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8 日（五）瑞柑第一次的全線上畢業典禮

順利完成。為了從線上也能帶給孩子「有溫度」的

畢典，讓孩子留下美好回憶，老師們除邀請師長、

學弟妹拍攝影片祝福並精心布置會場外，畢業生們

也自製了感恩影片、畢業留言再加以配樂，表達對

師長感恩和同學的祝福。

在畢典過程中，畢業生們打開鏡頭向大家揮

手、領畢業證書和獎項，與現場充滿互動，感覺像

在一起；姿慧老師溫暖而有力的祝福提醒，讓全場

感動不已；也感謝來自各方的祝福影片，增添畢典

的光彩，也讓孩子們感受到大家的愛。相信在疫情

挑戰中努力邁入下個階段的畢業生們，都會長成更

勇敢的孩子，祝福畢業生學業進步、築夢踏實。

停課迄今已超過一個月，自 5 月 17 日（一）

上午一宣布停課後，瑞柑的老師便利用大下課時間，

召開緊急防疫小組會議，下午 1 時線上課程操作實

測。除資訊組外，更有許多熟悉線上教學平台的老

師主動分享經驗、學校群組提供諮詢，甚至持續到

深夜。放學前讓有需要的學生借用 chromebook( 筆

電 )，隔天教務處一一確認操作狀況；學輔和總務主

任到部分學生家協助解決上線問題、家長會副會長

也到校協助設備問題。

接下來的每一天，所有老師們努力學習新的教

學模式，熟悉各種利於學生學習的各式平台；行政

老師每天留意孩子線上到課情形和設備問題，希望

孩子學習無礙…謝謝瑞柑最有熱情、最熱心的老師

與家長，還有一群不放棄學習的孩子，才能牢牢穩

固孩子的學習。危機也是一種轉機，期待孩子能利

用停課的時間，學會善用網路資源、線上平台，培

養一輩子「自主學習」的能力。

這波疫情，有人說是地球生病的反撲，它似乎

也告訴我們思考人生的功課，從這多變的世界，我

們該如何學習？如何適應？

* 珍惜當下
突然宣布停課，線上畢業典禮也是讓我們有些

許無奈與遺憾，就像老師說的，不能當面抱抱孩子，

給孩子最溫暖的祝福。只是心有多近，距離就有多

近，那天姿慧老師在線上畢業典禮跟學生「上最後

一堂課」，典禮結束了，大家不肯下線，老師仍在

叮嚀，仍在牽掛。幼兒園的畢業影片一樣充滿愛與

祝福，老師花費心思製作，每一位畢業生都是當天

最佳主角，而中小班學弟妹的祝福真摯可愛又吸睛，

綠蛙班的感情就像家人，熟悉又自在。

王淑芬校長 

* 多元學習
線上課程對「滑世代」的孩子，容易上手，重

點在資訊的取得與運用，尤其避免線上遊戲的網路

成癮，留心隨意按讚可能傷人的網路倫理等，都是

學生要學習的課題。暑假學校實體活動被迫停止，

學生與家人相處的機會變多，做家事，在廚房當小

幫手，把學校學習的生態素材當桌遊；更可把在家

的生活變成繪本，當作家也當畫家，他日這本獨一

無二的繪本，可能是你家的傳家之寶！

* 身心健康
早睡早起，固定運動，經常哈哈笑，多看課外

讀物，疫情趨緩，多接觸大自然，祝福每一位柑仔

娃頭好壯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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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認識螢火蟲生存的環境特徵到了解牠的覓食以及相關歌謠傳唱，一系列的關卡由高年級學長姐

擔任小關主，除了解說、回答學弟妹們的各種提問之外，今年還特別融入雙語特色，充分展現自信風

采；而中低年級學弟妹們更是在滿滿的歡笑聲中學習；最後，還有刺激有趣的抽獎，鼓勵孩子們的用

心學習 !

