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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肢體展能

創意‧智慧‧愛
茄苳活水源源來

學校有多少種樣貌和可能？
孩子有多少種能力與姿態？
閱讀孩子的一百種語言 創意無限
看見茄苳不斷蛻變成長 活水源源

教室裡傳來更多笑聲 孩子和老師如此親近
課堂上激盪更多創意 分享與合作如此有趣
小小的聯絡簿 載滿關懷感謝與成長的記憶
學習的心 開啟 在老師欣賞關注的眼神裡

殷殷盼來的老師各就各位
專業熱情曳引校園新況味
54 歲茄苳 老幹新枝 昂揚展姿
煥發新意與活力 我們一起 御風而飛

以智慧之光引導 用深細且溫柔的愛擁抱
專業 是找到每個孩子的學習密碼與頻道
54 歲茄苳 專屬每個小孩 在秩序中學習
人人可以拾級而上 追尋希望夢想與勇氣
創意‧智慧‧愛 茄苳活水源源來
謝謝您 精彩此刻 我們同心同在
校長

劉蘊儀

健康環保慶茄苳

林督閔主任

茄苳國小迎接 54 歲生日精彩滿分，以創意、智慧結合的班級肢體動作表演，搭配健康、環
保與愛的闖關活動及園遊會，加上活潑逗趣的親子演出和驚喜動人的本土歌曲現場表演，讓茄
苳大家庭的所有成員們度過歡樂又難忘的週末！
此次校慶活動感謝家長、孩子與教師同仁們用心策畫與實施，讓與會來賓們留下深刻的印
象，讓我們一起從以下的感恩回饋細細品嘗那天的感動吧！
「茄苳五四舞出生命，茄苳家長、孩子與老師讚！」─三民國中洪碧霜校長。
「茄苳小朋友純真有活力、紀律表現好，校園整潔有靈氣！」─培英國中丁淑觀校長。
「綠意蔥蘢的環境，看見小朋友陽光燦爛的笑容是一種幸福。」─科園國小陳嚴坤校長。
「親愛的茄苳小朋友們：你們的表演可愛又充滿創意，我從表演中看到你們善良的心，也看到
「你們專注學習的態度，真的是太棒了！」─西門國小陳秋月校長。
「感謝茄苳，每年都有不一樣的感動。」─可翰媽媽。
「自在學習成長，展現亮眼光彩。」─柏樑媽媽。
「茄苳小朋友，今年的校慶好好看喔！師生一起表演好感人，連老師都撩下去！」─虹汝爸爸。
「家長們帶著環保餐具，在各班園遊會攤位熱情、開心的享用，導師與家長們聯手設置了各種
有趣的遊戲、小吃與手工攤位，大家一起用心經營了這麼棒的活動，超讚的生日派對！」─淳
云媽媽。
礙於篇幅，更多的感謝與回饋無法詳細登載，最後引用淑琦主任分享：「茄苳團隊用生態、
藝術與人文耕耘教育夢田，老師及家長攜手用愛、用願澆溉希望種子，孩子們努力的表演，是
勇氣與自信的展現，如此可貴的歷程將成為孩子心中美好回憶。」感恩，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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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親師生

