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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感動

體驗學習

校長

劉蘊儀

小小的學校，大大的幸福。因為這裡，處處洋溢孩子自在歡躍的笑聲，時時充滿生命互
動影響的感動。讓孩子在體驗中舒展身心、感動學習，在陪伴牽引中發現生命、遇見幸福的自
己，是我們在茄苳，永恆深切的願諾與努力…。
體驗學習，茄苳學習的 DNA
兩年一度的全校大露營圓滿結束了，整理照片時，更細細看到鏡頭捕捉的傳神畫面--孩子
們個個活力盡現、眼神炯亮，無比專注投入的在歡樂中享受學習！
在茄苳，廣袤天地、自然原野皆教室，大露營如是，戲劇課程、生態學習亦如是，透過體
驗探索，我們希望喚醒孩子的感官覺受，啟動活化身心的密碼，引燃主動學習的熱情。並進而
導引孩子在互助合作、分享服務中，激越好奇想像與自信勇氣，找到自己和別人的位置。
發現生命、遇見幸福和感動
茄苳生命學習無所不在，如此深刻而精彩！
母親節獻上用愛精釀的醋蕃茄，是孩子的感恩孝心，更含藏老師對孩子生命品格學習的深
切關注。龍山國小彩虹志工媽媽以熱情大愛跨校服務，帶來青春無悔系列課程，引領孩子發現
生命的獨特美好，學習珍貴且重要的人生態度和價值。夢蘭阿姨在晨光開啟喜悅期待的一天，
也開啟孩子多元的生命視野，相信這些生命的體驗和感動，將會是孩子們終身受用的幸福禮物。

榮 譽 榜
學生姓名
五甲殷 平
五甲蘇柏樑
五甲楊敬文
五甲崔家郡
五甲楊敬文
五甲殷 平
三甲曾詩涵
四甲鄭詠恬
五甲楊敬文
五甲吳佩柔
五甲邱筱甯、蒲芸芸
四甲鄭詠恬
六甲蘇 翎
五甲馮 潔
五甲蘇柏樑、盧力渝、林宣邑
四甲張可翰、許 彧
六甲張毅璿
四甲陳采柔
五甲楊敬文

教導主任

茄苳的孩子真幸福，幸福在擁有知識領域與多元課程的體驗與探索；幸福在擁有許多關心
陪伴的師長、叔叔、阿姨與熱情投入的志工爸爸媽媽們！
因為有大家，孩子可以在多元中發現自己，可以在關心陪伴中成長。孩子們，這是給我們
很好的榜樣與學習！感謝志工爸爸媽媽們在以下的活動課程中，付出您寶貴的時間，和我們一
起灌溉這群小樹苗～
一、圖書館系列活動：一年來「誰是大明星」的創意活動，不僅陪伴孩子們建立閱讀的興趣，
更開啟了孩子對生命面向不同的視野，了解書中不同的主角、不同的人生趣事與挑戰，成
為生命中的滋養！
二、多元課程學習：陶笛、太鼓、羽球校隊、籃球校隊、蝴蝶生態、戲劇等課程，因為多了您
雙手的協助與護持，搭起了孩子在課程與學習中的橋樑！
三、補救成長教學：一階一階引領孩子走上學習的樓梯，密碼就在一分一秒的奉獻與耐心的陪
伴。每一階，都是孩子的一大步！
四、班級多元活動：晨光閱讀、繪本故事、生命教育、讀經教育等，點滴的指導，構築孩子學
問的堡壘、生命的花園！
五、全校活動支援：全校大露營活動(闖關活動、夜間心靈陪伴、攝錄影等)，在學校人力有限
的狀況下，成為我們堅強的後盾，攜手共創幸福茄苳，成為孩子一生學習中難忘快樂的回
憶！

