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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東山 

文：林秀雲校長 / 攝影：李復盛(文昊爸爸) 

現在，改變正在發生！ 

    我的學校前面有小河，後面有山坡，

門口有 2 棵有身分證的百年老樹，是一

所小而美的森林小學，這就是大家印象

中的東山；再具體一點說，前面的石硿

子溪是校慶時和老師及爸媽去溯溪的地

方，後山在五東山的山腰下，每個人都

有一塊地種菜，門口的茄冬爺爺有御大

禮記念樹碑見證年齡，兒童節時每個孩

子都像小猴子在這兒盪鞦韆和攀樹。 

    孩子們在這天然的環境裡，因為活動，話題不斷，我常想在大自然懷抱中的

小學校，這裡除了享受自然與生態，我們能不能也培養孩子的美感，同時讓他們

一輩子都能記得，從小奔跑、學習成長的地方，就在汐平路的山腰上，是一個好

美的地方，也是一個充滿故事的地方。 

    就這樣藉由環境改變，影響教學的想法開始醞釀，而要做到這一步，必須先

找出學校的特色，找出學校獨有的 DNA，於是，0.34 公頃的校地，堪稱新北市

最迷你的公立國小--「改變」就從環境開始，「改變」就從生活在其中的孩子、

老師開始，現在，「改變」正在發生！ 

跨出「0.34」的界限 綠活我東山 

    學校雖然小，但後山地主們很慈善，無償借用土地給我們發展戶外探索、移

地教學使用，今年度，我們期待讓後山生態更豐富天然，決定透過教育局「川山

家」計畫，讓動植物如穿山甲般以山川為家；老師也組「蕨」對「螢」社群觀察

生態，同時聘請生態池專家陳德鴻老師協助，先由校內教師、家長及社區志工做

起，你一鋤我一鏟挖掘出生態池雛形，六年級孩子參與護岸；就這樣，將原本小

小的人工生態池擴大為 3 個池，給螢火蟲一個安心生活的家。 

   一段時間後，6 個年級的小朋友輪流

用雙腳踩踏池底阻絕滲水，體驗農業的

古老智慧--「牛踏層」的自然工法；再

由專家指導種植原生植物、放養田螺，

自然老師也教導人工復育螢火蟲的方

法。今年夜光班的孩子們很幸福，親眼

目睹螢火蟲在生態池飛舞的光景，深深

的期盼~~東山長青 生態綠活！ 



校舍美強生 創造蕨茄好環境 

   校齡 93 歲的學校，老舊的校舍承載五、六十年代至今畢業校友的童年記憶，

隨著時間的步伐前進，二樓走廊地面高度落差、過窄、一樓地磚破損、窗戶有縫

隙、蚊蟲以及當地居民沒有災後避難所……等的問題，終於藉由結構補強的機會，

露出校舍「改變」的曙光。 

    我們不斷的與技師、廠商討論、與上級溝通，感謝教育部及教育局同意修正

補助，讓我們「補強、美感、生態」

一次做到位，翼牆加擴柱鞏固校舍

的安全，走廊拓寬達到消防安檢的

標準，女兒牆的透明小櫥窗，提供

學生作品展示的空間；鋼構樓梯加

地磚、牆面改裝落地窗；補強後的

教室，打通的輕鋼架、更新的窗戶

與地板，視野更明亮了，在天時地

利與人和中，森林中的小白宮誕生

了……。 

美哉東山 逆風飛翔 

   東山的「美」，在天然環境的美，在課堂上討論發表的美，特別是像一家人

為完成一個目標堅持的美。親愛的孩子們！校長要感謝你們為東山流下每一滴汗

水，我們合力一起打造一件又一件的公共藝術--紫嘯鶇窯讓全校有窯烤披薩吃:

馬賽克拼貼生態池，讓復育中的臺灣細鯿有個美麗的家；圍牆大陶燈、迴廊小陶

燈點亮東山每個夜空；節能減碳基地的木棧板彩繪，讓雨水回收桶不再冰冷，狂

響踢踏驚豔四座，皮影戲開演，技湛全國，因為你們的努力，榮耀東山，因為你

們的付出，學校美輪美奐！ 

    親愛的六年級孩子們！疫情突然嚴峻，還來不及唱〈笑忘歌〉的畢業歌，就

迫使你們成為臺灣唯一沒有畢業典禮的畢業生，縱然不捨，但學習路長又遠，天

空很高、風很清澈，未來的世界就待你們去開創，祝福你們，從東山出發，逆風

飛翔，鵬程萬里~ 

                                                                                                                                                                                                                                                                                                                                                                                                                                                                                                                                                                                                                                                                                                                                                                                                                                                                                                                                                                                                                                                                                                                                                                                                                                                                                                                                                                                                                                                                                                                                                                                                                                                                                                                                                                                                                                                                                                                                                                                                                                                                                                                                                                                                                                                                                                                                                                                                                                                                                                                                                                                                                                                                                                                                                                                                                                                                                                                                                                                                                                                                                                                                                                                                                                                                                                                                                                                                                                                                                                                                                                                                                                                                                                                                                                                                                                                                                                                                                                                                                                                                                                                                                                                                                                                                                                                                                                                                                                                                                                                                                                                                                                                                                                                                                                                                                                                                                                                                                                                                                                                                                                                                                                                                                                                                                                                                                                                                                                                                                                                                                                                                                                                                                                                                                                                                                                                                                                                                                                                                                                                                                                                                                                                                                                                                                                                                                                                                                                                                                                                                                                                                                                                                                                                                                                                                                                                                                                                                                                                                                                                                                                                                                                                                                                                                                                                                                                                                                                                                                                                                                                                                                                                                                                                                                                                                                                                                                                                                                                                                                                                                                                                                                                                                                                                                                                                                                                                                                                                                                                                                                                                                                                                                                                                                                                                                                                                                                                                                                                                                                                                                                                                                                                                                                                                                                                                                                                                                                                                                                                                                                                                                                                                                                                                                                                                                                                                                                                                                                                                                                                                                                                                                                                                                                                                                                                                                                                                                                                                                                                                                                                                                                                                                                                                                                                                                                                                                                                                                                                                                                                                                                                                                                                                                                                                                                                                                                                                                                                                                                                                                                                                                                                                                                                                                                                                                                                                                                                                                                                                                                                                                                                                                                                                                                                                                                                                                                                                                                                                                                                                                                                                                                                                                                                                                                                                                                                                                                                                                                                                                                                                                                                                                                                                                                                                                                                                                                                                                                                                                                                                                                                                                                                                                                                                                                                                                                                                                                                                                                                                                                                                                                                                                                                                                                                                                                                                                                                                                                                                                                                                                                                                                                                                                                                                                                                                                                                                                                                                                                                                                                                                                                                                                                                                                                                                                                                                                                                                                                                                                                                                                                                                                                                                                                                                                                                                                                                                                                                                                                                                                       



