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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榮譽榜

10/01~10/05 行動藝術館展覽

狂賀！學生客語認證、客語演講表現優異

10/10 國慶日
10/24 三年級體育競賽：飛盤擲準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理念與作為

校長 鄭陳宏

101 年客語初級認證通過名單：張又予、張藝瀞、吳克毅、彭子源
2012 保生宮客語演講比賽得獎名單：第一名 張藝瀞
第二名 吳克毅

延長基礎教育年限，是世界的趨勢。因此，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是國家重要的教

第六名 范進軒

育政策，並將自 103 學年度起實施，亦即 100 年 8 月以後入學的國中新生適用。

恭喜以上通過與獲獎同學，也感謝指導江瑞珠老師熱情指導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揭櫫五大理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和優

101 學年度祖孫週各班優秀作品名單

質銜接；分為兩階段，前段是九年國民教育，之後三年為高級中等教育，其主要內涵是普

二忠： 彭亦聖、黃暄翔、楊宗岳

二孝： 葉楷宸、何佳宜、吳孟峰

三忠： 鍾怡萍、歐予光、韓文琦

三孝： 江思樺、何昀珊、張思恆

「送藝術至社區」的理念，以「行動藝術館」的形式，和新竹縣書畫藝術學會合作，彙集

三仁： 吳坤鴻、林芷韻、楊采宸

所謂「藝術即生活，生活即藝術」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為散播生活美學的種子，秉持著

四忠： 謝宇
瀞東
、、
許張
喆藝
倫

雙溪藝饗世界——行動藝術館在雙溪

四孝： 吳克毅、張瑄芝、沈韋佐

◎參考資料：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主題網站http://12basic.edu.tw/