Fireflies light up the night. 螢火蟲祭不只點亮珍愛自然生態保育理念，更是藉由這樣特別的活動，

點燃孩子們學習的熱忱。

情境英語教室更換學生桌椅情境英語教室更換學生桌椅 拆除老舊採光遮雨罩拆除老舊採光遮雨罩 更新採光遮雨罩更新採光遮雨罩

沉積岩因殼變動而產生皺摺，皺褶傾斜方方向可

分為順向坡與逆向坡，本次施工的邊坡為逆向坡 ( 如

下圖的右側方 )，屬於較不容易出現滑動的岩層，當

風化到一定的程度後，左邊的坡邊容易順沉積堆疊傾

斜方向而滑落。
順向坡 逆向坡

慧好有限公司捐款購置木製桌椅

活動教室大樓樓梯採光遮雨罩更換

邊坡工程竣工

拆防護網削整岩
層帆布遮擋

鋪防護網鋼纜固
定

ㄇ型鋼筋固定防
護網固定鋼纜

灌漿錨筋固定防
護網固定鋼纜埋
設洩水管

噴植土 ( 上層 ) 噴
凝土 ( 下層 )

新建天溝落水管
及擋葉網

螢火蟲祭關卡 - 危險了螢火蟲祭關卡 - 危險了 螢火蟲祭關卡 - 螢火蟲覓食螢火蟲祭關卡 - 螢火蟲覓食螢火蟲祭關卡 - 森林小精靈螢火蟲祭關卡 - 森林小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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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朝會】時序漸暖，學輔處針對水域安全進行宣導活動，

柳依辰主任提醒孩子「防溺五不、自救五要」的觀念，戲水前必先

學會自救及救人技巧，千萬不要輕忽水域安全。另外，海中潛伏的

巨獸「離岸流」則是到海邊戲水時最大的安全威脅，面對這種從海

岸帶到海中的海流，到海邊戲水時一定要先觀察地形與海面狀況，

避免在離岸流處戲水。即使真的遇上了離岸流，也要沉著應變，冷

靜等待脫離危險區域的時機。

【停課不停學】暑假在即，水域安全一樣需要重視，5 月 27 日 ( 四 ) 四年級體育課，

透過線上教學，帶給孩子「防溺10招、救溺 5步」的觀念。透過生動的解說，觀看台前

操演自救救生技法，同學們瞭解防溺、自救及救人的規則，才能開心又平安的戲水。同學

具備水域安全知識與技能，減少貿然闖入河、海、埤、湖、潭而發生溺水憾事，孩子們也

很珍惜這次的線上宣導體驗，瞭解「水域安全」與「環境評估」的重要性，達到事前防護

防救的目的，才能保自己一命。

運 動
會

在後疫情時代，能順利辦理運動

會，是全體親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今年

的運動會也延續了傳統的聖火祈福，並加入一

點新意，以全校健走的方式進行，感謝社區及家

長們的熱情參與，老天爺也賜予我們晴空萬里的天

氣。

在提倡環保的年代，我們使用手電筒製作火把。

也同時響應 LNT（無痕山林），解鎖無痕運動會，

以「一人一小袋，環境永續金不換」為口號，鼓

勵家長們各自將垃圾帶回家，共同維護校園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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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真好

可以幫助植物長大

太陽真好

可以給我們看見美麗的世界

太陽真好

可以給我們溫暖

太陽真好

所以我喜歡太陽

可愛的小黑豆 :

你好 ! 我想問你最近有沒有蟲來吃你 ?

