祐寧
孫立洋
邱昱瑄
盧享沅
楊采宸
曾瑀婕
盧宣佩
鄭頤璘
莊健維
江佑芳
楊珮函
朱惠淋
陳御鉉
翁佳宇

狂
◎賀！
本校六年孝班周秉翰
榮獲新竹菁英盃音樂大賽
鋼琴組 兒童六年級組第 名

狂
◎賀！
本校排球隊榮獲新竹縣中小學聯賽
五年級男子組亞軍與季軍

恭
◎賀！
劉惠貞老師榮登金榜
考取竹教大數理教育研究所

四仁 古佳仟、黎睿軒、何政鴻、劉偉稘
五忠 彭琦雁、羅承恩、江宜潔
五孝 林暐紘、蔡欣晏、陳御鉉
五仁 卓妤柔、陳秉鴻、馮之璐

在這畢業季，老師的內心充滿複雜情緒，喜的是各位即
將帶著在雙溪學習的一切步入新旅程，你們會有不同視野，
認識更多為你帶來影響的人，心情上肯定也是期待又新鮮。
然而我也擔憂你們能否適應這樣的轉變，老師期許你們，無
論未來成長路上你比別人幸運，擁有更多資源，又或者你必
須克服種種難關。各位都要記住，現在的你們前方還有漫長
的道路開展在眼前，希望大家努力充實，將自己準備好，機
會來臨時才能力求表現。
引用一段歌詞，期許你們無論身處在什麼階段、環境
中，都能保有原來善良美好的本質，祝福各位！

歡笑聲和地球的黑暗面

8

Sounds of laughter, shades of earth

Are ringing through my open views
叮噹作響穿越我敞開的視野

激勵我，邀請我

Inciting and inviting me

Limitless undying love
無盡的、不朽的愛

像千萬顆太陽照耀著我

24 24 25 27 28

Which shines around me like a million suns

不斷的呼喚著我飛越宇宙

It calls me on and on across the universe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各班品德小天使名單

本
學年度四年級
◎校
班際體育競賽踢毽子比賽成績
班
◎級部份：
冠軍 四年忠班
下 人 平均
下
:
434
/26
16.69
亞軍 四:年仁班
下 /24
人 平均 16.58
下
398
個
◎人組：
第一名 四仁 林冠廷
第二名 四仁 何政鴻
四忠 夏培恩
第四名 四仁 莊億光
第五名 四忠 邱振凱
四仁 羅羽辰
四仁孟玲珩
四仁黎睿軒

27
24
24

什麼都改變不了我的世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world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world什麼都改變不了我的世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world什麼都改變不了我的世界

100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成績考查成績進步名單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world什麼都改變不了我的世界

各項競賽榮譽榜

五仁 趙亦天 、劉宸 源、劉 曜誠

六年級老師給畢業生之祝福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成績考查表現優秀學生名單
6/29(五)100 學年度下學期休業
式
8/10(五)、8/29(三)返校日
8/30(四)101 學年度開學日

校長：馮秀霞
編輯：洪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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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詩欣賞
春天的訊息 三孝 吳克毅
春天在蜂 窩裡，
你看看那 蜜蜂勤 勞的工 作，
為他製造 出美味 的蜂蜜 。

春天在山 中散步 ，
你聞聞那 清新的 空氣，
為他散布 了芬芳 的氣息 。

春天在森 林裡徘 徊，
你聽聽那 清脆的 蟲鳴聲 ，
為他打造 出特別 的音樂 會。

春天出現了 三仁 張庭瑄
春天在遊 樂場散 步，
你看看那 可愛的 小孩，
為他散發 出活潑 的感覺 。

春天在陽 台上玩 耍，
你聞聞那 晒過的 棉被，
為他散發 出清香 的氣息 。

春天在空 氣中徘 徊，
你聽聽那 微微的 風聲，
為他唱出 了愉快 的歌聲 。

童詩欣賞
午後 四年仁班共作
一粒白米 滾下來
沒一點聲 音
誰會發現 它
細心的媽 媽
貪吃的老 鼠
勤勞的螞 蟻
沒想到
剎那間
一粒白米 滾下來

我最愛的春天 三仁 江峻豪
春天在大 大的蘋 果樹上 ，
你看看那 茂盛的 蘋果樹 ，
為他展現 出美麗 的色彩 。

春天在草 莓園裡 散步，
你聞聞那 草莓的 香味，
為他散發 出甜美 的氣息 。

春天在海 洋裡游 泳，
你聽聽那 海水的 聲音，
為他送出 好聽的 樂曲。

一忠日記精選
黃暄翔：星期六舉行了趣味競賽，我
◎
覺得好好玩，我們班得第一名，我們
好高興。而且我還買了好多好多好吃
的食物，校慶是我最喜歡的日子。
孟令珧：星期六是學校校慶，有好多
◎
表演，還有跳蚤市場。我在跳蚤
市場買了好多東西，而且我還看
了好多表演，表演很精彩，還參
加了一年級的丟球比賽，真好玩。
戴
琦恩：校慶那天，我覺得好高
◎
興，學校來了好多人，好多表演
的人。還有很多賣吃的攤位，我
有去找爸爸，也去找孟令姚的媽
媽，我爸帶我逛逛，我覺得好開
心喔！
林
家宇：上個禮拜五，我們全班都
◎
參加健身操比賽，得到了優等，我
們全班都很高興。郭老師還請我們
吃麥當勞，我吃了薯條、漢堡，還
喝了雪碧，我吃得津津有味。
周誼萱：我們上個禮拜去六家國小
◎
比賽健身操得優等呢！老師還幫
我們拍照，體育老師也有拍，郭老
師還給我們吃麥當勞，別的校長也
去了六家國小。黃暄翔跟朱先惠代
表領獎狀。
陳姵蓁：我做家事做得好累，我做了
◎
好多件家事，做得很辛苦，媽媽拍拍
手開心的說：「我好開心，因為家事
做完了。」媽媽做了好吃的點心給我
吃。