〔總  務  處〕 

       
        感謝汐止扶輪社暨日本大分中央扶輪社國際服務協助後山水塔整建 

         
        
                      

                                        
 

     
 
 
 
 
 
 

  
  

校長的一小鏟是東山生態教育的一大鏟，師生牛踏層讓螢火蟲有個舒適的家 

明亮的廁所、校園藝術展演創意空間、

無塵的黑板、嶄新的食農教育基地，打

造優質的學習環境。總務處將持續努

力，提供更好的環境，讓東山更棒 

親師生志工石頭接力，打造 3 個大小不同、深淺互異的池子形成緩流水域 



 

教  務  處 
 

    本校於 3月初舉行 109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也做為下學期參加新北市語

文競賽的暖身，每個小選手一站上台就使出渾身解數，拿出最好表現，期許獲

獎學生持續努力、精進自己的能力，未來代表學校出賽。這學期四年級的學生

代表學校參加新北市東區英語讀者劇場，榮獲優等，上台表現出大將之風，學

生的表現有目共睹，也感謝指導老師的辛勞。 
 

 

 

 

 

 
 

     

    本學期也持續進行藝術深耕計畫，實行一系列的課程，包含了藝術深耕計

畫中的陶藝課、低中年級表藝課、高年級口書藝術課，以學生為中心進行課程

設計，並融合專業師資進駐校園，讓學生藝術學習更加全面，也能擴展孩子的

藝術視野，更讓每位孩子都有自己發揮的舞台，將藝術轉化成生活中的素養。 
 

 

 

 

  

  
 

    為了豐富學生國際多元文化教育的素養，這學期辦理多場多元文化的親子

講座，以及安排國際文教中心的團隊進入校園宣導，與學校的建立自信、尊重

他人，培養國際觀理念非常契合，並且作了很好的跨領域學習。 

   
 

    由衷感謝每一位同仁、學生及家長的支持與肯定，得以讓教務工作更加順

利進行，未來我們將持續為學校課程繼續努力😊 



 

 

 

 

 

 

 

 

  

 

 

 

 

 

 

 

 

 

 

 

 

 

 

 

 

 

 

 

 

 

 

 

 

 

 

 

 

 

兒童朝會宣導活動 

110年度自治市長及副市長暨
第 9屆環保小局長及小副局
長選舉 

透過自治市長、環保小局長選舉活

動，成立學生自治組織，從候選人

政見發表、全校學生投票等過程，

讓小朋友從中學習民主選舉機制，

培養公民應有素養。 

反毒性平宣導 

交通安全宣導 

健康促進宣導 

於兒童朝會全校集會

時間，安排各種議題

宣導活動，培養小朋

友正確的生活觀念。 

與校長有約 

校長邀約各班

小朋友到校長

室作客，聽取

小朋友心聲。 

東 

山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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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22親職講座 「父母是孩子的情緒教練．自控力情緒講座」 謝謝周文珍老師帶來
非常實用的演講，從檢視自己的親子對話到自我反省！ 

家長們都非常踴躍參與這場講座 情緒對孩子及家庭的影響很大  做好情緒管理，由我開始! 

110年度志工家長成長課程   為愛伴讀-多元文化家庭親子閱讀活動 

楊小梅校長教父母如何從閱讀與孩子
交朋友 

印尼籍胡斯萍分享成長及學外語
經歷，讓家長更懂孩子的內心 

青河老師分享越南雄王節過新年
包越南粽活動，親子共同體驗 

110.03.12 特教教師分享  110.03.19網路成癮教師家長研習 110.05.07 CPR暨 AED急救研習 

謝謝俞鈞老師跟導師們分享如何幫助
特生在普通班學得更好~ 

感謝政大黃葳威教授分享許多實
例及對抗網路成癮的方法供參考 

透過講解與實作，讓每位教職員
都能習得急救的實用技能！ 

 
心防護，把心守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我們的心難免會感到不安， 可能也會伴隨

著某些身心反應，但除了擔心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

口訣幫助大家一起找回生活的安定感。  

放心: 接收正確資訊很重要，避免過多訊息擾心情。 

耐心: 做好防護我最罩，勤洗手、戴口罩，環境清潔一定要。 

安心: 情緒安穩心安定，規律運動保健康。身體不適要就醫，作息正常是關鍵。 

關心: 表達感受不害怕，傾聽理解互打氣，關係連結勿中斷，彼此支持不孤單。 

齊心: 集體防疫有共識，多覺察，多警覺，互相合作齊協力。 

~本文摘自新北市學生輔諮中心~ 



 

 

 

 

 

 

110.03.20 入厝敬老活動-食農教育基地完工、祖孫歡喜入厝搓湯圓活動 

祖孫一起歡喜搓湯圓慶入厝  

 

 

 

 

110.04.01 兒童節攀樹、愛心跳蚤市場義賣活動 ~ 發揮愛心，二手物資再利用，做自己的主人   

跟樹爺爺對話後，勇攀茄苳樹 謝謝李教練教大家攀樹技巧! 大家帶來可用的二手物品做義賣 

110.05.05 復興校際交流   110.05.03 另類臺語課學習-全校烤披薩-蔥抓餅創意披薩料理 

五甲學生擔任導覽員介紹校園 
臺語課改上烤披薩，請臺語老師
教大家烤披薩怎麼說! 

謝謝沛妮爸媽幫忙準備材料並教

全校學生烤出香噴噴的披薩 

幸福家庭 123 

愛護年幼小孩子，          每 1天用 20分鐘 ~                閱讀、分享、運動！ 

我們可以                   一起做 3件事： 

疼惜年長祖父母，          每 1週花 2次時間~                閱讀、聊天、休閒！ 

 

 

跟阿嬤一起做紅龜粿好開心 為阿公阿嬤搥背、奉茶、給愛的大抱抱，好溫馨 



                                                                                                   

              陳      我向爸爸許的願望是希望有個手錶 ，  這樣我就可以知道時間了。 

             宇      我向老師許的願望是希望功課少一點 ， 這樣我們就會比較輕鬆了。 

             恩      我向校長許的願望是希望茄苳樹長命百歲 ， 這樣我們就可以攀樹了。 

    

 廖     校長有個願望 ， 她希望同學們可以乖又棒。 

一     少     同學有個願望 ， 他希望兒童節上下課大翻轉。 

       謙     我也有個願望 ， 希望兒童節可以喝珍珠奶茶。 

              我向校長許個願望 ， 希望可以送給我寶可夢機台卡。 

  

            王     我跟校長許了一個願望 ， 希望可以常常戶外教學。 

     甲     珩     同學跟校長許了一個願望 ， 希望可以上下課大翻轉。 

            宇     還有同學跟校長許願 ， 希望兒童節當天不要寫功課。 

                   校長笑著回答說  ﹕ 不是每個願望都會實現喔 

       馮      我向校長許願 ， 希望東山有一間昆蟲博物館。 

兒     彥      花草樹植物長得茂盛 ， 吸引很多客人來欣賞。 

       宸      我向校長許願 ， 希望茄苳樹爺爺可以長命百歲。 

               我們大家才能在茄苳樹下 ， 快快樂樂的學習成長。 

           