四仁： 彭紫瑜、張庭瑄、鄭頤璘

師一起努力實現孩子的夢想！

五忠： 孟令珩、吳亭穎、古珮萱

的興趣並體驗不同的課程活動，以激發多元潛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啟航，讓我們親

五孝： 陳姮安、黃暄雅、詹芷瑄

面對教育改革的脈動，在國小求學的階段，除了基本能力的學習之外，更要發現自己

五仁： 日若嵐、彭子奇、洪萱稘

入學希望可舒緩國中升學壓力並引導教學正常，而特色招生則希望促進創新教育。

六忠： 翁以馨、朱惠淋、曾筠軒

％以上）與「特色招生」
（分為甄選入學及考試分發入學；0％~25％）兩種管道。透過免試

六孝： 范方亭、蘇奕瑄、劉慧盈

入學方式整合為「免試入學」（是指學生不用參加高中職或五專所辦入學測驗；佔 75

六仁： 劉俐廷、陳力維、趙亦天

及、免學費、非強迫並以免試入學為主。

高年級海報設計比賽優良名單
交通安全海報設計比賽優良名單

包括戴武光、賴煥琳、劉秀雲、莊興惠、彭祥瑀等藝術家的作品，其類別涵蓋水墨、書法、

第一名：六年忠班

曾筠軒

油畫、撕貼畫等不同類別，在雙溪等十三所縣內國小巡迴展出。

第二名：六年仁班

趙亦天、彭雅雯、卓妤柔

本次活動屬於學校本位課程「雙溪藝饗世界」系列課程之一，結合學校藝術與人文領

第三名：六年仁班

蔡昀辰、陳詩敏、林梅苓

域進行融入式的教學。教師引導孩子學習參觀畫展的禮儀，以及畫作的技巧，感受視覺藝

佳 作：六年仁班

孫鈺雯、盧懿萍、朱祐昀

術的美好；並透過小小解說員的導覽培訓，深入與作品或作者進行心靈的對話，激啟孩子

佳 作：六年孝班

蘇易瑄、蔡欣晏、范方亭

佳 作：六年忠班

歐予恩

們的藝術潛能，怡情養性涵養人文氛圍。

反霸凌海報設計比賽優良名單
第一名：五年仁班

黃媛、張家慧、洪萱稘

第二名：五年仁班

江佳怡、張依晴、日若嵐

第三名：五年忠班

范臣榕、陳祈融、江宜勳

佳 作：五年仁班

楊珮函、羅羽辰、黃郁雯

以上各組前三名將送件代表本校參加競賽，其他作品張貼於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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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
亦聖：星期日，我和爸爸回家的時候，看到叔叔在外面烤肉，同時，媽媽也回來了。我和媽媽走過去看有什麼好吃的，這時，叔
◎
叔的兒子突然跌倒了，他趕快回家裡擦藥。今天真是刺激的一天。
沈哲陞：我去爺爺、奶奶家過中秋節，那裡有很多人。我吃了柚子、花生和麥茶、冬瓜茶。我還去賞月，也順便看看社區，我覺得
◎
那裡的風景很美，天上的星星很多，像寶石一樣閃閃發亮。
陳
振敔：我跟弟弟、媽媽去看煙火，煙火很漂亮。我還在學校打籃球，媽媽幫我買了劍，我覺得很開心。
◎
陳姵蓁：中秋節我去南投，玩得很開心。我在飯店吃晚餐，還去了中壢夜市買鞋子，到家已經十一點了。
◎
王筠瑄：禮拜天是中秋節，我和爸爸、媽媽一起拜拜，媽媽煮了炸地瓜、青菜。我很開心，因為媽媽是第一次煮得這麼豐盛，我開
◎
心得跳來跳去。
朱
先惠：中秋節時我和姐姐、爸爸、媽媽去佛光山投摸彩券。過了一陣子就摸彩了，結果我被抽中了，拿到五百元，我好開心，我
◎
跟媽媽說我想捐給生活有困難的人。
黃
暄翔：昨天我到學校看中秋節的表演。我從四點看到九點，我一回家就想睡覺，當我一上床就馬上睡著了。
◎
徐明揚：昨天是中秋節，我好開心。我吃了魚，還吃了肉，吃完就出去玩，我覺得好棒，昨天是最美好的一天。
◎
陳慧真：爸爸帶我們全家去爺爺、奶奶家烤肉。到了那裡我發現叔叔、堂姐都來了！而且他們已經把東西準
◎
備好了。爸爸和叔叔負責烤肉，我和哥哥、弟弟負責拿餐具。吃飽後，我們一起看電視、看雲、看月
亮。今天晚上真快樂。
孟
令珧：中秋節前一天我去看一個名叫﹁瘋狂達利﹂的展覽。我們先坐公車去捷運站，再搭捷運去看展覽。
◎
我看到圖畫和雕像，其中，我最喜歡的是愛麗絲夢遊仙境的雕像。
李芷萱：星期六晚上爸爸帶我們回新竹。在回家的路上，我們看到國慶煙火施放。爸爸帶我和媽
◎
媽去看煙火，放完了後還有人在那裡逛街，我還想再看，可是卻要回家了。
湯凱亦：中秋節真快樂，因為我有玩足球、排球。可是哥哥一直玩不停，弟弟也是，他們都被罵，
◎
我沒有，因為我有吃飯，所以沒被罵。
許
欣晨：今天爸爸要帶我們去台中山上烤肉。我和姐姐都非常開心，因為可以跟大姐姐和大哥哥
◎

大地之美
四忠 張芳菱
往天空一看，一架架的
飛機從我面前飛過，他們的
痕跡就像雲兒在玩彩帶一
樣。
我們家的鴨子很可愛，
走路一搖一擺的，有時吃飼
料，吃草，還有時吃蝸牛；
之前雞還在時，雞還會咬鴨
子，鴨子就會呱呱呱的叫。
一大片綠油油的地瓜葉
真是美麗，我喜歡澆水完、
下雨後，因為露珠在葉子上
好像在溜滑梯；木瓜樹也一
樣，結的果實圓圓大大的，
像圓滾滾的葡萄一般，真可
愛。
旁邊的竹子又大又粗，
晚上仔細端看，茂密的葉子
會看成熊或是兔子，可是早
上只看得到熊而已。但是竹
子一天一天的長高、長粗，
好像魔法棒一樣，快碰到天
上去了。
星期六，福德土地公廟
在祭拜，那裡好熱鬧！有米
粉吃，湯、仙草都很好吃，
還有歌仔戲很好看，但是他
（她）們很辛苦，真是「一
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大地真美妙呀！