我的家人 二孝 饒珈菁

我的寵物 五仁 蔡亞璇
牠還不是我的愛狗前，或許牠也曾是一隻幸福的狗。
什麼原因牠被主人丟棄？我一直很納悶。當我遇見牠時，
牠只是一隻可憐無助的小狗，全身黑漆漆，眼神透著恐懼，
讓我心痛不已。
當阿公一回來，我再三請求阿公讓牠住下來，隨著時
間一點一滴的過去，我和牠的感情與日俱增。牠有長長的
身子，大大的耳朵；一看見我就一直跳直一跳；牠不怎麼
愛飼料，特愛飯肉，常像顆保齡球滾到我身上，而我就像
保齡球般全倒在椅子上，接著就是瘋狂的舔我。
牠是一隻笨狗，被人打也不會叫，也常被我嚇到；總
趁我不注意時走進浴室喝洗澡水，所以我必須隨時提醒自
己把浴室門關起來；還有牠走路走到一半，有時突然碰！
的一聲，倒在地上，然後緊接著腳一直晃動，像調皮的孩
子在惹人注意，只要不看牠，牠就會悻悻然爬起來。
我和牠相處了兩個多月，但牠帶給了我很多很多快
樂。我發現牠已是我生命的一部份，不能沒有牠，在短短
的時間內，牠已是我的家人。
獨角仙教會我們的事 五忠 黃宛婷
我覺得昆蟲本來就該生長在大自然中，所以「度假去
了」的獨角仙，大概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吧！所以只能說，
牠因為要去度假，才會太興奮，忘了要和大家告別吧！所
以，愛牠就要讓牠自由，不要把牠困在一個小地方，讓牠
生長在屬於牠的大自然中，對牠才是

的，今後，我也要把愛傳出去，為這世界盡心盡力，

世界上有許多人是需要別人伸出援手幫助

的配合，才能讓愛傳遍世界。

了，機器就會故障，讓愛傳出去也一樣，需要大家

是機器中的小齒輪，只要有一個齒輪壞了，罷工

傳出去」這件事就像是一台機器，世上的每個人都

做個貴人，向別人伸出援手把愛傳出去吧！「讓愛

生命中曾獲得貴人的相助嗎？不妨自己也來

出去。

人，那三個人再各幫助三個人，如此循環，讓愛傳

業，對於這項作業，崔佛的想法是，自己幫助三個

始，新的社會科學老師就出了一道令人不解的作

「設法改變世界並付諸行動」七年級的一開

「讓愛傳出去」觀後感 六仁 黃瑋儒

最好的。

我有一個可愛的家，家裡有爸爸、媽媽、
我和妹妹四個人。
我的爸爸每天早上都會叫我們起床，爸
爸就像姑姑家養的公雞。
我的媽媽七早八早就會不見了，原來偷
偷跑去上班。
我妹妹很淘氣，每天都非常快樂的上學。
我的家人都過著快樂的生活，爸爸、媽
媽每天辛苦的工作，我和妹妹要好好的讀
書，這就是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 二孝 陳緯綸
我的家人有爸爸、媽媽、哥哥、姐姐和

我希望可以幫助自閉症的孩童走出心中的陰影；也
希望可以幫助失業的人重拾信心，找到合適的工

我的爸爸平時看起來有點嚴肅，我的媽

奶奶，還有一隻可愛的小狗。
媽愛嘮叨，我的哥哥愛耍帥，我的姐姐最愛

作；還希望可以將誤入歧途的人引回正軌。

大自然就上天堂了，希望牠在天堂會很開心。

道獨角仙需要什麼樣生活環境，但是牠來不及回到

的事，例如：獨角仙從幼蟲到成蟲藥吃什麼？也知

這次全班養的一隻獨角仙，讓我們學習到許多

獨角仙教會我們的事 五忠 盧秋萍

世界！

世界，因為有了我而更美好，邁向明亮的未來吧，

天，我也能像崔佛一樣，讓愛傳遍全世界，要讓這

許多挫折，但他最後還是讓愛傳出去了，希望有一

片中主角崔佛再讓愛傳出去的時候也遇到了

她的寶貝狗，還有最疼我的奶奶，他們都是
我最愛的家人。
嘉義星光森林 二仁 歐予光
二月二十六日我們從二林阿嬤家去嘉義
我進去後看到了好多臺載油的火車和載

竹崎火車站玩。
木材的火車，我還看到好多條鐵道，有一條
鐵道中間有一個洞，還有好多鐵道變換器，
我覺得好有趣！
後來我們往山上走，往我們的目的地星光
森林民宿走。剛開始上山的時候，霧很濃，爸
爸都看不見路，之後我們就慢慢的看到了第一
道陽光，我們脫離了霧區，我看到了雲海和一
大片的山，真是奇特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