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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分的感動

美好的上石
悠遊世界任意門
下課 follow me
愛，就是孩子生命中的陽光
植苗送愛
本語玩樂坊
科學 OPEN 講
「線」在玩什麼？
志工「真、善、美」
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做最好最好的人
給上石的信
封面攝影

黃美菁

2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國小

296 分 的 感 動
A Score Beyond Possible

校長 劉益嘉

幾個星期前，在籃球場上的上石國小 6 年 3

2 個項目，在一定時間內統計班級的總得分數，

班孩子剛剛拿下臺中市普及化籃球冠軍，這是學

場上每一位球員都要全神貫注，場邊的啦啦隊更

校近幾年來多次拿下全市冠軍的榮耀再現，同時

是關鍵時刻的強心針。每年學校也都會為六年級

更以 296 分的超高分數刷新去年也是我們創下的

的班級舉行校內初賽，並選出代表的班級去參加

266 分的紀錄，幾乎是零失誤、高命中率的完美

臺中市校際比賽，一旦能夠進入最後複賽的學

演出，籃球場上完全展現出璨同老師班上孩子的

校，無不卯足全力爭取最高的榮譽。

企圖心與團結力。這麼棒的班級能夠為校爭光，

連續兩年，我都有機會站在場邊觀賽，與孩

除了有級任璨同老師一旁協助鼓勵與教導之外，

子一起握拳加油，一起數著分數，每每都被現場

更有金牌教練傳家老師親自訓練與帶隊，讓孩子

孩子的專注力與凝聚力感動，一個都不能少，我

們得以在球場上挑戰極限。傳家老師多年來義務

們一定會記住這一起握拳 YES 的時刻。

深耕普及化籃球運動，時常利用課餘時間與寒暑

運動對於孩子的教育，十分重要。運動不僅

假指導孩子練習，我們都非常支持與佩服他。

能維持身體健康，還能強化大腦，讓 IQ 高、EQ

104 年起在傳家老師的指導下，學校更連續多年

好，是可以讓孩子受用一生的重要基礎。從運動

獲得臺中市普及化籃球運動的金牌榮耀，讓國小

過程裡學習到的運動家精神，包括：堅持到底的

階段的每一位孩子享受打球的樂趣，也從中學習

意志力、克服困難與突破現狀、團隊合作精神與

團隊合作與運動的技能。

紀律，都有助於磨練出正向的人格特質，而這些

普及化籃球運動分為運球上籃賽與罰球大賽

也正是想在未來人生中勝出，必備的關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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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 的 上 石

家長會長 陳宏銘

Wonderful Sunshine

上石國小是一所處處用心、充滿愛的「好」
學校，相信大家跟我一樣，從孩子踏入校園的第
一天就有深深的感受 !

境、獲益良多，也讓我們的親子時間多了一個話
題，增進親子關係。
此外，讓宏銘感觸最深的事是—校慶特色課

上石的「好」，不是只有課程規劃好、傲人

程募款，校慶當天每位家委夥伴們，甚至榮譽會

的教學團隊好，而是從小細微就能感受到的美好 !

