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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寒假學生活動安全預防宣導 

一、 活動安全：寒假期間從事各類戶外活動，應考量自身體能狀況能否負荷，以預防突發性之危安事件，至

公共場所，應注重逃生路線及逃生設備的熟悉，以免產生人身安全問題。 

二、交通安全：外出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交通安全，遵守各項交通規則及號誌、標誌、標線與交通服務人員之 

    指揮，以策安全。 

三、毒品及藥物濫用防制：寒假期間應保持正常及規律之生活作息，切勿受同儕及校外人士引誘慫恿而好奇 

    嘗試，因而觸法，造成自我及家人之終身遺憾。 

四、菸害防制：修正之「菸害防制法」及新制定之「戒菸教育實施辦法」已於 98年 1月 11日開始施行，學 

    生應知反菸、拒菸之重要性，並請家長充分配合，以維護學子身心健全發展。 

五、詐騙防制：學生於寒假期間應維持正常生活作息，勿沈迷網路遊戲並慎防網路交友或交易詐騙。切記反 

    詐騙 3步驟：「保持冷靜」、「小心查證」、「立即報警或撥打 165反詐騙專線」尋求協助。 

六、認識火災危險、確保居家安全：（一）小心火燭、瞭解玩火的危險，避免學童因於室內玩弄打火機等，造 

    成火災引起不必要的傷亡。（二）熟悉各項滅火用具的使用方式與放置地點，遇火警時切勿慌張，大聲呼 

    叫、通知周邊人員自身所在位置，並進行安全避難，切勿躲在衣櫥或床舖下等不易發現處所。 

七、健康促進 85210：（一）8-睡滿 8小時：保持良好生活作息（二）5-天天五蔬果：鼓勵多吃蔬菜、水果 

   （三）2-四電少於二：每天用電腦、看電視、玩電玩、打電話不超過 2小時 （四）1-天天運動 30分：養 

    成每天累積 30分鐘的運動習慣，一週累積 210分鐘的運動量。（五）0-喝足白開水:每天喝 1500-2000 CC 

    的白開水，並且少喝含糖飲料 

八、北美國小聯繫電話及電子信箱：（05）7811429      電子信箱 bmps@mail.cyc.edu.tw 

教導處 

 

教導處 
    社區共讀站監造設計案準備公開徵案，歡

迎大家共同參與。 

●人間福報投稿獲刊登  四甲陳家瑜 
●107學年度上學期校內學藝競賽   
  一到三年級說故事組 
第一名  二年甲班 廖晏瑩   
第二名  三年甲班 王柏勻   
第三名  二年甲班 蘇泓宇   
佳作    一年甲班 陳宛沁   
佳作    三年甲班 吳旻妍   
佳作    一年甲班 蔡宜靜   
●107學年度上學期校內學藝競賽   
 四到年級朗讀組 
第一名  六年甲班 王宜盈   
第二名  六年甲班 蘇容萱   
第三名  六年甲班 林世揮   
第三名  五年甲班 蘇靖琇   
佳作    五年甲班 郭厚辰   
佳作    四年甲班 廖健鈞   
佳作    四年甲班 洪士恩   
佳作    四年甲班 李建聖   
佳作    五年甲班 劉宜靜 

●三、四年級學生於 12/21上午到蘇厝社區老人食堂進 
  行參訪與服務，與長輩們一同搓湯圓、帶動唱，度過 
  一個愉快的上午。 
●感謝臺灣豐穗人文關懷協會於 12/21下午到校，贈送 
  全校學生一人一份文具包禮物。 
●全校師生於 12/22上午進行本學期歡樂舞臺，每位小 
  朋友又唱又跳，歡樂極了。 
●假日舞蹈及烏克麗麗社團學生於 12/22下午到故宮南 
  院進行「快閃表演」，提供學生另一種表演的經驗。 
  感謝澳洲福音隊於 12/27上午到校，與全校師生分享 
  創意英語故事。 
●本學期校內學藝競賽(說故事及朗讀)，於 12/27上午 
  辦理完畢。 
●感謝嘉義市育人國小陳麗華老師於 108年 1/2到校與 
  教師分享讀報教育指導。 
●感謝嘉義市世賢國小陳玉幸主任及本縣中埔國小陳慧 
  如小姐於 108年 1/9到校與教師分享補救教學資料分 
  析，提升老師在補救教學方面的知能。 
●第三次學習評量於 1/15、1/16進行，懇請家長多叮嚀 
  孩子溫習功課。 
●本學期於 1/18(五)進行休業式，1/19(六)寒假開始， 
  寒假期間學校辦理多項活動，請家長多多鼓勵孩子參 
  加。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於 108年 2月 11(一)開學正式上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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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三 好 校 園 運 動 : 做好 事 、 說 好 話 、 存好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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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蘇厝老人食堂 故宮快閃表演 

    
桃園慈善贈鞋 校內朗讀比賽 校內說故事比賽 歡樂舞台表演 

    
澳洲福音隊到校 搓湯圓 享用臘八粥 

 

