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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長會議裏頭，處長當著全縣校長稱讚南興國小，全縣的國語、

數學、英文檢測，南興國小這三科均表現優異，是個國語優質學校，

數學優質學校，英語優質學校。全縣一百多所學校，僅 12 個學校有如

此佳績。南興國小表現優異，值得鼓勵表揚。校長感謝處長對學校的

肯定，更感謝老師對學生的付出，也對學生的認真表示嘉許。這次的

全縣國語、數學、英文檢測代表的意義，應是南興國小持續在進步。

南興國小持續在進步的原因是全體老師願意付出、家長肯定與學生認

真。 

一、老師願意付出 

(一)課後學習老師願意付出 

    下午四點後老師還留在學校幫孩子加強國、英、數基本能力，奠

定學科基礎。這段時間也帶著孩子學習中國笛、二胡和桌球才藝，讓

孩子多元學習。 

(二)寒暑假育樂營老師願意付出 

    寒假學校安排二個星期的育樂營，暑假學校安排四個星期的育樂

營，讓孩子過個多采多姿並且學習滿滿的寒暑假。感謝老師願意付出，

讓孩子寒暑假可以多學一些才藝。 

二、家長肯定 

(一)家長對學校肯定 

     家長把孩子送來南興就讀，學校會把孩子當作寶，帶好每一個孩

子。也感謝你對學校的肯定，親師合作帶好我們的孩子。 

(二)社區對學校肯定 

    走到社區聽過地方仕紳對學校的稱讚，就是對學校最大得鼓勵。

你的鼓勵提醒我們要更加用心。 

(三)善心人士對學校的肯定 

    學校能夠有經費辦理課後學習，辦理課後育樂營，就是有善心人

士的捐輸。謝謝你們，學校會發揮經費效率，讓孩子學習更豐富。 

三、學生願意認真學習 

(一)學生對學校認同 

    南興孩子知道南興是個好學校，一言一行都代表學校，不能丟學

校的臉，積極維護學校榮譽。 

(二)學生認真學習 

    孩子知道學生的本分就是學習，因此認真學習，幫自己爭取好成

績。孩子得到好成績，孩子高興、爸媽高興、學校也引以為榮。 

    進步南興是大家要努力的事，南興進步是大家都高興的事。南興

國小要持續進步，一定要全體親師生大家一起努力。經由我們努力後，

一定可以看到南興進步的成果。我們一起努力吧！加油！ 

                                                南興國小 蔡志榮 

 

                                                     

 

 

 

 

 

 

  104 學年度榮譽榜 

 

     賀本校學生參加嘉義縣 104 學年度基本學力檢測國語、       

                               數學、英文三科均表現優異，為義竹、鹿草、朴子地區           

                              唯一三科均達標之學校。 
 

2016-05-23 賀!五乙李建陞同學參加嘉義縣 105年「大同盃」

計算技能暨數學比賽榮獲數學五年級組第二名  

2016-05-02 賀！四甲蔡華家、陳壟存、葉鑫參加第 56屆科學

展覽競賽，榮獲國小組生活與應用類佳作。  

2016-04-25 賀~五甲黃姵淇參加嘉義縣 2016年議長盃桌球賽

榮獲女生個人單打第三名！  

2016-04-25 賀~本校參加嘉義縣 2016年議長盃桌球賽榮獲五

年級女生團體賽第三名！  

2016-04-22 賀！四乙洪宗睿小朋友參加 105年溫世仁基金會

作文比賽，作品榮獲決賽入圍。  

2016-04-12 賀！六乙謝昀庭小朋友參加 105年英語日才藝競

賽，榮獲國小組英語說故事甲等。  

2016-04-12 賀！六乙張芝華小朋友參加 105年英語日才藝競

賽，榮獲國小組英語朗讀甲等。  

2016-03-29 賀本校六乙張芝華小朋友參加第六屆影像好玩藝

圖文創作競賽榮獲高年級組全國決賽佳作.  