長們也共襄盛舉，為了募款，大家犧牲陪伴自己

一早見到校長、師長們與志工們在各門口擔任導

的孩子，忙進忙出、同心協力就是要達成目標，

護工作、堅守崗位、熱情迎接每位孩子，保護孩

甚至在校慶前家委會 LINE 群組裡，大家就開始

子們的安全；進入校園裡處處能見孩子們的作品，

拋磚引玉、慷慨解囊，當天我們不僅達成目標、

布置與巧思讓孩子們似乎身處藝廊，培養美的藝

更創下佳績，這些都歸功於家委會的您們，這份

術氣息；再者英語情境布置，配合點讀筆，孩子

榮耀是屬於大家的，宏銘除了感謝，更是感動。

們可依主題來學習，打造出有感學習；走廊上，

很榮幸的擔任今年度家長會長一職，要感謝

也會依照各年齡層作情境布置，培養孩子們的世

所有師長與家長們給予的肯定與信任，家長會和

界觀… 上石團隊的用心讓我印象深刻。

學校的目標都是為了我們下一代的教育在努力，

小犬目前就讀三年級，他回家常常與我們分

也感謝歷任榮譽會長們、熱心的家委會夥伴們以

享上學所「學」的事，如：孟潔老師在課堂上分

及顧問團允諾指導和協助。期望未來的日子裡，

享生活經驗、故事；軒岐老師教唱美語童謠，他

我們能透過實際的行動，讓家長會成為學校與孩

一回家便立馬找歌來教我們哼唱：到現在的暐茹

子們強而有力的支柱與後盾！讓上石國小成為一

老師在他們中餐時間會播放唐朝小栗子的品格影

所走在「夢想」道路上的學校，我們一同努力。

片，這些都是課本學不到的，但卻讓孩子深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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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石雙語 2.0 悠遊世界任意門
Bilingual Education - A Door to the Wonder World

教務主任 江敏滋

上石國小推動雙語教育第二年，在團隊的

西活動，在遊戲中自然而然地用英語說出 Can I

努力下，躍升為臺中市教育局「雙語高階課程學

help you ？ I need protein.，也學會六大類食物

校」，期望透過在學科課程中增加孩子接觸、使

的分類及屬性，百分百達成健康領域的教學目

用英語的頻率，提升英語聽與說的能力。今年我

標。

們規劃從低年級到中年級 4 個年段，分別在音

小小創客跨域學習，音樂課彈奏自己手作的

樂、體育、健康、資訊課中實施雙語課程，不論

打擊樂器，I like to play the guitar. 自然而然地出

從教具製作、教案設計，還是活動構思無處不見

現在課堂中，淺移默化間孩子學會各種樂器的英

老師們的用心。

語名稱。全班大合奏時，孩子們相互提醒並主動

健康課連結孩子們的日常生活情境，設計陪

協助同學拍出正確的節奏，互助共好的美麗景象

家人到 market 買菜，透過有趣的逛市場、買東

伴隨孩子的笑顏出現在這熱鬧歡樂的雙語音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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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中。

了感恩南瓜派卡片的製作，看見孩子們在感恩南

配合校慶體操闖關活動，雙語體育老師帶著

瓜派上除了寫上 Thanks mom and dad，還感謝

孩子們到活動中心進行練習，平衡木上有的孩子

了師長的用心教導、感謝了好友的相互幫助，讓

健步如飛，有的小心翼翼，課堂中老師不斷叮嚀

溫暖感恩的氛圍再一次呈現在雙語課堂中。

Take it easy 慢慢來，中英文並行鼓勵孩子安心

上石雙語 2.0 悠遊世界任意門，藉由創造多

踏出每一步，老師隨時張開手臂保護孩子的模樣

元學習方式，促進學生頻繁的接觸英語，不僅可

與關注支持孩子的眼神，這不就是每一位上石老

讓學生沉浸在英語的世界中，更無形中提升學生

師的日常。

對使用英語的興趣。展望未來，我們一起讓上石

為了建立對於不同語言文化的尊重與理解，
認識各國節慶文化活動，雙語教師群還精心設計

的孩子走出去，也讓世界的美好走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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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課 fo l l o w me
Follow Me Talent Show

學務主任 張明富

「舞台」是給表演者最佳發揮才藝的展現空

發掘隱匿的人才，進而規畫精彩的活動內容。舉

間。上石「下課 follow me」規畫初衷就是要讓

辦初期，社團的學童就是第一邀請的對象，弦笛

上石的孩子有一個發揮自己才藝的機會，勇敢地

社團的小提琴、長笛的表演，從初級班到進階班；

秀出所學的才藝，不管是音樂性質、體育性質，

從團體表演到個人獨奏之外，當然吉他和烏克麗

還是任何動態展現的表演，都有一個最佳展現的

麗社團也是重要的表演邀請對象。當然，廣受孩

舞台。

子們喜愛的扯鈴社團更是不可缺少的表演團體。

上石「下課 follow me」是學務處訓育組一

除了學生表演外，我們也會邀請師生聯合才藝演

項重要的業務，歷任的訓育組長無不絞盡腦汁去

出，活動內容精彩絕倫，深獲學生們的熱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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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下課 follow me」除了社團的表

