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淑芬老師獲得新北市北區語文競賽客語演講教師組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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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感謝的人� 406 黃琳惟

我的爸爸是一間修車廠的老闆，因為爸爸的修車能力很厲
害，所以常常有人到店裡修車，也因為這樣，爸爸每天都很辛
苦，回來還要洗衣服、做家事，都沒時間睡覺。他不但是我們
家重要的人，也是我最感謝的人。

爸爸每天都要很早出門，很晚回來，但爸爸從來不說苦，
努力工作，維持家計。有好多好多次媽媽要爸爸換工作，但是
他都不想換，他說只有這個工作他做得來，其它工作不適合自
己。爸爸一直堅持，但他的身體也開始生病。  

之前，我們帶爸爸去醫生那邊檢查，醫生說爸爸有高血
壓，爸爸知道後很頭痛。一開始，醫生告訴爸爸不要一直喝
酒，要休息，但是爸爸都不聽，每一天爸爸都很晚回家，大家
怕如果一直這樣下去，爸爸就沒有力氣工作了，畢竟，這份工
作爸爸從高中做到現在，想必非常喜歡，完全不想換另一種行
業，病情一發作，他也只是吃止痛藥。有一天，爸爸終於肯休
息了，在他休息的這段期間，我們都很早回家幫忙做家事。
爸爸病情好轉以後，他開始戒酒，也開始適當的休息，從此以
後，他也沒再生病。

爸爸為了我們家，非常努力的工作，他的努力和辛苦，我
們全家都看在眼裡，他不但是我們全家最辛苦的人，也是最感
謝的人。

　　　最感謝的人� 405 蕭汎芸

我最感謝的人是我爸爸，因為他為我做了很多的事情。
在我很小的時候，氣喘發作，爸爸都會帶我去醫院看病，

不管氣喘發作是什麼時候，他會拿藥回來幫我治好不舒服的感
覺，教我要保護好自己的身體，不要做對身體不好的事情，這
讓我非常感謝他。

在上小學的第一天，我很怕生，爸爸他教我怎麼交朋友，
怎麼讓其他同學喜歡我，就是常常微笑，不要亂生氣，也不要
擺著一張不開心的臉，看起來很不親切。當我要找剛才站在門
邊的小女生，爸爸馬上叫我過去他那邊，他說要先說「你好」
才行，我聽爸爸的話，先說「你好」，慢慢地介紹自己，果然
真的成功了，讓我開心地說不出話來。

爸爸除了為我做這兩件事，還做了許許多多為我的事，所
以讓我非常感謝他。

最感謝的人　　　　　　　405 楊康槿

我最感謝的人是我的爸爸，因為他提供家人食、衣、住、
行等生活必需，所以我非常感謝爸爸。

小時候，我不小心打翻了神桌上的熱水，燙傷了自己，
那時，爸爸急忙地從臺北趕來，因為要做某些處理，那時的醫
藥費很貴，但是爸爸卻說：「無論要花多少錢，都一定要治
好。」這讓在場的人十分感動。

五歲那年的夏天，我想要買一輛玩具超跑，可是媽媽不讓
我買，所以我就一邊哭，一邊走回家。我回家時，向爸爸告媽
媽的狀，爸爸卻說：「如果媽媽不買給你，那麼由我來買。」
這讓我開心了一整個下午。

以上這兩件事情，就是我為什麼感謝爸爸的原因，希望您
平平安安、壽比南山、財源廣進，謝謝我最親愛的爸爸。

家事誰來做？� 504 蕭玉宸

家事是每個人都應該要盡全力去完成的事情，因為大家
住在同一個地方，就應該為那個地方付出，而不是每一次都
只有媽媽自己一個去完成。  

家事有分很多種，例如：掃地、拖地、洗碗、刷桌……
等，因為有不同的項目，所以可以分工合作，這樣不但能事半
功倍，也能節省許多時間，更可以讓大家團結，人家常說：
「團結力量大。」只要有心，就沒有什麼完成不了的事。

很多人都認為家事應該由大人去做，其實家事是大家
的責任，既然是大家的責任，就需要全部人同心協力一起解
決，誰也不能逃避，有些家事是一個人沒有辦法完成的。

如果想要有效的完成工作，就要分工合作，假如有吵
架，那麼一定沒有辦法準時休息，因為有吵架就會浪費時
間，而且工作沒做完，下次就需要浪費更多時間解決，日積
月累，愈多天的工作沒完成，就要花愈多心力，到最後可能
會怎麼做都做不完。

