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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立

沙 坑國

民小學

校長的話

藝沙一世界

校長

余志鴻

恭喜本校榮獲教育部第七屆藝術教育貢獻獎全國績優學校肯定，這要
感謝全體師生的努力、家長的支持及社會各界資源的挹注才得以成就。
美學大師蔣勳曾說「美是一種看不見的競爭力。」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養也是我們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核心素養之一。幸福的沙坑孩子在攝影、
陶藝、繪畫、舞蹈、口琴、書法、烏克麗麗、藝術手作等課程裡去體驗、
去創造、去實現夢想，開啟多元智慧、涵育人文美學素養，實現全人教育
的目標。
教育是希望的工程。我相信偏鄉教育不是基因的問題，而是機會的問
題。學校開辦各式課程提供孩子適時、適切、適性的多元學習的機會，讓
孩子放心去作夢、勇敢去逐夢、幸福來圓夢；也讓孩子在不同形式的藝文
學習中找到自己的舞台、擁有學習的自信。
沙坑國小雖然是一所非山非市的小學校，但學校教育品質不因此打折
扣，每一位老師都竭盡所能關心孩子、指導生活教育、教導課業知識，也
希望啟發孩子藝術潛能，找到更多教育的可能性，讓藝術成為生活的一部
分，美感學習就是一種對生活的感受體驗。
未來也希望沙坑孩子在這塊「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上，開創「藝
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的篇章，透過藝術學習、學習藝術，持續對生活
去觀察發現、探究追尋和行動實踐，體驗美感學習帶來的生命感動。

欄

輔

導專

各位親愛的家長：
您是否常在教養孩子時，不知該如何是好？
在面對孩子深陷情緒時，忍不住感到疲憊？
在這種時候，您會選擇如何處理呢？
讓我們一同來閱讀黃柏嘉心理師的文章，看看他和孩子溫馨又有趣的
互動，以及專業的心理知識分享，學習如何和孩子攜手向前，成為更
理想的親子。
沙坑國小教導處 敬啟

孩子鬧脾氣，怎麼辦？

黃柏嘉諮商心理師
2020年11月1日
孩子鬧脾氣的時候，通常都不適合管教。因為父母的情緒受孩子影響，很難保持冷靜，
而孩子感受到來自父母的威脅與壓力，自然會用退縮逃避、頂嘴的方式來回應。
當孩子處在激動、強烈的情緒時，我會推薦父母使用丹尼爾．席格（Daniel Siegel）所提出
的情感連結三步驟，幫助父母在面對孩子的強烈情緒時，更穩定提供孩子所需要的撫慰。
步驟①安慰
當孩子處在強烈情緒時，父母要先想辦法安撫他的情緒。試著擁抱、拍背、摸頭或緊握
他的手。帶著關懷跟愛接觸孩子的身體，可以有效改變大腦裡的化學反應，讓他的神經系統
冷靜下來。
除了身體的接觸，溫和不帶威脅的肢體動作也很重要。「眼睛平視」是我覺得最簡單、有效
的技巧，我會盡量放低身體，坐或蹲下，讓視線可以平視孩子的眼睛、甚至略低於孩子。這
個動作傳遞了以下訊息：我並不危險、我是來幫你的、我會聽你說等等。
步驟②確認
當孩子感覺自己被瞭解時，就會冷靜下來。這時，可以將孩子處於情緒時的反應回饋給
他、同理他可能的感受，並試著去確認。例如：可以向孩子表達「我知道你現在難受」、「
我知道你不喜歡妹妹拿你的玩具」等，讓孩子感受到「爸媽有聽見我說的話」、「爸媽能理
解我的感覺」，如此就能幫助孩子情緒穩定下來，同時也拉近親子間的情感。
步驟③少說多聽
不管大人或小孩，情緒激動時，長篇大論的說教反而會讓問題更糟糕。若想跟孩子連結
情感，只需要在孩子旁邊坐下來，安靜地聽他說，給他充分的時間抒解情緒，再搭配安慰與
確認，就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
本文章經黃柏嘉心理師同意分享，原文詳見FB「黃柏嘉諮商心理師」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Pochia41

黃柏嘉 PoChia Huang
諮商心理師
【現任】
看見心理諮商所 治療師
宜蘭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國中
專輔老師專業督導
Facebook：黃柏嘉諮商心理師

【經歷】
親子天下雜誌「請問教養專家」專欄作家
台灣性諮商學會理事兼發言人
新竹市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剝削防治委員會家暴委員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制中心合作心理師
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專業人員訓練計畫課程講師
財團法人旭立文教基金會專任心理師
力人心理治療所兼任心理師
新竹教育大學諮商中心專任心理師