我要謝謝你，因為你每天靜靜地待在花盆裡，

讓我仔細的觀察你。

為了讓你身體健康，我要每天用心照顧你。

祝

健康長大

 小主人丁柏淵上

 五月三日

給小黑豆的一封信給小黑豆的一封信

親愛的小雨蛙 :

你好 ! 我想告訴你，你的身體真的好小，而且

是三角形的，所以我覺得很特別。

我要謝謝你，因為你的出現，讓我跟同學每天

下課都很開心。

為了不讓你失去生命，我要把頑皮的小貓趕

走。祝

天天快樂

 廖苡涵敬上

 四月三十日

二忠 廖苡涵

親愛的螢火蟲 :

你好 ! 我想告訴你，你發的光很美麗，可以吸

引很多人來欣賞。

我要謝謝你，因為你可以在每年三、四月時，

讓我們看到你漂亮的光芒。

為了讓你趕快求偶，誕下新生命，我要守護好

你的生長環境。祝

求偶順利

 劉翊楷敬上

 四月三十日

二忠 劉翊楷

三忠 余昱陞

站在前線的戰士，

大公無私的付出。

世人全部都看見！

謝謝妳們的付出！

我們永遠支持妳！

風雨過後會晴天，

疫情過後會平安！

感謝偉大的天使，

大家在家不出門，

就是為了擋疫情，

讓妳們能早回家。

三忠 張芯綺

謝謝站在前線的所有醫護人員，如果沒你們為

我們打仗？很有可能就沒有現在的平安。

謝謝你們犧牲自己來保護我們，讓我們還能線

上上課；雖然我還小，不能幫你們大忙。如果長大

後，病毒還沒死，就換我保護你們。讓我們不要放

棄，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我會做到勤洗手、出門必

戴口罩和出門一次買。最辛苦的你們要戴口罩、護

目鏡和防護衣，又悶熱又忙碌。

我們雖然不認識你，但我們知道你們正和病毒

打仗及照顧生病的人。謝謝妳們的付出！讓我們一

起守護台灣吧！

四年級的自己 三忠 蘇睿承

我希望升上四年級後可以更努力上課，不要一

天到晚一直出去玩。我要好好反省三年級時上課不

專心。更要好好看書，書是非常寶貴的東西，可以

使人變得聰明。

有很多人說出書的重要：「貧者因書而富，富

者因書而貴。」「光陰給我們經驗，讀書給我們知

識。」「書若不常翻閱，就等於木片。」「好書是

智慧的鑰匙。」讓我更知道讀書能幫助我很多。

既然自己那麼愛玩，更要會讀書。希望四年級

的自己，會玩又會讀書。

太陽真
好

太陽真
好

一忠 游羽晴

二忠 丁柏淵

一忠 謝佳妤 我的家庭

給

學生作品4



這是一場特別的畢業典禮，讓我感到很興奮也

很不捨，興奮的是第一次碰到疫情的關係，才能有

這樣特別的畢業典禮，不捨的是學長、學姊們不能

在往後的日子陪伴我們一起玩樂、一起學習。

雖然捨不得學長、學姊們離開，但我也要祝福

他們邁向另一個學習階段，都能事事順利！一帆風

順！

希望他們能在往後瑞柑國小運動會，回母校一