家事非常重要，如果大家都不願意做，家裡可能就會變
得很髒亂，而且也會有很多害蟲，到最後就不是一個乾淨的
家，這樣一來不但會讓身體出現問題，也會讓其他人討厭你
們，被說閒話。如果大家都不負責任的話，那就沒有用了。

總而言之，家事是大家都應該要完成的，如果少了一個
人，就會多花費許多時間，速度也會變很慢，大家都要有自
己的工作，不能不負責任。

家事誰來做？� 501 余承叡

每個人的家一定都會有家事，而這些五花八門、各式各
樣的家事由誰來做呢？有些人說，家事是屬於善良體貼的媽
媽做的，因為媽媽通常都會關心我們這些頑皮的小孩子，也
會幫我們收拾善後；但也有一些人說，家事是小孩子做的，
因為小孩在這個未來的世界裡，也要做事，不能一直依賴父
母，當個名副其實的「媽寶」等等。猜猜看，家事到底由誰
來做呢？

在我們這個幸福、溫暖的家庭裡，大家都是分工合作，
沒有特定的人來做，因為每天看著母親勞累的身影讓人非常
的心疼，因此，我們家採取分工合作的方式，這樣才不會讓
關心我們的母親疲勞，這樣才不會讓我們這群小孩累得哇
哇叫。這種方式是全家公認最棒的、最好的方式，讓全家快
樂。媽媽洗碗，弟弟擦桌子，家事不一定要由誰來做，輪流
及分工的方式勝於由一個人來承擔，但在大家的心目中，每
個人想要的方式都不一樣，我們到別人家時，還是要接受對
方的方式，才可以讓自己的生活過得更快樂，過得更開心。
家事由誰來做？其實這沒有一定的答案，沒有一定的規則，
但是分工合作及輪流的方式應該是最好的，假如今天爸爸非
常的累，他可以今天休息，接著明天再做家事，也可以爸爸
今天先做較輕鬆的工作，明天再做勞累的工作等。

所以，我認為較好的方式應該是輪流及分工合
作，能夠讓我們比較輕鬆。家事，要全家一起做，
一起來完成！

家事誰來做？� 507 翁銘翊

許多做家事的人應該就是媽媽吧？但我們家卻不是由媽
媽一個人做，而是全家人一起做的，我們列了一張家事表，這
一天誰做、要做什麼？都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今天該弟弟做了，但放學後，弟弟卻遲遲沒有出現身
影，媽媽卻等得心急如焚，而我也掃到了「颱風尾」，要我幫
他做家事。後來才得知弟弟不想打掃，跑到同學家去玩了，
回來後，被媽媽罵得很淒慘，還吃了一頓「竹筍炒肉絲加麻
辣」，還罰他做一個月的家事、禁足一個禮拜。

今天輪到我了，工作是掃地、拖地、洗碗、洗衣服，這
些對我來說都猶如小菜一碟、易如反掌，但今天弟弟不知是怎
麼走路的，掉進泥巴坑裡，衣服臭氣沖天，回來時被媽媽罵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我則心不甘、情不願地夾著鼻
子洗那件沾滿泥巴的衣服。

一年的嚴冬，洗衣服是一種最痛苦的事情，但
媽媽還是不動搖，堅持這個月的衣服都她來洗沒關
係。在這麼寒冷的天氣裡，誰會讓自己的手泡在冰
冷的水裡，那麼地辛苦，讓自己的手傷痕累累，長
滿了繭。 