茄苳貴人 關愛疼惜
序
計畫項目
號
1
單槍投影機設備改善

金

101.12-102.5
額

2

校門白鐵伸縮門及安親班走廊雨遮工程

97,334 陳啟源議員款

3

教材教具室隔間裝修工程

96,535 林漢棋議員款

4

幼兒園班級學習角教材教具設備

50,000 陳啟源議員款

5

圖書購置充實

100,000 李妍慧議員款

6

電話電信廣播設備改善

100,000 李妍慧議員款

7

學生圓夢計畫補助

8

教育儲蓄戶弱勢扶助

指導老師
陳亭靜老師、劉蘊儀校長
陳亭靜老師、劉蘊儀校長
陳亭靜老師、劉蘊儀校長
林禹彣老師、黃文玲主任
林禹彣老師、黃文玲主任
林禹彣老師、黃文玲主任
羅世能老師、高玉燕主任
陳思航老師、高玉燕主任
黃文玲主任
黃文玲主任
陳思航老師
黃文玲主任
黃文玲主任

★活化茄苳校園、形塑希望未來

--新竹市教育電子報 64 期

★茄苳學童戲劇圓夢公益展演

--聯合報

新竹市市長盃羽球錦標賽第四名

卓國雄教練、殷大同會長

★茄苳師生種草養蝶

新竹市市運會國小男乙組 200 公尺第五名 林督閔老師
新竹市國語文競賽初賽國語朗讀組第二名 高玉燕主任、陳思航老師
新竹市國語文競賽初賽國語朗讀組第三名 高玉燕主任

經費來源

125,100 新竹市政府

獎 勵 事 蹟
新竹市閩南語詩文創作比賽詩歌組第一名
新竹市閩南語詩文創作比賽散文組第一名
新竹市閩南語詩文創作比賽散文組第二名
新竹市珍愛家庭圖文徵稿比賽第三名
新竹市珍愛家庭圖文徵稿比賽優勝
新竹市珍愛家庭圖文徵稿比賽優勝
新竹市誠信有品說故事比賽優勝
新竹市誠信有品說故事比賽優勝
新竹市健康促進『海報設計比賽』第一名
新竹市健康促進『海報設計比賽』第二名
新竹市健康飲食高年級標語海報比賽二人
均獲得第三名
坤泰盃作文比賽中年級組優選
新竹市正確用藥 Logo 設計第一名
新竹市正確用藥 Logo 設計第二名

黃文玲主任

高玉燕

50,000 鴻梅基金會
8,000 新竹灰瑤同心會

精彩茄苳 報導分享
感謝在全校親師生共同努力，內外部資源善緣相助下，茄苳耕耘的成果逐漸展露，並獲相關刊
物媒體報導肯定，歡喜與您分享！

打造蝴蝶校園 --農業兒童網報導--校園小農夫

★茄苳蝶翩翩、師生當蝶媽媽

--聯合報

★藝文深耕、環保推手～黃文玲主任 --新竹市教育電子報 63 期

深度學習

心得點滴

一甲大露營初體驗對我們而言，參加露營是一大挑戰，
因為很多人不但是第一次露營，更是第一次自己在外面過夜，心中
充滿了忐忑不安，很多同學都是爸媽和老師做了好多心理建設之
後，才敢踏出這一步的。
活動首先登場的是製作小隊旗和練習晚會節目，我們雖然不太
幫得上忙，可是跳舞的時候都是盡情的參與、賣力的跳。晚炊時間，
我們會幫忙排排桌椅、端端盤子什麼的，一切聽從大哥大姊及老師
們的指揮；吃完後我們也會幫忙收拾，盡自己的棉薄之力。
最令人期待的，就是營火晚會了，雖然下雨改在車庫舉行，但
是燈光比較亮，可以看清楚別人的表演。今年有很多熱情有勁的大哥哥大姐姐帶動，整場晚會的氣氛
好 high，每個小隊都卯足了勁，就像廟會時的「拼場」一樣，大家都使出渾身解數的唱跳，深怕輸了
會「歹看面」。
校長和主任說一甲最乖了，不到十一點，就全部躺平，其實是因為有很多人陪我們睡覺，一點都
不會可怕，而且還可以帶心愛的小毯毯，所以才會這麼快就睡著。
最好玩的，就是第二天早上的童玩闖關，每一關都是老師和義工們精心設計的，雖然編繩、筷子
槍、魔幻迷宮和滾鐵圈對我們一年級來說有點難，不過大家都會幫助我們，讓我們玩得好快樂，真希
望每年都有大露營！

