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7、8 月 活動訊息
6/1 六年級職探活動 ( 板橋國中 ) 6/20 三甲小書蟲分享 / 補 6/26 上班上課

6/2 4-6 年級太鼓課 / 中年級游泳教學 / 五甲小書蟲 6/22 五年級游泳教學

6/3 品德教育宣導—反省 / 校內語文競賽 6/23 中年級游泳教學 / 畢業典禮

6/4 校內語文競賽 / 高年級游泳教學 6/25-28 端午節連續假期

6/8 田園老師花仙子科學營活動 / 學生 CPR 急救訓練 ( 高年級 ) 7/1-3 期末評量（本週社團活動暫停）

6/9 5-7 月份慶生會 / 中年級游泳教學 / 淡水書車到校 7/6 五年級游泳教學

6/9-11 六年級畢業考 7/7 各班閱讀績優及表現優異學生與校長共餐

租稅教育宣導活動 ( 中年級 )

6/11 高年級游泳教學 7/9 全校大掃除

6/12 淨灘 & 沙灘越野 / 畢業班升學輔導 ( 參訪金中 ) 7/10 幼兒園畢業典禮

6/15 高年級衝浪體驗 7/13 課後班結束

6/16 一甲小書蟲分享 / 五年級國語能力檢測 / 中年級游泳教學 7/14 休業式

6/17 書包重量檢核 / 水域安全活動宣導 ( 金山消防隊 ) 7/15 暑假開始

6/18 家庭閱讀頒獎 / 五年級數學能力檢測 / 高年級 SUP 體驗 7/27-8/14 暑期藝學營

6/19 閱讀夥伴 4 8/31 開學

免遷戶口即可入學、小班教學師資優異、午餐補助、校車接送服務

多元學習活動：學衝浪、玩浮潛、划獨木舟、打太鼓、舞扯鈴、習生態、愛閱讀、享食農

榮獲新北卓越學校認證金質獎

即將就讀幼兒園、小一的新生，你還等什麼？

趕快利用上班時間向本校教學組洽詢及報名

報名電話：24982413 分機 15

恭喜本校附設幼兒園吳冠鋆

小朋友，參加家扶基金會繪畫創

作 ~ 我夢想的家，榮獲優勝佳績

（全國幼兒園組只取 6名喔！）

讓孩子創造更多元的豐富經驗，探索可能

被隱藏的天賦潛能，發覺日常生活中的驚喜；

讓孩子在規律的假期生活中，完成的每一件事

情，都充滿意義，並持續成長！中角暑期陽光

藝學營，孩子快樂學習不打烊！

快來報名

賀喜暑期藝學營即將開課

感謝基隆故事協會無酬奉獻，為全校學生說故事，形塑孩子正確的人生觀。

感謝淡水巡迴書車每月到校駐點服務，提昇閱讀多元與便利性。

感謝張錦豪議員致贈洗手乳，為防疫把關。

感謝幼兒園劉展碩家長，捐贈愛心圖書10本。

感謝 

訊息
快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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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下

火焰般的鳳凰花　綻放

如師長的諄諄叮嚀

學子們　將乘著夢想的翅膀

勇敢、自信的　飛向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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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風破浪  航向未來   校長  朱聖雯

