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校田開麥啦!
校長 林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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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心裡一畝一畝田，
每個人心裡一個一個夢，
一顆啊一顆種子，是我心裡的一畝田。
用它來種什麼，用它來種什麼，
種桃種李種春風!
學校於110年度開始與台灣好基金會合作，參
與了神農計畫，開闢校田。與基金會夥伴經過數
次的洽談、美貌老師陪同入校場勘後，上半年我
們要開始在水生池種植蓮花，下半年度也將在荳
荳農場搭設菇寮，在校園種菇。
在蓮花種植部分，基金會幫忙聯繫到御品園休
閒農莊的陳春男老師來指導我們，陳老師自己從
師範院校自然科學系畢業，服務過科教館，擔任
過國中老師，而後回到家鄉承接家業，管理蓮花
園，。至於養菇部分，則是邀請到米大菇食鄭任
凱先生前來指導，初見鄭老師是個靦腆的人，但
是一談起各類菇種，他卻是侃侃而談，臉上散發
自信神采。
而這個學期的每月一次週六親子課程，我們
與崇光社大合作，辦理一系列的永定溪水域探究-小溪流調查工作坊，參加的成員為4-6年級的同
學、以及有興趣探究的家長們。
走出教室、整個校園與社區，處處都有可學
習之處，透過跨領域與混齡的學習模式，大人、
小孩一起將書本上的知識、結合在地場域進行探
究，與家鄉的山水土地產生鏈結，學習更意義!

學輔主任 施富有
寒假前跟一個孩子閒聊，問他要放寒假了，他
開不開心啊?他回答說:「開心啊!但我更喜歡來學校
，因為學校裡有同學。」聽完了孩子的回答，心底
還頗有感觸的。
現在的家庭，孩子生得少，「少子化」的問題
已成為您我必須積極面對的議題。在學校裡，孩子
有同伴可以一起閱讀、遊戲、運動與對話，不管這
個「同學」的人數有多少，起碼也都會比家中的兄
弟姊妹來得多。
其實，每年的寒暑假，學校都會舉辦豐富且多
元的育樂營及藝能活動，讓孩子們在漫長的假期裡
，也能到校園中，透過團體學習增進人際關係，且
藉由藝能學習培養自身的自信心。
這一次的寒假假期比較長，為了讓假期生活更
具意義，在假期的第一週，我們邀請了板橋高中「
藍帆志工團」與銘傳大學「扶輪青年服務團」的大
哥哥大姊姊們，分別以「品德教育」、「環境保育
」、「生活教育」及「團隊合作」等議題，結合孩
子們喜歡的卡通人物與探險情境的包裝，帶著永定
的寶貝們一起玩有趣的團康活動、自製美味點心與
對各教育議題的認知。
這當中，有些活動難度較高且複雜，對低年級
的弟弟、妹妹而言較具挑戰性，但因為孩子的分組
採用混齡方式，所以大的可以教小的，會的可以教
不會的，困難也就迎刃而解。
學習的樂趣，是在過程中一直有伙伴可以共同
扶持與研討；學習的成就，是使自己喜歡曾經走過
的點點滴滴，並開心的運用在自己的生命之中及與
人分享。我想，這就是共學的美好!

幼兒園主題課程
幼兒園主任 周淑琴
★提燈籠慶元宵★
小朋友在2/22開學日，老師讓小朋友回顧曾
做過的過年活動，也讓小朋友分享寒假過年發生
的事情，如拜年領壓歲錢、去住飯店泡湯和游泳
、圍爐吃火鍋及吃好多零食開開心心，也因為天
氣好，開學第一天去拔小朋友種的白蘿蔔，小朋
友看到自己的白蘿蔔長大可收成，都相當開心，
中午用餐吃滷蘿蔔及蘿蔔湯，紛紛說自己種的最
好吃呢!開學第一週遇元宵節，元宵節是春節的
尾聲，有「小過年」之稱，象徵一元復始、大地
回春，我們還是依循傳統習俗，安排了元宵節的
應景活動讓小朋友一起來參與。

在活動中，幼兒除透過元宵節故事了解元宵
節由來，也設計美勞活動:彩繪燈籠，且安排應
景的猜燈謎得紅包活動。
例如千條線，萬條線，掉到水裡看不見(猜
一自然現象)，解答:雨；白蘿蔔喝醉了(猜一種
食物)，解答:紅蘿蔔；四季如春(猜一個地名)，
解答:恆春；什麼布剪不斷(猜一自然現象)，解
答:瀑布；哆啦A夢很吵的弟弟(聯想題)，解答:
吵啦A夢；啦啦隊不坐(猜一個地方)，解答:加油
站。
藉由燈謎活動讓小朋
友動動腦，有的小朋友也
把自己的謎語分享給大家
，如熊貓最怕什麼照?解答
:彩虹照、什麼圖沒有水?
燈籠大合照
解答:地圖，師生互動的感
覺很好，老師也請小朋友
回去給家人猜，在歡樂的
時光中感受慶元宵的樂趣!

