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柑印象
國語日報 (109.09.23) 斗大的標題：「瑞柑蛙蛙國課程，培育生

態小戰士」，駐區督學說：「這是一所美麗的生態小學，學生是自

然的孩子。」教務丁主任說：某校的主任曾對她說：「喔！瑞柑，

就是課程與教學很厲害的學校」。家長說：「孩子在好的苗圃中，

就會長得好！」學生說：「我喜歡來學校，很快樂！」

卓越典範
本校致力推動教育實驗課程方案，學生學習表現亮麗，因此榮獲教育部 110 學年度教學卓越銀質

獎殊榮，更是新北市該年度唯一獲獎的小學；教師團隊展現的領導力、專業力、擴散力，也榮獲新北市

110 學年典範社群，本校更是偏鄉小校唯一獲選的學校。 

基本學力
國數是學生基本的學力，尤其在升學主義盛行的台灣更顯重要，瑞柑除有專家教授到校指導國數共

同備課外，透過公開課、議課，深化老師教學設計力，另外定期評量命題的檢討，就是讓老師能依據學

生的學習回饋改善教學。

實驗課程
「打開學習新視野 瑞柑國小培育 ASKER 娃」來自本市教育局新聞稿，

這是肯定瑞柑實驗課程推動的成果，方案目標在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全

校 1-6 年級實施跨領域課程，猶如實驗課程審查委員的好評：「方案能促

進教師專業成長、厚植學生學習成效，堪為楷模！」

多元社團
111 學年起瑞柑有 5 個免費的晨間社團，課後更有 10 個動靜態的社團，尤其在

偏鄉小校開辦國樂社更是不易，但為滿足學生的多元智能，校方會全力以赴；疫情前，

瑞柑孩子多次獲邀對外大型的表演，如聯合報系尾牙及天合聯盟 (19 間航空公司 ) 聖

誕晚宴等，國語日報 (108.02.01) 更以全版刊登瑞柑「全校瘋社團」，家長也在臉書留

言回饋：「瑞柑的孩子好幸福，這些課程在都會區都要自費，放學後去找資源學啊！」 

課後照顧
瑞柑除開辦課後社團也有課後學習輔導，平均有 1/2 的學生留在課後至 17：30，除了回應家長課

後照顧的需求，也讓弱勢學童能在課業或才藝得到指導。

擦亮擦亮瑞柑國小瑞柑國小　　招牌招牌 王淑芬 校長王淑芬 校長的的

瑞柑 60 周年校慶即將到來，學校辦學素以學生學習為核心，任一辦學思維或舉措，就

是為學生的學習奠定基石，期許學生能探索、有觀點、對學習擁抱熱情、對人生充滿自信，

共同迎接下一甲子璀璨的瑞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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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柑教師瑞柑教師公開課公開課
110.12.06 許麗秀老師