102 年度國家環境教育獎新竹市特優

茄苳兒童劇團

102 年度創意偶戲比賽新竹市初賽優等

六甲楊敬文
六甲楊敬文

全國語文競賽國語朗讀國小組第六名、全市第一名
新竹市 EQ 達人第一名
健康 102 邀您愛健康─小學生喝開水創意小撇步圖文競賽活
動創意佳作獎

六甲楊敬文
六甲殷平、陳怡潔、
楊敬文、五甲陳虹汝
六甲蘇柏樑
四甲曾詩涵、沈珈嘉
三甲謝佳妘

102 年市運會女生乙組 400 公尺接力第八名

102 年市運會男生乙組 100 公尺徑賽第六名
新竹市 102 年度本土語言歌唱比賽優等
新竹市聯合盃全國作文比賽中年級組佳作
新竹市 102 年度本土語言兒童文學暨短劇徵稿比賽閩南語詩
四甲曾詩涵
歌學生組第三名
六甲林雅葶、陳怡潔、馮 新竹市 102 年度本土語言兒童文學暨短劇徵稿比賽客語詩歌
潔、邱筱甯
學生組佳作
六甲殷平、楊敬文、 陳 102 年中小學羽球校際聯賽女生團體組第三名
姝妮、陳怡潔
六甲蘇柏樑、盧力渝、林 102 年中小學羽球校際聯賽男生團體組第二名
宣邑、五甲張可翰
茄苳教師團隊
102 年度語文競賽新竹市最佳躍進獎（共囊括 9 項優勝獎勵）
五甲陳采柔
102 年度語文競賽新竹市初賽國語朗讀組第三名
六甲崔家郡
102 年度語文競賽新竹市初賽閩南語朗讀組第三名
六甲蘇柏樑、林宣邑、
102 年稅務盃羽球賽六年級男生團體組第三名
五甲張可翰
四甲沈珈嘉
2013 文化盃音樂大賽新竹文化盃國小中年級中提琴組第三名
102 年度「反霸凌、拒絕黑幫」學生創意設計競賽高年級組第二名五甲鄭詠恬、高年級
組佳作五甲梁純華、中年級組第三名四甲曾詩涵、中年級組佳作四甲陳佳婕、中年級組
佳作四甲蘇妍樺

指導老師
劉蘊儀校長
楊凱帆、仰孟宣
黃文玲、曾淑琦
曾淑琦主任
呂秋琬老師
黃文玲主任
林雪珍老師
林雪珍老師
陳亭靜老師
劉怡慧老師
陳亭靜老師
黃玉玲老師

感謝，茄苳進步的助力（102 年補助及捐款 ）
感謝您的關心和支持，讓茄苳孩子有更優質的學習環境、更豐富的課程活動，有您真好！
序號
計畫捐助項目
金 額
經費來源/捐助者
1
2
3
4
5
6
7
8

蔡承翰教練
蔡承翰教練
曾淑琦主任
曾淑琦主任
陳亭靜老師
蔡承翰教練

黃文玲主任

9
10
11
12
13
14
15

校園安全防護工程
城鄉風貌圍牆及社區環境改善
教具室改善
幼兒園學習角教材教具
安親班頂樓隔熱整修工程
充實圖書設備
電話電信設備
教育儲蓄戶愛心捐款及
課程及校務發展補助經費
教育儲蓄戶愛心捐款及
課程及校務發展補助經費
教育儲蓄戶愛心捐款
教育儲蓄戶愛心捐款
教育儲蓄戶愛心捐款
102 年羽球校隊募款
校慶募款（含圖書及街頭藝人）
其他各項課程教學設備及環境改善經費

97,334 元
568,021 元
96,535 元
50,000 元
659,113 元
99,809 元
98,500 元

陳啟源議員
營建署、新竹市政府
林漢淇議員
陳啟源議員
新竹市政府
李妍慧議員設備款
李妍慧議員設備款

300,000 元 陳韓老師
70,000 元 鄭績舜先生
20,000 元
5,000 元
20,000 元
28,200 元
200,120 元
545,920 元

