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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教五讚：品格力、健康力、認同力、英語力、親水力，有讚！ 

                                    校園安全需要大家的配合 

(一) 提醒學生上學勿單獨太早到校，放學不要太晚離開校園，務必儘量結伴同行或由家人陪同，絕不行經漆 

    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 

(二) 同學應配合學校作息時間，課餘時避免單獨留在教室，不單獨上廁所，避免單獨到校園偏僻的死角，確 

    保自身安全。 

(三) 課後社團及課後照顧班或自習班級之教室應集中配置，減少放學後樓層出入口動線，便於加強管控人員 

    出入，在校遇陌生人或可疑人物，應立即通知師長。 

(四) 遇陌生人問路，可熱心告知，但不必親自引導前往，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切勿聽信他人的要求，交金 

    錢或隨同離校。 

(五) 在校外發現陌生人跟隨，應快速跑至較多人的地方或周邊最近愛心(便利)商店，並大聲喊叫，吸引其他 

    人的注意，尋求協助。 
 

 

教導處 

 

教導處 
本校四～六年級，4/13至高雄科工館進行校外教學，體驗互
動式科學活動，度過充滿活力與知識的一天。 
感謝李口榮牙醫師 4/14 蒞校為學生進行口腔衛生保健宣導
及潔牙示範教學，讓學生能有正確口腔保健知識。 
感謝長庚醫院團隊於 4/26為本校學童進行身體組成的檢
查，讓學童能了解身體組織狀況，並注意正常作息及均衡飲食
運動的重要。 
感謝呂潔鈺老師於 4/21 為全校學生進行品格教育宣導，培養
孩子有良好的品德。 
感謝蘇麗秋老師於 4/24 為全校學生進行校本課程—認識家
鄉蔬果分享，讓學生對家鄉的蔬果有更深的認識，也對居住的
土地有更深的情感。 
感謝「106年凱基英語追風計畫」提供本校名額，讓學生本
學期能進行 6次英語交流活動，開拓學生視野，進行英語多元
學習。 
感謝六嘉國中校長及師長們所帶領的啦啦隊、管樂隊以及口
琴隊活力十足的序幕表演，為本校校慶活動熱鬧開場。 
本校 105學年度校慶暨運動會於 5/6圓滿落幕，感謝相關單
位的熱情贊助，以及全校教職同仁、支援人員齊心協力，讓活
動精彩呈現，圓滿完成。 
感謝教專輔導夥伴侯龍德主任於 5/10(三)蒞校擔任週三進修
講師，指導教專初階認證教師進行送件資料之檢閱。 
水域安全宣導：選擇合格安全、有救生員的游泳池，避免到
不明地形、溪流、河川、湖泊等地方戲水，單獨戲水危險高，
大人陪同才安全，夏日戲水請注意安全，保護自己遠離危險水
域。 
 

106年「慈孝在我家」海報設計 第三名 六甲 蘇宜緹 
第九屆路盃國中小學生美術比賽中高年級組  
特優 六甲 蘇羽瑄 優等 六甲 蘇容嬋 四甲 王宜盈 
第九屆路盃國中小學生美術比賽中低年級組  
甲等 三甲 林慈君 
第 48屆世界兒童畫展－嘉義縣複賽繪畫類 
一年級組 佳作 吳旻妍 
二年級組 優選 康致嘉 洪士恩 佳作 李建聖 
三年級組 優選 吳亭萱 佳作 蘇靖琇 蘇佑宸 
四年級組 優選 蘇容萱 王宜盈 蘇羽涵 
五年級組 優選 蘇嘉偉 
六年級組 佳作 蘇宜緹 王儷蓁 