三忠英語 /

What color is it?
內容：公開課以有趣的遊戲和

豐富的教學設計引發學生的動

110.12.22 羅凱文老師

四忠數學 /小數
內容：老師透過搭捷運遊台北

的題組，讓孩子計算搭乘里程

數、閱讀收費標準表，熟悉小

數計算的進退位與比大小，同

時也練習「讀圖」的素養。

110.12.29 謝妮晏老師

五忠國語 / 誰該被派去

非洲
內容：老師帶著孩子認識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引

導孩子聚焦小學生能做到的永續項目、活用學

過的複句句型，寫成一篇小短文並上台發表。

111.03.09 王淑芬老師

五忠國語 / 我眼中的東

方之最
內容：藉由泰姬瑪哈陵延伸文

章，透過閱讀測驗和開放式問

答題引導學生讀懂文章。在協同學習

下，小組討論後都有精彩的產出。

111.03.18 張旻勛老師

六忠自然 / 簡單機械 -

輪軸
內容：教師安排學生實際操作

螺絲起子鎖螺絲，過程中了解

輪軸概念。

111.04.06 林敏樺老師

六忠數學 /怎樣解題
內容：教師整合學過的單元概

念，透過 Jump 題，為學生進

行不一樣的複習。

主軸一
再探柑坪礦業聚落
帶孩子走訪侯硐礦工文史館，實

際聽礦工爺爺說故事、親手觸摸

採礦工具及用品，進一步認識煤

鄉美麗與哀愁，也彌補柑仔瀨已不

易看到礦坑及採礦痕跡的遺憾。

柑橘與泡芙
透過故事敘說讓孩子了解柑仔

瀨和校名的由來、校友開泡芙

店的故事，接著品嘗在地的柑橘

和西方泡芙並記錄好滋味，最後

的聯想圖孩子激盪出許多創意想

法，家鄉守護之情開始萌芽。

青蛙的家
與孩子踏查校園蛙類棲息場

域，瞭解校園蛙類的棲地條件

及關聯性。透過製作棲地桌遊

卡並辦理桌遊大賽，最後和孩

子一同製作棲地海報，宣導愛護棲地的重要。

校蛙校蝶爭霸戰
在認識瑞柑校園常見的蛙和蝶

後，孩子化身為蛙與蝶的代言

人，透過手繪海報和一句動人

的廣告詞，為自己代言的蛙蝶爭

取今年這一年的校蛙校蝶寶座！

環保創客家
學生利用環保素材融入美感

及校園特色創作蛙蛙魔法

校服、八芝蘭竹子家族等作

品，更寫下創作理念表達對

校園環境的守護。

柑仔瀨夢想社區
老師首先帶學生了解柑仔瀨發

展，接著讓孩子上網蒐集國內外

地方創生案例作為參考，最後經

由小組討論，規劃出心目中的柑仔

瀨夢想社區。規劃的內容透過孩子的

畫筆與文字，製成有溫度的家鄉小書。

機，透過與輔導團老師互相觀課、交流，

讓學生在引導下自然而然熟悉英語。

實驗課程實驗課程教育教育

主軸二

主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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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不一樣的的兒兒童童節節
　校蛙校蝶選拔

本學年度的校蛙校蝶選拔仍結合校訂課程，

感謝劉濬瑜老師及吳姿慧老師用心指導三年級的孩

子們，為瑞柑校園常見的蛙類及蝴蝶設計一句廣告

詞，再搭配自製海報向全校的師生推薦，最後選出

最能代表瑞柑國小的校蛙與校蝶。過程中展現對生

命的珍愛，上台發表的自信風采，更重要的是公民

素養的培育，創造情境讓學習潛移默化，實踐尊重

生命、公平正義的品德核心價值。

　小柑橘信箱
結合三級輔導機制，鼓勵學生說出心裡話，不

論是開心或是難過的事情，只要願意分享，都會有

小柑橘老師傾聽。學校整

理多數孩子們的共同困

擾，在兒童朝會宣導，教

導學生控制情緒技巧，營

造友善校園環境，同理他

人面度困境的情緒，涵化

為自我生命的價值。

　健康檢查
健康的身體是生命發展的根本基礎，申請一、

四年級健康檢查、護眼方案服務，結合衛生局顧齒

專車服務、南港牙醫師定期口腔檢查，確保身體健

康狀況。疫情時代之下，正確的防疫觀念及衛教知

識不可少，落實所學更是重中之重。

　淨山 淨社區 
孩子們戴上手套、拿著夾子、拎著垃圾袋深入

巷弄，兵分兩路，一二三年級走社區，四五六年級

走山路，展開淨化活動。我們帶走垃圾與髒汙，留

下整潔以及孩子們歡快的笑聲。「柑仔瀨就是我們

的家鄉，所以我們當然要愛護他 !」孩子們不加思

索而出的一句話，讓我們看到珍貴的品德已在孩子

們的心中悄悄綻放。

校蛙選拔校蛙選拔 校蝶選拔校蝶選拔

淨山淨山 淨社區淨社區

　兩性平等 從家做起
防疫新生活，宅在家的時間變多了，一起來做

家事吧 ! 做家事可不是女子的專利，破除「男主外，

女主內」刻板印象，從家長帶頭做起，家長的身教，

是孩子最好的學習典範。家庭是我們追求幸福美好

人生的後盾與助力，讓我們可以勇敢實踐理想。

　親子戶外探索趣
好奇是孩子的天性，探索是生命的本能。上學

期密探山尖步道，古老的水圳橋屹立不搖，有趣的

台灣特有種 - 台灣三角楓，都豐富了這趟學習之旅。

下學期走訪小金瓜露頭步道，壯闊的山景，奇特的

地質景觀、還有罕見的食蟲植物毛氈苔、黃金藻，

喚起學習的渴望與喜悅。

健康促進健康促進

幸福家庭幸福家庭１１２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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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柑社團真好玩 !瑞柑社團真好玩 !