                 學做菜  六甲陳祉錡 
  一回到家就聞到一陣陣撲鼻而來的香味，原來在我回到家前，媽
媽早已把菜煮好了，一進家門，就看到了滿桌豐富的料理，我一道道
的細細品嘗著，這時，腦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我跟媽媽說：「我想學
做菜！」 
  一開始我做的菜不是太鹹，就是沒味道，抓不到做菜的要領，在
媽媽的細心指導下，我煮菜的技巧越來越進步了。我第一次煮給家人
吃時，就得到了家人的讚美，因為得到了肯定，所以我就有了信心，
一有信心，就會一直不斷的練習，或者是發明新的菜色，就這樣，經
過努力不懈的練習，終於有一天我成功的做出一道味道剛剛好又香噴
噴的料理，家人吃了都讚不絕口，那時我終於體會到了一點的成就感。
之後，我的心裡就想著：每天一定要煮不同的料理給家人吃，讓他們
每天都吃得到我滿滿的愛心。 
  一道香噴噴的菜，不僅能滿足家人的胃，也可以讓我增加許多相
關的料理知識，讓我一生受用不盡，有了這樣的信心，以後我一定要
更認真的研發出一道道美味可口的料理，讓大家看了就會垂涎三尺，
吃了也會讚不絕口的佳肴。 

                         地瓜葉與我    五甲     劉宜靜 
   地瓜葉已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與我的關係就像連體嬰一樣，
誰也離不開誰。每逢周、六日時，我都會幫家人整理地瓜葉，奶奶
偶爾也會煮地瓜葉給我吃，既養生又健康，而且十分美味喔! 
   地瓜葉是一種很容易繁殖地植物，所以種地瓜葉的方法其實很簡
單，首先是先鬆土，松玩土後再插入莖，最後再澆水，細心的照顧
它。等一段時間它就會長出葉子，當葉子愈來愈茂盛後，就可以採
收囉，是不是非常有趣？ 
   到了地瓜葉地採收時，我會幫忙整理地瓜葉，並把整理好地地瓜
葉綁成一小把一小把的，然後裝箱，裝箱時，箱子底部要先放一塊
長冰塊，接著依序放入地瓜葉，裝滿地瓜葉後在上面鋪上報紙，防
止地瓜葉黃掉，最後再送到合作農場過磅，就大功告成了。 
  種地瓜葉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可以讓自己從中獲得成就感，又可
以幫家裡減輕負擔，何樂而不為呢？所以有空時不妨也來種種菜，
讓心情放鬆，讓生活更精采。 

小鳥 四甲 康致嘉  
小鳥 小鳥 
每天自由翱翔 
不知道可不可以帶我去看美麗的天空 
小鳥 小鳥 
不知道可不可以帶我去上學 
加強我的英文和數學 
教我不會的地方 
小鳥 小鳥 
希望你可以幫忙送信 
讓大家省錢 
希望你是一架飛機 
帶大家去各個國家 

 
小兔子 四甲 黃如
妘 
小兔子  白又白 
最怕大野狼把牠 
吃下肚 吃下肚 
兔媽媽來救兔寶寶 
大野狼的尾巴被門 
夾斷了 夾斷了 
被太陽神 趕去月
宮 
再也回不來了 

 

湯圓   二甲 連妍喬 

兩隻手掌搓搓搓 

湯圓圓又圓 

丟入水中滾啊滾 

一個一個浮上來 

白白的湯圓加紅豆 

真是美味又可口 

 

西瓜  二甲 黃鈞豪 

西瓜外型大又圓 

裡面一層紅皮膚 

好像塗了口紅 

綠綠的西瓜 

你是穿上綠衣服嗎 

西瓜好吃又多汁 

夏天真是好水果 

        不一樣的冬至     黃唯恩 
    今天，我們過了一個很不一樣的冬
至！ 
    早上，大家到視廳教室舉行「同歡
會」。我們表演的是跳舞，大哥哥和姐姐
則是吹奏笛子和唱歌，每一個節目都很
精彩，每一個表演都很好看，大家非常
開心！ 
    接著，我們回教室搓湯圓。首先，
我們將糯米團和點水，再來將糯米糰捏
成小塊，再放進手心裡輕輕地搓揉，大
大小小、圓圓滾滾的湯圓就完成了！ 
    中午，吃著大家自己搓的湯圓，感
覺特別的甜、特別的有滋味，真是好吃
極了！ 
    今年的冬至很不一樣，期待明年的
冬至一樣很特別！ 
 

            考試前後      三甲吳旻妍 
    月考前一天老師要我們回家用功讀書，我好希望有好的
成績，所以我一定要好好努力。 
    回家後我在姑婆的房間讀書，可是弟弟妹妹都一直吵得
我沒辦法看書，後來他們就被爸爸罵了。 
    到了考試這一天，我好緊張，有些同學很認真的作答，
有些同學一直在思考，大家都很認真的在寫考卷。 
    考完後老師讓我們看分數，有的臉上帶著微笑，有的愁
眉苦臉，大家的表情都不一樣。 
    經過這次月考，我了解到只要認真上課用心聽講，回家
複習，一定能考出好成績。 
 
 
 

北美小作家 

 

     家長簽章: 

北美的故事 

嘉教五讚：品格力、健康力、認同力、英語力、親水力，有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