如何培養孩子「體貼」他人？

黃柏嘉諮商心理師
2020年12月11日

＊父母透過身教示範對他人的體貼與關心
＊比起功課成績好不好
＊更重要的是幫助孩子培養一顆體貼他人的心
上週日晚上我們家裡用UBER訂了晚餐，
在外送員抵達的時候，我跟兩個孩子站在門口等著他把餐點送上樓，
沒想到他走到半途的時候，竟然因為腳沒有踏穩而摔了一跤，
我們聽到「碰！」的一聲，趕緊下樓關心那個外送員要不要緊？
那是一個大約二十歲年紀的大哥哥，他跌坐在樓梯上，露出非常疼痛的表情，
我們所點的兩袋餐點也掉到地上，更糟的是，袋子裡有兩杯泰式奶茶打翻了，
還灑了公寓樓梯到處都是，現場狀況看起來十分慘烈。
那個大哥哥看我們下樓來，趕緊起身滿臉驚慌的向我們致歉：「先生！我很抱歉！我不小心摔倒了！我
可以賠償你們餐點的損失！也會幫你們清理乾淨的！」
我看他這一跤摔得還真慘，估計腳跟腰都受了不輕的傷，我趕緊安慰他：「真的沒有關係！那兩杯破掉
的奶茶是店家點餐滿額送的，而其他餐點都還在袋子裡，我想應該還是可以吃，所以你不用賠償我們沒
關係！」、「我看你已經受傷了，要彎腰清理也不容易，這裡就交給我跟兩個孩子處理吧！沒關係的！
你趕緊先去看醫生吧！」他跟我反覆推辭了一番，在我的堅持下，他才跛著腳下樓騎車離開。
我低頭跟身邊兩個孩子說：「你們去拿抹布跟水桶來，我們一起把地上清理一下」，他們兩兄妹點了點
頭，就這麼開開心心的上樓拿東西去了！
＊兩個孩子都沒有責怪那個大哥哥
＊也沒有抱怨要跟著一起打掃樓梯間
＊爸爸我對此感覺十分驕傲
在分工清理髒亂的樓梯時，我帶著兩個孩子討論這個經驗
我：「爸爸我很高興你們都沒有怪那個大哥哥！」、「還願意跟我一起打掃！」、「你們真是好孩子！」
阿言搖搖頭：「他幫我們送餐點過來，我們應該感謝他！」、「而且他又不是故意的，為什麼我們要怪
他？」
阿聆：「就只是把地上的奶茶擦乾淨而已！這沒什麼！」、「不用這樣就生氣吧！」
我：「我覺得你們兩人都說得很好！爸爸也是這麼想的！」、「你們知道嗎？有一天可能你們也會打工
做外送員，幫忙別人運送餐點！我希望你們也能遇到像我們家這麼溫暖友善的客人！」、「會選擇關心
你的傷勢多過你所犯的錯誤！」
＊我們公寓的樓梯因為平時沒有請專人打掃
＊所以清理起來特別辛苦
＊我很感動兩個孩子就是捲起袖子清理沒有抱怨
當我們清理完畢！上樓準備吃晚餐的時候，發現袋子中有幾道餐點，因為浸泡到奶茶而無法食用，我們
只好將就著吃剩下來的食物，邊吃邊聊！
我：、「寶貝們！這個大哥哥今天雖然在送餐時犯了錯！但是我不但不會怪他，我還希望透過APP匯給
他一筆小費！」、「我想要你們兩兄妹來猜猜看！為什麼爸爸會這麼做？」
阿言：「因為他很努力辛苦的幫我們送餐點來嗎？」
阿聆：「是因為他在犯錯之後很認真跟我們道歉的關係嗎？」
我：「你們說的都是原因之一，但我還有別的理由，你們猜想看看，這個大哥哥回去之後，會帶著怎麼
的心情度過今晚呢？」
阿聆：「他一定會很難過，覺得自己不應該這麼不小心！」
阿言：「我猜他會很擔心我們會不會去公司投訴他！害他沒有工作或是被處罰！」、「他應該會煩惱很
久！」
我：「我考慮的也是這個！」、「我們只要現在透過Uber的AP P 傳給他30元小費！」、「他就會知道
我們真的已經原諒他了，不用再擔心受怕了！」、「對我們來說只是30 元，卻可以換得他幾天的好心
情，我覺得再划算不過了！」
兩個孩子對這個提議都很贊同，也都爭搶著要幫忙按下給予小費的按鈕！
＊結果兩兄妹還為了誰可以按下送出小費而鬥嘴吵架
＊真是始料未及
＊隔天我們收到那個大哥哥充滿感謝的簡訊
＊我很開心的跟兩個孩子分享
＊我也感謝這個大哥哥給我一個機會教導孩子對人的溫柔
本文章經黃柏嘉心理師同意分享，原文詳見FB「黃柏嘉諮商心理師」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Pochia41

幼兒園
主
題課程

客語兒歌創作
食粄歌

戶外教育
客家粄DIY

啟動思考力 贏得競爭力

客家粄
美食饗宴

本學期自109年8月1日起正式搬遷回到國小新教室，新教室的規劃以兼
顧學習與美化的環境設計為主，在「發現學習」的理念中，教室內佈置
各種學習區，我們亦將學習區範圍拓展到自然環境，為滿足幼兒的好奇
心，尊重孩子的想法，我們提供幼兒自由探索、發揮自我創造力、發表
能力的學習機會，並藉由「主題教學」的課程進行，豐富幼兒思考表達
、與友伴互動的經驗，就在遊戲與探索過程中培養孩子未來的競爭力，
在這溫馨的小天地，親師生共同締造孩子們幸福的童年。

主題教學活動

客家粄
美勞創作

客庄客味客家粄

沙坑地處客家庄，客家粄食是我們客家人的美食文化，為使幼兒進一步探究傳統客家粄
的由來，認識客家粄與節慶的關係，進而產生對客語學習的興趣，以自己家鄉的〝食〞為起
點，發展生活化、在地化的課程，讓我們客家子弟繼續傳承客家習俗文化及鄉土語言。
客家粄的主題學習課程，孩子們探索觀察家鄉的飲食特色以及親自體驗製作客家粄，過
程中自然融入人文環境拉近與社區的互動關係，是貼近幼兒生活的在地化學習方式，愛家愛
鄉的情懷油然而生，他們主動參與客家相關的學習活動，發表自己吃粄的經驗以及到社區調
查最受歡迎的粄糕，統計調查結果後發現糍粑是最受歡迎的客家美食，這是孩子們蒐集訊息
、整理訊息後所得到的結論，具有自主探究的研究精神，共同合作投入學習的視角，就在玩
與學的歷程中豐富各項知識經驗與美感創作，同時將語文提昇為文學藝術的境界，「美」與
「學」的教學力，激活孩子們無限創造學習的智慧能量。