2020 特別不一樣，因疫情改變了生活模式，也取

消許多活動，幸而全國上下齊心努力，國內疫情因此

趨緩，逐步解封了許多活動，讓原本寂靜的校園生活

增添幾許活力。而即將畢業的六年級孩子們，心情更

是如洗三溫暖般忽冷忽熱，從畢業旅行取消、畢業典

禮簡單辦的深谷裡，到一切開放而攀上高峰，真是折

磨了好幾個月。

當準畢業生拿著畢業照四處找師長、同學、學弟妹簽名，心

裡湧出許多不捨。你們就快要畢業了，日期剛好是 2020520，真

的是「愛你愛你我愛你」。親愛的中角寶貝長大了，希望你們能

帶著父母師長的愛與期待，勇敢迎接新挑戰。

中角六年的生活，充滿了笑聲、讀書聲，當然也有師長嘮嘮

叨叨的叮囑聲，即將在畢業的這一刻，化成千千萬萬的祝福與回

憶，陪著你們一起到國中。中角校園六年來的變化，星空步道旁

水池裡的水生植物和魚兒們愈來愈多了、校園一隅那些曾經照顧

的植物長高了、避雨走廊的設置讓大家下雨天在走廊上不必躲躲

閃閃…，許許多多的改變，你們都是最佳的見證，未來返校時記

得跟學弟妹講古敘舊，聊一聊中角的蛻變。中角的特色活動：衝浪、

沙灘越野、生態日、太鼓課、動手做米食一起品嘗…，都是那些

年我們一起擁有過的快樂回憶。

時光無法倒流，希望你們乘著中角師長的愛，揚著中角美好

回憶的帆，乘風破浪，航向希望與光明的前方，在你面前永遠都

會有不斷出現的新事物、新挑戰，記得保持學習的態度與精神，

憑藉著平時累積的知識與能量，就不需懼怕任何困難，衷心期待

你們樂於求知、勇於挑戰、終身學習。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中角許多故事烙印在你們的腦海裡，不

要忘記師長們的教誨，學弟妹的祝福，更重要的是找到興趣，培

養專長，努力學習，永不放棄，今日你們以中角為榮，他日中角

必定以你們為榮！孩子們，祝福你們鵬程萬里，一帆風順，加油！

校長
手記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樣的思惟是否還適用於

現今社會呢？其實，隨著十二年國教的推動，「適性揚才」的教

育理念，已漸取代過去「唯有讀書高」的迷思。不可否認，每個

孩子各有其擅長之處，故由以往重視學科考試直向排名的教育走

向，轉變成重視各項興趣、專長的「適性」、「全面」發展，已

是現今教育中孩子和家長的重要課題。

那該怎麼做，才能讓孩子「適性發展」呢？

向來，孩子對什麼感興趣？長大後想唸什麼科系？未來又適合

做什麼樣的工作？這些攸關志向的問題，總令孩子自己與父母親感

到困擾。故若能讓孩子從小就有探索興趣、認識職業內容的機會，

或許就能讓他們在未來選擇升學進路時有所參考，家長與老師們也

能藉此從旁觀察孩子們的特質。是以，新北市政府自 104 年開始，

推出「職業試探」教育，即陸續在新北市的 15 所國高中，成立職

涯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希冀透過學期間「職業體驗課程」的設計，

以及寒暑假「職業試探營」的開設等，讓國小高年級學生能提早接

觸未來職業的樣貌。

此職業試探教育的內容，涵蓋工業、商業、農業、家事、海事水產、藝術等六大領域。以各式各樣的

職業體驗，擴展孩子對於工作世界的認識，減少對部分職業的刻板印象與錯誤認知，了解自身興趣、能力

及工作之間的關係等。希望他們可以將自身的興趣、能力、職業性向與工作之間有所連結，以提早建立對

於未來的目標。

面對這樣的課程，本校師長亦感到相當有趣又深具意義。故自前年開始，帶領孩子到瑞芳國中職探中

心，探索該校「土木與建築群」職業類群中的「基本砌磚實作」課程；去年，則是到萬里國中職探中心，

體驗其「海事水產」職業類群課程。參與這些課程，孩子們是在實際的「做中學」過程中，培養獨立思考、

團隊合作、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這些能力，正是現今十二年國教課綱中「核心素養」所欲培養孩子成為適