           李      我向校長許了願望 ， 希望可以在學校露營， 

     童    牧      因為可以和同學在一起玩。 

           融      我向校長許了願望 ， 希望可以去校外教學， 

                   因為可以帶媽媽親手做的點心。        

      徐      珩宇有個願望 ， 他希望兒童節不要有功課。 

節    藝      晨珈有個願望 ， 她希望可以天天開心上課。 

      萁      佑宸有個願望 ， 他希望兒童節可以玩電動。 

              我也有個願望 ， 希望我們全家可以去露營。 

           洪       藝萁向校長許個願望 ， 希望可以去露營。 

           晨       文昊向校長許個願望 ， 希望有瑪莉歐電動。 

           珈       少謙向校長許個願望 ， 希望有寶可夢機台卡。 

                    我向校長許了個願望 ， 希望可以天天開心上課。  



                                                                                              

葉      我的第一個願望，可以和晨珈一起讀書一起玩。 

              禮      我的第二個願望，可以爬到茄苳樹的最上方。 

              恩      我的第二個願望，可以在跳蚤市場買東西。 

                      兒童節這一天我好開心啊 ！  

      詹       同學對校長許願，他想要沒有功課。              

ㄟ    晴       同學對校長許願，他想要有跳蚤市場。 

      天       同學對校長許願，他想要上下課大翻轉。 

               我對校長許願說: 我想要每一科都有模範生。  

     江      同學對校長說﹕希望兒童節可以攀茄樹。 

     羿      同學對校長說:希望兒童節可以吃旋轉壽司。 

     緹      同學對校長說:希望兒童節可以上下課大翻轉。 

                 我對校長說:希望兒童節這一天可以不要有功課。 

     陳        我對媽媽說﹕兒童節我想要買一雙好穿的涼鞋。 

願   品         我對爸爸說﹕兒童節我想要吃一個好吃的布丁。 

     妍         同學對校長說﹕兒童節當天不要有回家功課。 

                我也對校長說: 兒童節我想吃美味的旋轉壽司。  

        鄭      同學跟校長許願說: 

         羽      兒童節沒有回家功課，兒童節上下課大翻轉。 

         佟      我跟校長許願說: 

                 兒童節要有好玩的闖關遊戲。  

李       我對校長說:希望兒童節沒有功 

望      文        讓我有個快樂的兒童節。 

        昊        我對校長說:希望上下課大翻轉 

          讓我有快樂的一天。 

曾      同學向校長許個願，希望可以變成小丑，為大家帶來快樂。 

                  佑       老師向校長許個願，希望工作少一點，可以好好的休息。 

                  宸       我跟校長許個願，希望兒童節沒有功課，讓自己好好的放鬆。  

鄭            我向爸媽許願，希望可以常常帶我出去玩。 

亦            我向老師許願，希望有一天不要出回家功課。 

        修            我向校長許願，希望上學可以晚一點讓我睡飽點 



 



之睿
我向音樂教室許個願，希望你變寬敞一點，才能有更多空間讓小朋友表演。

我向高大的茄苳樹許個願，希望你可以健健康康，兒童節才能開心的在樹下盪鞦
韆。我向老師許個願，希望您能讓我和邱若曦坐在一起，當她遇到不會的功課時，
我才能指導她！

炘昊
我向教室許個願，希望你有一間廁所，這樣我就不用為了上廁所而跑來跑去

了。我向茄冬樹許個願，希望你可以請風兒幫忙傳出學校的特色，讓更多小朋友
來讀東山國小。我向同學和老師許個願，希望大家不要亂丟垃圾，讓我們有個美
麗的校園！

晨恩
我向學校的遊樂器材許個願，希望你們都變成新的，因為舊的會生鏽，而且

還會割傷人。我向學校附近的空氣許個願，希望你們都能變清新又好聞，因為現
在的工廠都在製造廢氣。我向學校的老師許個願，希望能有一位新的老師，而且
要是帥氣的戴眼鏡的男生！

聖瀚
我向教室許個願，希望你能變寬敞，因為現在的教室太窄了。我向後山許個

願，希望生態池裡的螢火蟲快點生出小寶寶。我向學校的志工許個願，希望能有
更多的志工來學校幫大家的忙！

詞壑

我向後山許個願，希望妳身上可以多加一個寬廣的游泳池，這樣就可以舉行
一場游泳活動。我向茄冬樹許個願，希望你能夠長命百歲，這樣就可以吸引以後
來讀東山國小的小朋友攀樹。我向老師許個願，希望您出功課的時候，不要出太
多，因為我回家都寫不完！

妍伶
我向後山許個願，希望你有一座刺激的攀岩場，讓我們可以在你身上爬來爬

去。我向東山農場許個願，希望妳能長出新鮮的蔬菜，讓我們可以吃到好吃的蔬
菜。我向越南語老師許個願，希望您把課程變簡單，這樣比較好念，也比較好記
得！

子緹
我向鞦韆許個願，希望你可以多變出三、四個鞦韆來，這樣就可以讓更多人

一起玩了。我向生態池許個願，希望妳可以比我想像
中的再大一點點，這樣大家就可以一起看魚了。我向
志工阿姨許個願，希望大家的愛心越來越多，這樣小
朋友有困難時，就可以得到更多幫助！



彩鳳

我向教室許個願，希望妳變得乾淨又整潔，這樣我和同學就有舒服的教室

可以用了。我向生態池許個願，希望可以在妳身邊看螢火蟲，我已經很久沒有看
到螢火蟲了。下次如果有機會，我要邀請我的朋友來看螢火蟲。我向校長和老師
許個願，希望您們不要把貓咪寶寶給人領養，因為這樣貓咪媽媽找不到寶寶會傷
心！

筱憶
我向座位許個願，希望你能讓我天天選位子。我向嘴巴尖尖的台灣藍鵲許個

願，希望你能天天陪我玩。我向溫柔的護士阿姨許個願，希望你能給我少一點熱
呼呼的午餐！

以愛
我向課表許個願，希望妳每天可以多加一節課，這樣我就可以多學一些複雜

的知識。我向操場許個願，希望妳可以像大磁鐵一樣，下課時，把大家吸引到寬
廣的操場上來玩。我向老師許個願，希望你每天都噴男性香水，如果班上有人嘔
吐的話，就不會那麼臭了！

丞芯
我向後山許個願，希望你可以大一點，因為螢火蟲復育後，就有寬廣的空間

可以生活。我向走廊許個願，希望你可以更乾淨，讓來東山的客人覺得我們有一
個整潔的校園。我向志工許個願，希望您們每天都來跟我們說故事，這樣我們的
早自習就不會無聊了！