感謝贊助 105 學年度校慶暨運動會禮品(金)芳名錄 

1 
聖安宮蘇清水 
主任委員 

禮金 2000元 30 灣潭國小李淑惠 校長 毛巾 1打 

2 家長委員黃照裕先生 禮金 3000元 31 六嘉國中柯志明校長 禮品 2份 

3 家長委員洪義勇先生 禮金 6000元 32 林春廷先生 捕蚊燈 1台 

4 張銘哲先生 禮金 1000元 33 177民宿黃信瑋先生 
校長室招
待餐點 

1式 

5 自強書局張明宗先生 禮金 5000元 34 采無畫室 謝玲玲小姐 保鮮碗 50份 

6 
蘇厝村老人會  
何九郎會長 

禮金 2000元 35 退休校長 吳長法先生 毛巾 3打 

7 
雲林縣東南國中 
陳海屏主任 

禮金 2000元 36 台灣糖業 蘇經訓主任 香皂 3打 

8 蘇厝村 蘇庭芳村長 禮金 1200元 37 家長委員會 楊清杉委員 禮品 6包 

9 177民宿 黃信瑋先生 禮券 3000元 38 
家長委員會王春花 
副會長 

禮品 5包 

10 陳漢雄 禮金 3000元 39 
新港鄉古民村 
林居宏村長 

高級電扇 2台 

11 蘇昭男 禮金 3000元 40 嘉義縣議會 陳怡岳議員 禮品 1件 

12 蘇泰福 禮金 2000元 41 東石國小 莊政道校長 禮品 1件 

13 聖元會 禮金 2000元 42 竹村國小 黃崇桓校長 禮品 5件 

14 蘇義盛 禮金 10000元 43 三江國小 陳俊雄校長 禮品 1件 

15 育通企業 張華璸 禮金 2000元 44 冠薇禮品社 侯秋燕小姐 禮品 2件 

16 楊崑凱 禮金 1000元 45 新岑國小 尤建順校長 禮品 3件 

17 張清池 禮金 1200元 46 民眾服務站 蘇廷揚先生 高級電扇 1件 

18 
嘉義縣議員 
蔡鼎三議員 

禮金 2000元 47 退休校長 程啟鐘校長 禮品 5件 

19 發展協會 蔡春美 禮金 1200元 48 
崑山科技大學  
陳耀煌教授 

文具 1箱 

20 蘇振堂 禮金 2000元 49 
嘉義縣代表會  
黃明世代表 

自行車 1輛 

21 楊清杉 禮金 3000元 50 
崙陽社區發展協會 
蘇彬福總幹事 

自行車 2輛 

22 
親子社團  
怡妙老師 

禮金 1000元 51 
新港藝術高中  
廖連喜校長 

禮品 1件 

23 崙陽老人會洪文會長 禮金 2000元 52 六腳鄉農會 香皂禮盒 10件 

24 
崙陽老人會 
洪坤德先生 

禮金 2000元 53 
退休主任  
葉美玲女士 

籃球 5顆 

25 崙陽村媽媽教室 保溫瓶 5支 54 六腳鄉長壽會 捕蚊燈 1台 

26 民雄國中劉彥碩校長 隨身碟 1只 55 六腳鄉長壽會 電風扇 1台 

27 北美派出所 籃球 1顆 56 振宇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郵票禮盒 10份 

28 崙陽村 黃榮輝村長 腳踏車 1台 57 凱致科技 洪子文先生 健康護具 1批 

29 梅圳國小張寶宗校長 高級盤組 3份     

 

感謝祝賀 105 學年度校慶暨運動會活動花圈盆花芳名錄 
1 嘉義縣羽毛球協會副總幹事 黃東富先生 花圈一對 

2 嘉義縣議會 陳柏麟議員 花圈一對 

3 龍崗國小 蔡文山校長 花圈一對 

4 六腳鄉農會 陳國文理事長  周春廷常務理事 陳宥樺總幹事 花圈一對 

5 灣內國小 林宜龍校長 陳太然家長會長 花圈一對 

6 三和國小 蔡明昇校長 謝明卿家長會長 花圈一對 

7 灣內國小 林宜龍校長 陳太然家長會長 花圈一對 

8 復興國小 李宗洲校長 陳金生家長會長 花圈一對 

9 龍崗國小 蔡文山校長 陳俊旭家長會長 花圈一對 

10 新港國中 張家碩校長 蔡家源家長會長 花圈一對 

11 竹崎高中 郭春松校長 徐王鮮家長會長 花圈一對 

12 輔仁中學 張日亮校長 許瑞山副校長  賴權富家長會長 花圈一對 

13 雲林縣西螺鎮東南國中 陳海屏學務主任 花圈一對 

14 六腳鄉民代表會  黃明世主席 謝守吉副主席 花圈一對 

15 六腳鄉民代表會 柯界足代表 花圈一對 

16 六腳鄉民代表會 角麗卿代表 花圈一對 

17 六腳鄉崙陽村 黃榮輝村長 花圈一對 

18 六腳鄉蘇厝村聖元會 花圈一對 

19 蘇厝鎮安宮管理委員會 花圈一對 

20 崙陽社區發展協會  阮德祿理事長 蘇彬福總幹事 花圈一對 

21 美奇鮮花社 花圈一對 

22 吳鳳科技大學 蘇銘宏校長 祝賀盆栽 

23 六嘉國中 柯志明校長 祝賀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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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學校/嘉義縣六腳鄉北美國民小學  校址/嘉義縣六腳鄉崙陽村 122 號  網址/www.bmps.cyc.edu.tw  電話/05-7811429  傳真/05-7812548 

【期數：九十二期】 
發 行 人／張美志 

主    編／黃勝融 

編輯委員／翁琪涵、 

  吳世全、陳麗琴、 

  陳宏儒、黃振南、 

  趙美貴、呂潔鈺、 

張貴美、蘇麗秋、 

郭美瑛、鄭淑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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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14六嘉國中蒞校頒獎 1060414口腔衛生宣導 校內語文發表 校本課程宣導 