校

訂課程

跟著建築去旅行

一沙一世界
跟著民謠去旅行

六甲

六年級的「一沙一世界」國際教育校訂課程主題為「跟著建築去旅行」，本學
期與校訂閱讀課程做結合，以專題報告做為最終表現任務。每個學生先選定自己
感興趣、想要認識的著名世界建築，再從共讀站的圖書與網路資訊著手，透過多
方搜尋並大量瀏覽閱讀相關資料，他們對各自的建築有了詳盡的認識。接著他們
練習將找來的資料篩選歸類，使用W O R D 文書處理軟體整理成一份報告。最後
還要學習使用POWERPOINT製作簡報，把自己所知道的建築介紹給大家。以下是
他們對於「跟著建築去旅行」校訂課程的感想：

三甲

以開拓國際視野為起點，帶領學生透過欣賞亞洲國家的民
謠，也能知道這些國家的地理位置與文化，並感受不同的世
界風情。藉由課程安排，欣賞了不同曲風的茉莉花（中國江
蘇)、麻雀學校(日本)、桔梗謠(韓國)、掀起你的蓋頭來(中
國新疆）等音樂，了解到民謠形成與傳唱的特性，並透過各
國傳統服裝與樂器介紹，認識當地族群的語言與文化。最後
透過歌舞表演的方式，進而體驗新疆民謠的輕快活潑與舞蹈
的魅力。

黃永全
這學期的校訂課程很好玩，可以跟別人分享
你認識的建築，也可以從同學的介紹知道其
他建築的知識，還能訓練上台的勇氣。我這
次上台表現得不好，因為臺下有很多人讓我
很緊張，我下次一定會表現得更好。

柯承頡
我從原本不太認識東京鐵塔，到後
來知道了它的功用、建造材料、外
觀特色，越來越了解這個建築，聽
了同學的介紹後，我也認識了其他
建築。從一開始到最後的發表，雖
然有點辛苦，但我覺得很值得。

黃永安
我學到如何使用關鍵字去查資料，
如何在WORD中插入圖片，如何做
簡報。我覺得把所知道的介紹給大
家其實不會很難，難的是找資料、
整理資料，這次老師幫我很多，下
次我可以試著自己做看看。

跟著運動
去旅行
四甲
校訂課程學習成果發表會承昊解說美國職籃
常用術語

我們的校訂課程學習成果動態展示：

跟著舞蹈去旅行

彭柏勛
在這次的課程中，我慢
慢的查資料，整理自己
的報告，學會做PPT，
還增強自己上台的勇氣
，把我原本認為幾乎做
不到的事情完成了。最
後成果發表時，我最滿
意的是大家很專心的聆
聽我介紹臺北101呢！

鄒恩杰
在整個過程中，我學會了如何整
理資料、如何做簡報，在簡報介
紹時，咬字要清楚，說話要大聲
、不要太快。我發現每件事情都
要一步一步慢慢來，從無到有，
每次進步一點點，才會成功。

五甲

這次一沙一世界的課程帶著小朋友認識世界
上的舞蹈，學習每個舞蹈背後的文化、特點
與演變。除了增廣見聞，我們也真的來動一
動、跳一跳，通過音樂與舞蹈動作的和諧達
成動作協調的訓練，使孩子們更有節奏感。

一甲
二甲
這學期低年級國際教育的主題是美洲。美語王曉倩老師
上課的時候，先讓孩子們練習課本上的句型，讓他們開口說美
語，再讓他們寫寫習作，之後教唱英文歌曲，讓孩子們唱唱跳
跳。
介紹美洲文化的時候，利用川廊的世界地圖，讓孩子們找
一找美洲在哪裡?旁邊臨什麼海洋?有哪些國家?並介紹了美洲
國家的重要地標。
成果發表會時結合食農教育，孩子們親手製作了代表美國
的食物:漢堡 ，帶到會場跟大家分享，並且表演了一首英文歌

I am Hungry。
羽真：活潑大方，喜歡說英語，她說媽媽來自菲律賓，會教她說英語，他希望自己的
英語能力越來越好。
品涵：說學會英語，出國旅行買東西、點餐或問路時就很方便。
允龍：喜歡寫英語習作，他喜歡畫圖，寫寫畫畫很有趣。
歆閔：喜歡跳舞，唱唱跳跳是最快樂的時候，可以一邊唱歌跳舞一邊學英語真的很棒!