之甯
我向刺激的鞦韆許個願，希望你能交到更多個鞦韆朋友，然後把他們都帶回

東山，讓小朋友有更多鞦韆可以玩。我向寬廣的操場許個願，希望妳變得更平整，
我們跑步時才不會跌倒。我向漂亮的校長許個願，希望我們可以換新教室，想要
看看不一樣的風景，才不會一直想家！

婷恩
我向走廊許個願，希望妳能掛上每個班級的作品，這樣就可以幫東山吸引更

多新生來這裡讀書。我向小鳥許個願，希望茄苳樹上的小鳥能邀請更多不同種類
的小鳥來讓我們欣賞，這樣下課還可以觀察。我向校長許個願，希望您能舉辦更
多活動讓我們參加，這樣不但可以高高興興來上學，還可以把自己喜歡的東西和
大家分享！

霈霖
我向鞦韆許個願，希望你能快點被修好，因為我想在上面遊玩。我向台灣藍

鵲許個願，希望妳們能夠越來越多，這樣我就可以仔細的觀察。我向老師許個願，
希望您天天愉快，因為生氣容易老喔！

若曦
我向廁所許個願，希望妳能越來越漂亮，可以讓

我不再害怕上廁所。我向美麗的台灣藍鵲許個願，希
望藍鵲媽媽能生更多寶寶，讓我們能看到美麗的風景
。我向老師許個願，希望每個老師都能教導，讓我快
快樂樂的上學！



書妤
我向操場許個願，希望你可以變得又大又寬敞。我向小鳥許個願，希望親愛

的鳥兒可以把學校的特色傳出去。我向美麗的音樂老師許個願，希望音樂課能更
有趣好玩！

我是讀報好手 晨佑
讀完「走向大草皮」這篇文章，我知道了大草皮上有多采多姿的植物，有美

麗的小黃花，會跳舞的大花紫薇種子，還有穿著白裙的蒲公英。大草皮是適合尋
寶的地方，很有趣。我也要去嘉大附小，體驗在大草皮探險的樂趣！

成語猜謎
以愛 書妤 丞芯 霈霖 婷恩

一( )咬( ) ( )刀( )斷 ( )人成( ) ( )顏( )( ) ( )( )( )門



 