應社會通才之關鍵。

這學期，在新冠肺炎疫情趨緩的六月，六年級也在畢業前夕至板橋國中職探中心，參加「商業」類群—

「商業經營營隊」的課程。孩子們透過瞭解實際工作的內容後，也在營隊體驗的過程中，及早發掘自己的

興趣與能力。

綜言之，努力雖十分重要，但有時候，選擇正

確比努力更重要。關於孩子們的未來，如能讓他們透

過不同職業探索的營隊，多多體驗不同行業的酸甜苦

辣，以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質及興趣為何，或許便能引

領他們從小建立明確的目標，可朝著自己的興趣去發

展、學習，甚或能對自己的學業生涯、職業生涯未來

藍圖，做更適切的選擇及規劃。

適性揚才—職業試探教育   輔導主任　簡翠芩

輔導
專欄



中角の原生植物園   總務主任  黃文俊

水生植物區

水生池生態區

原生植物區

中角國小自 102 年度起，參與新北市

政府教育局之「環境教育方案」-「諾亞方

舟方案」計畫，旨在鼓勵學校所有師生、

家長、志工，共同參與校園之原生種生物

復育工作，並推動生物多樣性教育。計畫

起源及重要推手為蔡建文校長、趙景宜主

任及楊麗雪老師，其不論於行政規劃、教學設計、校園原生植物探

查，及原生植物園區之設置等均不遺餘力，奉獻自身能力以成就非

凡的「中角の原生植物園」。

計畫早期，以教師社群模式，強化教師對校園原生種植物的認

識與培育之知能，運用校園閒置空間，規劃、設計小型之原生植物

區。除移除外來種植物，尋求各種協助，甚至親自上山下海尋找原

生種植物之植栽，而後小心翼翼地種植在原生植物區內。迄今，原

生植物區生氣蓬勃，眾多原生種植物如臺灣百合、腎蕨、濱柃木、

山菅蘭、臭娘子、海金沙 ...... 等，無不雄赳赳、氣昂昂的嶄露頭角，顯現頭角崢嶸的活力與朝氣。

繼之，引入原生植物協會的資源，種植高士佛澤蘭以復育大白斑蝶，並利用上操場圍牆邊，及下操

場閒置的大片綠地空間 ( 原綠拇指園區 )，增置另一原生植物園區，致當時栽植的原生種植物多達一百

種。於此同時，也將原填平之水池區塊重新挖開，設置了生物多樣性的水生植物區，其中包含了臺灣萍

蓬草、青萍、水芙蓉、紫蘇草、水蕨、水茄苳、香蒲、白水木、穗花棋盤腳 ...... 等，甚至，利用原生種

爬藤植物在校園形成綠屋簷，以最天然、綠化的方式來遮風避雨。

硬體建置後，開始推動生態小志工及家長志工的培育，讓參與的老師、家長及小志工們，都能

在知能學習及之後的做中學中，建構環保、保育及強化原生種生物保

護的觀念，能共同摒除外來種生物，避免其破壞我們的環境生態。

持續至今，在眾人的努力維護下，除維持原來的面貌，又積極增

加原生種植物的栽植與復育，促使原生種植物突破 150 種以上。此外，

在學校幹事、警衛等的積極努力下，利用閒置之親水區創建新的水生

池生態區，栽植原生種水生植物如臺灣水蕹、大安水蓑衣、臺灣水韭、

水車前等保育類植物，並飼育了臺灣鯽魚、溪哥、筍殼魚、一枝花、

臺灣石　、過山蝦、毛蟹等。

中角國小的環境教育已深植於所有師生心中，能對環境充滿敬重

與好奇外，亦擁有良好的環境價值觀。校園裡，生物多

樣性的生態環境，提供多元的學習硬體，老師們也規劃

出相對應的教學設計，相輔相成，成就「中角の原生植

物園」的潛在意義。

生態
校園



民國 105 年 7 月，第一銀行發現該銀行自動提款機 (ATM) 遭詐領共

達新臺幣八千多萬元；民國 109 年 5 月，台灣中油、台塑集團、力成科

技接連遭到勒索軟體攻擊，駭客入侵並將勒索軟體植入公司系統、個人電

腦以及伺服器等資訊設備，造成重要檔案無法開啟、系統停擺，同時公司

也被要求交付贖金。

原來平時只在影視中看見的情

節，竟如此貼近我們的日常生活。

現今資訊科技發達，只要妥善運用資源，待在螢幕後，便能看

見全世界。人們自網路取得資訊的能力已非常普及，擁有上網工具

( 如：智慧型手機 ) 的年齡也逐漸下降，故學習如何瀏覽及使用網路

資訊的同時，也應學習如何確保上網工具內的資訊不外洩。

以智慧型手機為例，駭客設計含有惡意軟體的連結或檔案，一旦使用者點開該連結或下載檔案，駭

客便能藉機執行惡意軟體，竊取、刪除、竄改手機中的資料，甚至透過鏡頭監看使用者的日常生活。更

有甚者，若手機是透過家中的無線網路上網，只要家中有其他連結同一無線網路的設備，對方便能在掌

握帳號、密碼的狀況下，有入侵該設備的可能。

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爆發，其影響範圍及死亡人數引起全球高度關注。在疫情期間，全球的資

