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年 11 月 11 日教育局補助本校蘇迪勒颱風災後復建 

   經費 1 萬 8000 元。 

 104 年 11 月 26 日教育局補助本校 105 年度午餐運送經費 

   11 萬 7600 元。 

 105年2月5日教育局補助本校105年2-7月交通車補助費41 

   萬4500元。 

 105 年 5 月 12 日教育部「105 年度執行強化校園安全防 

   護工作計畫」補助本校監視設備更新經費 8 萬 1,200 元。 

 105 年 6 月 13 日教育局補助本校自給農園經費 1 萬元。 

 105 年 9 月 19 日教育育補助本校 105 年 8-12 月交通車補 

   助費 36 萬 800 元。 

 105 年 10 月 25 日教育局補助本校教室壁癌改善及電話 

  更新經費 19 萬 5000 元。 

 105年11月9日教育局補助本校106年度交通接送費4萬 

   2000元。 

 105 年 11 月 10 日教育局補助本校 106 年度午餐運送經費 

   11 萬 8200 元。 

 105 年 11 月 24 日教育局補助本校莫蘭蒂颱風緊急搶修

經費 2 萬 7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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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吉貝耍被看見 

    本校自民國 46年創校至今已邁入第 59年,在歷任前輩校長辛苦的耕耘及家長會全

力的支持,以及社區共同的努力下,成就了目前優質的教學與學習環境。回首過去歷史,

社區前輩們為建校用的土地及經費而四處奔走,挑土建草屋的辛勤溫馨畫面 ,令人感

恩動容。 

本校舊名東河國小，2010年縣市合併升格前正名為吉貝耍國小，是一所以西拉雅

語為名的學校。民國 105年 8月 1日，秋蘭有幸接任第十二任校長，秉持著「永不放

棄，把每個孩子帶上來｣的教育理念，期許自己要用「愛」看見孩子的需要，讓孩子的

人生更加精彩。未來我將透過五大層面，打造幸福吉貝耍，讓吉貝耍成為幸福學園。 

●在地情—讓學生具有熱愛鄉土情懷 

（一）認識家鄉文化，激發在地情懷， 

  1、推動西拉雅語復育課程—閱讀教育結合吉貝耍西拉雅校本課程教學，讓學校成為

學生探索在地文化的樂園。 

  2、提升在地文化的價值—透過體驗和參與認識西拉雅文化，學生的牽曲、夜祭、走

標路跑、木棉抱枕、竹鼓打擊樂、西拉雅語成為在地文化的價值。 

（二）社區共榮發展，資源永續經營 

  1、善用社區資源—與部落學堂連結，讓學生更認識自己故鄉，並有效運用於教學上。 

  2、為後代留幸福—營造綠色低碳校園環境，透過環境教育課程，體認環境永續發展。 

●樂學心—讓學生成為有品樂學的兒童 

（一）重視生活常規，培育健全人格 

  1、推動榮譽制度—以榮譽制度為方法，鼓勵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食六育均衡發展。 

