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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曲唱和諧曲唱和諧曲唱和諧曲唱        笛聲高揚笛聲高揚笛聲高揚笛聲高揚         
    個人喜歡音樂，也學習音樂，我現今在學習中國笛這種樂

器。學習過程中除了個人認真學習外，也受到老師的指導。所

謂老師的點破，往往就是學習進步的所在。個人對老師的指導

協助表示感謝。現將學習過程的心得跟各位分享： 

一、心平氣和 

   學習中國笛的階段是從吵雜到還可以聽，其關鍵就在心平氣

和。心浮氣躁學不好，心情緊張吹不好，心情煩悶吹來有氣無

力。總之，內心一定要平靜，一定要心平氣和，慢慢地吹，輕

輕地吹，優雅地吹。 

二、運好氣 

    吹奏中國笛是靠著那口氣，氣運得好，就吹得很順。氣運

得不好，就吹不順。一定要把氣運好，好好的運氣，把氣運好。 

    吹奏中國笛的關鍵在就在心情要平和而且要把氣運好。這

些關鍵也對個人的修身養性幫助很大。個人時常跟自己講做人

處事要平和，而且要把氣運好，自然就會運氣好。這些觀念也

影響到個人經營校務，經營校務需要： 

一、心平氣和 

    用心平氣和的心情來處理校務。以和諧為圓心，以合作為

半徑，劃出南興國小圓滿的校園。 

二、相信自己會運氣好 

    運氣真好，南興的孩子真乖巧；運氣真好，南興的夥伴認

真負責；運氣真好，南興的家長支持學校。心想事成，好運氣

就會降臨到自己身上。 

    學習是一件快樂的事，把笛子吹好，樂在其中。和諧是一

門休養的功課，內心平靜，充滿喜樂。運氣好是心境的改變，

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希望大家都能心情好、運氣好。 

                                              

                                   校長蔡志榮  敬上                                                                        

 

 

104 學年度家長委員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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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九華山地藏庵 104 學年度上學期國小清  

  寒學生輔導費 1000 元整 

※邱憲政先生捐贈校務發展基金 3000 元整 

※林輝洪先生捐贈校務發展基金 5000 元整 

※財團法人道心社會福利基金會 39546 元整 

※財團法人北港仔文教基金會捐贈本校學生獎學金 

  及週三課後學習補助款 40170 元整 

※蔡宜廷老師捐贈獎助學金 5000 元整 

※學校教職員工捐贈 8400 元 

    

免費免費免費免費課後才藝班課後才藝班課後才藝班課後才藝班    多元學習成長多元學習成長多元學習成長多元學習成長 

    學校自 104 年 10 月 26 日起開辦三~

六年級免費課後才藝學習班，目前規劃

包括本校國樂、桌球、分校美術各 1 班，

以培養學生藝術及體育才能，提昇未來

升學競爭力。原則上桌球隊學生以參加

桌球班為原則，其餘本校生有意願參加

者以國樂班為原則，分校學生則參加美

術班，並視學習情況做調整。活動時間

為每週星期一、二、四、五下午 16：00~16：

40。搭配原本由北港仔教育基金會贊助開辦的週三免費課後英

語班，提供學生更完整多元的學習課程，希望讓南興的孩子們

樂於學習、健康成長，也有效減輕南興國小忙碌的家長們教養

費用與負擔。 

 

                                                                    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                                        二甲黃芸姍二甲黃芸姍二甲黃芸姍二甲黃芸姍    

     我的好朋友名叫江沛鈺，她長得很可愛，笑起來有兩個小酒窩。 

  每到下課時，我會和我的好朋友沛鈺一起到小木屋玩，我們妳追  

  我，我追妳，開開心心、快快樂樂的玩遊戲，上課時，我和她一起 

  專心的學習，一起吸收知識讓自己成長。 

    我希望可以天天和沛鈺在一起，不管是一起寫功課或玩遊戲，都  

  是我最快樂的時光。 

        放暑假放暑假放暑假放暑假                                                二甲張琩筌二甲張琩筌二甲張琩筌二甲張琩筌    
   放暑假，媽媽帶我到公園玩，我和媽媽一起玩溜滑梯，溜滑梯從

高處溜下去，好像在搭雲霄飛車，非常好玩。 

  暑假時，我也和媽媽一起騎腳踏車，一路上我和媽媽說說笑笑，馬

路上的小貓小狗也跟著我們跑跑跳跳，開開心心的轉過來轉過去，想

跟著我們去運動。 

  暑假中有好多好玩又有趣的事，放暑假是我最期待的事。 

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我的爸爸                                        二甲陳亭均二甲陳亭均二甲陳亭均二甲陳亭均    
  我的爸爸長得高高瘦瘦的，看起來很斯文，爸爸戴一副眼鏡，感覺

很有學問。 

  我的爸爸每天都會陪我玩，也會陪我跑步，我們一起說說笑笑，一

起開心的談天。 

  我的爸爸很疼愛我，每次我生病發高燒，爸爸總是不眠不休的照顧

我，著急的帶我去找醫生，希望我的病快點好。 

  爸爸叫我一定要努力讀書，將來當個醫生，幫助生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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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班我們這一班我們這一班我們這一班                六甲六甲六甲六甲    葉鴻葉鴻葉鴻葉鴻    
  