從一顆馬鈴薯切對半埋入土裡開始，每天早上寶貝們只要沒有其他事一
定到幸福菜園澆水除草和對它說話，甚至假日也會想到回學校澆水，在他們細
心呵護之下，確實長得很好，只是結果實的日子需要等待三個月以上；國際教
育課程老師特別加入了英文歌「Ｉam very hungry」並學習漢堡薯條沙拉等用語，我
也因此編了舞蹈讓他們能透過唱跳學習英文更有勁！不只是語文學習，我們還跟著二年
級學長一起上溫老師對美洲國家地理文化介紹的課程，更邀請k i m i 老師指導寶貝手做漢
堡（視覺美味不能吃的漢堡），學習成果發表會當天，有了家長的協助備料加上鄒媽媽
和芮亘媽咪的現場指導，寶貝們如願親手做出新鮮美味的「沙拉漢堡」。
發現：宥勝發現種馬鈴薯的地方有一個洞，他想知道這一個洞會是誰挖的？看看洞
口的大小加上旁邊有一塊被啃了一大口的蘿蔔（也是我們種的）於是想到了可能是「田
鼠」；彥均種蘿蔔的時候想到國語課文「我長大了」
，它發現蘿蔔也在長大，並且常常對它說：我希望你
健健康康快快長大；芮亘發現馬鈴薯旁邊有和它不一
樣的葉子的植物，大家跟著她找，終於發現是原先種
在這塊地上的地瓜葉，於是她把這兩種地下塊莖果實
的葉子畫下來做紀錄；除此之外，富玲老師經常提供
寶貝沒看過的植物，例如「曇花」沒看過的魚，例如
「烏魚」打開寶貝們的視野，教室裡也有遊戲區可讓
；
他們對校園裡的一切充滿好奇，探索的動機更強烈！

校

訂課程

生活小達人
福山萵苣成長日記

校

二甲

這個學期的食農教育，二年級的孩子種福山萵苣。菜苗買回來之後，鄒媽
媽教孩子們如何將菜苗種進土裡，把土填實後澆一點水就完成了。
菜苗種下去之後每天都要澆水。早到的孩子，每天早上都會去菜園幫我們
種的菜澆水，或者大家利用早上打掃工作完成之後一起去菜園澆水。
福山萵苣沒什麼蟲害，所以不需要抓菜蟲。萵苣成長的速度很快，每天去
菜園，看著菜苗一天天長大，一陣子之後，菜園裡就綠油油一片，看著非常有
成就感。
菜苗長大之後就可以採收了，鄒媽媽教孩子們怎麼採收萵苣。第一次採收
的福山萵苣，讓孩子帶回去跟家人一起做料理，第二天再帶來學校跟大家分享
。先說明製作料理的步驟，之後一起享用美味料理。菜園裡之後採收的福山萵
苣，成為學校午餐的菜餚，全校師生共享。
校訂成果發表會的時候，孩子們配合這學期的國際教育主題:美洲，用食
農教育菜園裡的食物做成代表美國的食物:漢堡，分享給到場的家長、來賓及
師長、同學們。
二年級的孩子們都非常喜歡將食材帶回去跟家人一起動手做料理。品涵說
可以自己動手做料理非常好玩；羽真說跟媽媽一起做料理非常有趣；允龍說學
會怎麼做料理，以後就可以做料理給大家吃；歆閔喜歡跟大家分享，大家喜歡
她的料理，她覺得很開心。

麻吉小農趣

羽真喜歡畫圖

品涵喜歡寫作

成語萬花筒

圖畫日記

二甲

允龍喜歡寫作

歆閔喜歡畫圖

閱讀時光

大家一起來拔蘿蔔

貼在四開圖畫紙上，另一半的圖畫紙分成四格讓孩子
們練習寫句子或短文。
前幾週先做句型練習，之後就開始練習寫短文，
這學期有機會讓孩子們在大家面前介紹自己的手做作
品及校訂課程，介紹稿便是用這樣的方式在閱讀課時
完成的。
文字部分完成之後有時間可以畫圖，孩子們畫圖
時樂在其中，根據寫作主題畫出的圖畫也常令人驚豔。

三甲

成語是中國語言歷史當中形成而流傳下來的一些語詞，大多
由四字組成。而透過使用「成語小達人」的四格漫畫與歷史故事
引領學生認識成語的寓意或是來源，再藉由閱讀自行挑選的書籍
或是繪本，選出一則自己最喜歡的成語故事，進行分享。平時也
搭配「國語日報」的圖畫日記與文字百寶箱等版面，結合閱讀學
習單的寫作練習，延伸成語的學習與運用。

三甲

包含食農教育與資訊教育的現在與未來課
程。經由種植作物，學習管理自己負責的菜園
，引導學生觀察與思考，如何找出相關作物的
病蟲害，運用「無線」與「無限」可以探索世
界的手機、平板與電腦系統中的網路查詢技能
，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並藉由分組討論，讓

訂課程

閱讀新視界

這學期的校訂閱讀是利用國語日報週刊第12
版「圖畫日記」來讓孩子們練習閱讀及寫作。
先讓孩子們自己讀圖畫日記的內容，裡面有
空白的部分，必須填上語詞讓句子變完整。填寫
之前請孩子們參考圖畫把自己想的語詞放在句子
裡唸出來，確認通順之後再寫上去。
圖畫日記完成後，寫上日期及名字，把報紙

腦力激盪，
看圖猜成語

閱讀成語故事書籍

四甲

四甲

辛勤照顧，歡喜收成!