  2、落實生活教育—透過品格教育、生命教育課程，促進健全人格發展。 

（二）激發創意思考，達到多藝展能 

  1、發展多元社團—開辦多元社團，結合以西拉雅的傳統故事編創舞蹈及竹鼓打擊。 

     推動藝術六年培育計畫，讓每個學生在畢業前都能公開展演所學。 

  2、推動健康促進，打造健康快樂學園—除田徑隊、跳繩、飛盤等運動外，成立運動  

     社團，並結合教育部~大路跑政策，推動「足愛台灣」運動，培養健康體適能。 

●科技能—讓學生成為善用科技的資訊人 

（一）提升教師專業，激發資訊創造力 

  1、教師專業躍升—透過社群及系統性的專業成長，循序漸進的增進教師專業能力。 

  2、激發資訊創造力—運用科技並結合校本課程，培養孩子時時動手做、時時動腦。 

（二）開展國際視野，培育全球競爭力 

  1、開拓國際視野—強化英語能力並運用網路資訊，與傳統原住民學校締結姊妹校。 

  2、培育全球競爭力—引用外師及國際志工，培養學生多元文化與語言能力。 

●多元觀—讓學生尊重了解多元族群文化 

（一）辦理原住民學校參訪，學習族群尊重分享 

  1、辦理原住民學校參訪—進行台灣本島及離島原住民學校交流，互相觀摩。 

  2、文化觀光遊學中心—結合社區西拉雅文化特色打造成文化觀光遊學中心。               

（二）看見學生亮點，重視個別差異 

  1、以學生為中心—透過西拉雅夜祭活動提供孩子表演舞台，展現自信，讓吉貝耍孩 

     子被看見，累積成功的經驗。  

  2、尊重個別差異—申請補救教學、課後照顧、教育優先區等計畫，照顧弱勢。  

●幸福感—讓學生感受幸福的校園美學 

（一）創造家的感覺，營造人文空間 

  1、落實友善校園—落實校園安全機制及通報系統，提供一個像家溫暖的學習環境。 

  2、營造人文氛圍--活化校園空間，引進綠建築，營造文化與藝術相融合的生態校園。 

（二）落實美術教育，培育美學素養 

  1、校園美化為首—透過樹木修剪、校園藝術活化，讓校園充滿色彩與活力。 

  2、讓學生具美感—推動藝術教育課程，提升學生參與藝術表演及觀賞的機會。 

    

秋蘭接任吉貝耍 4個多月，在優質的行政及教學團隊努力下，我們規劃多元的學

習活動，提供孩子展能的舞台，從 10月初夜祭精彩的話劇表演、11月初應金曲得獎歌

手舒米恩之邀參加台東阿米斯音樂節的表演,以及 11月中旬到大遠百與日本弘前市進

行文化交流表演，看到吉貝耍孩子多元展能,躍上大舞台,自信的神情,令人感到驕傲。

誰說偏鄉的孩子，不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未來我深信在吉貝耍優質行政及教學團隊

的努力下，吉貝耍將會被看見!  

 

          
會長：黃政容 

副會長：林建銘、段昇建、孫志榮 

委員：朱棋峯、吳素貞、張源湶、洪漢宗、章福良、 

      張昆正、楊穎齊、王寶如、劉文德、楊清福 

衷心感謝您做為學校的後盾，為孩子的教育打拼！ 

 

 

校長的辦學理念 

 

  校園榮譽榜   

學校佳績 

104 年 5 月「臺南市低碳校園網—59410 我就是要你」資 

源交換平台，本校提出 17 筆交易，榮獲全市國小第一名。 

104 年 9 月榮獲經濟部 104 年能源教育選拔優等獎 

105 年 3 月通過本市低碳學校標章認證水資源、資源循 

環、低碳、節電、永續綠校園五大標章認證，今年全市 

296 所國中小僅 9 所通過五大認證，本校榮為低碳綠色學 

校之一。 

105年 10月榮獲 104年節能減碳評比整體績效獎第二名。 

榮獲臺南市 103 年度新首學校校教學卓越發展扎根深耕 

  計畫特優~銅獎。 

學生對外好成績 

六甲林沛瑾參加臺南市 105 年市長盃田徑錦標賽女童丙 

  組 60 公尺榮獲第六名、女童丙組 100 公尺第七名。 

六甲洪智鑫參加臺南市 105 年市長盃田徑錦標賽男童丙 

  組壘球榮獲第五名。 

六甲游婷雅參加臺南市 105 年市長盃田徑錦標賽女童丙

組 100 公尺榮獲第四名。 

六甲朱峻毅參加臺南市 105 年市長盃田徑錦標賽男童丙

組 100 公尺榮獲第七名。 

四甲黃信恩參加 104 年度飲用瑞穗鮮乳與陽光豆漿產品

專案心得寫作榮獲優良獎。 

。 

學校建設經費申請 

105學年度家長會成員 

              

歡迎新進師長：姜秋蘭校長、許敦凱主任、周秀蓉老師、

賴幸君老師、葉采宜老師、劉志勇老師加入吉貝耍國小團

隊。 

校園花絮 

 



 

 

 

 

 

 

 

 

 

 

 

 

 

 

 

 

 

 

 

 

 

 

 

 

 

 

 

 

 

 

 

 

 

 

 

 

 

 

 

 

 

 

 

 

 

 

 

 

 

 

 

 

 

 

 

 

 

 

 