體的熱舞風潮也可以在「下課 follow me」的舞

演外，級任導師也常常推薦班級具有特殊才藝的

台上欣賞到。除了舞蹈之外，魔術表演、雙人相

孩子報名參加，尤其是舞蹈表演更是多樣性，帶

聲、說笑話、話劇演出、爵士鼓表演 .... 等等，

有阿拉伯風情的肚皮舞，在變化萬千的快速節奏

表演節目可說是越來越多樣性，內容也越來越令

中擺動著優美的舞姿；充滿嘻哈文化的街舞在孩

人驚艷。

子們大幅度的肢體動作中，常常讓台下的小朋友

套句「下課 follow me」主持人的主持稿，
「只

們都目不轉睛不自覺的跟著舞者扭動了身體；還

要你敢秀，表演舞台永遠為你開」！歡迎每位小

有，在「韓流文化」的吹襲下，充滿韓星偶像團

朋友踴躍報名參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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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孩子生命中的陽光
A successful education can only be implemented in an environment of LOVE.

總務主任 閔柏惠
走在校園，看著孩子們一張張的笑臉，在老

即便如此，上石仍有源源不絕的愛挹注 -- 上石上

師的帶領下健康快樂的學習，總想著還能再為孩

安上德里福德祠的防疫物資捐贈、惠來里福德祠、

子的學習環境做些努力，讓他們可以學習得更豐

文財廟及武兌宮冷氣設備經費的捐贈，兩位企業

富、成長得更壯碩。

家捐助了二樓籃球場的遮陽網和全校的監視系統

連續四年，逢甲逢福里福德祠以不斷灌注的

費用，臺中市玉山獅子會又捐贈了本校四年級的

愛將全校的窗簾更新，讓孩子在酷暑的燠熱下可

置物櫃，這些源源的愛，為的就是讓孩子可以安

以擋去熾熱的陽光。今年初，逢甲逢福福德祠又

心快樂地上學。

捐贈了本校一二年級各班級的置物櫃。家長會共

在 COVIN-19 席捲全球的今日，對比於其他

襄盛舉，也在今年的九月提撥經費為三年級孩子

國家只能在家接受網路授課的孩子，我們的孩子

更換置物櫃，讓孩子有更好的學習空間。家長會

真的好幸福！我們一直相信 : 愛與陪伴是孩子最

更添購 3 部飲水機讓孩子有充足的水分。更新會

溫暖的陽光，這陽光給孩子溫暖，也會照亮他們

議室的投影機，讓師生有更進步的資訊設備可以

的人生。感謝身邊這些溫暖的陽光，有朝一日，

應用在教學上。

我們的孩子也會學習這些好榜樣，成為溫暖別人

2020 這一年對很多人而言是很艱難的一年，

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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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 公 益 家 — 植 苗送愛
輔導主任 黃美菁

Child Philanthropist - Plant Love
公益課程為上石國小本位課程之一，以行動

家扶中心及創世基金會。

落實課程內容，以體驗觸動內心感受，用愛與行

植苗送愛活動，包含五大活動：（一）、

動來關懷世上的人、事、物。創世基金會長期照

愛心捐款 - 支持植物人的醫療用品。（二）、製

顧植物人與三失老人、寒士街友，急需社會幫助

作角書籤 - 送給基金會當文創品贈送給捐贈單位

與關懷，因此本校響應社團法人創世基金會的宗

當紀念品，三、四年級小朋友在老師的指導下製

旨 - 秉持惻隱之理念，維護人道、尊重生命的公

作的角書籤，造型活潑可愛，有的是狐狸，有的

益精神，進行 109 學年兒童公益家課程。

是皮卡丘…角書籤的背後還有「上石國小愛心製

本校低年級孩子持續進行聖誕愛集盒課程送

作」的字樣，讓我們小朋友的愛心能和更多人分

愛到偏鄉活動（苗栗縣鯉魚國小），並且與當地

享與交流。（三）、聖誕裝飾 - 布置植物人的病

學校進行課程交流，讓上石國小的學習成果與更

床。植物人的病房很安靜，希望美麗溫馨的聖誕

多學校分享。今年更把愛心推廣，送愛的鞋盒到

布置能增添病床更多的活潑氣氛，也希望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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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家屬們都能感受到暖暖的愛意，病人們也