感謝劉育帆老師指導本校

心鼓社團，藉由鼓聲振奮生命

的活力，敲響學習的熱忱。

感謝蔡佩芸老師的用心指

導，增加身體協調性，培養律

動感，舞出生命自信。

感謝潘慧玲老師指導音樂社及烏克

麗麗社。音樂社中學生透過學習基礎鍵

盤樂，並藉由合奏演出，學習團結精

神。烏克麗麗社學習烏克麗麗的

入門技巧，彈奏兒歌、自彈

自唱，涵養音樂素養。

感謝張祖望老師指導，

引導學生認識相聲文化並學習

說學逗唱技巧及幽默風趣的演

說，展現舞台魅力與自信。

感謝羅振峰教練指導足球

的基本動作與技巧，透過遊戲

方式熟練，善用美麗的操場讓

孩子體驗足球樂趣。

學生透過與大學伴視訊互動，由大學伴指導學

生開口說英語，增進英語實際會話的能力。

感謝林承鴻老師、饒心

妤老師、江宜柔老師及洪子

琁老師指導，讓學生能透過

學習中國傳統樂器傳承文化、

怡情養性。

感謝黃婉婷老師帶領孩

子認識各種食物營養素，並

教導學生能製作簡易又健康

的餐點。

感謝劉惠雪老師帶孩

子透過廣泛閱讀繪本增加

視野，並且學習閱讀理解

策略，提升閱讀素養。

感謝俞淑清老師帶領喜愛

藝術的孩子，學習運用不同的

技法、媒材繪製不同風格的圖

畫，創作出自己的一片天。

感謝林憶秭老師以遊戲方

式引導孩子身心靈的舒展與放

鬆，促進肌力發展也增加專注

力。

感謝張旻勛主任指導對科學領域有興趣的孩

子，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科學知識，激發好奇心與

創造力。

感謝吳海獅老師指導，帶

領孩子探索校園生態，從常見

動、植物的基本認識，到台灣

特有種的保育行動，培育一位

位優秀的棲地戰士 !

捐

款

芳

名

錄

舞蹈社心鼓社

音樂社、烏克麗麗社 說唱藝術社

足球社

數位英語社

閱讀社

小廚師社

兒童瑜珈社

美勞社

生態社

國樂社

校隊科展

捐款者 捐款金額
蕭芳城 100,000 元

和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元
黃俐瑛 35,000 元
何培瑋 3,000 元

柑坪里黃金資收站 6,000 元
瑞經工業有限公司 10,000 元

李正勛 2,000 元
和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元
國際獅子會 300A1 區 10,000 元