看見臺灣觀後感    

六甲洪智鑫  家長：洪漢宗 

在歷史課本中，學過葡萄牙人稱臺灣為

「福爾摩沙，美麗之島」。從小到現在，從來

不知臺灣原來這麼美。每天在喧囂的汽車、工

廠的黑煙充斥下，臺灣的天空在我眼中，灰色

系列大概占了大部分時間，拍照時想要擁有鮮

豔的天空藍，機會可遇不可求的，看見臺灣一

播放，我就震憾…，原來臺灣真的很美。 

    辛苦的農民，在炎熱的太陽底下，為了下

一代的子子孫孫，每一塊土地，都是他們的心

血付出。俗話說的好「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

拼」，辛苦的農民，每天踩著沉重的腳步，去

田裡工作，要拍下美麗的臺灣，一定要好好觀

賞這片土地，壯闊的山巒，美麗的稻田，潺潺

的溪流，還有遙遠無邊的海岸線，這部片讓我

們看見臺灣的美。 

    一次又一次的水汙染，讓乾淨的河水，被

黑色魔鬼吞噬了，人都不會感恩，只會抱怨。

魚塭養魚要很多水，所以人們就一直抽取地下

水，使地層下陷，下陷最快的雲林海邊漁村，

每年下降 7 公分，這是一個很慘的悲劇。為了

不讓可怕的事情發生，所以要以行動愛地球，

地球才會愛我們。 

    看見臺灣影片告訴我臺灣真的很美，也不

加掩飾提醒我，地球暖化迅速，大家不加把勁

保護，會禁不起地球暖化極端效應。如果看到

有人亂排放污水、黑煙……等，勇於檢舉，讓

我們為美麗之島－福爾摩沙盡一分心力吧！ 

 

幸福的臥室   六甲林沛瑾   家長：林建銘 

每當夜暮低垂時 

每當氣侯寒冷時 

臥室便是我最想留宿的地方 

 

我的臥室裡 

一股木頭的味道 

是爸爸親手幫我打造的 

那是爸爸的味道 

  

在我的臥室裡 

有很多羅德˙達爾的書 

我最愛在睡覺前 

看上一、二章 

他的書有刺激的段落 

他的書總是百看不膩 

那是最幸福的時光 

那是最美好的時光 

 

舒服的臥室 

是爸爸的愛心 

好看的故事 

是媽媽的關愛 

在父母親的用忘下 

讓我睡得香甜安穩 

讓我有安全感 

臥室是最幸福的地方 

 

 

之美 五甲段沛鈴  家長：段昇建 

 今天是段老師帶我們出去拍照的日子，在

還沒進去村莊以前，我看到吹來一陣微風，使

金黃飽滿的稻穗像水波盪漾著。還聽到溪流流

水的聲音很急，像風鈴叮鈴鈴的聲音。社區前

的入口意象有四個人手牽著手一起保護著大

家，很有安全感也有團結的感覺。  

    接下來段老師開始帶我們進入村莊，我們

先到部落學堂的三樓，看到教堂，也看到正在

自由自在飛舞的蝴蝶和小鳥，還看到一間間矮

矮的房子。接下來我們去了三個樹下休憩空

間，桌子前面還有石子拼貼故事，每一組的故

事都不一樣，其中一個是踢石頭找海祖廟，阿

立母叫村裡的人撿一顆石頭，然後踢石頭跟著

石頭就找到祭拜阿海的海祖廟。藝術家每做一

組石子拼貼故事就要花上四到五個月，所以這

些畫共要花上一年多的時間，雖然如此藝術家

還是耐心的做完，接著我們要去洗衣棚的時候

看到了三組歷史街道椅，分別是西拉雅族被荷

蘭、清朝、日本這幾個國家統治的故事，我們

到洗衣棚時下了大雨，段老師帶我們到問路店

喝了青草茶，喝完就衝回學校。回學校後，段

老師說要把社區美學寫出來，還有剛剛看到的

景物都要寫進去。 

 我覺得西拉雅族人很厲害從被荷蘭、清朝

和日本人統治還能一路存活到現在，為他們任

勞任怨都沒說什麼，雖然西拉雅族還沒被政府

認同，但是每年的夜祭，市長、議員都會來參

加，也受到大家的肯定，我相信西拉雅族有一

天會被認同，只要自己的族人都會西拉雅族的

語言、生活方式就會被認同。 

      