起參加接力賽跑、拔河比賽，回味一下以前在校的

點點滴滴。

觀看畢業典禮心得 「薩拉的單車夢 (Bike Bird)」「薩拉的單車夢 (Bike Bird)」四忠 王辰豪

這是一場特別的畢業典禮，讓我感到很興奮也

很不捨，興奮的是第一次碰到疫情的關係，才能有

這樣特別的畢業典禮，不捨的是學長、學姊們不能

在往後的日子陪伴我們一起玩樂、一起學習。

雖然捨不得學長、學姊們離開，但我也要祝福

他們邁向另一個學習階段，都能事事順利！一帆風

順！

希望他們能在往後瑞柑國小運動會，回母校一

起參加接力賽跑、拔河比賽，回味一下以前在校的

點點滴滴。

我覺得這個故事最主要是要告訴我們不要放棄

你的夢想或想做的事情，只要你做的事情是對的，

一定會有人支持你。

主角一家人來到挪威，但是隨時都有被遣返的

可能。主角想學騎單車，但是爸爸觀念守舊，怕被

遣返回阿富汗後女兒會嫁不出去，所以非常反對主

角學騎車，不過主角卻依然保持不放棄的心態與態

度，去找表哥教自己騎單車，最後主角學會了，主

角的爸爸也改變觀念，不再反對她騎單車。

我覺得主角的爸爸雖然是擔心薩拉，但也不應

該完全反對薩拉學騎單車這件事，可以口氣好一點

的對薩拉表示關心。只要永不放棄，一定可以實現

自己的夢想。

如果你問我校園裡什麼地方最有趣？什麼人最

友善？我的答案可能和一般人想像的有點不同。

我心目中校園最有趣的地方是第一生態村。它

是個自然資源豐富、無破壞且居住許多小動物的地

方，上實驗課程時常常會去那裡觀察小動物，而且

還要幫可憐的小青蛙們打敗可怕的外來種｜美國螯

蝦。我們用美味的誘餌引牠們出來，等牠們抓住食

物後，快速拉牠們上岸，牠們就逃不了了。我只能

說這過程太有趣了，我才會如此喜歡第一生態村。

我心目中校園最友善的人是每一位師長，因為

師長們總是把瑞柑的孩子們放在第一位，常常友善

的跟我們打招呼，也會為了我們的安全而製作簡報

或牌子來宣導，真的很用心在照顧我們，所以我們

也要乖乖的讓師長們不用擔心。

在這個學校，我看到了別的學校沒有的自然環

境，學到了別的學校沒有的特色課程，因為這樣，

我們更要主動讓這個學校更美好，讓學弟妹們都可

以享受瑞柑的好。

觀看畢業典禮心得 四忠 王辰豪

四忠蘇兆瑞 - 塗鴉與插畫

五忠映璇 -
實驗課程雙語解說牌

四忠鄭茗峰 - 摺紙粽子

五忠王冠霖 - 班徽

短片欣賞心得

五忠 趙逸璇

五忠 謝家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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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忠 游喆翔