家事是全家人的責任，不能因為懶而不想打
掃，把這些事丟給別人來處理，所以家裡的每個成
員都很重要，要是今天大家都不想打掃，那會有
多麼亂呢？

106 學年度瑞芳分區語文競賽選手得獎名單：

本校行動學習教師團隊榮獲教育部 106 年國中小行動學習優等

樂樂棒球隊榮獲濟州盃國際 Teeball 公開賽第一名 

樂樂棒球隊榮獲快樂盃第一屆全國 Teeball 錦標賽第三名 

樂樂棒球隊榮獲扶輪盃第一屆瑞芳 Teeball 邀請賽第一名、第二名 

樂樂棒球隊榮獲新北市第十屆社團安全棒球錦標賽第一名

樂樂棒球隊榮獲協會第十四屆全國樂樂棒球錦標賽第五名

樂樂棒球隊榮獲陳河東盃第十三屆全國 Teeball 錦標賽第二名

樂樂棒球隊榮獲瑞芳分區班際大隊接力比賽第一名

直笛團榮獲新北市音樂比賽直笛合奏組優等第四名

蔣仲昂老師獲得新北市北區語文競賽國語演說社會組第四名

楊定一博士在元氣周報提到：「一個簡單的感恩心念，可以成為轉

變人生的關鍵。」一個在網路流傳的故事，內容是一名成績優秀的青年

去申請一個大公司的經理職務，他通過了第一級面試，由董事長做最後

的面試。董事長從該青年的履歷上發現，該青年從小到大表現優秀，董

事長問：「是你的父親為你付學費嗎？」該青年回答：「我父親在我一

歲時就去世了，是我的母親給我付的學費。」董事長問：「那你的母親

是在哪家公司高就？」該青年回答：「我的母親是給人洗衣服的。」董

事長說：「我有個要求，你今天回家，給你母親洗一次雙手，明天上午

你再來見我。」該青年覺得自己成功的可能很大，回到家後，高高興興

地要給母親洗手，母親受寵若驚地把手伸給孩子。該青年給母親洗著

手，漸漸地，眼淚掉下來了，因為他第一次發現，他母親的雙手都是老

繭，有個傷口在碰到水時還疼得發抖。青年第一次體會到，母親就是每

天用這雙有傷口的手洗衣服為他付學費。第二天早上，該青年去見董事

長。董事長望著該青年紅腫的眼睛，問到：「可以告訴我你昨天回家做

了些什麼嗎？」該青年回答說：「我給母親洗完手之後，我幫母親把剩

下的衣服都洗了。」董事長說：「請你告訴我你的感受。」該青年說：

「第一，我懂得了感恩，沒有我母親，我不可能有今天。第二，我懂得

要和母親一起勞動，才會知道母親的辛苦。第三，我懂得了家庭親情的

可貴。」董事長說：「我就是要找一個會感恩、會體會別人辛苦，而非

把金錢當作人生第一目標的人來當經理，你被錄取了。」感恩的重要性

超乎我們想像，如果想獲得成功，過得快樂，就從學會感恩開始。

每到聖誕節，歐美國家許多咖啡店都會舉辦「下一杯咖啡caffè 

sospeso」的活動。據說以前在拿坡里，有一名工人買了杯咖啡，卻付了

兩杯的錢。老闆問他為什麼，他說：「今天我走運，多賺一點錢，我想

把好運分享給別人，所以多付一杯，請先幫我留著，並送給想喝咖啡卻

沒錢的客人。」後來，這成為了當地的傳統，客人經常會買兩杯咖啡，

把一杯「寄放」給窮人，只要有人前來詢問，老闆便會說：「是，有人

已經付過錢了！我現在為您烹煮好嗎？」多麼有人情味啊！當然老闆可

以把錢私吞，但這是一種互助的感覺。由衷發自於內心的感恩，會讓人

覺得與對方更貼近，是一種幸福感。

二個故事感恩對象不同，但都獲得成功的快樂、幸福的快樂。感恩

的練習可以先從心開始，到感謝自己身體，進而是家人、同學、朋友，

周遭一切事務的感恩。回到每日生活的學校，教育活動的發展有孩子的

參與、家長的支持、教師的用心、行政職工的付出、社區的關心，形成

一幅欣欣向榮、有朝氣的學校拼圖，一切都要有感恩心，快樂學習才能

紮根校園，才能擁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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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加新北市 106 年瑞芳分區語文競賽榮獲國小團體組第一名1