拜訪三十年後的劉政憲 

五甲段堡菲   家長：段炘城 

某一天我自己晚上要去吃五星級飯店的

料理，我看到店門前有一位很熟悉的身影，靠

過去看結果是劉政憲，我心想不去吃飯去他家

聊天還有免費的飯可以吃，他家竟然住在這條

小巷子最後面，他叫他老婆過來，結果長相無

法形容，而他說他的老婆常出去又很晚回來就

每天吵架，而我問他的小孩長怎樣，他說是三

個男生全部都像他，脾氣也很像。我問他是做

什麼事業，他說是開大公司，我看他的衣服不

像，就這樣我跟劉政憲聊很久。 

說著說著就開始提到以前上課的事，說到

四年級某一天下大雨，值日生告訴我們水溝塞

住，要大家去清理，結果水溝沒清完，身體變

成落湯雞，鞋子也濕了都沒乾，說到這裡我們

兩個都哈哈大笑。 

我說時間已晚我要回家了，我跟他約好下

次還要來他家泡茶，我要走回家前對他說萬事

如意，他也跟我說一樣的話。 

 

我懂事了   二甲 程正鑫   家長：程俊郎 

我會幫忙做家事， 

我懂事了！ 

我會幫忙把碗收好， 

我懂事了！ 

我會幫忙照顧妹妹， 

我懂事了！ 

我會幫媽媽買東西， 

我懂事了！ 

我會幫阿嬤倒水， 

我懂事了！ 

我會做家事了， 

更知道家人的辛苦！ 

我會照顧妹妹， 

讓我覺得很開心！ 

 

悄悄話   一甲 張耀文   家長：張昆正 

聽 

ㄏㄨ ㄏㄨ ㄏㄨ  ㄉㄤ ㄉㄤ ㄉㄤ 

風和風鈴 

好像在說悄悄話 

 

聽 

ㄨㄥ ㄨㄥ ㄨㄥ  ㄒㄧ ㄒㄧ ㄒㄧ 

蜜蜂和小朋友 

好像在說悄悄話 

 

聽 

ㄎㄡ ㄎㄡ ㄎㄡ  ㄏㄥ ㄏㄥ ㄏㄥ 

原來 

我和鉛筆 

也在說悄悄話 

 

特別的一天   三甲 葉怡君   家長：葉順明 

    班親會那一天，我和外婆提早回家，因為

媽媽要帶我們一起去劍湖山玩，我覺得好興

奮。 

    到了劍湖山，我先玩恐龍雲霄飛車、青蛙

跳……，最讓我驚訝的是走出鬼屋的時候，有

一個骷髏頭還發出聲音，害我嚇一大跳，之後

我們到商店，我買了一個哨子，外婆說，遇到

壞人才可以吹，可是我忍不住吹了出聲音來。 

    接下來的目的地是巧克力工廠，媽媽說，

我們只能選一樣巧克力，妹妹弟弟聽了都失望

透了，可是外婆說：「沒關係，我出錢。」，聽

了這句話我好感動，到了結帳櫃台，店員推薦

芝麻口味和棉花糖口味的巧克力，吃了之後，

大家都覺得很好吃，所以兩個口味都買了。 

    回家的路上，我們看到麥當勞就停車下來

買，結果等了好久，等到口水都快滴了下來，

終於輪到我們了，我手裡拿著薯條、雞塊、可

樂，覺得好滿足。這就是我覺得最特別的一天。 

                

 



 
夜祭的準備活動  五甲張肇峯   家長：張源湶 

我們要排戲是因為要在夜祭那一天表

演，夜祭還要跳牽曲，我們有小朋友要跳，也

有老人要跳，要跳牽曲是要感謝阿立母，因為

西拉雅有一群祖先在渡海的時候不小心掉到

海裡，因為有阿立母所以其他人才能夠平安到

達。 

有很多次練習的時候，我因為都沒有模仿

我所演的角色的聲音，所以老師就叫我一直練

習，我唸得嘴巴好乾、口好渴，最後老師才說

我有唸得比較好，而且有的時候我又會變回自

己的聲音，老師就會叫我再來一次。我印象深

刻的地方是在晚上跳完牽曲後回家，老師會打

電話到我家來和我一起背劇本。我們有兩個禮

拜的星期日都到學校練習，星期日來學校雖然

很辛苦，但老師會幫我們叫披薩，還有同學的

阿嬤會拿飲料給我們喝。 

夜祭當天是我們要上台表演的日子，我們

在練習時我不小心說錯話，但是真正表演的時

候我沒有說錯，我跟演尪姨的同學都被老師畫

上老妝，而且還戴假髮，我還穿上爺爺的褲

子。有台詞的同學要戴上麥克風。在演最後一

幕的時候，我還要噴米酒，但那不是米酒是白

開水，在布幕後面準備時還要忙著換衣服，真

的很困難因為空間很小。 

我要感謝學校的老師和甜甜兒童劇團，讓

我們有上台表演的機會，大家都說們演得很

棒，我演阿公演得很傳神，但是我建議自己台

詞可以說慢一點。 

 