認識種苗與種子

學生學習與他人合作的溝通能力。「料理小
達人」的任務除了讓學生能與家人分享作物
收成的喜悅外，討論菜色與製作過程，都能
讓學生體會與了解洗手作羹湯的感受，更能
促進親子間的情感。

抓不完菜蟲的高麗菜

東陞聚精會神認真
閱讀國語日報週刊

承昊認真閱讀國語日報週刊

宇軒最愛雲水書車
時間的閱讀時光

打開一本書 就可以通往世界

五甲

食農教育讓我們的學生不只是農耕體驗，還認識了農產品從土地到
餐桌的歷程，藉由課程進一步認識食安危機，讓學生能夠自我察覺到自
身飲食的健康，製作自己的飲食菜單。食農教育重建人與土地的連結，
追求人與環境的共好。讓學生體驗製作堆肥，讓他們知道利用身邊的資
源，即使不用化肥也可以給自己栽種的農作物最天然的肥料。當在栽種
過程中遇到問題的時候，還能夠上網查找
資料，解決問題。

宇軒開心的展示閱讀
剪貼心得的圖畫成果

五甲
佑廷在校訂閱讀課程
快樂的學習

丞皓和承昊為同學們種植的白玉蘿蔔澆水

閱讀，是一項非常好的習慣，一本好的
書籍不但能夠陶冶我們的性情、改善人的品
格、帶來豐富的知識，而且還蘊含著做人處
事的哲理，令我們待人處事時持有合適的態
度。孩子的閱讀能力與他未來的學習發展是
有著密切關係的，因為閱讀是最基本的學習
能力，一切書本學習都離不開閱讀。透過安
靜與專注地讀書，你會再度拿回你的自我覺
察力，讓你重新知道你真正對什麼主題或事
物感興趣，或是你需要改善哪些地方。看看
孩子認真、專注的閱讀，多麼迷人呀!

語萱認真閱讀
國語日報週刊

丞皓開心的展示閱讀
剪貼心得的圖畫成果

《一沙一世界》校訂課程成果發表會

校

自本學期起，
沙坑全面啟動新課綱課程表，
校訂課程也依老師討論的計畫實施。

園活動
報導

孩子勇敢站在大家的面前，
條理清晰的說明學習到的知識，
大方分享自己學習心得與感想，
會場也展示師生教與學的歷程及成果。
在同樣的圖像願景下發展的課程，
藉由動、靜態的成果展現，
沙坑孩子們綻放不同學習風景。

《一沙一世界》攝影展
教師節，沙坑孩子以「一沙一世界」攝
影成果展獻給師長，表達謝意！
這是沙坑攝影課的第一次展覽，
感謝許潮英基金會藝文班對沙坑孩子多
元學習的支持，
讓攝影展能順利在智易科技公司登場，
科技與人文的對話激盪美的風景。
開幕式的口琴表演獲得滿堂喝采，
作品導覽孩子們表現得落落大方，
娓娓訴說自己攝影作品創意發想；
孩子童真的解說，
吸引基金會蔡董事長、智易科技曾總經
理及所有科技菁英們的目光，
從頭到尾的聆聽給予學生莫大鼓舞。
小朋友優異的表現，
是給老師們最棒的回饋與教師節賀禮。

《藝沙一世界 藝起來尋美》
今天，全校師生來到宜蘭傳藝中心進行美學場館體驗課程。
感受到的是蘭陽細雨霏霏、雲煙氤氳之美，迥異於竹風之凜冽。
在古樸的建築巷弄裡，轉角也遇到傳統藝術的表演，浸潤在藝術氛圍中。
透過場館體驗課程，落實有效美感教學，涵養生活中美感經驗。

《台積美育之旅》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落實美育向下扎根計畫，帶孩子踏入藝術殿堂，安排學童參觀故宮博物院及台北市立美
術館，使其從小培養藝術欣賞的能力及興趣，學生以輕鬆、有趣及求知的心情，展開快樂的美育之旅。

《橫山鄉運動會》
秋高氣爽，適合運動的日子！
睽違廿年鄉運，像極了嘉年華派對。
本校四～六年級孩子都是今天的選手
社區家長及學校師長也來關心，為孩子加油打氣
親、師、生健康促進ㄧ起來，學校、社區活力ㄧ家親！

《2020印象清華科普藝術節》
有A的STEM科普藝術展，結合科學、科技、機械、
數學的原理，並強調科技與藝術的跨域結合。
透過互動、親自體驗、玩出知識性，了解每個設計
背後的原理，以拓展師生視野，為藝術科技扎根。

《藝協盃桌球邀請賽》
學校辦理一年一度的桌球邀請賽，
上午感謝玉山、東光組隊參加
透過以球會友，促進校際體育聯誼；
也讓孩子互相切磋球技、觀摩成長！
下午社會組賽程緊湊、拼戰激烈；
現場吆喝打氣加油聲不斷、異常熱鬧！