      我們這一班只有九個學生，人數雖然少，但是每一個都我的最佳玩伴，我

們一起玩耍、一起歡笑，是個充滿歡樂氣息的「迷你班級」。   

      承恩有個壯碩的身材和圓滾滾的臉蛋，外形非常可愛，但大家可別被他胖

嘟嘟的外表給騙了，每項運動他總是拼勁十足、

全力以赴，他可是我們班不折不扣的「體育王子」

呢！正安和淳崴的個性都很開朗，彼此感情就像

親兄弟一樣好，平常喜歡搞笑，是班上的一對開

心果，不只平常玩在一起，就連罰寫功課時也都

黏在一起，真是令人佩服。可愛的佳萱，有副善良的心腸，她就像是班上的小天

使一樣，看到需要幫忙的同學，一定會出手相助，所以她是每個人心目中一百分

的小老師喔！鈺婷是個聰明的萬事通，也是班上的智多星，一般的課程根本難不

倒她，只要我們有不會的題目請教她，她一定會很樂意的教我們。很有愛心和耐

心的淑君，個頭雖然小，但她可是全縣第四名的桌球單打高手，許多學長姐都是

她的手下敗將，就連羽球技術一級棒的老師，以及工作和領導能力超強的主任、

校長，在桌球場上也只能任由淑君修理啦！昀珊非常喜歡閱讀課外書，只要一翻

開書本，她就像掉入在書本的世界裡一樣，不管教室裡發生了麼事都影響不了她，

所以她是班上最名符其實的「小小書蟲」。芊毓雖然在五年級之後才加入我們班的

行列，但因為他的個性很善良、不喜歡與人計較，所以很快的就和我們班打成一

片，現在，他那開朗又誇張的笑聲，早就是教室裡、操場上、球館中最令人難忘

的聲音啦！而我，是個好勝心很強，卻又有點公主病的小女生，雖然沒有承恩、

淑君那樣傑出的運動細胞，也沒有佳萱、

鈺婷那樣卓越的頭腦反應，但是我總是很

努力的學習，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在

課業成績上名列前矛， 

成為有名符其實的優等生，也讓師長和父

母親滿意我的表現。 

   要和鬼靈精怪的我們一起搭配的老師，當然也不可能是省油的燈，而邱老師，

就是能把我們的心給凝聚在一起的那位關鍵人物，他活潑的教學，把本來無聊的

課程變得有趣，更讓我們的生活變得多采多姿。現在的我，可是越來越喜歡上學

呢！小小一間教室，總是充滿我們十個人一起學習、嬉鬧的歡樂氣氛，那種感覺，

超棒！ 

對於剛即將畢業的我們這一班，我很珍惜還能彼

此相處的日子，有這群朋友、師長陪在我身邊，

除了可以學習彼此的優點，也可以一同分享難過

或喜樂，我好想一直跟他們在一起！在我心目

中，我們這一班是全天底下最快樂的班級，也是

學校裡最耀眼的一道彩虹喔！ 

 

下課十分鐘下課十分鐘下課十分鐘下課十分鐘     二甲江沛鈺二甲江沛鈺二甲江沛鈺二甲江沛鈺 
 噹！噹！噹！下課了，我們一群人，跑到小木屋玩鬼抓人，妳抓我，我抓妳，

真是有趣。 下課十分鐘，操場上有人在打球，有人在跑步，也有人在跳繩，大家
玩得很開心。 
  噹！噹！噹！上課鐘響了，我們依依不捨回到教室，希望下課時間快點到。 
 

 

 
難忘的假期難忘的假期難忘的假期難忘的假期   二甲紀沛妤二甲紀沛妤二甲紀沛妤二甲紀沛妤 

放暑假的時候，爸爸說要帶我和弟弟出去玩，我和弟弟都開心的跳起來。 

  我們到了頑皮世界，玩了很多好玩的遊戲，也看了很多可愛的動物，有綿羊、

企鵝、長頸鹿和大蟒蛇，有的長得很可愛，有的長得很可怕，我和弟弟看得開心

極了！我很期待下次的假期快點到，到時就可以再到頑皮世界，看高高壯壯的大

象和其他可愛的小動物了。 

 

 
一甲 蔡佩琪 

 
一甲 陳宇燁 

 
一乙 蔡嘉祐 

 
一乙 陳冠廷 

 
一乙 張凱壹 

 
一乙 洪睦庭 

 
一乙 林珈丞 

 
二乙 李振益 

 
二乙 吳玥馨 

 
二乙 邱奕錡 

 
三乙 黃巾銘 

 
三乙李哲宇 

 
三乙鍾昕妤 

 
三甲 蔡巧柔 

 
三甲 黃薰嫺 

 
三甲 蔡竣丞 

 
六乙謝昀庭 

 
     六乙蔡金佑 

 
六乙陳妍璇 

 
六乙陳永鴻 

 
三甲 柯思安 

 
三甲 陳鑫如 

 
四甲 葉鑫 

 
四甲 蔡華家 

 
四甲 周祐晨 

 
五乙陳瑩銹 

 
五乙謝長祐 

 
五乙蔡佩宸 

 
五甲 黃曼鈞 

 
   五甲 黃家凱 

 
五甲陳佑勳 

 
   五甲柯思羽 

 
六甲林佳萱 

 
六甲葉鴻.鈺婷.淑君 

 
六乙張芝華 

 
六乙林靜萱 

 

 
四乙-喻純、瑩慧、

祐嘉 

 

 
四乙-重慶、家銘、

宗睿 

 
四乙-宥綸、喻純、

瑩慧 

 
四乙-宗睿、重慶、

家銘、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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