盒來到鯉魚國小來分享幸福，分享積木課程讓孩

能聽到我們的祝福早些兒恢復健康。（四）、種

子們享受學習的樂趣。

菜小義工 - 六年二班的小朋友在空中花園種了許

12 月 23 日，6 年 2 班代表全校同學來到創

多菜—有萵苣、青蔥、地瓜葉，瓊兒老師帶著小

世基金會送愛，參加愛心樹點燈活動，看著一盞

朋友天天去觀察菜苗和澆水，希望蔬菜健康長

盞的燈光亮起來，我們的心也暖暖的、甜甜的。

大，收成以後我們把蔬菜送給植物人增加營養。

我們一起布置聖誕裝飾後，整個病房就更熱鬧

（五）、小小義賣員 - 我們校慶園遊會時協助基

了。接著為大家表演英文歌曲「Better when I'm

金會攤位促銷，我們的小朋友認真叫賣，來賓也

dancing」，用笛子吹奏「平安夜」，在祥和的

熱情購買送愛心，把基金會帶來的物品幾乎完銷

樂音中，我們把植苗送愛的溫暖，牢牢記在心中。

增加收入，幫助更多弱勢的人們 。

下次、明天、我們都要繼續送愛，讓這份溫暖一

12 月 22 日家長會的夥伴們帶著聖誕愛的鞋

直流動，溫暖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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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在真精彩 - 本語玩樂坊
Taiwanese Play Fun Workshop
「本語玩樂坊」是上石國小的特色課程，藉
由每年為不同年段設計多元創新的活動，加上校

- 上石國小校本課程介紹

教務主任 江敏滋
來推動母語教學，讓孩子除了感受節慶氣氛，並
了解本土民俗與歷史文化。

內本土語言教學、各項班際語文競賽、班際歌謠

上石國小本語教學團隊教學經驗豐富，除了

發表會等活動，讓孩子感受本土語言之美，增進

規畫課內延伸學習活動，也用心設計介紹與體驗

本語聽說能力。今年更配合中秋節與教師節，特

古早童玩、搓湯圓、神龍踩街、花燈遊街、本語

別規劃以『中秋節搏狀元』結合「葫蘆問」遊戲

闖關和行動學習猜燈謎或進行本土語言詩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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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動，不僅豐富學生學習內涵，促進對本土文

色，學會探索事物的能力，進行更多元探索與嘗

化認識，培養愛護鄉土的情懷，更延續本語傳承

試，進而積極參與社區民俗活動。我們相信本土

動力。讓原本對本土文化不熟悉的孩子，在老師

語言的學習應落實於日常生活，期許在學校環境

們一次次用心設計的活動下，都能對傳統習俗有

中，繼續創造學習本土語言的氛圍，實踐本土語

實際體驗的機會。

的使用與推展、傳承與創新，讓本土語言與文化

「本語玩樂坊」讓孩子從認識在地文化特

自然而然地融入孩子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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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在真精彩 - 科學 OPEN 講
Sunshine Science Opentalk

- 上石國小校本課程介紹

教務主任 江敏滋

上石 SUNSHINE 的幸福校園中，全校師生

這套課程以「科學 OPEN 講教室」為創意發源

一起經歷並創造許多美好的回憶。在上石熊愛讀

地，每學期老師們討論設計當期的科學主題，並

冊館我們一起聽故事、一起享受閱讀的時光；在

透過課程引導孩子們動手玩科學，同時融入素養

智高創遊館、R4M 未來館、趣玩 STEAM 館一起

導向共學共好及解決問題能力的未來發展為目

組裝積木挑戰關卡；在科學 OPEN 講教室，挑戰

標，持續朝優質卓越邁進。

每一期精彩的科學創意競賽；在上石地球村，我

例如，在 108 學年度「科學 OPEN 講」第

們學習國際教育課程，一起走向世界；在校園裡、

17 期的「空氣砲」主題中，我們讓孩子們學習

教室裡留下點點滴滴的回憶，這些都將是人生最

利用瓶子中的空氣受擠壓後，反彈力道經過小瓶

重要的養分。

口出去形成的氣流（風），產生波動與聲音，因

這一期的上石 SUNSHINE 校本課程介紹，

而吹熄燭火，所以瓶身愈大，空氣愈多，能量愈

就要跟大家推薦我們的「科學 OPEN 講」課程，

強。第 18 期「金探子」的主題中，我們以電影「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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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波特」魁地奇比賽中使用的金色小圓球－金探