台北市金嶺獅子會 5,000 元
台北市大愛獅子會 5,000 元

李佩玲 5,000 元
台北市文華獅子會 5,000 元
台北市儷緻獅子會 5,000 元

洪義豐 2,000 元
陳麗華 2,000 元
丁采晴 2,000 元
李羿駖 2,000 元

台北市大中華獅子會 5,000 元
陳佩芳 5,000 元
高淑芳 2,000 元
陳嘉珮 2,000 元
總計 253,000 元4



賴柔羽
我最想感謝的

是老師們，不辭辛

勞的教導我們。謝

謝全班，這幾年我

們互相學習，一起

度過風風雨雨。祝大家畢業快樂！

賴昀安
我 要 感 謝 羅

柏鈞和王冠霖在我

來到這間學校的期

間，一直幫助我度

過各種難關，還教

了我一些值得學習的事情。

陳靖宜
謝 謝 大 家 這

幾年的陪伴，讓我

過著充實的小學生

活，希望上國中還

可 以 常 常 遇 到 大

家。祝鵬程萬里、一帆風順！

簡郁潔
謝謝老師們這

六年來的教導以及

陪伴，也謝謝班導

教我們生活常規。

謝謝那些在我傷心

難過的時候安慰我，在我有困難的

時候幫助我的好朋友，畢業快樂！

鄭涵憶
轉眼間六年過

去了，謝謝校長、

各位老師和同學的

陪伴，真希望時間

永遠停止在國小，

祝大家平平安安，一鳴驚人！畢

業快樂～

胡　旋
感謝大家給我

快樂的六年。

王冠霖
感謝老師讓我

在知識方面更進一

步，感謝同學六年

來的陪伴，最後謝

謝敏樺老師教我們

的一切生活常規，謝謝老師！

郭賡諒
六年如一日，

轉眼就要畢業了，

謝 謝 同 學 們 的 引

導， 大 家 後 會 有

期，謝謝老師耐心

的教導。老師，您辛苦了！

謝家軒
老師：謝謝您

的教導，雖然到現

在我還是會忘東忘

西，不過我已經比

以前好很多了。各

位同學們：緣分如此微妙，只要

大家還記得彼此，那我們之間就

不會有距離。趙逸璇
一轉眼六年就

過了，心中還是有

些不捨，但這就是

一個階段！謝謝同

學們的陪伴，謝謝

老師們的教導，我會帶著你們的

祝福走向未來的路！

王捷怡
大家都要畢業

了，希望上國中以

後，國小六年的感

情不會散，一起繼

續當好朋友。

劉羽恩
謝謝老師教導了我兩年，也謝

謝老師每次陪我寫功課，還載我回

家。謝謝各位同學陪我了六年，該

成熟一點了，我祝大家畢業快樂。

羅柏鈞
謝 謝 大 家 從

一 年 級 到 六 年 級

的陪伴，也謝謝各

位 老 師 用 心 地 教

導我們。

余映璇
一 轉 眼， 六

年就過去了，感謝

老師們六年來的教

導，還有同學們的

陪伴，還有，不要

忘記彼此了喔 ! 邱子寧
親 愛 的 同 學

們：我們就要畢業

了，剛轉來時跟你

們還不太熟，所以

覺得畢業是件快樂

的事；現在，我不是不想畢業，

而是不想離開你們，讓我們好好

地把握剩下的時光吧！

劉　璿
這六年我交了

很多朋友很開心。

林敏樺 老師

兩年的時間，一轉眼就要結

束，看著大家的成長和轉變，真

的長大了。最後，老師祝福六忠

同學們國中生活充實、愉快。

畢業感言畢業感言畢業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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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疫情的想法

