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孩子的幸福約定     專輔教師張芳瑜
現在的孩子們有時會表現出不適當的外顯行為，而我們對孩子做了些處

理或懲罰，但行為並沒有減少，甚至持續不斷發生。此時我們可能會感到很
生氣、無力，但請不要放棄，我們還是有方法可以努力看看，在醫療及教育
上常使用「行為改變技術」來協助孩子增加表現適當的行為，並減少問題行
為，以下會簡單介紹行為改變技術的使用方式。

行為改變技術的制定與執行有以下步驟：
一、問題行為的評估：問題行為需要客觀的描述，因

此須了解行為發生的頻率、強度(嚴重程度)、持
續發生時間的長度。

二、探究問題的前因後果：需要了解行為發生的原因(事件
或所處的環境)，遇到此狀況孩子的反應以及得到的後
果，才能更正確的知道需改變及控制的地方。

三、確定問題行為現在的狀況，以及最後的目標行為：制定
行為改變的方案前，要先確定現在問題行為的狀況(同步驟一)，以及最後希望
達到的目標行為，其目標行為須具體、正向，如希望孩子上學不遲到，其目標
行為可以訂為準時到校，或是7點50分要到校。

執行行為改變的方案：執行方案是利用策略來增強(增加)目標行
為，若學生有達到行為目標就給予增強，一般增強方式有：正增強(給
予孩子他們所想要的東西，包含基本需求的食物、玩具、日用品，還有
口頭上的鼓勵、稱讚)；負增強(取消孩子討厭的東西，如本來不能下
課，因為孩子有表現出目標行為而取消此處罰)；代幣制(以象徵物代替
實質獎勵，如積分制、榮譽卡、貼紙，以兌換獎品實物)。此外，也可
以運用表格的方式記錄孩子的表現，藉由表格或是進一步的圖像化可以
清楚的看到學生的進步。

若能運用此方法可以讓孩子的行為漸漸地改變，我們也能從中看見孩子
不斷的成長與進步，相信我們與學生的約定會帶著大家到達幸福的終點。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這十年來

的照顧與關懷，您在這
十年裡吃了不少苦頭。
明知道您已經非常疲累
了，而不懂事的我還在
您身邊吵鬧，偶而您不
理我，我還埋怨你偏
心。對不起，您辛苦
了。 祝  母親節快樂

 401劉亞慈敬上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每天無微

不至的照料我，扶養我
長大，謝謝您無論颳風
還是下雨都會來接我回
家。每天都忙碌地做著
許多家事，我能生活在
這幸福的家庭都要感謝
您。媽媽我愛您  祝您 
長命百歲 吉祥如意   

401簡明言敬上

親愛的媽媽：
謝謝媽媽幫我洗衣

服、煮飯、還做好多好
多的事。媽媽我愛你。

 102游雅婷敬上

親愛的爸爸媽媽
我超喜歡你們的，

因為你們對我很好。我
愛妳們。

 102吳雅芸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買綜合的冰

淇淋給我吃，祝您 
母親節快樂
 101陳禹涵敬上

謝謝媽媽從小到大
照顧我，讓我有擋風遮
雨的家，還為我做香噴
噴的飯，媽媽我愛你。

 102潘奕辰敬上

家庭是每個人孕育成長的第一個學習環境，在人格涵養、習慣形塑上，家庭都扮演著關鍵角色。在生活繁忙、緊湊的現
代，為喚起市民家庭教育的重視與行動，新北市訂5月為幸福家庭月，期盼家庭從閱讀中建立共學習慣，創造「學習」家庭；
從分享中獲得家人同理支持，型塑「溝通」家庭；從遊戲中凝聚家人情感聯繫，打造「快樂」家庭；從運動中培養家人健康習
慣，孕育「健康」家庭。