訊安全危機同時也大幅提升，遭受駭客攻擊的件數較去年同期增加許多。第 1696 期商業周刊，將資訊

安全視為下一波可能爆發的「疫情」，並提供 2020 年十大必知資安關鍵：

1. 東西方網路冷戰加劇。

2. 犯罪集團發展分工、形成上下游供應鏈，甚至聯手攻擊。

3. 政府和關鍵基礎設施，成為勒索病毒攻擊目標。

4. AI 在攻擊與防禦中，扮演越來越重要角色。

5. 5G 和物聯網讓系統更容易被攻擊。

6. 企業將大量作業移上雲端，混用多種雲，成資安挑戰。

7. 上網與行動通訊愈多，攻擊也愈多，線上支付、遠距上班面臨高風險。

8. 駭客從無差別攻擊，改為針對特定目標。

9. 鎖定過去少攻擊的網域控制器系統，造成更嚴重的營運中斷。

10. 勒索病毒採雙重攻擊，檔案加密勒贖得逞後，威脅公布機密再勒索一次。

全民防疫？全民防駭？   林品序  老師

資訊
安全



今年的母親節，你是如何向母親表達你心中的「愛」呢？

這次我們全校各班級，有的親手 DIY 晶瑩香氛皂，有的

寫愛的明信片；有的錄製告白小影片，有的則製作康乃馨花，

還有洗袖套、做母親卡……的，藉由這次的活動，展現親子

之間的親密關係，也讓彼此的心更靠近。

母愛如同康乃馨不會垂下花瓣直到凋謝，就像母親把孩

子摟進心坎裡一樣，母愛永遠不會逝去。

昱瑄

他們把燈放在

女 王 頭 旁 邊。

夜 晚 時 打 燈，

讓女王頭有五

顏六色的色彩，

還 有 音 樂 會，

吸引許多人前

來觀賞。

圖 / 陳彥霖

圖 / 潘翌喆 圖 / 姵瑩老師

翌喆

五月到九月時，六十歲到七十歲左右的阿

公、阿伯，會開傳統的蹦火仔船出海去。

漁民會用打火石點火，ㄅㄥ ˋ 的一聲，就

會出現強烈的火光，魚看到那光，就會急

忙的游過去，其他人就趁機撒網捕魚。

子洋

清朝時，人們在一個海蝕洞裡發現媽祖，

大家把祂安放在金包里慈護宮祭拜。每

年農曆 4 月 16 日前後，海水大退潮時，

大家會帶媽祖回娘家－「海蝕洞」。

感恩   二甲 沈紹云

感謝老師，

教我讀書和寫字，

不管在課業上或生活上，

都讓我受用無窮。   

感謝老師，

教我唱歌跳舞，

讓我可以在舞臺上，

很有自信的展現自己。

感謝老師，

教我太鼓，

讓我在各種活動中，

能夠盡情的表演。

感謝老師，

對我的照顧和疼愛，

希望老師永遠健康美麗，

幸福快樂每一天。

感恩   二甲 張詠涵

感恩家人照顧我。

感恩媽媽給予夢想。

感恩爸爸溫柔呵護。

感恩老師細心教導。

感恩姑姑的晚餐。

感恩姐姐教我功課。

感恩同學互相合作。

感恩上天給我一個快樂的家。

感恩世界給我和平的環境，

讓我每天開心的上學，

讓我快樂讀書，

讓我健康長大。

馨花綻放 LOVE 感恩  

我的家鄉小書

感恩         一甲 陳天翔