兒童朝會後，我對疫情的想法是「緊張！害

怕！」害怕染疫數一天一天的上升，下一位會不會

是我！緊張家人會不會確診……？

大家知道疫情不是很簡單！這次疫情又特別又

可怕！特別的是它不是一傳十又十傳百，而是一傳

千又千傳萬！可怕的是現在一天就一萬或兩萬……

以上！真的覺得很可怕！因為我外公住院了！我深

怕外公被感染確診！就真的再也看不到他！我希望

本次疫情能早早結束！

我覺得大家應該出門戴口罩、勤洗手、出門一

次購買、不在外面吃東西！我覺得現在是真的很恐

怖，一回家要用肥皂勤洗手和洗澡，把病毒全部都

沖掉。這就是我們大家現在該做的，我們不確定會

不會更恐怖，但我知道這些醫護人員真的很辛苦，

大家能保護好自己，就可以讓他們不要有那麼大的

壓力。

快樂是什麼
快樂是什麼？

快樂就是和同學一起在炎熱的籃球場打籃球比

賽和練球，

一直飆汗多爽快呀！

快樂是什麼？

快樂就是在外婆家和朋友一起騎自行車去冒險

和繞社區三圈，

還有一起在海邊玩水，都很好玩喔！

快樂是什麼？

快樂就是和家人一起遊山玩水，

或去日本旅行打沙灘球及住飯店。

快樂是什麼？

快樂就是和足球隊的隊友一起練射門及比賽，

這樣互相切磋比賽，真的棒極了！

快樂是什麼？

快樂就是和姊姊一起做饅頭、甜甜圈……等等，

做完了！一口吃下！

真的超好吃的！好有成就感！

全校我們這一班是最吵的一班，而且我們還是

最髒的一班，雖然缺點很多，但是人才也不少。

首先，是我們這一班說話很大聲的是王崴奕，

其次是潘紫萱，我覺得只要小聲說話就好了，但是

他們每次說話，總是快把屋頂掀起來，我們的耳朵

都快被震壞了。

我們班跑步最快的女生是詹喻喬，她可是飛毛

腿，每次跑步都沒人可以贏過她，讀書也是她的強

項，她真厲害！還有人緣好的賴宥璇，下課總是一

堆人包圍著她，可見她多受歡迎，值得我向她學習。

我們這一班可說是多才多藝，會跳舞的我和王

辰豪，我們兩個只要聽到輕快的音樂，兩個人就好

像活過來，立刻跳起來，把煩惱都拋在腦後了，因

此有「舞王」之稱。

時間過得很快，我們已經五年級了，期待我們

能更團結一點，讓五年忠班能有更好的表現，相信

我們這一班不會再是全校頭痛的一班。

我們這一班

冬天來了，天氣很冷，萬物冬眠，大地充滿寒

意，是個令人凍僵的季節。

在我眼中，冬天是一位可怕的巫婆，他會讓小

草變得枯萎，又讓森林裡的動物全部都躲起來冬眠，

還會使所有的樹的變成禿頭，因為樹上的葉子都會

掉光，整個自然界靜悄悄，大地呈現一片死寂。

在我眼裡，冬天也是一位魔術師，他雙手輕輕

一揮，把溫暖的陽光都趕走了，使得出太陽的日子

結束了，伴隨著我們的是寒冷的日子，冬天的雨量

很多，出門要帶著雨傘，看著窗外的雨，霧茫茫的

一片，詩情畫意，冬天也能有這麼美的畫面，真不

簡單。

在我眼裡，冬天是個讓人感到又愛又恨的季

節，除了又濕又冷，害我們都不能出去玩，可是他

也有一般美景可以提供我們欣賞，只要用心觀察，

細心體會，就會發現冬天的美景！

我眼中的冬天

四忠四忠
面具嘉年華面具嘉年華

蘇睿承
罩顧好健康

黃文妍潘紫萱 陳韋榤

人面抽象畫

四年忠班 張芯綺

五年忠班 賴羽岑

四年忠班 陳煜翔

五年忠班 曾成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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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狗寫給冬天的卡片

冬天你好：

我是小花狗，

我想當你的好朋友，

跟你一起去溜冰。

小花狗敬上

冬天你好：

我是小花狗，

我想和你的玩遊戲，

我們能一起玩雪和玩球嗎 ?

小花狗敬上

冬天你好：

我是小花狗，

我想和你當好朋友，

我們可以一起去我家玩，

我們可以一起盪鞦韆。

小花狗敬上

我今天要快篩 ! 

我聽到快篩這兩個字就害怕

得不得了 ! 

我想要躲避快篩，但是戳了

才知道其實一點都不可怕 ! 而且我

還陰性，太好了 !

這就是我的快篩小日記。

今天是母親節。

早上我跟媽媽還有妹妹享用

一頓美味的早餐。阿公還買了三

朵美麗的康乃馨，讓我送給辛苦

的阿嬤、媽媽跟嬸嬸。

 因為疫情所以不能出去吃飯

慶祝， 但一家人聚在一起在家吃

飯也很開心。

祝天下的媽媽，母親節快樂 !

在教育實驗課我學到：螢火

蟲從小就會發光，很容易被踩或

被吃掉。到成蟲交配完，公的就

會死掉，母的則是在產卵後後死

亡，所以在幼蟲身旁看不到幼蟲

的爸媽。

今天上科展社時，我學到淋

巴球通常存在於淋巴系統中。血

液中含有三種類型的淋巴球：B 細

胞、T 細胞和自然殺手細胞。

在寒假中我覺得很有趣的事

情是去苗栗採草莓。我覺得很好

玩，因為可以踩到又大又紅的草

莓，還可以在那邊吃

草莓，我還看到廚

師在做甜品，看起

來很好吃。

今天英文課我學到美國的學

校上課時間是從早上九點到下午

三點，學校有校車，工友也有七、

八個以上，吃飯時間也會有固定的

餐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密碼

置物櫃」。學校不會讓小孩掃地，

因為他們覺得掃地是工友做的事，

讓工友做就好。

寫春聯 扣條變變變

一忠 許楷杰 一忠 董展翔 一忠 劉奕婕

快篩小日記
二忠 蘇粲平

母親節 二忠 游羽晴

我學到
三忠 詹喻晴

我學到
三忠 丁柏淵

我學到 三忠 劉翊楷 寒假記趣 三忠 石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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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師！孩子小小的身影穿梭在校園中，透過感官的體驗與探

索，感受瑞柑豐富的生態環境，將瑞柑的美深深烙印在心中。

校園的植物是最天然的遊戲材料，小綠蛙把蒐集來的樹葉、花朵和樹枝，透過鋪

排、拼貼…等方式，創作出各種造型（動物、房子…等），也能變成美麗的花環裝飾喔！

校園的植物是最天然的遊戲材料，小綠蛙把蒐集來的樹葉、花朵和樹枝，透過鋪

排、拼貼…等方式，創作出各種造型（動物、房子…等），也能變成美麗的花環裝飾喔！

「分享」與「表達」亦是學習的重點。透過同儕間互相模仿、鼓勵與讚美，孩子

一次次的練習表達想法、分享作品，最後能勇敢上台說故事，讓我們給小綠蛙大大的

「讚」！

小 綠 蛙 主 題 課 程

校園探索趣

植物創作

植物拓印

展現自我

瑞柑好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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