小

藝術家

1甲陳宥勝
開心吹泡泡

2甲蘇歆閔
威猛的星鯊

2甲張允龍
可愛的星鯊

5甲鍾沛濡
樹林之屋

2甲鄧羽真
海裡的動物

1甲劉彥均
大頭狐狸

3甲溫昊恩
黃金壁畫

2甲陳品涵
快樂的星鯊

3甲劉泰維
冒險家的旅程

3甲邱茗婕
黃金洞穴探險

3甲劉俊佑
探險家去看
埃及壁畫

5甲郭韋婷
深夜的小屋

5甲徐暄茹
夜晚的小木屋

5甲邱冠維
林中之屋

3甲張益威
神奇的壁畫

6甲黃永全
奇怪世界

6甲黃永安
迷彩世界

6甲柯承頡
彩色的夜晚

5甲柯星妤
閃耀在銀河系

6甲彭柏勖
美麗的樹屋

6甲鄒恩杰 星空
到
在樹林看

4甲林東陞
看展覽

4甲柯承昊
參觀博物館

4甲黃佑廷
看展覽

4甲鄧丞皓
參觀博物館

4甲陳語萱
參觀博物館

4甲葉宇軒
看古埃及壁畫

戶外教學記趣

小作家

三甲

冬天
昊恩

這個星期二，全校師生去宜蘭傳藝中心進行
校外教學，這次共有兩台遊覽車的人員一同出遊
，大家都很開心。在遊覽車上，有的人在聊天、
吃東西，有的人看著電視播放卡通電影，也有人看著外面美麗的風景，一
路上有說有笑，感覺非常熱鬧。
坐了很久的車，終於到達了宜蘭傳藝中心。下車後，我們先到臨水劇
場，這裡是表演「噶瑪蘭公主」的地方，這天看表演的人很多，大家也都
相當守秩序。接著，在文昌街上，也看到了很多的商店，有的賣木屐，有
的賣很特別的小東西，我們還去做果凍蠟燭，我覺得很興奮，因為製作過
程很好玩。
到了午餐時刻，大家在美食廣場上享用美味的便當，雖然我吃的比較
慢，但還是努力吃完，也跟上了大家的導覽時間。在導覽過程中，令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藍染」，這是一個染布的染坊，那裡有各式各樣的染布作
品，我也在曲藝館看到了用錫做成的藝術品，我覺得很酷。
參觀了好久，我走到很累，腳也很痠了，是大家該準備搭車回學校的
時候了。我覺得這次的戶外教學很有趣，下次有機會，我還想再去一次。

三甲 劉俊佑
今天是個風和日麗的日子，一早起床後，我趕緊刷牙、洗
臉，吃完早餐後，便和弟弟坐上爸爸的車，前往學校，因為老
師有交代，今天要早點到學校。
我們提早到了學校，其他的同學也都到了。大家在榕樹下
集合，主任也和我們說明了這次戶外教學要注意的事項及和目
的地－宜蘭傳藝中心的行程安排。
出發的時間到了，我們在老師的帶領下坐上遊覽車，繫好
安全帶後，便出發前往宜蘭。遊覽車開上高速公路後，有的人
吃零食，有的人聊天，還有的人看著窗外的風景，好不愜意!
終於到了目的地，先在大門口集合後，我們利用自由活動
時間，去參觀藍染布坊、原住民館……等，我還買了一個戒指
要送給媽媽。我們再去欣賞「噶瑪蘭公主」的表演，然後又去
動手做，班上同學們選的是果凍蠟燭，製作過程真是有趣。
吃完午餐，我們還跑去便利商店買飲料和點心，接著，有
園區的導覽人員來為我們講解這個園區的特色，還介紹許多很
有趣、很特別的物品。終於到了要回家的時候了，一群人還在
冬山河旁拍了兩張大合照，才依依不捨的回家。今天真是好玩
的一天!

三甲 邱茗婕

一到了冬天，
樹葉都掉光了，
大地的頭髮也掉光了，
落葉四處亂飛，
害我一直追。
一到了冬天，
好想賴床，
不想起來，
外面的氣溫好像在冰箱裡，
好像在北極一樣寒冷。
我曾在冬天，
和爸媽一起煮火鍋、吃大餐，
和哥哥一塊搶燒仙草吃，
還有等待冬至佳節，
吃湯圓的時刻快快到來。

小熊和爸爸難忘的冬天
四甲 柯承昊
2 0 1 8 年冬天，在山洞裡小熊和爸爸在裡
面冬眠，小熊說我睡不著，小熊的爸爸打了小
熊１下；爸爸說冬天就應該要冬眠，小熊又說
我睡不著爸爸打了小熊２下；爸爸叫小熊快點
睡打了３下；爸爸還是叫小熊快點睡，但小熊
還是睡不著，牠起來跳舞，然後牠開始對爸爸
惡作劇。
第１次惡作劇是小熊在爸爸的臉上放屁，
爸爸被小熊的屁臭醒了，小熊被爸爸打了４下
，然後爸爸回去睡覺的時候，躺好姿勢，小熊
又對爸爸惡作劇，爸爸生氣地把小熊推到牆上
，爸爸要睡覺的時候小熊跑過來推爸爸到牆上
，雪還掉下來，爸爸起來又倒了下去。
我覺得小熊很不乖，因為小熊不應該對爸
爸做那些事，而且冬天就應該好好冬眠才對。

那一年難忘的冬天
台積電美育之旅心得

四甲 鄧丞皓

我們和田寮國小一起出去參觀國立故宮博物院和台北市立
美術館，我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看到了翠玉白菜，上面有兩隻小
蟲，導覽阿姨還帶我們去看毛公鼎，他說毛公鼎已經有上千年
的歷史了，上面有五百多個字，真是不可思議!然後我們又去參
觀書法展，參觀完已接近中午，領隊趙老師就帶我們去吃東西
，我們班和田寮國小四個人一起吃。
我們是早上八點搭遊覽車去台北，沿途欣賞國道風光，在
車上，趙老師給我們看一部電影，片名是「特工爺爺」，我覺
得很好看，同學也覺得很好看。
下午我們和田寮國小一起去台北市立美術館，我看到了流
浪着之鐘，鐘上的指北針，乍看之下像是尋常的時針，仔細看
，其實並不相同，這個造型很奇特的指針，六十秒走完一圈，
在這段時間裡，每移動一步就在鐘面上成一個新的圖案。參觀
完，趙老師就帶我們一起回去遊覽車上，準備回程。
回到學校我們就跟田寮國小說再見，我要謝謝台積電贊助
我們參觀那麼有趣的展覽，希望以後有機會還能再去參觀。