我們相信家庭教育的深耕能讓家庭變得更幸福，基於這樣的信念，我們在5月份辦理「母親節攝影活動」、「全家動健康」、
「親子桌遊」、「親子廚房」、「親子閱讀」及「幸福家庭讀書會」等活動，透過一些任務，讓家庭共同完成，享受過程的美好
與喜悅。在母親節攝影徵稿活動，和媽媽或照顧者合影上傳至學校群組即可獲得一份神秘禮物，而那神秘禮物就是在母親節，用
line跟媽媽或照顧者說我愛你，孩子真情流露，笑聲、哭聲、靦腆樣充滿會場；在全家動健康活動，鼓勵家庭長者也一起透過運
動前測、規律運動及運動後測感受運動帶給身體更多活躍；在親子桌遊活動，家長與孩子玩的不亦樂乎，更從桌遊分享想法，其
中還有一個阿嬤活動後分享桌遊可以發揮創造力也跟孫子更有話題；在親子廚房活動，動手做玫瑰饅頭、甜蜜包子讓幸福的香味
四溢在校園中；還有親子閱讀及家庭讀書會，鼓勵親
子閱讀及傳送幸福家庭的秘訣，讓家庭在理性與愛的
溝通緊密家庭情感。

家庭教育專家認為：父母要想把孩子培養成一個
適合社會高速發展需要的高素質人才，父母首先要改
變自己的教育觀念，學習現代的教育理念和科學的家
庭教育方法。每個孩子都是不同的個體，也有不同的
天賦，應對孩子因材施教，會打球就鼓勵他打球，愛
烹飪就鼓勵他烹飪，或許未來還是王建民跟阿基師接
班人呢！培養好習慣和孩子一起成長，依照孩子的能
力及程度，給孩子合理的目標和要求，對孩子不要過
高的期望、過分的溺愛、過多的干涉、過度的保護、
過多的指責。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孩子從幼稚
園到小學、中學時期，大部分是生活在家庭裡，而
這正是孩子們長身體、長知識，培養性格、品德，
為形成世界觀打基礎的時期，父母的一言一行都給
孩子深遠的影響，父母的榜樣孩子正在學習。

幸福家庭的經營就從123做起，每1天陪伴孩子
至少20分鐘，一起做3件事情：共讀
（讓親子攜手成長）、分享（溝通順
暢，親子雙贏）、遊戲或運動（讓孩
子在快樂、健康中長大）。幸福就在
我們的身邊，只要我們用心經營「家
庭」，幸福就會與我們同在。

參考資料:1.臺北縣「新家庭運
動-幸福家庭123」親子手冊

親愛的媽媽：
謝謝媽媽每天帶我

上下課，還會煮香噴噴
的菜給所有家人吃，還
有陪我玩。媽媽我愛你

 103吳佳怡敬上

親愛的媽媽：
謝謝你每天都細心

的照顧我，陪我畫畫、
看書、說故事。等我長
大換我照顧您。祝您天
天健康快樂

 104曾翊倢敬上

親愛的曾祖母：
謝謝您每天每日努

力地照顧我、關心我，
在我生病時不辭辛勞的
照顧我。每天煮飯還送
我上下學，雖然我說自
己長大了可以自己放學
走回家，但是您都怕我
路上危險堅持來接我回
家。我會好好珍惜跟您
相處的每分每秒，謝謝
您不管在什麼時候都呵
護我、保護我，努力地
拉拔我長大。最後我要
跟您說謝謝您，祝您 
長命百歲
   身體健康。

 401林耀宗敬上

媽媽，謝謝您平常
總是細心的呵護我、
耐心地照料我，總是
默默為我付出，經常
將最好的留給我，媽
媽謝謝您。

我就像是時常因
為粗心大意而迷路的小
綿羊，而總是扮演著牧
羊人將我這隻小綿羊拉
回正途的人就是您─媽
媽。媽媽謝謝您願意扮
演那位牧羊人。
祝  金安 

  505李家銓敬上

親愛的媽媽：
感謝您每天辛苦的

為了家庭與孩子，付出
自己的青春與時光。謝
謝您一直以來的辛勞，
看到您越來越多的白髮
讓我心疼不已，時光飛
逝卻帶不走我們對媽媽
的愛，任何人都無法取
代您的重要。無論現在
還是未來我都會好好的
孝順您。慈母吟中「慈
母手中線，遊子身上
衣」可以體會母親的偉
大。祝福媽媽青春美麗  
母親節快樂

 305黃于芷敬上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辛辛苦苦地

為我準備三餐，每天
一大清早不論大風大
雨都辛苦地賺錢，因
為有您我才有今天的
成就。母親是世界上
最偉大的人，她用無
限的愛創造了許有功
成名就的孩子，謝謝
您，有您真好。