2
學生組 教師組

參賽項目 名次 班級 姓名

國語演說 第一名 603 周芠姈

閩南語演說 第二名 603 陳品

客家語演說 第二名 503 洪誼蘐

國語朗讀 第六名 605 黃翊瑄

閩南語朗讀 第四名 604 謝羽衫

國語字音字形 第三名 604 蕭育宜

閩南語字音字形 第二名 604 吳佳珍

客家語字音字形 第二名 602 蔡和曄

作文 第一名 602 胡雅琦

寫字 第二名 603 江宜庭

參賽項目 組別 名次 姓名

客家語演說 國小教師組 第一名 戴淑芬

閩南語朗讀 國小教師組 第三名 李志宏

國語字音字形 國小教師組 第三名 方柔雯

閩南語
字音字形

國小教師組 第二名 魏銘松

國語演說 社會組 第一名 蔣仲昂

國語朗讀 社會組 第一名 何蕙昀

閩南語朗讀 社會組 第三名 林敏樺

閩南語
字音字形

社會組 第三名 林庭羽

3 本校學生參加瑞芳區和平海報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特優：605 李家銓　優等：605 黃翊瑄　甲等：606 賴品穎、604 蕭育宜

佳作：603 蕭嘉緯、602 陳姵芯、604 張棋棋

4 本校 606 賴品穎榮獲國際獅子會 300-A2 區國際和平海報優選

5 本校 605 李家銓、505 周雨岑、302 詹棨量同學榮獲新北市 106 學年度東區

美展佳作

6

7

捐 贈 名 錄
編號 事由 金額 授款單位

1 捐助本校多元教學活動暨設備經費 4,800 元 陳春秀

2 捐助本校多元教學活動暨設備經費 4,800 元 陳金山

3 捐助本校樂樂棒球隊經費 30,000 元 昇正國際法律事務所

4 捐助本校樂樂棒球隊經費 20,000 元 邦銘國際有限公司

5 捐助本校樂樂棒球隊經費 50,000 元 采硯創意有限公司

6 捐助本校樂樂棒球隊經費 10,000 元 連忠瑋

7 捐助本校樂樂棒球隊經費 30,000 元 信誼爾雅法律事務所

8 捐助本校樂樂棒球隊經費 41,000 元 瑞芳獅子會

9 捐助和平海報與藝術有約夏令營經費 20,000 元 瑞芳獅子會

10 捐助本校多元教學活動暨設備經費 10,000 元 黃茂峻

11 捐助本校樂樂棒球隊經費 50,000 元 賴秀美

12 捐助學童清寒獎助學金 2,000 元 一貫道慈善功德會

13 捐助本校多元教學活動及學生就學補助 30,000 元 忠孝獅子會

14 捐助本校多元教學活動暨設備經費 20,000 元 和光工業

15 補助本校辦理和平海報比賽活動經費 25,000 元
獅子會 300-A2 區
黃進達會長

16 捐助本校多元教學活動暨設備經費 5,000 元 黃惠珍

17 捐助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童午餐 46,350 元 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

18 捐助本校樂樂棒球隊經費 50,000 元
中華民國樂樂棒球推廣
協會

19 捐助清寒學生助學金 40,000 元 創為精密材料

20 補助清寒無力繳交學費學童經費 5,006 元 懷海基金會

21 捐助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清寒助學金 53,000 元 世豐善智慈善基金會

22 捐助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午餐週轉金 46,350 元 世豐善智慈善基金會

23 捐助本校多元教學活動暨設備經費 50,000 元 瑞芳扶輪社

24 捐助本校多元教學活動暨設備經費 3,000 元 廖琇珠

25 捐助弱勢學生支用經費 100,000 元 賴水木

26 朱錫林校長捐助本校兒童文學及獎助金 450,000 元 鄭玉葉

27 捐助圓夢計畫經費 51,500 元 世界和平會

28 捐助圓夢獎學金 41,000 元 世界和平會

29 捐助志工培訓及環境教育經費 100,000 元 林裔綺議員

30 捐助學生置物櫃經費 200,000 元 林裔綺議員

31 捐助辦理瑞芳國小寒假記者營隊經費 100,000 元 林裔綺議員

四年級作文比賽特優

五年級作文比賽特優

9 瑞芳區六年級田徑對抗賽：

605 林佳駿 跳高第一名　502 蔡聖傑 壘球第一名　女童 400M 接力賽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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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課程主題「動物王國」，透過實際走訪農場，

了解動植物的成長歷程。活動融入五感體驗（視覺、聽

覺、嗅覺、味覺與肢體動覺），增加幼兒對動植物的認

識，學習尊重彼此，不僅增進親子情感，同時也培養幼

兒尊重生命的情操。

親近大自然

準備自己的裝飾唷！！

本校國際文教中心於今年的10月至12月辦理
東南亞文化―越南文物主題特展，並進行導覽志
工培訓。除了文物靜態展方式，增進各校交流，
資源共享外，亦辦理4場校外巡迴服務導覽解
說，提供本校學生及鄰近學校及社區民眾，能親
近了解東南亞鄰國文化，擴展國際視野。