我常常去校園裡的

生態池，那裡的水好清

澈！裡面除了有蓋斑鬥

魚，還有好多蝌蚪，黑

黑的好像珍珠。 

我們的後山還有種

很多的水果和蔬菜，它

們很營養又長得好漂

亮。我們是全班一起投

票決定要種哪種蔬菜。

我喜歡玉米、芋頭、高

麗菜、地瓜、地瓜葉

等，因為它們的口感很

嫩又有益健康。（宇曦） 

校園裡，我最喜歡的

地方就是茄冬樹，下課時

我會坐在樹下，看到有些

同學打籃球，有些在玩躲

貓貓，大家都很開心！ 

我還喜歡爬上跟人一

樣高的桑椹樹旁的大石頭

上，摘取紅得發亮的桑

椹，吃起來酸酸甜甜的，

像是綠綠的檸檬，真美

味！（翊傑） 

操場上，我最喜歡在

籃球場打球，下課的時候

我除了上場，有時候我也

會坐在一旁看同學打就好

像在看精彩的籃球比賽。 

我們最近在後山完成

其中一個生態池的擴池。

那時候全校一起先進行

「螞蟻雄兵」搬石頭，然

後再輪流走進生態池裡

「牛踏層」踩踏體驗，讓

水、土和成泥土，才可以

復育黃緣螢。（郁翔） 

首先，我要介紹校

園裡的「熱門景點」---

百年茄冬是學校的守護

神，樹幹直挺挺，長的

跟校舍一樣高！它們的

功能可多了：除了幫助

我們遮雨遮陽，也是全

校親師生兒童節進行全

校攀樹的地點。 

接下來往右走，就

會看到一座樹屋，還記

得以前在上面跟江星慧

玩扮家家酒的遊戲，令

我好懷念！樹屋下面有

一片小土地，有支好像

快要枯死的枝條，竟然

從枝條的尾端一直往上

長，現在已經可以看到

枝條佈滿整個屋頂，非

常的壯觀。（辰欣） 

校園裡最美的就是茄冬樹，聽學長姊們說，它們已經

有百年歷史。下課時，我們就在樹下玩鬼抓人的遊戲，有

些同學會躲在樹後面；兒童節時，只要攀樹攀得越高，就

可以看到越遠的風景。我們還曾在樹下聽廖正良大學長講

故事、全校一起觀賞優人神鼓和新興閣掌中戲表演呢！ 

後山的盪鞦韆是我覺得最好玩的遊樂設施，旁邊有一

棵風箱樹，大家在盪的時候，總是想盡辦法想要摸到樹上

的葉子。（晨宇） 

美麗的校園 讓三甲孩子來側寫 

站在校門口，我們會

看到校徽造型的大門和一

棵很高大的油桐樹，每年

的四～五月會有美麗的油

桐花可以欣賞；以前純華

老師還帶我們用油桐花在

地上排出一個大愛心呢！ 

繼續往前走，在車道

的兩邊山坡上有很豐富的

生態，右邊是一面「蕨

壁」，其中有的蕨類像是

好玩的攀爬架，有的像是

可愛的手掌，還有的像恐

怖的面具！左邊山坡上有

姑婆芋、月桃等植物。姑

婆芋的葉子很大，像是龍

貓的雨傘；月桃因為葉子

像月亮，而且是桃樹，所

以稱作月桃。寬廣的操場

上，兩棵高大的茄冬樹就

像是兩棟動物的大樓，讓

小動物有居住的地方；它

也像一把太陽傘，讓小朋

友們在樹下乘涼；它還像

勇敢的衛兵，在正門口守

護著我們呢！（仰然） 



 
校園裡，我最喜歡的

地方就是樹屋。記得有一

次，我和同學在玩鬼抓人

和躲貓貓的遊戲，我就躲

在樹屋裡，本來沒有人能

找到我，後來我不小心打

了一個噴嚏，所以就被發

現了，真倒楣！ 

我還喜歡後山的桑椹

樹。有一次，我的肚子很

餓，剛好看到樹上有很多

桑椹，有的像青翠的綠

色，有的像美麗的紅色，

還有的是濃郁的紫色。我

就把紫色的果子摘下來

吃，可是因為上課了，只

吃了幾顆。（宇亨） 

我最喜歡校園後山的生態池！同學們去那裏除了喜

歡看裡面特別多的蝌蚪，有時還有豆娘會出現呢！生態

池就像特別給蝌蚪、水生植物住的大樓！螢火蟲、豆娘

就像是管理員！此外，我們種的植物有的需要充足的陽

光，有的需要乾淨的水源，還有的想和愛跳舞的蚯蚓一

起玩！（禹絜） 

我喜歡去石頭屋，因

為那裡面也是校史室，不

但記載著歷任校長、校史

大事記，還有展板介紹著

建造石頭屋的「人字楔

法」。除此之外，我們也

會在那裡上美勞課、體驗

捏陶呢！（映希） 

校園裡，我最喜歡

的角落就是在後山盪鞦

韆。同學們不分年級都

會把那裡當作遊樂場，

排隊等著盪鞦韆。大家

幾乎都會排右邊那一

台，因為盪得很高時，

可以摸到樹上的葉子；

可是我卻不想排隊，所

以我都是盪沒人排隊的

另一邊。我也喜歡最近

完成闊池的後山生態

池，因為裡面正在復育

黃緣螢呢！（昕霏） 

在校園裡，我的秘密

角落「光影書室」---圖

書館就像是「尋寶世

界」，其中的「寶」就是

書，我最喜歡和朋友來圖

書館找新寶（找新書）就

能得到新收穫（知識）。

有時候圖書館辦理活動，

我也會踴躍參加；例如上

學期我就和同學蘇賢祐一

起報名「行動天文館」的

「導覽 Let’s Go」並通

過導覽認證呢！ 

我的第二個秘密角落

是後山的「螢火蟲復育

池」，這裡就像是我的

「自然觀察園」因為可以

看得到田螺、蝌蚪、水生

植物、螢火蟲（成蟲和終

齡幼蟲）等。大家也都很

喜歡來這裡玩，有的在這

裡盪鞦韆、有的在這裡觀

察水生植物，還有的在這

裡觀察蝌蚪，真豐富！

（星慧） 

校園裡我覺得最美

的地方就是茄冬樹，很

熱時可以在樹下乘涼，

平常我們也可以玩遊

戲，下雨時可以躲雨。

在粗糙的樹皮裡面住著

很多小蟲子和獨角仙。         

在後山的大石頭上

面有棵桑椹樹，春天我

們可以吃到美味的桑

椹。另外，在後山的四

個生態池，各有各的特

色；除了蝌蚪之外，最

大的那池裡面住著吳郭

魚；下面的那兩池有黃

緣螢螢火蟲，牠們長大

後，尾巴會一閃一閃，

好像壞掉的電燈，又像

會飛的燈籠，讓東山更

美麗！（又寧） 



    

110.3.4 螢火蟲復育～從 螞蟻雄兵搬石頭 到 生態池牛踏層體驗！ 

  

  

110.3.20 入厝搓湯圓～我們也和長輩們一起在茄冬樹下欣賞布袋戲表演！ 

    

110.4.1 兒童節攀樹體驗～感謝班上家長們踴躍參與各項活動並大力協助！ 

    

110.4.22 多元文化體驗（印尼篇）～感謝裕民國小國際文教中心志工團隊！ 

    

110.5.3紫嘯鶇土窯           之披薩 DIY體驗～ 

特別感謝六年級沛妮姐姐的爸媽喔！ 

三甲活動萬花筒 



 

 

 

 

請到我的學校來，我的學校是生態

豐富的東山。我們的校門口有兩棵高大

的茄冬樹，上面長了很多蕨類，還有斑

鳩和台灣藍鵲會在上面築巢，在兒童節

的時候，我們會攀到上面。我的學校還

有生態池，裡面有螢火蟲，現在有的已

經變成成蟲，有的變成蛹，還有的在幼

蟲時期，希望能趕快全部變成成蟲。來

吧！請到我的學校來。  陳柏勳 

 

請到我的學校來，我的學校是生意

盎然的東山國小。這裡到處都有植物，

為我們遮陽，在柚子樹下，可以聞到濃

濃的柚子味，所以，如果你想再次感受

中秋節的氛圍，可以到柚子樹下；遮陽

的地方，就是茄冬樹了，一進校門就可

以看到兩顆葉子綠油油的大茄冬樹，每

年三到四月都會下花雨，感覺很夢幻。

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陳宇謙 

 

請到我學校來，我的學校是百年歷

史的東山。有歷史的石頭屋和茄苳樹是

東山生活的紀錄。茄冬樹是了慶祝日本

天皇登基所種的，現在茄冬樹長得很高

大，樹上還有台灣藍鵲和松鼠，看起來

真是舒服。石頭屋有一面牆是用切割石

頭做的，學校覺得有紀念價值所以保留

它，現是我們上美術課的地方。來吧。

請到我學校來。  呂承威 

 

請到我的學校來，我的學校是愛運

動的東山。這裡下課的時候，可以看到

有同學在玩各式各樣的遊戲，有的在玩

籃球、有的在玩躲避飛盤真是好玩。另

外，我們全校最受歡迎的器材，就是扯

鈴，它可以變化許多技巧，但是，要注

意不要在籃板下面拋鈴，不然會卡在上

面，來吧!請到我的學校來。 陳致齊 

 

請到我的學校來，我的學校是生意

盎然的東山。一走進校門可以看到雪白

的油桐花，從樹上飄下來，總是讓人目

不轉睛，往上走就可以看到春天的茄冬

樹上長滿小黃花，落下來時就像春雨一

樣，非常舒服。最後走到生態池旁可以

看到不知名的紫色小花，看到讓人十分

放鬆。來吧，請到我的學校來！ 陳品絜 

 

請到我的學校來，我的學校是古老

的東山。我們有歷史悠久的石頭屋，超

過六十年的屋子，極具歷史價值。現在

是我們充滿藝文氣息的校史藝文教室，

充滿古老又藝術的石頭屋，極具特色。

來吧。請到到我的學校來！ 周明緯 

 

請到我的學校來，我的學校是有趣

的東山國小。這裡有著全校下課時，都

會跑去玩的球場。當下課鐘響，同學都

跑到各個地方玩，有的人在玩籃球，有

的人在玩躲避球，也有人在玩羽毛球，

跑來跑去，跳來跳去，看起來真有趣，

連我都想玩了。來吧，請到我的學校

來！ 吳文彰 



請到我的學校來，我的學校是生態

豐富的東山國小。自然是學校最大的特

色，新建的復育池是要送給螢火蟲的

家，大家期待看到發光的客人。每一班

都有自己的農地，讓全校學生都能體驗

到種菜的樂趣。在三年級時，我們這班

種的是大白菜，為了給學校加菜，玉珍

阿姨特地教我們做泡菜。有著自然環境

的學校真好，不僅可以看到點點星光的

螢火蟲，也可以體驗種菜。來吧，請到

我的學校來！吳婷羽 

 

請到我的學校來，我的學校是活力

充沛的東山。我們是愛好運動的國小，

無論是男生還是女生都喜歡，我們的學

校雖然不大，卻充滿著歡樂的氣氛。就

在我們的教室旁的籃球場總是聚集了不

少籃球愛好者，再往旁邊走，就會看到

兩個人站在外場拚命的砸裡面的人，沒

錯，這是躲避球運動，很刺激，有時還

會聽到刺耳的尖叫聲。來吧，請到我的

學校來！  胡丞皓 

 