就以空氣取代火箭燃料，讓學生體會作用力與反

子〈Golden Snitch〉為例，利用白努力定律在空

作用力的原理。學生利用隨手可得的回收物製作

氣中飛行，在飛行器起飛的過程中，上下翼面之

活動所需的器材，在班級先進行初賽篩選選手，

間的氣流速度差造成上下翼面之間的壓力差，進

選手經歷多次嘗試錯誤的經驗，找到最佳的作

而有了使飛行器浮起的上升力。這次「金探子」

品，再去參與決賽，讓科學研究生活化，並增進

比賽是讓參賽者擲出紙製「金探子」，降落地面

學生科學研究的風氣。這一期的「紙火箭」第一

的時間為其比賽成績，讓學生瞭解升力和重力、

名六年 3 班黃秉豐同學就說：紙火箭要飛得遠，

推力與阻力的特性，能在空中停留較久的成績較

產生的空氣壓力越大越好，瓶蓋和吸管的接縫要

佳。

密封好，才不會漏氣；發射的角度也很重要，大
而這學期剛剛結束的第 19 期「紙火箭」，

概 40 度左右比較剛好。

16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國小

「線」在玩什麼？
Let's play with lines.

「線」這個東西在生活中無所不見，而且有

太陽班
郭秉彥 老師
道具及海報都是孩子們

著各式各樣不同的用途，舉凡電線、跳繩及縫衣

的心血結晶，最有趣的是大

線等等，但這些都是大人所能聯想到的，太陽班

家練習當小老闆的過程，看著孩子童言童語並認

的寶貝們想到的是牙線、釣魚線甚至是泡麵。這

真學習的模樣，真的可愛又有趣。園遊會當天大

些特別的聯想也反應出了孩子日常生活中的確接

家也都表現的落落大方，真的像是個小老闆，藉

觸到了線，也了解線有許多不同的用途，所以，

由園遊會也讓孩子練習了膽量及台風，大家表現

我們這學期就用線來玩遊戲，讓孩子們徜徉在線

的都很棒唷！

的遊戲世界吧！

「線」的遊戲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從主題過

經由全班一起腦力激盪、天馬行空後，我們

程中讓孩子體驗、思考及討論，從中發想出不同

陸續玩了拉輪胎、搶線遊戲、用線射擊積木、跳

的想法，這也是主題課程的真諦，孩子們玩得愉

圈圈、釣冰塊等等遊戲，每個都很好玩。接著配

快也學習到了許多不同領域的能力，能陪著孩子

合校慶園遊會，大家討論後決定要來當拉拉盤及

一起成長真的很開心。

釣魚遊戲的小老闆，於是開始著手準備，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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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真、善、美」
志工隊長
許瑞凰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of Being Volunteers

很多人問我：你那麼忙為什麼還要當志工？

都不同，人生也就是不斷學習與挑戰，我要用「真

其實我也問過我自己！因為愛與陪伴！剛開始只

誠、善良、美意」去傳遞給身旁的孩子們。一個

想看著自己的孩子，當了志工後發現原來不是所

人是一個力量，而一群人時，力量是支撐活動的

有孩子都是在愛裡成長的，才開始我志工之路。

推手。

希望藉由志工的照顧讓進入上石的每一個孩子們
可以在充滿愛的灌溉下滋養茁壯。

謝謝學校支持志工隊，每次活動裡總有一雙
溫柔的雙手呵護著上石大家庭裡的每一位成員，

三年來，我當志工時，心裡所堅持的信念就

也讓愛傳遞下去。更謝謝志工隊的每一位夥伴

是把當下事情做好，今天接下隊長一職，對我是

們，你們用最溫暖的雙手呵護著每一位孩子，你

一個很大的挑戰。我想要把整件事情做好，我相

們最優秀最棒的，你們的「真善美」會一直傳遞

信我可以！人在不同的位置看事情的視角與方式

下去！我愛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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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做最好最好的人
3年4班
導師 葉依婷