二甲念恩報恩永在心人說「百善孝為先」，班上的孩子越來越懂得這個道理，尤其有一次我
們做醋蕃茄卻無法帶回去時，看他們一副惋惜的模樣，我就一直在想怎樣能滿他們的孝心，於是有了
這次的課程。
從畫「幸福就是」開始，慢慢的回溯到家族代代相傳下來的美好特質及關愛記憶，我們的心跟著
柔軟溫暖起來，似乎更能感受到父母對自己的愛與恩情。接著，母親節的禮物就是課程高潮：我們製
作美麗的彩繪玻璃瓶，裡面放入親手做的醋蕃茄，並附上非常慎重寫下的感恩卡片。活動結束了，但
是我相信這個念父母恩的學習歷程，將化為孩子未來關愛的珍貴力量！
鈺鈞：謝謝您關心我的學習。我讓您擔
心我生氣，我會好好忍住。
旻哲：謝謝您把我生下來，讓我有那麼
好的朋友還有那麼好的學校。我常都讓
您頭痛而且又不聽您的話，我又會跟姐
姐吵架又會讓您傷心！我會改進的─用
智慧小語。

彥翰：感謝您每天都工作賺錢給我們上
學。我常不問媽媽就跑出去。以後要問
媽媽能不能出去，不讓您擔心。
翊在：謝謝您冒著生命的危險把我生下
來，而且還把我從小養到大。我常常讓
您擔心我會生病，我會常常洗手，這樣
就不會生病了。

三甲肢體開發激創意孩子們從遊戲中學習團隊合作精神及肢體的
律動，更能展現自信。
禹綸：戲劇課的楊楊老師帶的內容非常豐富，讓我受益無窮，像一些遊戲
或用肢體合起來的圖形。遊戲方面像是「狐貍偷蛋」或是「保護希望之星」。
肢體圖形則是排一些笑臉或吉他，真是太有趣了！
宇翔：我覺得戲劇課很好玩，因為可以玩到很多遊戲，而且楊楊老師也很
風趣，還會想一些要利用到肢體的遊戲或魔術，非常的好玩，所以我每個星
期都很期待戲劇課。
識瑋：我們班要上戲劇課的時侯，我都很期待很開心，因為我很喜歡楊楊老師帶來的遊戲，老師也
有教很多東西，像教我們用人排成星星或是花的圖形，也教我們變魔術的肢體語言。
新越：我覺得上戲劇課很好玩，因為上課中會玩一些遊戲，還有看一些影片，影片內容有：看默劇、
變魔術學肢體語言、影子圖形。楊楊老師還教我們玩許多遊戲，我們從遊戲中學到團隊精神及肢體
的律動。

四甲環境生態參訪這次的生態參訪可說是一波三折，經歷了前幾個禮拜的下雨，5/9 終
於可以成行，孩子們個個滿心期待。參訪過程中，大家都睜大眼睛觀察、並用心做筆記，每個人的臉
上不時露出驚奇的表情，真是可愛啊！
采柔：我覺得今天的行程變化多端，很有特色，一下子去「蚊子王國」
－高峰植物園，一下子去「蝴蝶天堂」－清大蝴蝶園，實在很有兩極化的
感覺！上生態課和參訪，不但讓我們親近大自然，更可以使我們了解大自
然的重要，順便了解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有多重。所以，這次參訪我學到
的了解動植物的生活習慣，並且希望大家要多珍惜我們的大地之母－地球。
純華：今天我們去了高峰植物園和清大蝴蝶園，我看到了黃裳鳳蝶的幼
蟲，一開始我一直被嚇到，因為幼蟲真的是超大超肥的。在高峰植物園時，
我撿到一片超大片麵包樹的葉子，我很少見到這麼大片的葉子，飛鼠老師還說我是「芭蕉公主」
，哈
哈哈！這次的植物真是讓我看得眼花撩亂啊！
昱亘：今天我們去了兩個地方，一個是高峰植物園，另一個是清大蝴蝶園，我學到了檸檬桉又稱為
「猴不爬」，因為檸檬桉的樹幹很滑，猴子不好爬，所以叫猴不爬。還有看到了大鳳蝶、烏鴉鳳蝶、
黃裳鳳蝶…等，今天真是收穫滿滿啊！