請到我的學校來，我的學校是有趣

的東山。我們學校正在復育「螢火蟲」， 

目前在「 復育箱」和「生態池」中可以

看見幼蟲，現在有一、兩隻成蟲了 ，生

態池裡有一些螺貝類，是給幼蟲吃的，

希望牠們快點成長，全校的師生現在都

很期待螢火蟲的到來。我們學校的後山

很有趣，不但有桑椹樹和一些小蝌蚪，

還有鞦韆、溜滑梯，可以讓大家玩耍和

觀察，後山讓大家天天想去玩。來吧，

請到我的學校來！  王凱立 

請到我的學校來，茄冬樹是我們的

代表性植物，它就住在這個東山大家庭

裡。每個人都是「家」人，連大樹也不

例外，所以大樹爺爺就從「茄」冬樹變

成「家」冬樹啦！四月四日兒童節的時

候，大樹爺爺就變成「大力士」，承受大

家的重量，讓我們來攀樹，真的十分有

趣，讓我回味無窮；而油桐樹也是另一

個特色，四月到五月的時候，「雪」就會

下的沒完沒了，但美不勝收。來吧，請

到我的學校來！  林筱洛 

 

請到我的學校來，我的學是生意盎

然的東山，一到三四月學校就有濃濃的

花香，因為茄冬樹的花、柚子樹的花和

校門口的油桐樹的花都開了。我時常在

茄冬樹下玩耍，它淡黃色花掉下來是多

麼的夢幻呀！我每天來上課時，油桐花

一朵朵緩慢的飄下來，好像在迎接我，

讓我每天很愉悅。我站在柚子樹下有一

股濃濃的柚子香，讓我好想吃柚子真有

趣。來吧，請到我的學校來！  鄭羽希 

 

請到我的學校來，我的學校是放鬆

地的東山。操場是讓我最放鬆的地方，

操場還有兩棵茄苳樹，像兩個大守衛，

保護著我，讓我有安全感，我們會在樹

下說祕密、說笑話。光影樓梯的光影走

廊，裝飾滿了皮影戲的圖案，我們會在

樓梯聊天，這裡就變成我和羽希的秘密

基地。來吧！請到我的學校來。 李心媛 



老師和家長在後山挖了兩個水池來

復育螢火蟲。一早我們在後山傳石頭，

兩顆兩顆慢慢傳，學長們則是一袋一袋

的石頭傳過去，袋子裡傳來「ㄎ–ㄚ—

ㄎ–ㄚ—ㄎ–ㄚ—」的聲音，就像是石

頭們的歌謠，真是好玩。 

第二節，我們到後山的兩個大水池

做牛踏層，大家一起排隊下水池，下水

時，冰涼的水往腳邊衝過來，真是舒

服。水池裡的泥巴還把雨鞋給卡住了，

就像大白鯊在吃人一樣，還有同學們此

起彼落的叫聲，真是有趣。 

牛踏車讓我感到又有趣又歡樂，希

望螢火蟲能復育成功。李人宥 

 

學校舉辦了「入厝」活動，一大早

我們洗手準備搓湯圓，桌上擺著兩大坨

糯米，一坨紅色、一坨是白色，再分切

一小條一小堆，每個人拿一小塊搓成圓

形，我搓了一顆又一顆，紅湯圓、白湯

圓都擺在一起。 

我們到小禮堂，同學們的阿公阿嬤

們坐成一排，等待奉茶。之後我們回教

室吃湯圓，紅豆粒粒分明，口感綿密；

湯圓 QQ的，我覺得很好吃。 

最後，我們來到操場，大家排排坐

看布袋戲，我覺得很精彩，掌聲此起彼

落。  王佑安 

 

我們在學校體驗了印尼文化。 

首先，老師說了印尼的教堂，一共

有六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佛羅教

堂，是樓梯形的，因為火山爆發，在十

九世紀才挖出來。接下來，介紹了印尼

美食，我吃過蝦餅，又酥又脆，像麵

皮，很好吃。 

沒想到印尼有這麼多東西我不知道

呢！這真是印象深刻的體驗呀！ 張逸瑋 

牛踏層 

與阿公阿嬤

搓湯圓 

印尼文化體驗 

攀樹 



五甲東山兒童節 

陳潔衣 

學校在四月一日舉辦了兒童節活動。在當天，有好多好玩的活動，有跳蚤市場

及攀樹活動，再攀樹時，我攀上了非常高的地方，那時，驚喜連連:可以看風景、往

下看，同學和房子都變小小的，非常奇特也非常令我難忘喔！ 

 

張傑威 

兒童節在攀樹時，感覺腿因綁繩的關係很不舒服，不過當我看到好多平常看不

到的風景，還蠻值得的。同學攀爬的高度都不一樣，但我本身怕高，只好攀爬一半

就下來，期許自己下次可以克服恐懼，爬上頂端，這樣不僅可以看遠、說不定還會

發現不一樣的東西喔。 

 

鍾芊沛 

在兒童節當天，校內舉辦了攀樹活動，因為太久沒爬了！剛開始的時候，有一

點緊張，可是後來感覺很好玩:在樹上，有一陣陣微風吹來，十分舒服，而且還可以

從半空中看見一整個校園，樹下的人變得好渺小，不斷向我招手，真有趣！ 

 
黃葦芃 

每次的兒童節都有攀樹的活動，這是我在兒童節中，最期待的活動喔:攀上茄苳樹

時，我的四周全都是樹葉和樹枝，把手舉起來，就可以觸摸到它；有時候還能看到

幾隻小蟲，真是難得的視野啊！這個活動可只有東山有喔！ 

 
周丞恩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兒童節，而我們東山國小也進行有趣又充實的活動:學校裡，

各班擺了不同商品義賣的跳蚤市場，有玩的、用的，各種琳瑯滿目的上品，吸引好

多人參觀；我們班則商請子怡、和子齊媽教我們做義大利鬆餅，這當中我們終於知

道要烤出好吃的鬆餅秘訣。下課時，我們也會下樓逛逛跳蚤市場，有的同學也拿出

玩具一起玩，好不快樂，在這裡，讓我體驗了難忘的兒童節喲！ 

 

 

 

 

 

 

 

 

 

 

 

 

 

 

 

 

 

 

 

 

 

 

 

 

 

 

 

 

 

 

 

 

 

 

 

 

 

 

 



林炘駿 

四月一日是兒童節活動的日子，其中我最期待的活動，當然就是冒險又刺激~攀

樹，一開始，我先穿上護具，挑了一條繩子，然後開始往上爬，一開始，我爬得很

快，也氣喘吁吁，後面因為有點累，速度較慢一些，不過最終還是爬到最頂端，遠

眺了平常看不到的風景，也意外看到了茄苳樹上有個空空的鳥巢，近看，還好鳥媽

媽不在，應該是剛蓋好不久，還未啟用，當下，覺得自己好像發現新大陸一般充滿

驚奇，真是不一樣的體驗，這次的攀樹，既好玩又難忘喔！ 

 
方思翰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兒童節，想到可以攀樹，過程中練膽子或在頂端大叫幾聲，