參加阿米斯音樂節心得感想     

   四甲孫瑜佑   家長：孫志榮 

    我期待已久的阿米斯音樂節終於到了，大

家都為這一天準備了很久，我們坐了五個小時

的遊覽車終於到了台東，在到台東之前的路 

上，我們在車上還吃了餅乾，好開心。 

    我們在都蘭國中吃完午餐，休息一下之後

就開始來練習舞蹈，為晚上的表演做準備，到

了晚上節目開始了，當我們登上大舞台，下面

有好多觀眾，此時的我既緊張又興奮，我們在

台上賣力的演出，台下的觀眾都看得很開心，

表演完後，紛紛給我們非常熱烈的掌聲，還有

人比讚呢，那種感覺真是太棒了！ 

    音樂會結束後，我們就前往芙夏莊園，芙

夏莊園是一間民宿，也是我們今晚住宿的地

方，睡覺的時候五甲的姊姊冷氣開十九度，好

冷喔，害我都睡不著！隔天早上，我們前往卡

大地布，大家一起跳舞吃飯，大家依依不捨互

相道別，踏上返回台南的旅程。 

    這次可以去參加阿米斯音樂節，都要感謝

老師、校長和主任，才能完成這次的旅行，不

知道校長你們會不會很累，謝謝你們為我們的

付出。 

      

母親   六甲朱峻毅   家長：朱棋峯 

日日，從白天到了黑夜 

永遠最深愛我的母親，這樣講－ 

我的撒嬌，是她最大的安慰 

我的擁抱，是她最大的感動 

我的努力，讓她流下最美的眼淚 

 

沒有休假，沒有自由的母親 

用一生的汗水，努力付出 

注入公司中的夢 

在母親努力付出中 

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 

 

日日，從白天到了黑夜 

努力工作的母親，這樣講－ 

高樓的公司，是最溫暖的房屋 

辦公室是最好的休閒場所 

來回的車聲，是最優美的協奏曲 

 

不在意遠方鄉下的的親人 

如何嫌棄，母親 

在她這間公司中 

用一生的汗水 

注入她的夢 

 

 

 

吉貝耍之美   五甲章家維   家長：章福良 

 吉貝耍旁邊有很多山，山好像城堡的圍

牆，保護著房子不受到傷害，不是我們建造而

是大自然創造的。房子旁邊的稻田在一陣風吹

來後，好像海邊的海浪一樣美麗。我覺得住在

吉貝耍真好，每天都可以看到這麼美的風景。 

 吉貝耍許多樹下都有石子拼貼故事、歷史

街道椅、陶版故事，訴說著在吉貝耍流傳的故

事。我覺得歷史街道椅很特別，歷經荷蘭人、

漢人、日本人統治，街道椅越來越破爛，好像

有人去抓壞椅子。椅子破爛的原因是西拉雅族

的處境越來越艱難。族人越來越沒有自信又忘

本，尪姨就靠一顆石頭一直踢到祭拜阿海的海

祖廟。 

 吉貝耍有很多公界例如東公界、北公界、

東南公界、西南公界、中公界和大公界。其中

北公界旁邊有一個洗衣棚和問路店，洗衣棚可

以讓那些奶奶洗衣服，有些小朋友也會去玩，

連狗都會去那裡泡澡。榕樹下的問路店有賣冰

冰涼涼的青草茶，而且還有老人在聊天。 

 段老師還帶我們去吉貝耍溼地看，段老師

說這個溼地整理一下，晚上螢火蟲就會來，如

果來的話溼地一定很美。西拉雅有很多文化，

現在段老師在想辦法保存西拉雅的文化，有時

會來學校教西拉雅語，帶我們去社區說些西拉

雅的故事。 

 

 

悄悄話   一甲楊弘德   家長：楊清福 

聽 

ㄇㄧㄠ ㄇㄧㄠ ㄇㄧㄠ  ㄨㄤ ㄨㄤ ㄨㄤ 

貓咪和小狗 

好像在說悄悄話 

聽 

ㄕㄚ ㄕㄚ ㄕㄚ  ㄐㄧㄡ ㄐㄧㄡ ㄐㄧㄡ 

大樹和麻雀 

好像在說悄悄話 

聽 

ㄒㄧ ㄒㄧ ㄒㄧ  ㄙㄨ ㄙㄨ ㄙㄨ 

原來 

我和姐姐 

也在說悄悄話 

 