關鈞先生
林岱園女士
倪當賢任銀基金會
學生家長熱情捐款
學生家長熱情捐款
新竹市政府

創意變變變 環保園遊會
一甲孩子們進到茄苳後，這是他們第一次幫
茄苳慶生，一開始楊楊老師問他們有何想法
時，大家都直覺的說「吃蛋糕、唱生日快樂
歌」，當楊楊老師再進一步追問，如何讓這個
蛋糕和這首歌變得不一樣時，大家就愣住了，
於是楊楊老師先讓孩子們玩一玩身體遊戲，再
看看網路上別人做的超級變變變，然後大家再
一起討論我們可以變怎樣的東西送給茄苳國
小。
剛開始，孩子們很有「雄心壯志」，想變
蛋糕、禮物、蝴蝶…等，經過排練之後，大家
發現線條太多的、曲線造型的，很容易就變成
一坨，實在很難讓人看懂那是什麼，所以幾經
試驗之後，孩子們決定獻上笑臉、茄苳樹和音
符，做為今年的生日禮物，也因為是他們自己
發想的，所以練起來更有勁，大家都想把最好
的獻給「王母娘娘」。
由於是年段的演出，在練習的過程中也培
養了共同的默契，不知不覺中拉近了兩班的距
離，以前我們班大概只認識六年級的大哥哥大
姐姐，因為他們在剛開學時有照顧過我們班，
但現在和我們感情比較好的，反而是二年級
了，下課孩子們還會約好一起去玩，因為他們
現在有「革命情感」了，這應該是練校慶節目
的額外收穫吧！
「小孩看世界，帶你走透透 ～ 歡迎來到

五甲旅行社！」、「走過、路過，別錯過，五
甲純手工美味的蔥油餅，一定要來嚐一嚐」
為了這次的茄苳國小校慶，五年級的孩子、老
師和家長卯足全力，策畫戲劇的演出和園遊會
攤位的規劃，過程雖然艱辛，但是收穫……卻
非常豐富！
宜君老師：「小大人們，這次校慶你們有什麼
收穫呢？」
可翰：這次的校慶是我最開心的一次！以前
園遊會我只顧著玩，沒有實際參與攤位籌
備；但這次從零到有，都是我們自己想出來

的，雖然辛苦，但是得到的成果很豐富！這
種感覺真是太棒了！
昱亘：校慶當天我很開心，因為發生許多有
趣又好玩的事，這些都會是我珍貴的回憶。
呈穎：這次的園遊會非常的有趣！也謝謝學
校和大家，讓我可以享受在茄苳國小最棒的
園遊會。
逸萱：我覺得很開心！因為有許多好玩的遊
戲，和美味的食物。我想謝謝老師、同學和
叔叔、阿姨們的幫忙，沒有你們，就不會有
這麼美好的校慶了！
虹汝：這次茄苳 54 週年校慶，要謝謝許多
人的幫忙！另外我覺得我們班的表現也有
進步唷！

四甲今年的校慶主題為「變」，一開始每位
孩子們其實都還摸不著頭緒，但經過楊楊老師
的提點之後，孩子們決定以音樂劇的方式呈
現，故事背景在海洋，主角是一群藍藍魚、黃
黃魚、鯊魚、和小黑魚。從選角、錄音、構想
動作、練習走位等…每位孩子都十分用心的參
與討論。
初期的練習，孩子們遇到彼此意見不合、
爭執、僵持不下等狀況，也曾遇到孩子們動作
做得不夠大或是沒有作動作等情形，但每個人
其實都是想呈現一場最棒的表演，所以透過討
論、彼此退讓，最後也都圓滿的解決了。
一次一次的練習表演動作及隊形，又利用
了藝術與人文課程進行道具製作以及為園遊
會進行場地、海報布置等…孩子們實在是忙得
不可開交，雖然忙碌，孩子們臉上的笑容卻更
多了，也更懂得如何合作以及給與別人鼓勵，
班上的孩子們也更有凝聚力了，我想這是本次
活動中最美麗的一個收穫了。
珈嘉：看到全班同學都很認真的幫忙，今年
是我第一次參加，所以我也很認真幫忙。
宇翔：校慶前大家都很辛苦，要忙表演、製
作海報、布置場地，幸好當天很順利。
愛昀：這次校慶的表演比預演的時候好很