希望媽媽能和我永
遠在一起，分享幸福的
每一天。

 401余承叡敬上

本校榮獲新北市106年度友善校園獎評選績優學校

瑞芳國小106年1月~106年5月捐贈名錄
瑞芳國小105學年度學校暨社區聯合運動會

禮金暨禮品受禮名錄

◆ 第8屆三商美邦人壽TEEBALL全國賽亞軍
◆ 106年青年盃全國樂樂棒錦標賽冠軍
◆ 105學年第2學期新北市國小安全棒球B組冠軍
◆ 606班參加新北市樂活運動系列六年級樂樂棒球冠軍
◆ 606班林展軍參加106年新北市小學運動會壘球擲遠冠軍

日
期 捐款單位 事     由 金  額

1月 財團法人世豐善智慈善基金會 清寒獎助學金 15,000
1月 九龍太子發展協會 捐助舞蹈社團表演經費 5,000
1月 二階堂映畫 捐助本校多元教學活動及

弱勢學生就學補助 20,000

2月 黃茂峻 捐助本校多元教學活動及
弱勢學生就學補助 10,000

2月 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
台北市第2支會 捐助弱勢家庭學童清寒獎助金 50,000

2月 和光工業 捐助本校多元教學活動及
弱勢學生就學補助 20,000

3月 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 105年度第2學期清寒學童午餐 42,210
3月 財團法人世豐善智慈善基金會 105年度第2學期清寒獎助學金 59,000
3月 財團法人世豐善智慈善基金會 營養午餐週轉金 47,025
4月 王志賢 捐助本校多元教學活動及設備 20,000
4月 台灣藍色天空志工關懷協會 捐助弱勢學生獎助金 140,000
4月 黃茂峻 捐助本校設備及多元教學活動 20,000
4月 華夏獅子會 捐助本校清寒營養午餐費 50,000
4月 飛鷹獅子會 捐助本校清寒營養午餐費 10,000
5月 王進義 捐助清寒學生獎助金 10,000

序
號 送禮單位 名稱
1 瑞忠工程行 5,000
2 鄭福妹校長 2,000
3 美&美漢堡店 2,000
4 琢匠教育用品社 1,000
5 瑞明工具五金行 2,000
6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桌遊
7 僑平文理美術補習班 3,000
8 高鳳美 5,000

9 柑林國小校長吳瑞文
家長會會長呂文義 1,000

10 大新五金行 2,000

11 社團法人新北市
共同學習推廣協會 2,000

12 三統食品有限公司 礦泉水10箱
13 專櫃不貴專業企業社 10份禮品
14 雅可樂多股份有限公司 礦泉水3箱

運動飲料2箱
15 長昱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3,000

序
號 送禮單位 名稱
16 曾志雯 2,000
17 龍群文具禮品行 10份
18 瑞芳漁會 運動飲料6箱
19 黃鈺婷 飲料2箱
20 東和里里長周樹木 2,000
21 龍興里里長黃鈞基 2,000
22 龍安里里長柯瑞和 2,000
23 陳佩芝校長 3,000
24 瑞芳國中 1,000
25 瑞芳國小校友會

前會長吳必勳 2,000
26 歸寧宮文教功德會 3,000
27 陳生南 2,000
28 丸宏有限公司 10,000
29 趙文祥建築師事務所 2,000
30 廖義成 5,000
31 雙溪國小 1,000
32 林明祥 3,000

榮 譽 榜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常常帶我

們出去玩，也謝謝您每
天照顧我，每次我都會
覺得您一直罵我，可是
現在我長大了，我知道
您是為我好，雖然我時
常讓您生氣，但也謝謝
您時常包容我。有時我
和妹妹吵架而讓整個家
氣氛不好，不過我漸漸
長大懂得包容與體諒，
我會禮讓妹妹。大家都
說愛迪生發明燈泡很偉
大，可是在我心中您才
是我覺得的偉人。您因
為工作忙碌，我保證我
能做好份內的事不再拖
到七晚八晚。謝謝您教
我做人處事的道理。祝
您  身體健康  母親節
快樂  

 404江品臻敬上

獎項 獲獎學生 指導老師 獎項 獲獎學生 指導老師
市賽優等、區賽特優 502 胡雅琦 廖德將老師 區賽甲等 605 張晴晴 劉淑慧老師
市賽佳作、區賽特優 606 簡廷瑋 黃文山老師 區賽甲等 402 李祐昇 賴美雪老師
市賽佳作、區賽特優 505 簡均熹 徐瑞娟老師 區賽甲等 306 陳禹瑍 左懋華老師
市賽佳作、區賽特優 505 李家銓 徐瑞娟老師 區賽佳作 605 黃紫薇 劉淑慧老師
市賽佳作、區賽特優 301 邱語安 許茜惠老師 區賽佳作 503 陳品彣 蘇明雪老師