2016-01-26 賀！六甲黃鈺婷參加嘉義縣 105年中小學運動會

桌球賽榮獲國小女生甲組單打第七名！  

2016-01-26 賀！五乙李建陞參加嘉義縣 105年中小學運動會

跆拳道比賽榮獲國小男生 37公斤級第三名！  

2015-12-03 賀！四甲蔡華家參加嘉義縣 104年度友善校園生

命教育四格漫畫比賽榮獲國小中年級組佳作  

2015-12-03 賀六乙謝昀庭同學、張芝華同學參加嘉義縣 104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性平追追追」性別新聞評析徵文比賽榮獲

佳作  

 

 
 

地址：嘉義縣義竹鄉新店村 7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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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03 賀六乙張芝華同學參加嘉義縣 104年度自省札記徵文

比賽榮獲優選  

2015-12-01 賀本校參加嘉義縣 104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榮獲甲等

佳績  

2015-12-01 賀喜本校翁志妙老師參加嘉義縣 104年度家庭教育教

案甄選比賽榮獲佳作  

2015-11-20賀！六甲林佳萱、六乙謝昀庭參加嘉義縣 104年國小英

語單字王比賽，榮獲海區組優等。  

2015-10-15 賀！四乙洪宗睿同學參加嘉義縣 104年-倫理教育尋找

家庭記憶「家訓－我家的智慧寶藏」甄選活動榮獲國小中年級組入

選  

2015-10-15 賀！四乙張祐嘉同學參加嘉義縣 104年-倫理教育尋找

家庭記憶「家訓－我家的智慧寶藏」甄選活動榮獲國小中年級組入

選  

2015-10-15六甲葉鴻同學參加嘉義縣 104 年-倫理教育尋找家庭記

憶「家訓－我家的智慧寶藏」甄選活動榮獲國小高年級組入選  

2015-10-15五乙張槇玲同學參加嘉義縣 104年-倫理教育尋找家庭

記憶「家訓－我家的智慧寶藏」甄選活動榮獲國小高年級組入選  

 

捐贈芳名錄 

 
                                                                                                                                                                                                                                                                                                                                                

趙明福先生       13,000元整 

正心園關懷扶助會 12,000元整                                                                      

劉益呈先生        7,500元整 

第 11屆校友會     5,300元整                         

學校教職員工      4,240元整                                                                        

高河成顧問        2,000元整                                                                                    

盧麗琳女士        1,600元整                                                                                                                                                                                          

陳金秀女士        1,600元整            

 曾菊秋女士   1,600 元整                                                                                     

 蘇志雄先生   1,600 元整                                                                                   

 陳峻楷先生   1,400 元整                                                                                                                                                                                           

 許竣傑先生   1,000 元整                                                                                                                               

 林淑容女士   1,000 元整                                                                                    

 陳弘培先生    500 元整                                                                                                                                                

 林明寬先生    500 元整                                  

發行人：蔡志榮 
編  輯：王明傳 康惠萍 
期  別：33 期 
出版日期：105 年 0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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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畢旅 