四甲 陳語萱

七歲那年的冬天，我的生活雖然很平凡，
生活中卻也有令我難忘的樂趣，例如好玩的遊
戲。
我和哥哥一起在車上吐氣，有白煙冒出來
好好玩，還有還有我自己創造的遊戲，我和哥
哥都很喜歡玩！我跟哥哥一起玩，當時是放假
，我和哥哥寫完作業了，就開始玩，我們玩了
很久。
我和哥哥起床後發現天氣很冷，冷到我直
發抖，但是哥哥還穿著短褲，好厲害，每天上
學時都好冷，而且每天都要穿厚外套，回家時
很冷，我還希望冬天可以快點過去，但還是要
等3個月，心裡默默想著。
我的心得是冬天還滿有趣的，但是也太冷
了。我最喜歡冬天了，可以跟哥哥玩冬天鬼來
了這個遊戲，很好玩。寒假的時候我做了很多
有趣的事，我還跟哥哥穿著厚外套去外面玩，
後來被媽媽叫回來，很可惜沒下雪，但我還是
最喜歡這個冬天了。

懂得感謝的幸福人

我長大了
一甲 陳宥勝
以前我是小寶寶 ，我不會講話
， ㄨㄚˊㄨㄚˊㄨㄚˊ就是說
「我要喝ㄋㄟㄋㄟ」；
現在我是小學生，我會說話了，
我會說「媽媽 我的肚子餓了 我
要吃飯……」。
我知道，我長大了！

一甲 劉彥均
一二三四五六七，
四歲上小班，我會騎三輪車；
五歲上中班，我會騎兩輪車；
六歲上大班，我會跑步而且得第一；
七歲上小一，我會寫國字、掃地、
還會打桌球；
跟以前的我比一比，
我會做的事更多了，
我發現—我長大了！

感恩

五甲 徐暄茹

感恩，是感謝別人給予自己的恩惠，能夠感懷恩德的人，才會活得幸福快
樂。而表達感恩的方式最容易的就是說出口，向人道謝。我的身邊有很多對我
很好的人，像是老師、家人、同學。
謝謝家人辛苦的把我養大，爸爸每天都努力的上班賺錢，為了養家餬口不
辭辛勞，只為了讓我們過上好的生活，每次爸爸外出都會買我愛吃的糖果，謝
謝爸爸!
謝謝小姑姑幫我綁頭髮，雖然樣式簡單，卻充滿濃濃的愛。雖然您跟我不
住在一起，可是每個星期六都會回來看看我們。我最愛吃小姑姑做的菜了，謝
謝姑姑。
謝謝全部的老師，教會了我許多知識，謝謝所有的同學，陪伴了我八年的
時光。

感謝

故宮巡禮

六甲 黃永全

我們能去故宮參觀是因為台積電的贊助，五年級的
時候，有一篇課文也是關於故宮，那時候我們只能在網
路上瀏覽故宮的網頁，用720度VR去看故宮裡的文物，
不能親眼目睹，這次終於能看到國寶的廬山真面目了。
去到那裡我們看到了毛公鼎，毛公鼎裡刻有五百字
的銘文，這是周宣王為了感謝毛公而為他做的一個鼎，
這個鼎已經是兩千年前的文物，可說是無價之寶了。它
的外觀有三蹄足，是一個食器，可以加熱食物，原本沒
有立耳，後來因為加上去了，所以可以直接拿起來。
第二個看的國寶是翠玉白菜，上面有兩隻昆蟲，一
隻是螽斯，另一隻是蝗蟲，可是在從中國運送過來臺灣
時，螽斯的觸鬚被弄斷了。翠玉白菜是清代瑾妃的嫁妝
，白白綠綠的，很漂亮，很逼真。
我覺得這次的美育之旅很好玩，有許多收穫，我見
到了故宮裡的文物，真是不虛此行。謝謝台積電贊助我
們，讓我們能進入中華文化的殿堂，體驗文物之美。

賽跑

五甲 郭韋婷

我要感謝的人有我最愛的家人、寵物，還有老師。謝謝我的家人在我需要
幫助的時候陪伴我，讓我鬱卒的心情開闊起來，雖然阿公已經過世了，但我仍
然記得阿公在我小時侯照顧我，陪著我看書、看電視、給我糖吃，甚至在我肚
子餓的時候為我準備食物。
現在我要感謝所有教過我的老師，讓我學到了很多的知識，雖然有一些老
師很兇，但也有一些老師很溫柔，像溫老師、千芸老師、主任、組長，還要謝
謝老師辛苦的幫我們管教一些不聽話的孩子，讓他們能變得更好。
最後，我要謝謝我的父母，把屎把尿的拉拔我長大，謝謝你們，辛苦了!