區賽特優 401 余承叡 江秀虹老師 區賽佳作 401 謝一正 江秀虹老師
區賽優等 505 劉恩旂 徐瑞娟老師 區賽佳作 305 賴靖心 陳素英老師
區賽優等 406 黃婉喻 許玉芬老師

參賽
學生

周子勛、李承恩、游承翰、許惟尊、王育安、謝羽衫
廖宥淳、方若馨、蕭妟潔、馮稷晅、王瑋祥

指導
老師

方柔雯、高珣、
黃士育

◆ 105學年度閱讀寫作比賽

◆ 106年度新北市東區國小英語讀者劇場比賽504班榮獲高年級組優等

語
文
類
獲
獎
名
單

感謝林裔綺議員協助本校圖書館冷氣經費10萬元、
圖書一批10萬元、車道綠廊整修及資訊設備15萬元整。

體
育
類
獲
獎
名
單

給親愛的媽媽：
母親節快到了，我

要將這張卡片送給您，
代表我的感恩。我長大
了，我會孝順您讓您不
再為我擔心。祝您母親
節快樂。

 505陳儀琳敬上

學生作品
母親節

感恩卡片

幸福家庭 校長盧娟娟

44 金色童年瑞小相伴金色童年瑞小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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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行 人：盧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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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三月份正在進行「奇妙的大自然」單元，搭配
課程進行，全園師生決定前往金山汪汪地瓜園校外教學，
透過磚窯的特殊體驗，親子合作完成堆窯→燒窯→悶窯，
耗時2個小時烤出來的地瓜特別香甜！

過程中地瓜哥哥告訴我們好多植物生
長的知識，也讓我們DIY體驗地瓜葉的種植
過程，當然，學習課程結束之後就是我們
最愛的大自然活動時間，一起遊戲的過程
中交了好多的朋友，留下美好的回憶。 

一年一度的校慶又到囉！今年幼兒園推出好吃又好玩的園
遊會活動！在遊戲設計上，推出適合學齡前幼兒的「乒乓球跳
跳跳」遊戲，也有培養幼生手眼協調的「釣魚小高手」遊戲。
在食物選擇上，我們主打低鹽、少油的「開心薯條、幸福雞
塊」，搭配多種口味，讓幼生不僅吃的健康也玩得開心。

為了與實際生活經驗結合，在課程設計上我們也安排幼
生自己設計販賣海報、齊聲練習叫賣口號…等，孩子從中主
動思考買賣的情境，培養問題解決的能力，當天孩子的表現
都超棒的！

英語護照
校長娟娟校長一直豉勵孩子們，學習語言不二法門就是

常開口、常練習。瑞小的一群熱血英語老師，透過多次的英語
教學研究會擬定瑞小孩子1~6年級需具備的英語單字及句型，
透過課堂教學及課後認證機制，讓孩子在挑戰中學會英語，創
造屬於自己的高峰經驗。此外，更訂定週一為英語日，期許英
語學習生活化，習慣英語，會用英語。就是為孩子打好英語學
習基礎，期盼英語學習變成瑞小全員運動，大家一起說英語，
Let’s Go!-   

輔導室

跑道整修工程
本校跑道因氣候潮濕，排水

不良，造成跑道濕滑，對於區民
及學生活動有潛在性的危險，經
里長賴鴻春、地方仕紳及陳佩芝
前校長的努力下，終於獲得市政
府教育局的經費補助。本校跑道
整修工程已於3月28日開工，預
計於106年7月31日前完工，希望
屆時能提供瑞芳區師生及居民有
一個安全的運動場所。

小農夫
本校辦理小農夫體驗活動，

由總務處召集四、五年級每班二
名學生，於每周三早上八點至八
點四十分，請呂正儀老師指導校
園綠美化活動，並於溫故樓花台
栽種季節性有機蔬菜，除了讓學
生體驗當小農夫的樂趣外，並落
實食農教育。