心情興奮又期待。 

下午到了我們高年級，我迫不及待躍躍欲試，輪到我時，心跳加速。哇~~好痛！

繩子綁著大腿，是平常少運動嗎?還是又不小心吃太多，總覺得腿部很難受。一旦爬

到頂端，好舒服，微風涼涼的吹，功課壓力都沒了，不久，教練呼喊著~下來囉！才

依依不捨下來，下次我一定要好好努力往上爬，享受帶來的成就感。 

 

王凱亞 

學校的兒童節活動中，我最喜歡的就是攀樹活動，因為十分的刺激又安全，大

樹的頂端雖然只有葉子，但視野還是不錯，能看得更高、更遠及更廣的世界，之所

以想挑戰最高的，是因為能爬最久且視野最好。爬的過程中，雖然身體感覺很累，

但也就只有那段時間，所以我努力克服並鼓勵自己，最終，我嚐到了甜美的果實，

爬到了頂端，我很開心也覺得自己非常厲害喔！ 

 

鍾子齊 

每次到了兒童節那天，學校就會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例如:躲避球大賽、跳蚤

市場等等。其中有一個我很喜歡的活動~攀樹。我們大家都想要攀樹到最頂端。今年

的兒童節，我雖然沒有攀爬到最上面，但是卻玩得很開心，天氣涼涼的，風景也很

美麗，到了教練要我下來時，我還不想下來呢！這些攀樹的經驗讓我印象深刻，希

望下次攀樹活動快點到來喔！ 

 
林祐安 

今年，學校特地在兒童節舉辦了一系列慶祝活動:攀樹、跳蚤市場、躲避球大賽

以及上下課大翻轉…等等。我們班則是做鬆餅，利用麵粉及其他佐料，烤出又香又脆

的鬆餅，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下午，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攀樹活動，雖然已經不是第

一次，但過程還是很刺激，啊~啊！松鼠也來湊熱鬧喔！真是不一樣的兒童節，讓我

回味無窮。 

 

 

 

 

  

 

 

 

 

 

 

 

 

 

 

 

 

 

 

 

 

 

 

 

 

 

 

 

 

 

 

 

 

 

 

 

 

 

 



李有吉 

期待已久的攀樹又來囉！學校為讓我們有個難忘的兒童節，除舉辦各式活動

外，就屬攀樹是大家的最愛。 

平常很少運動的我，對攀樹又期待又怕受傷害，期待的是:攀樹到最頂端，可以

看到一些昆蟲或蕨類植物，還可以看到汐平公路，往下看，人和房子都變小了，好

好玩；怕受傷害的是:不愛運動的我，除了體力不好容易累外，大腿還會隱隱作痛。

下次攀樹前，我一定要事前多做一些體能訓練，維持最佳體能狀態，攀樹到最高點

喔！ 

 
顏越威 

今年兒童節活動，攀樹時，讓我特別有感動得心情喔！茄苳樹因為微風吹拂，

讓我感覺很舒服，在上面可以看到鳥巢、鳥蛋，還看到對面鄰居的菜田及石硿子溪、

一叢叢香蕉樹及竹林等，真讓我驚喜連連！從上往下看，感覺自己快掉下去，心臟

撲通撲通地跳著，頓時感覺小生怕怕；爬到最頂端，我還摸了一下樹皮，感覺那樹

皮有種搖搖欲墜的可能，這次的體驗活動讓我畢生難忘喔！ 
 

 葉承翰 

兒童節我們做了非常多的事，做鬆餅、跳蚤市場、攀樹、躲避球大賽…等，鬆

餅是我們老師安排的，還請兩位家長來教我們，跳蚤市場大部分班級都有，我們五

年級沒有參加，但同學們有趣購買玩具來玩。攀樹是全校最熱門的活動，很多人都

想攀爬到頂端，但我沒爬到頂，真是可惜了！躲避球大賽只有高年級才有，雙方打

得超激烈，讓人鼓掌叫好。一天下來，大家都累了，也都非常開心，覺得自己在冬

山超幸福的。 

 莊子怡 

那是一個晴天的下午，看著學長姐們一個個上去，在那兩棵高高的茄苳樹上吊

著，我心裡又怕又想玩。 

終於輪到我了，我穿上裝備，用盡全力向上爬。就在我爬到一半時，我右腳上

的裝備突然鬆了，吊在半空中，我知道如果掉下去，必死無疑，可是我又想繼續往

上爬，所以我換了一隻腳勇往直前，在我到達最高點時，我聽到同學在叫我，所以

我請教練放我下來，回到地面上，我第一個念頭是:終於安全了，也放下心中大石頭。 

這次攀樹經驗很特別、很好玩也很可怕，但如果還有機會，我還想再參加並全

力以赴喔！ 

 

 

 



懷念東山 
 



懷念東山 
 

 



懷念東山 

這學期有很多的活動、比賽，其中我最喜

歡的是廣播活動，廣播室的空間讓人感受

到舒適且溫暖，廣播開始之前因為忘了要

背稿，所以就開了外掛火速地把稿背下，

後來我跟陳和麒、古煜弘開始錄音時，可

能對於廣播的情形不是很了解，出現了嚴

重的口吃問題，經過几次的練習，我們終

於錄好囉^^，很開心能參與這次的活動，

而且在活動之後有一彩蛋，那就是現場的

雞腿當超級美味，至今回想我都能流下口

水，多汁的美味、以及酥脆的外皮，一咬

下去讓人難以忘懷。       張逸晟 

 

 

 

 

 



圖書室 

一 

「多元文化」主題活動 

「蕨」對「螢」主題活動 

主
題
書
展 

「食育文化」主題活動 

使用牛踏層的方式建造生態池 

佈置飼養箱 

黃緣螢 

螢火蟲旅館 

書籍展示 

書籍展示 

與昆蟲專家有約—李信德講師 

我們種的蔬菜一半給螺吃 

青山國中攝影社教導如何夜拍螢火蟲 
出發賞螢趣！ 

黑翅螢 

王凱亞的羊毛氈創作 

利用顯微鏡觀看蕨類孢子 
蕨類心型的原葉體 

親子包越南粽 紅龜糕自己做 
書籍展示 

書籍展示 



4月23日世界閱讀日 

閱冠王—校長小客人 

家庭閱讀講座—楊小梅校長 

與校長分享我最喜歡的一本書 

感謝每一位 
為東山學童奉獻
的圖書志工們！ 

秀峰高中到東山國小進行 
「大手牽小手，快樂閱讀趣」 我們一家都是人—從閱讀中與孩子交朋友 



   藝‧術‧畫‧報 
2021.03.31 上午-二、五年級參訪鶯歌陶瓷博物館「感動牛」兒童暨青少年彩繪陶博特展。 

 

       

2021.05.15(六)-新北市鶯歌陶瓷博物館的行動教具們，自一月入校至今跟孩子們藝起學習。 

       
2021.05.12(三)上午-觀天下採訪《光影色彩 10 周年》親師生藝文聯展作品與受訪學生 

 