此外，結合文化局以行動列車辦理異國文化
展覽及體驗活動，以瑞小為據點，擴散國際教育
種子，拓展市民國際觀。

文
物
展
覽

10月31日弘宛然布袋戲團蒞
校為孩子演出了「武松打虎的戲
碼」，精湛且有趣的對話，逗得
全場笑聲不斷。當日戲團又為孩
子們安排了教學體驗活動，讓孩
子透過戲偶的操作，進而認識傳
統戲曲之美。

讓我們看戲去～

為了提供孩子更優質的學習
環境，在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林裔
綺議員的協助下，一年級教室終於
有了改造的機會，而為了讓每間教
室皆有其特色，我們以樂樂獅為主
軸，創造了6套不同設計主題，並於
12月25日上午邀請一年級孩子透過
行動載具的票選，選出了5種孩子心
目中最想要的主題教室，為嶄新的
教室注入了新風貌。

一年級主題教室票選活動

12月20日教務處辦理了四年
級「與作家有約」的活動，邀請了
「屁屁超人」作家林哲璋老師與孩
子面對面暢談閱讀與創作的樂趣，
在林老師與孩子幽默風趣的對談
中，孩子的笑聲不斷，整場活動充
實又有趣，似乎為孩子的閱讀學習
又搭起了另一個隱形的鷹架。

「屁屁超人」林哲璋老師

在瑞芳

為了讓美感教育能在
瑞小深耕，106年度學校
引進了藝術深耕課程，本
學期教務處更辦理了「環
保馬賽克」、「書法」、
「硬筆字」等課程，除邀
請校內教師共同參與外，
更外聘藝術家入班授課，
希冀孩子透過多元的學習
活動，讓藝術的種子在瑞
小開花結果。

10月28日我們帶
著孩子創作的版畫作品
參加了新北市藝術深耕
展攤活動，現場參觀的
民眾無不對瑞小孩子的
版畫豎起拇指，嘖嘖稱
奇！當日我們亦進行了
版畫體驗活動，讓大家
體驗版畫創作的樂趣。

1 2 月 份 為 「 關 懷
月」，各處室以「關懷」
為主題，整合規劃了106
學年度「關懷E起來 耶誕
秀才藝」活動，其中學務
處於12月22日(星期五)籌劃辦理期
末學生才藝發表會。這天活動自上
午9時30分開始，首先由校長、家長
會連忠瑋會長、校友會黃惠玲會長
以及吉祥獅「樂樂」一同為校內環
保素材聖誕樹進行點燈儀式，拉開
序幕。才藝演出內容包羅萬象，含括英語歌謠、扯鈴、直笛、
太鼓、直排輪、舞蹈等，除了個人及各社團師生上台秀才藝之
外，街舞班老師也帶領所屬舞團成員，帶來新潮、酷炫的街舞
表演，讓所有親師生能夠欣賞到本校學生在個人暨社團的學習
成果，不僅讓家長能了解並欣賞到孩子們在校所學才藝，更提
供了學生展能的表演舞台與機會。所有參與的學生個個賣力演
出，最後，自治市幹部也安排了一段精心設計的舞蹈表演，在
在顯示了孩子們的自主能力與表演天份。

學務處於本(106)學年度起，結合財團法人董事基金
會辦理「跑遊世界―五大洲古城探險趣」，並搭配SH150計
畫，推動校園慢跑風氣，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培養良好運動
習慣。「跑遊世界」活動自11月份起開始實施，每位師生可
以利用早自修之前、下課時間、放學後來進行，只要於每月
活動時程內，完成任務里程的目標，即可獲得完賽證明及精
美禮品一份。未來，除了持續推動跑遊世界古城里程外，亦
將結合在地特色，發展「跑遊瑞芳」、「跑遊台灣」等慢跑
計畫，歡迎所有師生一同來挑戰。