        書包減重
背書包及選用書包要注意下列事項:
一、書包重量不可超過體重的1/8。
二、書包應雙肩背負，肩帶要寬:
三、空書包宜量輕。
四、書包應緊貼腰背。
五、書包內只放學校當天必要用品。
六、盡量不要使用拖式書包。
希望我們共同維護學童骨骼之正常發展。

心情魔法營
孩子於成長的過程會面臨各樣的

壓力與挑戰，若缺乏情緒處理能力，往
往難以適切及有效的紓解情緒及面對問
題，致使困擾及壓力加劇。情緒能力的
培養有助於自我概念及效能的提升、人
際關係及社會適應的促進，乃至於成就
表現的提升，將為日後心理健康的發展
奠定良好的基礎。

輔導室本學期和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合作辦理「心情魔法
營」，5月6日5月7日兩天由2位心理師及
16位同學透過活動課程設計帶領小朋友
認識、覺察及辨識情緒，進而培養情緒
控制能力。兩天課程下來，孩子收穫滿
滿，4年1班陳秉紹及李恬歆小朋友說：
「參加心情魔法營讓他們覺得很開心，
學到了如何控制情緒。課程結束了，很
想念帶隊的哥哥姊姊，希望他們下次還
能來，我們還要報名參加。」3年1班翁
婕汝小朋友說：「參加心情魔法營很好
玩，很開心，他們教我怎麼控制情緒，
遇到不開心的時候要深呼吸，冷靜，然
後找老師調解。」

情緒教育的基石在於日常生活中
的機會教育及楷模的仿效，經過設計的
營隊課程可以建構一個有利於情緒教育
學習的人際情境，並營造正向的人際經
驗，達成情緒教育的目的。

116屆校慶
4月29日舉辦116屆瑞芳國小校慶園遊會暨社區聯合

表演，當天天氣晴朗，許多同學紛紛早起，跟家人一起到
校，準備參與校慶活動。活動分成二個部份進行，八點時
活動中心進行著典禮表演，十點後校園內進行園遊會!

典禮進行時充滿愉悅氣氛，蔡佩芸老師的大眼睛韻律
帶動，利用簡單的動作，加上幾位舞蹈社團學生，全場一
起跟著動起來!此外可愛的幼兒園裝扮成皮卡丘、一年級
小朋友的愛心大無限，天真活潑可愛無邪的笑容，吸引了
家長們的鎂光燈，此起彼落，閃個不停。三年級的酷哥辣妹舞蔬果、五年級的活力健康操，展現
出學童們的活力；另外典禮中也有一位神秘嘉賓，瑞芳國小的吉祥物-樂樂，也一起出場亮相，
它的可愛程度，讓台下的中年級學童嗨到最高點，搶著要跟它合照!

十點一到，園遊會準時開始，此時的校園已經是熱鬧滾滾了，此起彼落的叫賣聲，快來買
喔!各班使出渾身解數，只為了吸引顧客上門消費，中庭的丟水球遊戲、走廊上的跳蚤市場，只
見顧客們絡繹不絕的上門，各班的班費荷包滿滿啊!

十二點半，各班整理場地，很快地將場地復原，並準時放學。校慶園遊會圓滿成功落幕。

2017三校音樂會 

 5月6日「2017新北市瑞芳愛樂-黃金新樂苗音樂會」
熱烈開演，當天冠蓋雲集，連瑞芳區的大家長--陳奇正區
長都應邀出席，為參與演出的小朋友加油、勉勵。

「新北市瑞芳愛樂-黃金新樂苗音樂會」已舉辦多
年，是由瑞芳愛樂協會主辦，瑞芳國小、吉慶國小及瑞濱
國小三校輪流承辦，今年輪到瑞芳國小承辦，音樂會長期
給瑞芳區學校的學生提供音樂演出的舞台。

音樂會中，先由瑞芳國小太鼓隊開場表演揭序，他們穿雲裂石的太鼓聲直可撼動人心；接著
就是吉慶國小打擊樂團的表演，他們的樂聲千迴百折，真難想像是”敲”出來的；再來是瑞芳國
小小提琴班的表演，琴聲抑揚頓挫，真難相信小朋友學小提琴都還不到一年呢；瑞濱國小管樂團
演奏了8首膾炙人口的樂曲，讓聽眾聽得如癡如醉；最後的壓軸─瑞芳國小直笛團，直笛團在鍾
潔如老師的帶領下，於新北市音樂比賽多次獲得佳績，此次演出依然博得滿堂彩。