「啊！畢業旅行結束了！」我說著，奶奶對我

說：「有好玩嗎？」「當然好玩囉！」我說，我提

著大包小包的東西走進家裡，這件事要回到畢業旅

行那三天說起。

第一天，我們去了「自然科學博物館」，裡面

的種種沒看過的東西都像新面孔似的，令我驚嘆！

有巨大的大王魷魚、各種大小不同且行動方式各異

的恐龍、長毛象骨頭……等，最讓我訝異的是─有

真的木乃伊和木乃伊的棺材，我看到時還嚇一跳

呢！還有非常有趣、令我興奮的是─ 3D 電影，我

們看了「失落的世界」、「鳥瞰地球」，影像十分

逼真，我還伸手向摸立體的恐龍呢！

最後一天我們去了「九族文化村」，那裡在二、

三月時會開滿櫻花，雖然我們去的時候櫻花已經沒

了，但我們看到一大片的綠樹林。一開始我、靖雯、

毅剛、培元、岳勳、喆翔和亮穎一起去玩海盜船、

小的大怒神，我覺得我飛起來了，而且還玩了兩次，

我玩到唸「南無阿彌陀佛」，最可怕的是「太空山」，

真的令人好害怕！它一轉彎，我人就九十度轉彎，

我覺得車子要飛出去了，我也快要跌出車外，我從

頭一路尖叫到結束，搭完後我還驚魂未定。我對紹

慈他們說：「不要去玩！你不要去：會死啊！」我

玩到眼睛泛淚。

這三天過得很「精彩」，我們都玩得很瘋狂！

但一想到畢業旅行，也就是代表我們在瑞柑的日子

所剩不多了，就讓我好難過，所以我們要好好把握

剩下的時光，不要吵架、不要留下遺憾，而是要留

下更多美好的回憶，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

最快樂的畢業旅行。

在整理自己的房間時，看到了一張照片，這一張照片讓我回想起了田徑對抗賽時得美好時光—

「磅」的一聲，選手們努力往前衝的樣子。

槍聲響起，各隊的第一棒用盡全身的力氣往前衝，我們的第一棒簡睦宸爭取到了第二名，在簡睦

宸將棒子傳給黃彥豪時，我彷彿看見了超跑的引擎瞬間爆發，時速直逼一百，直接超過第一名，接下

來就要換我跑了，當下我緊張到心臟都要從嘴巴裡跳出來了，由於現在是第一名，有許多來自後方的

威脅，所以更不能大意。當黃彥豪將棒子傳給我時，我便有如脫韁的馬一樣往前衝，而對手也緊追在

後，快要到的時候，我穩穩地將棒子交給下一棒並跑向一旁的草地，凱文老師高興地和我擊掌，最後

一棒也衝過白線，勇奪第一。

跳高比賽的裁判是一個很老的阿公，他坐在一張藍色的椅子，一手拿筆，一手拿登記表。還沒輪

到我時，我看著其他選手，發現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跳法，而且跳的都不低，讓我感到有些絕望。終於

輪到我了，我咬緊牙關往前跑了一小段並跳了起來，桿子並沒又掉下來，但悲慘的事情發生了，我的

腳竟然痛了起來，而後面的成績也不理想，最終以第四名坐收。

這時媽媽突然大喊「吃飯了」，我才從回憶中醒了過來，放下了照片，走到飯廳與家人共享美味

的晚餐。

對現在的我來說，過去的一切，都成了回憶，

但認真說起來，美好的回憶還真難得。現在回憶起

來，那些事情的寶貴，是給我一百萬我都不願交出

去的。

現在只要在網路上看到恐怖片，就讓我不由得

想起，六年級的畢業旅行，這是人生中重大的盛宴，

而第一晚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同房的朋友小郭，

他說他在浴室的鏡子中看見一個藍色的影子飛過

去，我聽見後就好似受驚的老鼠般，一溜煙的躲進

棉被裡，還和別房的朋友開視訊，最後老師和領隊

來找我們，和我們說：「可能是小郭太累了，看錯

了吧！」隨後我們馬上又回到床上，一整晚都不敢

睡，但到半夜三點多的時候，因為戰敗了睡魔，而

睡著了。雖然當時感到十分的畏懼，但現在回想起

來，真是讓我會心一笑呢！

聽見了玩具槍在耳邊響起的聲響，使我不禁想

起了學校運動會中的慘況。槍聲剛響，另一隊的人

有如綠巨人「浩克」一樣，使盡全身的力氣在拉，

再配上旁邊老師喊著「一二剎！」「一二剎！」那

氣勢遠遠勝過了我們，我們這隊不到二十秒就被拉

倒在地，說完「謝謝指教」後，我們狼狽地走回我

們的定位。比完的當下，我們的內心像下著傾盆大

雨一樣。不過現在跟同學說起我們被秒殺的事情，

我們也都是哈哈大笑。

美好的回憶，對我們來說都很重要，是我們心

情上的寄託，偶爾回想起來，能讓心情變好許多。

美好的回憶就像我們生活中的調味劑，沒有它，我

們的生活會變得枯燥乏味、很無聊，所以美好回憶

是生活不可缺的一部分。

畢業旅行 六忠 林易臻

六忠 王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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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花開的季節，是個感傷

的季節，這六年來，同學們一起

相處，讓我的國小回憶充滿滿，

六月份，我們就要離別了，但是，

離別並不代表我們的友誼結束

了，謝謝同學這六年的陪伴，也

謝謝老師的教導，祝大家鵬程萬

里一帆風順！

 郭亮穎

雖然來到瑞柑只有僅僅一

年，卻深深感受到這裡同學的熱

心和老師的和藹可親，這一年來，

我很謝謝同學和老師們對我的照

顧。不過我們不管怎麼樣，都無

法阻止時間的消逝，一年馬上就

過去了，我們也要畢業、要道別

了。即使我們之後各奔東西，也

不能忘記彼此在這段時間的歡樂

與不捨。同學，老師們，珍重─

再見 !