 
六甲 李承恩 

    晚上，我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熟悉又溫暖的家。吃完飯、洗碗

澡，我就倒頭大睡了，但今天的點點滴滴，我一輩子都將難以忘懷！ 

    今天是我期待已久的國小畢業旅行，一早我就帶著喜悅的心情來

到學校。一路上，我邊塞著耳機聽著輕快的流行音樂，邊欣賞窗望的

沿途景致，在進入南投後，映入眼簾的是翠綠高聳的群山、清澈湍急

的河流、淳樸可愛的人家，景色真是美不

勝收。當我們抵達九族文化村時，今天的

天公並不作美，不久外頭就飄起了細雨，

老師靈機一動就帶著我們轉戰室內阿拉

丁遊樂場，我們首先體驗了驚險又刺激的

「海盜船」、逗趣又可愛的「青蛙

跳」……，不過這些頂多都只能算是開胃

小菜而已。趁著雨勢稍稍停歇，我們來到了「水沙蓮歐洲宮廷花園」，

這裡的美，還真是難以用言語形容，花園裡處處種滿了五顏六色的草

花，有的還整齊排列出各種圖案和造型，真是太神奇了！我們悠閒的

坐上了皇家小火車，繞著宮廷美景轉了一圈，整個人心曠神怡了起來，

彷彿忘了剛剛那場掃興的雨勢！吃完點心後，老師接著帶大家直奔「加

勒比海」的懷抱，今天的畢旅前菜終於登場，當我第一次坐上這個水

上雲霄飛車時，從幾層樓高的滑水道看下去，心裡還真是毛毛的，但

當船全速俯衝激起澎湃水花後，我發現我上癮了，所以我們又陸續排

隊體驗了兩次，請不要問我這樣玩下去畢旅主

菜我還吃的下嗎？可以的，因為今天的我胃口

出奇的好，不管接下來的主菜有多豐盛，我都

沒問題的！走著走著，在毛毛細雨中，大家不

知不覺的就來到了畢旅主菜面前，全台最高、

最大的「自由落體 UFO」早就等著我們大駕光

臨，說真的，85 公尺的高度真的差點把我給嚇傻了，但我仍然鼓起勇

氣坐了上去，那種瞬間落下的恐懼感和速度感，還真讓我有些吃不消

啊！不過腿軟的我還是要大聲的說一聲，「自由落體 UFO―今天我征服

你啦！」一路品嘗完前菜、主菜，也該是來點甜點的時候了！就來盤

夢幻又浪漫的「旋轉木馬」吧！在這裡我玩得非常開心，因為我就和

心目中的女神同坐在一條長椅上，突

然間覺得我好幸福啊！最後，不滿足

的我，又硬塞了道小菜―「太空山」，

它也算是一種雲霄飛車，不過比起前

菜和主菜，還真是小巫見大巫啊！下

午的一場大雷雨，徹底破壞了我們的

原訂計畫，讓我期待的纜車行也泡了

湯，不過這場畢旅我已經很滿足了！ 

    今天的畢旅，換來了我一輩子的難 

忘回憶，希望十年後、二十年後的夜裡，回想起

今天與老師及同學們所經歷的點點滴滴，依然可

以嘴角上揚，謝謝一同參與畢旅的各位，有你們，

真好！` 

 
 

 

 
 

 

六乙 張芝華 
    我愛東華分校！在分校的校園裡常聽到開心與歡喜的氣氛，這裡

就像我溫暖的家一樣，有辛勤工作的顏姊姊還有諄諄教誨的老師們教

導我們做人處事的道理，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們每天來學校時都能帶著

開心的笑容來到這個大家庭裡學習。 

    每每踏進分校總令我回想起那個

帶著苦樂交雜的傷口。拋棄過去的種種

在四年級時轉到這裡，想到這裡的寧靜

清幽心情頓時轉為明亮。那一年剛來時

老師們熱情迎接著我，班級裡的同學們

不僅在我進四年級的教室前幫我拿東

西，還熱心地環境介紹讓我緊張的心瞬

間沉靜。學校裡最讓同學們欣奮的活動就屬運動會。今年的十二月十

二日是運動會，我非常期待他的到來，雖然在競賽的過程中，總會有

輸贏的較量，但是仍不減我們期待參與盛會的心。一整天的活動中下

午的節目最刺激的是大隊接力，而且還可以看見南興人的朝氣與活力。 

     我喜歡東華分校的溫馨，當我們遭受挫

折時，老師都會適時的安慰我們，還有同學的

協助下安撫我們的憂鬱。雖然分校的校園不

大，但是在祥和的氣氛中，學習每天都能開開

心心的來到這個大家庭，有時候還會不想回家

呢！噹噹噹！下課時會聽到小朋友的歡

樂聲，每個人都會熱情地問，要不要一

起出去玩？此起彼落的笑聲、叫喊聲、

音樂聲等等在校園中不斷的傳想

著……。 

   南興呀！南興呀！您是我永遠的家。 
 
 

畢業囉     珍情珍重 ----畢業快樂 

 

 

 

 

 

 

 

 

 