    
校園落葉清掃 每週三圖書借閱 106.05.06校慶暨運動會活動 

    
106.05.06校慶暨運動會活動 

 

       難忘的經驗   六甲 許鈺珮 

   「沙沙沙」窗外的雨持續的下著，風也不斷的吹著，家裡的收音機

正在播放著天氣預報，今天是一個可怕的颱風天。 

    一大早醒來，我和家人就到廚房裡享用著豐富、美味的早餐，我

們不時就聽到窗外一些樹葉以及重量較輕的東西被風吹起撞擊的聲

音，雖然聲音有點吵雜，但是我總是會提醒自己，只要不去注意它，

那樣自己就不會害怕了。到了中午，情況並沒有太大的改善，外面刮

著瞬間的強風，雨也下得愈來愈大，真是嚇死人了！不過可怕的不是

颳風下雨，而是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我很怕晚上停電，時間過得很快，

轉眼間，已到上床睡覺的時間，還好沒有停電，奶奶把電燈關掉，眼

前一片漆黑令我很害怕，不久之後擋不著瞌睡蟲，不知不覺地進入夢

鄉。 

    經過了這次恐怖、驚險的颱風天，讓我了解到颱風威力的可怕，

以及斷電、斷水的不方便，永遠記得驚慌失措、狼狽不堪的我，這真

是一次難忘的經驗。 

            糖災   五甲  蘇建名 

    今天下午老師利用最後一節課播放了幾支影片給我們看，內

容在討論北港藝閣真人花車遊行。每年的藝閣遊行時在花車上的

小朋友都會丟很多糖果下來，大家撿得很開心，大包小包的裝好

幾袋，但糖果實在太多了，撿也撿不完。 

    等到藝閣遊行活動結束後，清潔人員發現這些沒被撿走的糖

果，掃把掃不掉，水柱也沖不走，因為經過太陽的照射及車子輾

壓後的糖果就像強力膠一樣黏在地上，只能靠人力一顆一顆地用

鏟子挖除，大概花了三天時間才清理乾淨。 

    藝閣很熱鬧，糖果也很好吃，但丟在地上的糖果實在太多

了，造成清潔人員很大的困擾。我們開心地丟糖果、撿糖果，他

們卻要辛苦地幫我們清理，而且糖果沒吃也是一種浪費，花了大

把鈔票買的糖果造成「糖災」真是可怕。 

    我們可以改變的地方是，不要再丟很多糖果，因為要考慮事

後清理的問題，所以希望下一次可以改丟一些實用的東西，丟的

人開心，撿到的人也很實用。 

科工館─防疫戰鬥營        四甲洪婉瑜 

    整個防疫戰鬥營都非常的有趣，尤其是很

多知識是透過遊戲傳遞給我們，讓我們從遊戲

中學習，了解保護自己的的祕訣。另一館的愛

麗絲夢遊仙境也介紹了很多人體的奧祕，大家

都玩得不亦樂乎。 

 

科工館─「泰」好玩       四甲蘇羽涵 

    今天的科工館之行，我最喜歡的是做實驗

的課程。因為我可以知道蝶豆花遇到酸和鹼可

以變成什麼顏色?長起來的口感是如何?如果

沒有透過實驗做嘗試，我根本不知道原因，所

以今天的課程讓我收穫滿滿的，真希望學校可

以多安排一些這種課程。 

          我最喜歡的水果    三甲  蘇佑宸 

  吃水果能我們不容易生病，也可以變健康，還能讓我們

長得漂亮，而且變得非常聰明哦! 

   我是個愛吃水果的小孩 ，其中西瓜是我最喜愛。每當

我們全家吃完晚餐後，媽媽總會開心地對我們說:「吃完

飯了，就準備吃水果。」如果是我最喜愛的西瓜，我就會

把碗裡的西瓜吃個精光。當媽媽看我快速的把西瓜吃完

時，他總會說:「慢慢吃，西瓜還有很多，吃太快會肚子

痛哦!」 

    媽媽知道我愛吃西瓜，所以特別教我做了一到西瓜冰

沙。西瓜冰沙加上軟軟西瓜片，真是四香味俱全!西瓜冰

沙也是我最拿手的點心每當把它做好的西瓜冰沙拿出來

給家人吃食，他們都讚不絕口。 

水果不但能直接吃，還能做出果汁、冰沙、布丁……

等點心，希望大家也能一起來享受水果的樂趣! 

校慶  二甲 李建聖 

校慶校慶真熱鬧 

精彩節目來呈現 

舞蹈表演真好看 

賽跑接力得第一 

希望明年再相會 

神轎  一甲 王柏勻 

千里順風來出巡 

大排長龍的陣頭 

媽祖神轎最神氣 

好多信徒要鑽轎 

人山人海真熱鬧 

北美小作家 

 

北美的故事 

     家長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