聖誕音樂劇～

12月是感恩的季節，每年
這個時候，新希望基金會的彩虹
媽媽們就會送愛到瑞芳，帶來精
采好看的聖誕音樂劇及禮物分送
給瑞芳國小的小朋友們。

今年聖誕音樂劇的名稱是
「最好的師傅」，彩虹媽媽們粉
墨登場，唱作俱佳，小朋友們看
得目不轉睛，專注的神情
令人感動。謝謝彩虹媽媽
們用心的付出，讓瑞芳國
小的小朋友提前過了一個
充滿愛與感動、溫暖且有
意義的聖誕節。

輔導室於106年11月25日(星
期六)辦理了年度志工研習活動，
由盧娟娟校長帶領志工一行80人到
桃源仙谷進行環境教育參訪。

桃源仙谷園內廣植花木，植
林面積百餘公頃，花草林木種類達
千餘種，生物多樣化、生態環境豐
富。志工在園區內進行了生態導

覽，漫步林間小徑，呼吸清新的空氣，享受芬多精，也欣賞金黃
璀璨的楓林景緻並參與DIY手作活動，這是一趟充滿知性的自然
之旅，志工們收穫滿滿。

輔導室於106年10月26日及27日
兩天辦了一場「新北市故事志工培訓
研習」，希望透過培訓課程精進故事
媽媽說演故事的能力，並且能進到學
校說故事。

本次課程的安排有說故事的技巧
(包括聲音、表情、肢體語言、道具及
實際演練)、如何運用及自製繪本、故
事討論提問互動技巧及閱讀資源運用
與圖書館管理等，來參加的故事媽媽們除了兩天精實的課程外，
結束後還必須於本市學校、機關、民間團體、社區等至少完成5
場次個人或團體合作說故事活動始能拿到結業證書。參加的本次
研習的志工二天課程下來收穫滿滿，且更具信心為孩子們說演故
事了。

12月是特教宣導月，輔導室規畫了一連串活動來增進
大家對特殊教育學生的瞭解、接納，培養學生們建構關懷
生命、尊重生命與自我省思的能力。
活動內容包含影片欣賞、創作活動、
宣導活動等。12月14日當日我們也特
地邀請了唐氏症患者范晉嘉先生分享
他的成長故事，希望透過他的生命經
驗鼓勵學生學習努力不懈、不放棄的
精神。

「賞識孩子，發展孩子的優
勢能力」，是教育常談的口號，
更是特殊教育努力的目標。在特
教班的課程規劃上，我們採取九
年一貫的課程與普通班接軌、五
育均衡。在短期的暑期游泳班，
我們發現孩子的體育游泳潛能。
在藝術與人文領域的發展，第
二十屆「愛在畫中」繪畫比賽，多位孩子參加榮獲優選，前往
新北市政府接受頒獎，心中的榮耀感與自信心在此建立。教育
路上，我們賞識每位孩子，尋找孩子們發光、發熱的舞臺。

106年度本校進行一連串改造計畫，包括運動場跑道整
修，自立午餐廚房電梯及糧秣間遷移整建，幼兒園增班案等
皆已如期完工並開始使用，為校園營造安全及舒適的教學環
境。目前除一般工程修繕外，寒假期間將進行圖書館改造，
活動中心環境暨地板整修，校園中庭紅磚改建，廚房冷氣空
調改善，尼莎颱風災後復建，普通教室環境改善工程等，希
望在環境改善後，能提供孩子更安全的學習環境，也希望大
家能愛護環境，珍惜得來不易的經費與人力資源。

幼 園兒

校外教學～

孩子們學習溫柔對待生命

孩

子
拉出巨大泡泡

親子共度美好時光

萬 聖 節 活 動
～快樂變裝趣

透過萬聖節系列活動豐富幼兒的在園生活，讓
幼兒體驗多元文化，感受萬聖節的氛圍，深刻體會到
節日所帶來的快樂。孩子們準備各種道具，如奇裝異
服、鬼臉、魔鬼項鍊、各種臉譜、南瓜燈、女巫的披
風等等，同時也走入國小班級和大哥哥大姊姊進行互
動，落實幼小銜接。

萬聖節時尚伸展台

表演跳舞感謝
校長媽咪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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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林哲璋老師有約 版畫體驗

學生挑戰跑遊世界

彩虹媽媽聖誕音樂劇演出

桃源仙谷增能研習合影

培訓志工合影留念

范晉嘉先生分享成長故事

參加愛在畫中頒獎典禮

幼兒遊樂場檢驗 跑道畫線全景

耶誕才藝秀表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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