Be the Best You Can Be

「噹 ~ 噹 ~ 噹 ~」

卸責任，透過優秀卡自

「請大家拿出優秀卡」，

省，自己的言行還有哪些部

「 一、 我 會 保 護 自 己 和 同 學 的 安 全

分可以調整，靜下心來，冥想成為更好自己的樣

二、……….」溫柔的聲音在教室裡響起，孩子
們正專注地念誦，這是三年四班日常生活的一部

態。
葉老師最喜歡的是「用小小的貼心與關懷，
為別人製造驚喜」，因著這條信念，在感到挫折

分。
被葉老師教過的孩子都知道，班規中最重要

時，我很常被孩子們撫慰，一杯溫水、清晨乾淨

的是 : 安全、態度、禮貌、動靜有序、心裡有別

的桌子、一個甜美的笑容、一句「老師，我來幫

人。做人處世，是一輩子的課題，成績固然重要，

你協助同學」……。幸福感大大提升。

但能愛己愛人，更重要。

優秀卡的信念，在生活中不斷實踐，並且透

優秀卡裡，有應對進退的規則、有助學習的

過班級的共好氛圍，一同前行，因著愛與關懷、

好妙招、有照顧自己和同學的秘訣、有自我鼓勵

付出與體貼，孩子們的共好，不斷地循環回到自

的語言、更有自我成長的信念……，所以孩子們

己與他人身上，讓整個班的愛，源源不絕……看

都很喜歡這張美好的優秀卡，在自己困頓時拿出

到這裡，你想不想也來張優秀卡啊 ~~~

來找找安慰自己的方法；也在犯錯時，不急著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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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上石
Teacher L oui s

Dear Shangshih
親愛的上石，

It was delighted to come back
to a place I felt I had come to
很開心能回到一個如此熟悉且虧欠了 know so well, and one to which
些時間的地方。在我回來的這個學期，我 I owed some more time.
認識了另一群很棒的年級，並且能和大家 In my semester back, I got to meet another grade of
多些時間相處，這些將令我永難忘懷。無 incredible students, and spend more time with all of you that
論是一群尖叫地唱歌幫我慶生的四年級、 I will never forget. Whether it’s being sung to by a bunch of
玩瓶蓋棒球遊戲、或是臨時加入的一些戶 screaming fourth graders on my birthday, playing bottle cap
外遊戲，又是充滿樂趣的一年，且成為這 baseball, or getting whisked off to some other outside game,
it was yet again another year of fun and of being a part of
個讓學生成長和學習優質環境中的一份
a great environment where students can grow and learn.
子。
在這裡的第二年同時也是充滿驚喜的 My second year was also a year of surprises, because I
got the rare opportunity to see how much the kids grow
一年，我才得以看到學生年復一年的成長。
year after year. Some students had grown so much since
自從我三月份離開，才短短幾個月，讓我
I left in March. I was shocked to discover that in just a few
非常震驚的是，有些學生已經長到和我差
months, some had gone from being about as tall as my hip
不多一樣的高度，我也看到他們性格的成
to almost as tall as me. I also got to see their personalities
長及英文能力的進步。即便產生了這些變
take further shape and hear how their English had grown
化，唯一沒變的是所有學生的活力，而這 in so short a time. Even with all these changes, one thing
股能量也為上石每天帶來生命力。
that hasn’t changed is the energy of all the students,
雖然我在上石第二年的時間很短暫， and how that energy brings life to Shangshih everyday.
但我很高興能重新回到這裡並融入大家。 While my second go-around of time at Shangshih was short,
新的一年即將來臨，我期待著人生下一篇 it was nice to return and be thrown right back into the mix. As
章的到來，再度回到上石的這段經歷將有 the new year approaches and I look towards the next chapter
美好的結局。我要感謝所有的協同教師 in my life, I think my return has written a much better end to
玉珠老師、炎鈴老師和薏蒨老師，教導我 a chapter that had closed too soon. I’d like to thank all of
許多事情，也感謝每一位上石的老師豐富 my co-teachers, Iris, Anne, and Daisy, again for teaching
我的人生經歷。最後祝福大家一切順利， me so much, and everyone here for making my extended
期待能再次與大家見面！
experience as good as it could be. I wish everyone all the
best,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everyone again!

祝一切順心

Best Wishes,

路易

Louis

兒 童 公 益 家

愛 與 關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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