六甲 黃永安

講到賽跑，我想到學校的大隊接力、個人七十公尺
賽跑，跑步讓我覺得很開心，每天放學時都會有人在校
園裡跑步。跑步可以鍛鍊身體，增加腿部的肌肉，保持
身體健康。
校慶的時候會有大隊接力和七十公尺賽跑，每次賽
跑前我的心情都七上八下的，就像一隻熱鍋上的螞蟻一
樣，因為我怕會輸，怕起跑的時候會摔倒，被大家笑，
於是我跟自己說：不要緊張，拿出最好的表現。
當裁判的發令槍一響，我就像脫韁野馬一般飛奔出
去，我的心開始急速的撲通撲通跳了起來，就像一陣陣
的鼓聲，不斷發出急促的咚咚聲響，不久我的大腿也開
始酸了起來，像是跳完青蛙跳一樣，比賽結束後我的心
情十分自由自在，就像在田間騎著腳踏車一樣，因為終
於可以好好休息了。雖然最後我還是輸了，感覺很難過
，可是我跟自己說：要加油，下次再努力。
儘管跑步會累，我還是很喜歡跑步，因為跑步的時
候風吹在臉上很舒服，心情也因此覺得很愉快。

五甲 柯星妤

感謝一個人並不難，我有非常多要感謝的人，例如媽
媽、老師，以及同學。謝謝媽媽辛苦的把我生下來，讓我
能感受到這世界的美好，謝謝老師教我許多作人處事的道
理，讓我更懂得感恩；謝謝同學陪我度過許許多多的美好
時光，讓我的童年充滿許多歡樂的回憶。
對於感謝，我有一些心得想分享給大家。如果有人送
你東西，即使不是你所想要或喜歡的，也要欣然接受並且
謝謝對方，因為那是人家用心準備的禮物，或許是鼓勵我
們、獎勵我們，想把好東西跟我們分享。如果遇到週遭的
人犯了錯，千萬別取笑人家，必須幫助他讓他變得更好，
在幫助他人的同時順便檢視一下自己是否犯過一樣的錯誤
，就算沒有，也能引以為借鏡，避免犯錯。還有一個就是
感謝「失敗」的經驗，它讓我學會更勇敢，讓我離成功更
近。
我真的很幸運，因為懂得感謝週遭的一切，讓我更加
珍惜我所擁有的一切。

顏色的聯想

六甲 鄒恩杰

從前，世界上只有兩種顏色—黑色和白色，他們各自占
領著地球的一半。
有一天，黑色和白色起了衝突，打架打得很激烈，誰也
不讓誰，但是，他們發現，他們打架過的地方有了色彩，使
大地變得五彩繽紛，最後他們和好了，並且不再占領地球，
在白天和黑夜輪流出現。
黑色，是夜晚的象徵。許多人會把黑色聯想為有鬼怪出
沒、邪惡、可怕的，或者是該睡覺了，但是我會想到白天，
因為如果要擁抱絢麗的白天，必定要經歷黯淡的黑夜，這也
可以用來形容一個人如果要成功，一定會經歷失敗與挫折。
白色，是雲朵的象徵。說到白色，許多人會想到舒適、
明亮，也有人認為是不吉祥的，如果是我，我會想到純潔、
乾淨的，因為白色沒有一點汙染，但白色也很容易被染色，
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紅色，是夕陽的象徵。許多人會想到血液、心臟，或者
是危險，而我會想到熱情、熱血、博愛。當紅色的夕陽逐漸
落下，把藍色的海洋換上紅色衣裳，這個畫面成為一天中最
美的瞬間。
顏色，為生活增添一分樂趣，讓世界不再無聊，我喜歡
有顏色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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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佑廷
榮獲109學年度新竹縣學生美
術比賽「繪畫類」 佳作

黃佑廷「早晨的例行公事」
主題：冰涼水果茶
二甲-蘇歆閔
刊登於7月18日國語日報

˙109學年度校內國語朗讀比賽
高年級組 第一名 黃永安 第二名 徐暄茹
中年級組 第一名 劉俊佑 第二名 邱茗婕
˙徐暄茹 榮獲109年新竹縣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優等
˙黃永安 榮獲109年新竹縣語文競賽「國語朗讀」甲等
˙柯星妤 榮獲109年新竹縣語文競賽「寫字」甲等
˙邱冠維、郭韋婷、彭柏勛 通過109年客語能力認證-初級
˙柯承頡、黃永安、林東陞 通過教育部游泳能力檢測第三級
˙本校學生榮獲新竹縣橫山鄉109年全鄉運動大會國小組趣味競賽 季軍
˙新竹縣橫山鄉109年度藝文協會盃桌球邀請賽
柯星妤 榮獲國小女生組 亞軍
郭韋婷 榮獲國小女生組 季軍
國小男生組 團體冠軍
國小男生組 團體季軍
社會組
團體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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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宇軒
榮獲10
9學年度
新
「繪畫
類」 佳 竹縣學生美術
作
比賽

葉宇軒「

森林探險

家」

主題：我的花瓶
一甲-劉芮亘
福報
刊登於10月5日人間

主題：花海
一甲-劉彥均
刊登於12月23日人間福報

(109.06.03~109.12.23)
100,000
91,000
50,000
50,000
36,000
20,000
10,000
7,890
3,000
2,000
1,000

文科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捐助校務發展基金
台中市和平國光獅子會-捐助校務發展基金
振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課後照顧學生學習上各項費用
許潮英基金會- 109學年度弱勢兒童藝文班費用
許潮英基金會-圓夢飛翔計畫
主題：好吃的漢堡
橫山地區農會-捐助校務發展基金
一甲-陳宥勝
新竹科技產業服務協會-助學金
刊登於01月07日人間福報
袁祥峰-閱讀圖書採購基金
戴瑞琴、莊燕龍、荷蘭村護理之家
張智傑、劉康國、陳陞元、沙坑股份有限公司、豆腐工廠、林威
政建築師事務所
鄒阿日、劉兆銘、陳士穎、鍾秀鳳、溫慶保、陳俊仙、彭春妹、
詠大消防安全設備有限公司、奧林匹克企業社

助學捐款專戶：橫山地區農會
｜戶名：沙 坑 國 民 小 學 ｜帳號：93-80-104-0941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