開學了
三忠 歐予光
開學了！早上我匆匆忙忙的從床上跳起來，然
後快速的跑到一樓吃早餐。
到了學校我發現校園跟以前比起來真是「煥然
一新」
。在走廊我遇見了以前的老朋友就一路七嘴八
舌的聊起來了。一走進教室就發現教室裡面鬧哄哄
的，大家不停說著暑假中有趣的事，讓我也忍不住
和大家一起聊天。
我希望我自己在新學期中能有始有終的讀書，
成為一個聰明的人。

我們這一班︱︱五孝共和國
劉又銜
我們是二十四位同學和我們的翁世雄老師的五
孝共和國，我們五「笑」是個充滿微笑心情的國度，
我們要擁有和平、和氣、和樂才能有共和國，我覺
得在五孝共和國能和平快樂。
在我們班有很多不同才能或優點的同學。就像
鐘玉婷，他每天帶著微笑的臉來上學，讓我們感到
溫暖，就好像一顆太陽一樣，她是個快樂果。陳姮
安，是我們班的班長，她非常的溫柔又細心，就像
陽光天使一樣溫暖又有愛心，而且她寫的書法很漂
亮。彭勇智，他可以和很多人做朋友，而且可以聊
得很開心，好像一個活生生的朋友聯絡網一樣，是
一個非常好的朋友，我覺得他跟班上同學都是很好
的朋友。
我們班有很多和以前不一樣的事，我覺得很新
鮮。像是論語和書法，我在寫書法的時候又興奮又
緊張，好想快點寫又怕寫錯，那種感覺很特別。我
在四年忠班的時候，大家都很安靜，也和我一樣愛
看書，每次下課或午休，書都被借走了，但是，現
在我們五年孝班都很愛運動，下課時都像在逃跑的
小魚一樣衝出去教室，我覺得這個班真是新鮮又特
別。
我在這個特別的班級裡很開心，希望這個班裡
大家對我有好的印象，也希望這個班可以快樂又平
安，在五笑共和國是很開心又有趣的。

玩大富翁。玩完以後，就開始烤肉了，我們一邊吃一邊烤，等我們吃完以後又去玩大富
翁。
大地真美
四忠 高涵
在同個地方，不同季節，景色各
有不同，如：春天的百花盛開、夏天
的炎日當空、秋天皎潔的月光，還有
冬天悅耳的雨聲；各式各樣美麗的景
色，都很 令人難 忘。
春天，這個時候春暖花開，花圃
裡更是萬紫千紅。走入花園，閉上眼，
耳朵聽到鳥鳴；鼻子聞到花香；坐在
草地上感受大地的芬芳。哇︱！兩隻
無尾鳳蝶飛上飛下，爭奇鬥艷的在我
面前飛來飛去，這時，一陣春風輕輕
拂過，似乎是不想打擾這美妙的時光
呢！
夏天，這個季節是一年四季中最
最最火熱的，花園也好像太熱了，變
得無精打采的。啊︱！那是快要枯死
的花兒！我急急忙忙的幫「她」澆了
澆水，咦︱，小花好像在跟我道謝呢！
真的呀！你看看在風中舞動的葉子，
就像穿上淡藍色禮服，頭帶葉綠花冠
的仙女，輕踩著舞步一邊跟我說謝謝
呢！我發現夏天也很是美麗呀！
秋天，皎潔的月光照亮了花園，
也照亮我的臉，再加上秋高氣爽，真
是個人間仙境！這景色美得不似人間
所有！可是，在中秋夜裡，處處都有
著幸福洋 溢的笑 臉。
冬天時，我最喜歡躲在雨傘下，
靜靜的聆聽雨為大地演奏的樂章：滴
答答、滴滴答、淅哩哩、淅哩淅……
聽！小雨 真的會 唱歌喔 ！
大地真的 很美呢 ！

班級點滴

二年忠班「中秋節」日記選集
大自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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