美麗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儘管聽眾是意猶未盡，但是音樂會總會落幕，就讓我們期待明年
在吉慶國小大家再相聚啦！

友善校園週活動
105學年度第2學期始業

式這天，全校師生共同參與
「友善校園－打擊不友善」
活動。當中舉行「金幣在
手，友善校園我來守」九宮
格投擲，在校長的帶領下，
與各處室主任及獲得友善金
幣的學生代表們，一齊將毒
品、霸凌、幫派、自傷等各
項不友善擊倒。期待新學期
的開始，能在全校師生心中
埋下友善校園的小種子，共
同營造友善、健康的學習環
境與氛圍。

親子同樂會
五 月 為 『 幸 福 家 庭

月』，5月15日為『國際家庭
日』，為響應該活動，輔導室特別規劃
了一系列親職活動，有5/15『親子桌遊
同樂會』、5/18『用點心做點心-親子
廚房』及5/20『幸福家庭樂書香讀書
會』。希望透過親子活動體驗生活的樂
趣，增進親子互動機會及品質，凝聚家
庭向心力，提升家庭教育功能。

本次活動報名踴躍， 尤其 『親子
桌遊同樂會』及『用點心做點心-親子廚
房』獲得最大的迴響，因名額有限許多
家長因此向隅，無法參與。

輔導室會陸續規劃相關活動，讓家長
有機會參與，也希望家長能踴躍參與。
 

瑞小新成員-吉祥物「樂樂」
這學期我們學校誕生了一位新成員

─吉祥物「樂樂」。
「樂樂」是一隻快樂的獅子，牠的

名字是由402李祐昇及403潘奕威小朋友
取的，他們希望吉祥物的名字可以跟瑞
芳國小打「樂樂棒」一樣厲害，也想要
讓牠每天都可以快快樂樂的，做事也會
往好的地方想，可以成為一隻人見人愛
的小獅子。

「樂樂」的誕生就像媽媽懷胎一
樣，經過好幾個月的時間才生出來。這
個活動從上學期開始進行「校園吉祥物
票選」，從五種動物中選出大家心目中
理想的吉祥物，經過「設計徵稿」、
「命名」，最後再進行「命名網路票
選」，「樂樂」在5649張選票中得到
1972票，高票當選。

「樂樂」已經在校慶當天正式跟大
家見面，未來牠會在瑞芳國小跟大家一
起學習，一起成長。

下課fun輕鬆
自104學年度起，善牧社會福利基金

會與輔導室合作辦理學生輔導小團體，
由基金會社工設計團體方案帶領本校小
朋友進行為期16週的團體輔導活動。

本學期的團體名稱為「下課fun輕
鬆」，每個星期三下午社工們帶著小朋
友們透過團體活動，電影欣賞與討論、
戶外活動等，讓成員彼此認識與了解，
協助兒童覺察自身情緒反應及應對，增
進兒童正向人際互動的能力。

不一樣的學習夥伴，
與基隆中興國小校際交流

這天一早特教班孩子們特別的興奮，因為孩子們期待
許久的中興國小特教班的同學即將抵達瑞芳國小，兩校的
學生將一起共學共遊一整天。

身為小主人，他們一點兒也不馬虎，為了能交到新朋
友，練習自我介紹、製作見面禮、擺放小客人的座椅等，
都是他們一手包辦。還有，當日有許多陌生的家長，如何
有禮貌地打招呼，都是學習人際互動最棒的經驗。

認識新朋友後，我們共遊全臺最美麗的車站-八斗子
車站，潮境工作站內一起欣賞水族箱內的活體魚與珊瑚，
是最特別的共學經驗。

午餐時，瑞芳國小特教班小天使們，早已將中興國小
特教班的小天使們視為朋友，主動分享餅乾，展開最真誠
的交流與互動。

【幼兒園園遊會設攤-開心薯條幸福雞塊】

【幼兒園校外教學-汪汪地瓜園】

國教處

幼兒園

學務處

教務處

總務處

校慶美展
一年一度的校慶，除了有好

玩好吃的園遊會，還有呈現許多
孩子創作成果的校慶美展。

每年此時，除了優秀作品的
相互觀摩，更是孩子們在課堂中
學習的成果展現，也許不是最完
美，但卻可以看到認真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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