 

特別的一天   三甲 劉嘉恩   家長：劉文德 

    星期日，媽媽、哥哥、爸爸和我一同去小

人國玩，到達之後，我和哥哥一進去馬上跟爸

爸要冰吃。 

    爸爸和我很怕坐雲霄飛車，我們玩了旋轉

木馬和碰碰車……，其中我最喜歡碰碰車，因

為可以撞別人，還可以反擊。 

    其中，有一項我好喜歡的遊樂設施，就是

可以上上下下的遊戲，好好玩。回去的時候，

爸爸和媽媽說：「下一次，我們再去阿里山。」

我好期待！ 

 

我的寵物   四甲孫瑜佐   家長：孫志榮 

    我們家是個動物天堂，有狗有貓還有雞，

雖然動物不多，不過還是一個快樂的地方。 

    我家的狗非常乖巧、靈敏，每次我餵牠吃

東西時，牠都會等我說「快吃」牠才會吃，真

是隻乖狗狗。 

    我家的貓也很有靈性，母貓生了四隻小貓

咪，只要我做了一些小貓咪不喜歡的動作，母

貓就會用牠的前腳輕輕拍我，發出「喵喵」的

聲音，好像在對我說：「不要傷害我的小孩！」

真可愛。 

    雖然我不太喜歡我們家的雞，因為只要牠

們很餓時，我不給牠們食物，牠們就會用尖尖

的嘴巴啄我，好痛喔！可是牠們還是我們家的

寵物，真是的。 

    我們家真的很棒，歡迎大家有空的時候來

看看喔，不過不能來我們家搗亂喔！ 

 

104 年度飲用鮮乳與豆漿產品心得 

四甲黃信恩   家長：黃政容 

    謝謝統一企業讓我們有好喝的牛奶和豆

漿，讓我們有健康的身體，我長大以後一定要

像你們統一企業一樣，幫助弱勢團體，我覺得

你們很偉大，我以後有能力一定也要像你們一

樣幫助弱勢團體。 

 

               

 

 

 

 

 

 

 

 

  
 



 

 有效的學習方法  六甲黃昱庭   家長：黃怡誠 

    人從一出生就開始學習。從不會走路到會

走路；從不會講話到會講話，每一項都要好好

學習。上了幼稚園、小學、國中，一直進入大

學，都是慢慢學習的階段。 

    有效的學習是什麼？就是在你學習過程

中找尋好的方法。例如：專心上課、認真聽講、

態度上進。在為人處世上，我們要有責任心，

不要見色忘友，不要態度囂張、愛現，要誠懇

待人，謙虛對人，俗話說：「滿招損，謙受益」，

所以要嚴以律己，待以寬人。 

    那又應該如何努力學習呢？就是要花時

間去練習，要有主動學習的態度，而不是得過

且過，一天過一天，毫無安排與計畫。人有生

老病死，也會有不同的恐懼，但有些人會面對

問題，努力克服恐懼感，認識自己，勇敢面對

挑戰，是值得學習的好方法。 

    一生中，每個人一定會遇到困難的事情，

只要努力學習，勇敢面對，一定能度過每個難

關。別人努力成功的過程，都是我們要學習的。 

 

跟著風兒去旅行   二甲王宇凡   家長：王道 

頑皮的風兒來到大草原， 

他帶著蒲公英找新家。 

頑皮的風兒來到公園， 

想和大家一起玩風箏。 

頑皮的風兒來到海邊， 

帶我去衝浪。 

頑皮的風兒來到花園， 

居然拿走妹妹的帽子。 

頑皮的風兒來到大樹旁， 

風兒唱歌，樹葉跳舞， 

大家都很開心。 

 

                            