 青春歲月－我愛南興-東華分校 

我 學長            五甲 黃家凱 陳佑勳 林宜秀黃曼鈞 李承芸 柯正文  

恩重如山 像哥哥般的好學長 

哥倆好 好相處 處處禮讓為人想 

好心腸 不計較 熱心助人真善良 

帥氣十足 有林書豪一樣的絕佳籃球好身手  

好努力健身 如林義傑般的意志堅強 挑戰極限 

棒極了 你是我們好榜樣 謝謝你一直用心陪伴 

給畢業生的祝福          四甲 葉鑫 

   時光飛逝，又到鳳凰花開的六月，也

是令人失落、些許悲傷的畢業季節。想

到你們就要離開學校，真讓人依依不捨

啊! 帥氣的學長們、亭亭玉立的學姐

們，感謝您們對學校的付出與努力，祝

福妳們走向新的旅程時一切都順心，像

鵬鳥一樣展翅高飛。 

給畢業生的祝福       四甲 陳壟存 

  相聚的時光彷彿一眨眼就過了，再

過一個月您們就要畢業了，我的心裡

除了替您們開心，也感到難過。想到

曾經一起玩遊戲、一起上的課程與活

動，以後可能沒有機會了，真讓人依

依不捨啊!希望您們有空時要常回學

校看我們喔! 

給畢業生的祝福       四乙 陳重慶 
把我的祝福獻上 

將它注入你的身體 

祝福你：學長學姐 

願所有事物你都擁有 

願所有好運在你身旁 

把我的祝福獻上 

將它射入你的心房 

祝福你：學長學姐 

願喜悅在你的心中漫延 

願朋友在你的身邊圍繞 

   祝   福        四乙 張祐嘉 
  畢業是難忘的分離 像切到洋蔥一

樣心裡正在哭泣 

  畢業是痛苦的盼望 明天躺在手術

台上不知道什麼滋味 

謝謝你對我們的付出 我會珍惜曾與

你共度的時光 

學長學姐 希望您能勇敢去面對艱難

的未來 

你是否背起行囊準備勇往直前了呢 

親愛的學長和學姊：          三甲  林芝伊 

    鳳凰花開是我們送畢業生的時候，想到你

們要離開學校，就會害我很傷心。平常教我直

笛的葉鴻學姐，天天都費了很多力氣教我，她

也會幫助他人，溫柔的葉鴻學姐讓我喜歡直笛 

    你們畢業後不能忘記大家喔！祝你們學業

進步、步步高升。          

三甲   蔡巧柔 

大哥哥大姊姊你們要畢業了，我

好不捨你們離開，你們一定要回

來看我們，我們會想念你的。南

風吹起就是我們說拜拜的時

刻，我祝你們一路順風。 

感謝 祝福        二 乙 邱奕錡 

感謝快要畢業的學長姐 

你們就像勤勞的螞蟻 

一下子到樹下打掃 

一下子到廚房打菜 

讓我們校園漂漂亮亮 

讓我們快快樂樂吃營養午餐 

祝福你們畢業後 

學業進步  事事順利 

感謝 祝福      二 乙 江晏臻 
感謝快要畢業的大哥哥大姐姐 

你們就像小老師一樣 

一下子教我們拉扯鈴 

一下子教我們功課 

有你們真好 

祝福你們進入國中以後 

學業越來越進步    

天天開心 

親愛的學長和學姊： 

    你們要畢業了，我們很捨不

得你們走，因為學校有很多事情

都是你們在幫忙，才可以完成，

你們沒事的時候可以多來學校

陪我們玩，祝你們畢業順利。 

               三甲 李笠綸 

「64」的聯想                    

64 是偶數 代表好事成雙 

6+4=10  是十全十美 是圓圓滿滿 

學長姐是優秀的南興 64 代名詞 

我們曾經共度五年的美好時光 

一起跳繩減肥 練球比賽加闖關 

陪伴我們吹直笛 打籃球 

美麗帥氣微笑一直掛在臉上 

記住 你們是我們的好榜樣 

懷念 我們一起成長的地方 

「64」=「8」x「8」 

祝福學長姐   一路發！發！發！ 

    二甲黃芸姍                   二甲紀沛妤  

五甲     黃家凱 陳佑勳 林宜秀 

         蔡翔安 施岳陞 柯思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