謝謝阿嬤幫我們煮飯，照顧我們的健康，

謝謝阿公種菜給我們吃，讓我們有新鮮的蔬菜，

謝謝姐姐陪我玩，讓我不無聊，

謝謝爸爸帶我出去玩，讓我很開心，

謝謝媽媽照顧我，讓我很安心。

謝謝老師教我們很多知識，

謝謝同學陪我，

謝謝警衛叔叔每天幫我們量體溫，

謝謝音樂老師教我音樂，

讓我們使用樂器，

謝謝護士阿姨申請牙醫車照顧我的牙齒，

謝謝所有的人，

我愛我的家人，

謝謝大家！

藝文
光廊



突破最好的自己
即 將 進 軍 奧 運 馬 拉 松 比

賽的傑出校友－周庭印回到母
校，帶著全校師生展開一場暖
身運動，並且跟學弟學妹們分
享成為選手的心路歷程：人的
一生中，很多時候總是挫折與
困難相伴，但是不要把一次的
失敗看成是人生的終審，因為
世上沒有一帆風順
的事，只有堅強不
倒的信心與毅力，

才能堅持下去。 

健牙護齒好健康
「來～嘴巴張開，讓我檢查！」

為照顧小朋友們的口腔健
康，申請牙醫師到咱們偏遠小
學來服務，學校護理師也隨時
突檢孩子們有否認真刷牙。

希望小朋友能從小維持良
好的口腔健康，減少蛀牙的發
生機率。

彩虹魚家族彩繪校牆
讓學生動手彩繪，不但能美化校

園環境，亦能讓他們從過程中體驗彩
繪的樂趣。孩子置身於充滿美感的校
園中，陶冶性情，達成境教之功能。

團結拼搏 超越自我
校內運動會，不但增加學生對運動的興趣，更可培

養學生間的合作精神及對團體或班級的歸屬感。

雖然今年的運動會正值防疫期間，為顧及大家的安
全，未能邀請社區、校友、家長到場參與。但我們以全
程錄影的方式，將孩子們的努力一一記錄下來，做為永
恆的美好回憶。

身體大挑戰
做運動，尚健康，不愛叮動，會變憨憨。古錐的頭殼 轉轉鈴龍；動動腳手，尚蓋快樂。這邊轉過去， 那邊轉過來，骨頭叮動，輕輕鬆鬆，12345、ONEMORE、TWOMORE、乎你變做世界最勇 !

學校參與農委會食農教育

推廣計畫，讓孩子們離開課桌

椅，感受大自然的力量。

蚯蚓老師以蚯蚓土帶領著

孩子們種植地瓜苗，再與以一

般土種植的作生長差異的對照。    

孩子們一邊挖泥土找蚯蚓，

一邊聆聽著講師王廷宏介紹蚯

蚓土的特性：蚯蚓吃葉菜瓜果

等生廚餘所產出的高品質蚯蚓

糞，不但無臭無毒，可做為天

然的堆肥菌種，還能增強植物

對病蟲害的抵抗力呢！

呼朋蚓伴 - 以蚯蚓土  

    種植的實驗差異

挲草撿福壽螺
挲草，是一種傳統的除草方式，跪

行於水田間，以雙手除去雜草。

當大家彎下腰挲草時，還發現諸
多福壽螺。因每到插秧季節，福壽螺
就會從土壤裡現身，吃掉秧苗嫩葉。

師生們全力進行撿螺除害大作戰。
雖然滿身淨是泥濘，但看見田間環境
逐漸變好，辛苦也值得。

活動
集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