來自美國的新朋友~Hallie Cronin
教務主任 吳美華
這學期永定國小來了一位新夥伴Hallie Cronin，
她主要的工作是擔任英語協同教學助理 (English
Teaching Assistants，簡稱ETA)。Hallie會和永定的
孩子們一起上體育課及文化活動課程，讓孩子在自然
的環境中，直接與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美國人互動
，同時學習英語，體驗彼此的文化差異，增廣見聞，
與國際接軌。
Hallie在自我介紹時，親切的告訴大家她是來自
於美國的紐約，在運動方面的嗜好是打籃球與跳舞，
喜歡喝珍珠奶茶與吃披薩，最愛的色彩是紫色。
透過每天與永定孩子們的互動，她表示她很喜歡
我們這裡的小朋友，也很喜歡學校周遭的自然環境，
希望這一個學期可以跟大家快樂的相處，留下美好的
回憶!

圍爐吃火鍋
好開心來拔蘿蔔

我的白蘿蔔 我的蘿蔔長大了
長大了

製作燈籠

我的可愛燈籠
燈籠彩繪

牛轉乾坤紅包

彩繪燈籠

◆ 主人翁協會-109年孝道作文比賽
六年甲班蘇依姍，
榮獲飛揚的青春國小組第一名。
五年甲班陳家妤，
榮獲飛揚的青春國小組第三名。
寒假第二週活動
寒
假
第
一
週
活
動

動靜兼具

永定藝文館
我的休閒娛樂

我的心詩

六甲 蘇依姍

因為一瓣粉嫩櫻花，因為一陣溫柔輕風，
因為一隻可愛麻雀，因為一片青綠草地，
因為一張田美孝嚴，
所以才造出如此溫暖的春天。
因為一波宏亮海浪，因為一道刺眼陽光，
因為一朵淨白浮雲，因為一滴冰涼溪水，
因為一棵高大榕樹，
所以有了這充滿熱情的夏天。
因為一片紅紅落葉，因為一件保暖大衣，
因為一杯溫熱奶茶，因為一顆香甜糖果，
因為一隻懶散小貓，
所以拼湊了一個愜意的秋天。
因為一片精緻雪花，因為一杯濃郁可可，
因為一幢溫馨木屋，因為一張溫暖的床，
因為一雙舒適雪靴，
所以妝點出如此美妙的寒冬。

我的校園狂歡節

三甲 陳鎰
我喜歡觀察校園
用放大鏡尋找蚯蚓的家
在水裡發現蝌蚪的秘密
在院子裡收集植物的歌聲
大家叫我博學的觀察家
永定溪是我的游泳池
台灣藍鵲是我的空拍機
觀察讓校園變成有趣的畫面

四甲 蘇依卉

在一個午後，爸爸約我到溪邊釣魚，記得第一次去
的時候，我覺得釣魚這項休閒實在是很無聊，但就在當
了爸爸數次小跟班後，我就對「釣魚」這項休閒活動產
生了好感。
在正式上場釣魚前，爸爸先告訴我一些基本的步驟
、技巧，首先，要選擇腥味較重的東西做魚餌，這樣比
較可以吸引魚上鉤，當拋下魚餌下水後，要注意浮標的
變化，一旦魚標動了，就要快點拉起魚竿，最後，若要
卸掉釣竿上的魚，要注意鉤子，因為一不小心就很容易
會勾到手流血，在聽完爸爸解說後，我真的是迫不及待
地準備要來大展身手。
就在我將釣竿甩入水中不久，魚標就開始上上下下
蠢蠢欲動著，興奮不已的我奮力一拉，啊呀!釣魚線竟然
斷了，而魚也跟著溜走，爸爸對著又生氣又失望的我說:
「魚上鉤時，妳要用力沒錯，但卻不能只靠蠻力，得先
順著魚掙扎的方向移動，等到魚精疲力盡了，這時抓緊
時機用力拉起，魚就能到手」，爸爸笑笑的摸著我頭要
我別氣餒，繼續努力，我們和魚兒們奮戰到下午，雖然
釣到的數量不多，但我卻覺得很開心，因為我從和魚兒
們一此又一次的交手中，獲得了滿滿的收穫。
我喜歡釣魚，享受魚上鉤拉上來的感覺，釣魚到底釣到
幾隻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等魚上鉤的過程，在等待
的過程可以培養耐心，人一旦有了耐心，我相信無論遇
到任何困難都可以迎刃而解。
寒假