五甲露營珍貴回憶兩年一度的全校大露營結束了！混齡分組的方式讓各個年級通力合作，五
甲的孩子在日記上寫下了自己的心得，大家在依依不捨的心情下結束了兩天一夜的活動。
圃菘：大露營時的營火晚會放著煙火，在中間的營火像是一位舞者，在舞台的中間自由的擺動，搭
配著七彩的煙火，讓人目不暇給。煙火的聲音響徹雲霄，也宣告著今晚
的活動要結束了。
凱琳：露營給了我永難忘懷的美好記憶，增加了我和同學的互動，活動
非常有趣，讚！進帳篷要睡覺時，剛進去很悶，慢慢適應後我更喜歡在
帳棚的環境。晚餐時炒了香味四溢的菜，晚會又跳了舞，真是好玩！
力渝：今天下午終於要露營了，我非常興奮。下午製作隊旗時，為了要
祈求好天氣，所以做了一個大太陽。晚上煮菜時竟然有人加料，看起來
很好吃！
雅葶：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學校露營。晚上我和敬文氣喘發作，結果兩個人就搬到校史室
由校長照顧我們睡覺！這真是難忘的經驗。

六甲晨光生命教育每逢隔週的星期一早晨，是孩子們和夢蘭阿姨晨光約會的時間。夢蘭阿姨
每次總是帶來精采的生命故事，透過一則則生動的分享，不但拓展了孩子的視野，也豐厚了孩子的生
命體驗，相信在孩子們用心領會的同時，這些寶貴的經驗已化為人生的智慧。
奕彣：夢蘭阿姨分享了一個精采的故事－「傷痕實驗」，有 10 名志願者臉上被畫家畫了很醜陋的傷
痕，畫家讓他們照了鏡子後，便把鏡子收了起來。之後，假借固定疤痕的名義，偷偷的把傷痕擦掉，
再讓這群志願者到醫院探望病患。畫家詢問這群志願者到醫院遇到的狀況，沒想到他們都說人們比
平常粗魯無禮、不友善，還一直盯著他們，露出驚恐的表情。可見相由心生，別人怎麼看待你，其
實是取決於你怎麼看待自己。
蘇翊：今天，夢蘭阿姨介紹一位勇敢的女孩－瑪拉拉，瑪拉拉雖然只有
十四歲，可是她卻做了一件很偉大的事。塔利班政權嚴禁女生上學，瑪
拉拉的父親卻成立了一所女子學校，受父親的影響，瑪拉拉決定反抗塔
利班政權，希望女生也能接受教育並且在網路上散佈自己的想法。結
果，她卻因此遭武裝士兵槍擊。瑪拉拉最怕的不是自己失去性命，而是
「明天還能不能去學校」，他為了維護女生的權益，差點喪失了生命。
我們呢？在自由的台灣幸福生活的我們為什麼還想逃避上學？
姿忻：早晨，夢蘭阿姨介紹一本精彩的好書，書名是「你最重要的東西」
，書裡介紹許多來自不同國
度裡的小孩，在這群小孩心裡都有一項最重要的東西，他們用小孩的角度來看世界。在阿姨介紹中，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些小朋友認為最重要的事是－不要有戰爭，因為戰爭可能讓他們失去最愛
的家人。在我的生活裡，這些令人恐懼的事幸好都不曾發生，仔細想想，我們真幸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