多，而且園遊會
的東西很快就
賣完了，很順利
喔！
宇寬：校慶當
天大家一早就
來做事，一起表演、一起賣東西、一起收罐
子，真的很努力！

六甲

我看見、我關懷、我學習、我感謝……
從聯絡簿的小小園地，看見孩子的大大進步！
殷平：今天肢體課時我們分組又喬不攏了，
這是因為很多人都想和功課好的人同一
組，但他們卻忘了：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
諸葛亮(像我以前就是這樣)。有些人也許在
功課部分表現不佳，但說不定他在肢體方面
是出類拔萃！而且說不定你可以和別人擦
出不同的火花，誰說只有好朋友在一組才能
結出最美的結晶呢？
試著和不同的人合作，說不定可以發現到
你意想不到的一面呢！像楊敬文，她個性隨
和，就算跟她同一組的人會吵鬧，她頂多也
唉個幾聲而已，而且還會學習對方的優點，
真是了不起！我應該好好向她學習，看到別
人與眾不同的一面！
吳佩柔：今天上戲劇課，我們班在排演校慶
表演，雖然我們只排好了啦啦隊之疊高高隊
形，但是我覺得大家都認真。我想要謝謝殷
平，幫我們大家都排了個適合的好位置，也
想了很多有創意的表演方式。最重要的是，
當我們說大腿被踩的時候會痛，她就會幫忙
想辦法，讓我們比較不痛！
楊自耕：我喜歡我現在看的班書--「人生不
設限」裡面的主角力克˙胡哲，因為他常常
鼓勵自己，就算自己沒有雙手，沒有雙腿，
還是可以從一無所有到一無所缺，甚至可以
對著好幾萬人演講。我認為我們應該學習他
的精神，不要太自卑，也不要覺得自己不完
美，我們應該要「愛上那個不完美的自己」。
林雅葶：謝謝凱虔媽媽星期一時都幫我們煮
好吃的點心，讓我們上游泳課回來時有湯品
可以喝，不會餓肚子。我記得有一次的甜湯
喝起來還有點溫溫，我最喜歡裡面的龍眼
乾，喝起來真舒服呢！我們真好命！此外，
也要秋琬老師幫大家裝湯，還要謝謝學敏老
師不會介意我們在上課時吃東西，更謝謝老
師的等待！

二甲

豐富知性的生態課

生態課時，琥珀老師實際拿出超大隻活的
竹節蟲給大家看，說明昆蟲為何會有擬態及警
戒色，並要學生仔細觀察及描繪出竹節蟲。除
此之外又播放相關影片加以介紹，二者的結合
使學生印象深刻，說明昆蟲為了保護自己的安
全而有擬態特性;也知道昆蟲世界和大自然環
境的共生。
許多內容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有蛇頭蛾比
一個人的臉還大，翅膀從上面看下去像左右二
條小蛇，鳥看見了就不敢吃，而牠的食草是江
某；有的蝴蝶幼蟲長得像鳥大便，鳥看見了就
不想吃；鳳蝶甚至還有假眼、頭像青竹絲，可
以嚇退天敵；而枯葉蝶則像枯葉一般欺瞞天
敵…….。此外我們還 DIY 動手製作樹枝昆蟲，
真是太有趣啦！

三甲

思考轉動心的力量

自然課上到了磁力，我們先從哪些事物有
「力」開始發想。孩子們很快的就想出許多，
包括情緒、身體、表情、字、友誼、火、水、
心、電……，咦？「字」怎麼會有力？柔珊張
大眼睛說：「有哇！老師。像智慧小語就是以
前人留下來的話，雖然他們不在了，但是它會
教我們去做好事。」全班都點頭稱是。我又追
問：
「那『心』也會嗎？」
「會啊！我們可以自
己決定要不要聽好的，如果我們決定聽好的，
那我們就會做出好的事，就積福氣！」看起來
大家都很有經驗，於是我們寫了一篇作文─轉
心的方向。
雅瑧：轉的意思是你
一開始要做不好的事
情，後來你走對的路。
峻霆：老師說不可以
跨越別人的位子，因
為可能會受傷，也會打擾別人。有一次我想
說沒差，反正又沒人看到，本來差一點就跨
過去，後來想一想就退回去了。
圃鈞：有一次爸爸睡覺起來掉了十元，被我
看見，在我把十元撿起來時想到「種善因得
樂果，種惡因得苦果。」就把錢還給爸爸了。
佳妘：我很開心，因為我又有發現美的眼
睛！今天做實驗，凡驊分到的工作是記錄，
我知道那個工作不怎麼有趣，但是他都沒抱
怨。凡驊很讚，因為他有一顆想學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