參加阿米斯音樂節  四甲黃信恩 家長：黃政容 

    今天是我最最期待的一天，因為我們受邀

參加阿米斯音樂節，對我們來說，那是多麼榮

耀的事啊！坐上遊覽車我的心就蹦蹦得跳個

不停，經過五個鐘頭，我們終於到了都蘭國

中，在都蘭國中吃完豐盛的午餐之後，除了欣

賞本校高年級的同學表演凱旋歌舞蹈，還有其

他團體也表演得很精采。 

    到了晚上七點半的時候，阿米斯音樂節開

始了，我們在都蘭國中的體育館看別的舞團表

演，大約七點五十分的時候輪到我們上場表

演，在準備上台之前，我好緊張，因為台下有

好多觀眾，不過上台之後我卻興奮得不得了，

舞台下方有好多觀眾在看我們，表演完後我終

於鬆了一口氣，因為我怕我會出糗。 

    音樂節結束後，到了晚上十一點多的時

候，我們終於到達今晚住宿的民宿－芙夏莊

園，此時的我們已經累翻了，不過在洗完澡之

後，大家的精神又來了，我們一起玩遊戲，到

了很晩很晩才睡，就這樣我和朋友們一起度過

愉快的一天。 

 

 

 

 

 

 

 

 

 

 

 

 

 

 

 

 

 

 

 

 

  

  105 班親會活動    美力台灣 3D 行動電影 

  

  孝海祭牽曲演出     科學博物館戶外教育 

  

萬聖節英語闖關活動   參加阿米斯音樂節 

  

李南震布袋戲團演出     西拉雅語教學 

   

參與弘前市睡魔祭演出  弘前市贈蘋果活動 

 

         

雞福滿滿 六甲朱峻毅     年獸 一甲張耀文 

   

  星空  三甲葉怡君    來追我呀！一甲王宇凡   

      

在公園裡 三甲劉嘉恩     魚躍龍門 四甲程恩瑜 

          

喜迎雞年孔版畫 六甲朱峻毅 喜迎雞年孔版畫 五甲段沛鈴            

          

活動集錦 

 

藝術園地 

 

     
八月份 

 8/1 姜秋蘭校長就任吉貝耍國小校長。 

 8/29 開學典禮小一新生閱讀起步走贈書活 

動。 

九月份 

 9/13 開始，安平國小志工媽媽故事團每個 

月到各班說故事一節課。 

 9/19 開始進行夜祭牽曲練習。 

 9/21 地震防災演練與急救處理。 

 9/21 李南震布袋戲團關懷演出，小朋友除 

了欣賞近距離欣賞布袋戲演出，還能動手 

操偶，玩得不亦樂乎。 

 9/23 家長會長交接暨敬師餐會。 

 9/29 梅姬颱風過後，全校動員整理校園。 

十月份 

 10/4 吉貝耍夜祭，學生精采演出西拉雅傳 

說舞蹈及話劇，搏得滿堂采。 

 10/5 孝海祭，學童牽曲為祭典增色不少， 

各班學生也在老師帶領下進行學校本位課 

程，更深入瞭解社區文化。 

 10/18 國泰基金會贈送每生一件外套。 

 10/25 國立科學博物館戶外教育。 

 10/31 萬聖節教學活動，學生裝扮鬼怪體驗 

西洋節日。 

十一月份 

 11/5 應歌手舒米恩之邀參加台東阿米斯音 

樂節表演。 

 11/9美力台灣 3D行動電影車開進吉貝耍國 

小校園。 

 11/15 外師（二甲宇凡爸爸）入校進行晨間 

    英語教學。 

 11/17 大遠百青森縣弘前市贈送蘋果活 

   動，還與日本弘前市進行國際文化交流。 

十二月份活動預告 

 12/10 本校第 59 屆校慶暨運動會。 

 12/17 大遠百點燈暨贈鞋儀式。 

學校重要活動回顧 

 

我的家   四甲孫瑜佑   家長：孫志榮 

    每當我和姊姊一放學，我們就想馬上回

家，因為當我們一走進家門，我們的寵物和家

人都會出來迎接我們。 

    我們的家是一間三合院，前面有一個很大

很大的庭院，庭院旁邊種了很多大樹，是我們

家人乘涼玩耍的最佳地點，後面還有一座小水

池和一大片草皮，大家都很喜歡這裡，所以朋

友都會來參觀我們的房子，也會和我們一起在

草地上玩耍，因為我家空地實在太大了，所以

奶奶和媽媽一起開闢菜園，種了好多不同種類

的蔬菜，這樣真的很方便，可以吃到奶奶種的

菜，隔壁鄰居每個人都說好吃。 

    我的家是一棟老房子，年代已經很久了，

我們已經可以叫它「爺爺」了，雖然它的年紀

很老了，可是它仍然無怨無悔守護著我們一家

人，我愛它，因為它是我最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