六年甲班

王子怡

今年的寒假特別好玩，但作業就不好說了。
今年的寒假，老師們準備很多課程及體驗活動。這包
第一週的兩個育樂營營隊，以及第二週的學習課程。我最
喜歡的是第一個禮拜的營隊，這些營隊用劇情的方式來給
我們上課。他們的內容有些關於環保、有些是合作與同理
心，還有另一個營隊，是藉由闖關來了解環保及海洋的知
識，每個內容都很有趣，對我來說有很大的幫助。
雖然我是環保小局長，但不知道的環保知識還蠻多的
，所以我想藉著這個機會來學習，之後再用我自己的方式
，讓學弟學妹能更清楚的知道環保的重要性。
這些好玩的活動，是我最後一次在永定國小體驗了，
我得要好好珍惜我國小的最後時光。

我喜歡觀察校園
三甲 周禹彤
用手電筒尋找蝸牛的家
在樹根底部發現昆蟲的秘密
在油桐樹收集蜜蜂的歌聲
大家叫我博學的昆蟲學家
動物是我的玩伴
小鳥是我的舞者
天空飛舞的蝴蝶
讓晨間運動變成有趣的活動

新

年

六甲 曾怡璇
時間過得真快，一年又過了，但我們也
迎來了新的一年。
除夕夜，我們全家人圍在餐桌前，快快
樂樂的聊天，吃著美味的年夜飯，開心的領
著紅包。除夕夜晚上，我們家都要守歲，當
12點過後，我們看著天空上絢麗多彩的煙花
，我心想新的一年又來臨了，今年的一定要
改變我自己。
大年初一，因為家裡擺攤做生意的關係
，所以大家都要去幫忙。顧攤子時，原本沒
什麼精神的我，聽到上來買東西的客人很熱
情的對我說一句「新年快樂」或是一句祝賀
的話，就會莫名就覺得很開心!
短短的新年，很快就過了。這次的新年
和以前一樣，都在我的心裡留下深深的印象
。雖然很短暫，但其實心裡又在期待下一個
新年的到來呢!

【品德教育】
-肯定自己尊重別人
活動分享

~藝文師生聯展

這一次的綜合課，王老師來幫我們上品德課。
一開始我以為會一直講故事，沒想到是好玩又有趣
的遊戲。第一個遊戲是疊紙牌的遊戲，這遊戲的目
的是為了訓練我們團結與合作，我還被大家選為隊
長，領導大家將紙牌疊好。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這一組領先，但過了幾分鐘，
由第三組成為第一。時間終了，是第三組獲得
優勝，雖然我們沒得到第一名，但老師給我們和第
一組再PK一次的機會，而這一次我充分把握機會，
總算是贏得最後的勝利。
第二個遊戲是要寫出三個人的優點，我寫了陳
馨、曾馨慧及蘇依卉的優點，也有許多人寫出了我
的優點喔!
五甲 陳家妤
給Sunya：
˙妳很高，人緣很好，而且作業的表現也很好，我
希望可以跟妳一樣。
~Emily
˙我覺得你很大方、開朗。
~Fica
˙妳很漂亮又有禮貌!
~Dora
綜合課時，學校邀請王世勳老師來跟我們談「
肯定自己尊重別人」。老師先教我們「合作」，合
作什麼呢?合作就是兩個以上的人，團結在一起玩
成一件事情。
再來，老師給我們一副撲克牌，要我們一起將
撲克牌疊高，我們用了很多種方法，最後是第三組
疊得最高，因為他們用了最保守的方法，疊到一定
高度就不再去碰他，這樣子真得很厲害! 五甲陳馨
給Dora:
˙妳人很大方，寫字也很漂亮，又會分我餅乾。我
希望我寫的字也可以很漂亮。
~~Emily
˙妳的人緣很好又大方!
~~Sunya
˙謝謝妳在我受傷的時候幫助我。
~~Nina

還記得兩年前永定師生的藝文
聯展「豬事大吉」嗎?為了歡慶永定國小95週年，我們即
將在4月2日到6月27日期間，於石碇淡蘭藝文館二樓，舉
辦「犇向幸福-藝文師生聯展」。
展出的作品包括平日孩子們在美術課、陶藝課或生
活課所創作的成果，也有本校藝文教師、職員與家長平
時因對藝術的喜好，牛刀小試的書畫與陶藝創作。
此外，在4月7日下午2點鐘，在展覽現場，學校安排
一場簡單且隆重的開幕茶會，歡迎各位親愛的家長能大
駕光臨，共同欣賞展場內的精心創作，為此次的展覽增
添光輝!

永 定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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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桐鵲心橋回饋分享單

請在110/04/09前交回學校，如經下期刊載登出，
就可以得到獎勵喔!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親子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