 
 

 

  

  
2021.07 Coming soon 

 07/26 下午 14 點 學學感動牛精選作品快閃展 in 教育部南棟一樓 (欲參觀須從速，謝謝。) 

◎【展覽說明】：本校二年甲班鄭詞壑、林妍伶、楊子緹、呂之甯與五年甲班王凱亞、葉承

翰、鍾芊沛、黃葦芃學生們的作品，由學學文創的策展人選出，將受邀與北、東部共 35

校的作品於教育部南棟一樓的快閃展中展出，呈現多元的色彩觀察及創作能量。 



                   東山健康守護列車  

                                                                     學輔處、志工 / 能意、雅惠 

                                                                                               

    2019 年 12 月第五類法定傳染病-新冠肺炎，

疫情持續至今，除了繼續守護校園及每位師生，讓

校園持續為乾淨安全的學習場域，不能成為防疫的

缺口，除了配合進入校園測量體溫及配戴口罩，落

實洗手以及環境漂白水、紫外線消毒燈使用等預防

方法，讓學生能在安全無虞的環境中快樂學習。此

外，健康促進相關活動也不間斷，除了開學的例行

性身高、體重、視力等測量以及餐後潔牙，另外辦

理口腔保健、護眼筆記以及教導正確洗手等衛生教

育活動。 

   依據 109 學年新北市教育局統計數據，汐止區

與本校的視力不良率分別為 40.62%、24.72%，汐止

區與本校未治療齲齒率分別為 30.02%、15.15%，東 

山的孩子不怕看醫生也不怕看牙齒，因為孩子們常說 

，他們最喜歡醫生阿貝幫他們看牙齒，即使拔牙也不會痛。 

                                                   

 

 

 

 

 

 

 



榮  譽  榜 
1. 獲教育部「非山非市學校設施設備計畫」，專案補助勤學樓 1-3 樓樓梯美化工程 100 萬元。 

2. 獲教育局「大手牽小手普通教室改造計畫」90 萬元經費補助。 

3. 參加新北市推動品德教育績優學校評選，榮獲「區級績優學校」獎。 

4. 本校皮影戲劇團因疫情嚴峻全國賽停賽，改角逐教育部 110年「好優 Show學生藝團活動計畫」

選拔，榮獲補助經費 15 萬 8,900 元整，得以至金門交流，推廣傳統藝術。 

5. 榮獲教育局「110 年閱讀教育推動」計畫 2 萬元經費補助。 

6. 榮獲教育局「110 學年度增置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經費補助。 

7. 獲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0 年度「閱讀寫作課程」實施計畫 5萬元經費補助，提升學生寫作能力。 

8. 恭賀四年級學生參加英語讀者劇場比賽，榮獲新北市東區中年級組優等，感謝蕭人龍老師辛勤

指導及賴雅玫老師、謝旻熹老師協助指導。 

9. 恭喜五甲鍾芊沛參加七星分區小學五年級田徑交流賽，榮獲跳遠第 1 名。 

10. 恭喜五甲鍾子齊參加新北市議長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榮獲品勢組國小男子個人高年級高色帶

組第 2 名。 

11. 恭喜五甲周丞恩及四甲鄭羽希分別當選 109 學年度自治市長、副市長暨第 9 屆環保小局長、副

局長。 

12. 恭喜二甲林妍伶參加 2020 我愛畫童話繪畫比賽，榮獲第二名。 

1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東協人力教育中心辦理「2021 東南亞服飾設計著色比賽－我是服裝設計師」

國小中年級組【柬埔寨】四甲 吳婷羽 佳作、國小高年級組【馬來西亞】 六甲 謝語慈 優等、國

小高年級組【柬埔寨】六甲 陳沛妮 佳作。 

 

感  謝 
1. 本校原定 110 年 5 月 29 日舉辦皮影戲 30 週年暨火車站展演 10 週年慶祝活動，感謝各界善心人

士捐贈活動之經費，因疫情被迫停辦，經費轉作家長會協助學校校務發展基金，捐贈單位或名

單如下： 

(1) 本校好漢坡斜坡前地主郭力齊先生捐贈 12,000 萬元整。 

(2)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扶輪社捐贈 10,000 萬元整。 

(3) 七星區家長協會總會長白月雲女士捐贈 3,000 元整。 

(4) 恩果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捐贈 1,000 元整。 

(5) 四甲家長委員林春助先生捐贈 2,560 元整。 

(6) 調校教師林祐菁老師捐贈 2,000 元整。 

(7) 林能意、張雅惠女士協助製作校慶文宣品、楊家衛老師捐贈芒果一批。 

(8) 萬分感謝家長會費心盡力規劃籌辦兒童節跳蚤市場拍賣活動，號召師生提供家中無需使用

之物品進行拍賣所得 15,853 元；另外，芒果青 11,500 元，泡菜跟其它文創品 6.560 元，皮

影戲 T 恤 118,500，所得共 45,763 元整，捐贈家長會，共同打造孩子們適性展能的表演舞

台。 

2. 感謝家長捐贈校務發展基金：吳宗志副會長 2 萬元整、陳一龍副會長 3 萬元整、賴雅玫老師

1,400 元整。 

3. 感謝汐止扶輪社暨日本大分中央扶輪社國際服務，協助後山永續校園基地水塔基座、鋼構水泥

灌漿及雨遮整建，穩固水源，豐富自然生態教學。 

4. 林榮三基金會捐贈本校弱勢學童 6 名，本學期之營養午餐經費補助。 

5. 茂旭科技公司捐贈本校弱勢學童代收代辦費用及課後學習費用。 

6. 錦堂文教基金會補助本校弱勢學童清寒獎助學金 2 名，共 6,000 元整。 

7. 永隆文教基金會補助本校弱勢學童清寒獎助學金 1 名，共 2,000 元整。 

8. 王母救世宮捐贈本校弱勢學童助學金 10 名，共 20,000 元整。 

9. 基隆市韓府文教功德會捐贈本校弱勢學童助學金 4 名，共 14,454 元整。 

10. 汐止忠順廟捐贈本校弱勢學童助學金 2 名，共 2,000 元整。 

11. 財團法人應雲崗先生紀念基金會捐贈中文及英文圖書 346 冊。 

https://www.xizhi.ntpc.gov.tw/news/?mode=data&id=1628&parent_id=10003&type_id=10005
https://www.xizhi.ntpc.gov.tw/news/?mode=data&id=1628&parent_id=10003&type_id=10005
https://www.xizhi.ntpc.gov.tw/news/?mode=data&id=1628&parent_id=10003&type_id=10005
https://www.xizhi.ntpc.gov.tw/news/?mode=data&id=1628&parent_id=10003&type_id=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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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汐止區東山國小
官方粉絲頁

1. 裕民國小國際文教中心來訪
2. 兒童節攀樹活動

3. 期末學生才藝展演
4. 新興閣布袋戲蒞校演出

5. 生態池牛踏層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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