 游喆翔

時間過得好快呀！以前好想

快一點畢業 , 現在一眨眼就要離

開了 ! 謝謝各位老師的用心教導 !

讓我從一個什麼都不懂變到一位

懂得禮貌的人 , 也謝各位同學這

六年的陪伴 ! 祝各位鵬程萬里珍

重 !--- 再見 !

 柯耘萱

在過幾天，我們大家準備要

畢業了，回想起來我們已經認識

六年了，想起我們一起歡笑，一

起玩。謝謝你們、謝謝老師。

希望我們可以用最後幾個禮

拜，繼續我們的友情，最後住祝

福你們大家一路順風。

 曾毅剛

我想對大家說：

雖然我們大家即將要畢業

了，但我希望可以在最後短暫

的一些時間內，留下美好的回

憶，我也非常高興，

因為可以認識你們這些好

朋友，希望畢業後，

我們能繼續連絡，

做永遠的好朋友！

 廖鴻遠

六年來 , 許多美好的回憶

不好的回億，慢慢一點點的回

憶起來，一年級的羨慕六年級

的可以畢業等到現在我們就要

畢業了，現在回想起來很感動，

對我來說覺得 . 就好像剛剛發

生一樣，在人生的路上完成了

一大段。   

 詹岳勳

祝所有畢業生畢業快樂，

在這鳳凰花開的日子，是屬於

離別的季節，真是令人感到不

捨呀 ! 希望緣分可以讓我們再

次相遇，感謝你們的陪伴。 祝

福 : 鵬程萬里 珍重  再見 ! 

王郁珽

畢 業生 留 言 板

◇ 1 感謝家長委員會致贈獎學金 5,000 元，作為畢業典禮獎項。

◇ 2 感謝和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致贈 2,000 元，作為畢業典禮獎項。

◇ 3 感謝林裔綺議員致贈禮物及獎狀各 1 份，作為畢業典禮獎項。

◇ 4 感謝賴品妤立法委員致贈禮物 2 份，作為畢業典禮獎項。

◇ 5 感謝欽賢國中校長林才乂致贈禮物 1 份，作為畢業典禮獎項。

◇ 6 感謝瑞芳國中校長王綠琳致贈禮物 1 份，作為畢業典禮獎項。

捐
贈
芳
名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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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綠蛙 拍畢業照！
下學期大班的重頭戲

還有拍畢業照。在拍之前先

給孩子們回顧前幾天拍攝

的畢業照片，在提醒孩子們

拍照要注意的細節與流程，

大班孩子們都超級期待換

上造型服，小女生變成小

公主，小男孩變成小王子，

更重要的是與同伴間一起

共度的美好時光。

季節限定的瑞柑三寶，四月登場的重頭戲就是螢火蟲祭了，四月開始孩子們就在收集關於螢火蟲的訊

息，透過團討引導與統整孩子們對於螢火蟲有了初步的認識。賞螢當天的重頭戲是下午的闖關活動，第一

生態村釣螯蝦、礦坑尋找煤礦、與青蛙近距離接觸、第二生態村尋找螢火蟲的食物等等，關關精彩。

經過幾周的競賽練習與彩排，終於迎來孩子期待已久的

運動會。運動會前夕步行到瑞福宮參與聖火傳遞的活動，運

動會當天穿上可愛吸睛皮卡丘表演大會舞，一起進場喊班呼，

每個運動競賽孩子們都全力以赴，發揮運動家精神，帶著滿

滿的禮物與滿滿的回憶圓滿順利的完成運動會所有的挑戰。

瑞柑
運 動 會

幼 兒 園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