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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生活
美語研習
■ 銅鑼鄉立圖書館
本鄉鄉立圖書館辦理「苗栗縣
健康城市系列活動－親子共學生活
美語研習」已於6月1日結業，八個
星期的生活美語課程，經由張善美

培養開口說美語的信心及能力
老師活潑生動的教學方式，引導家
長與小朋友從暨有的基礎上再更上
層樓地學習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美語
會話，並且能夠實際應用，讓美語
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老師在課程中以歌唱的方式帶

領家長與小朋友學習，以輕鬆無壓
力的方式進行教學，讓每個人都能
沉浸在快樂的學習氣氛中，讓學習
成果加倍，也降低學習美語的緊張
感，提升學習美語的興趣與動機。
成果發表時，每個人都能有自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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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休息】

與家人一起站上舞台向共同學習的
夥伴展現學習成果，可見本次研習
活動確實達到推廣美語至生活中、
提升美語口說能力及增進親子互動
關係的目標。將來將持續爭取經費
辦理相關研習活動，讓閱讀及藝文
的種子在鄉里間成長茁壯。

■ 銅鑼消防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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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游泳安全注意事項
●

 瞭解自身健康狀況，若有心臟病、高血壓、傳染病、羊癲
應
癇、皮膚病、眼疾等，不宜游泳。

 地選擇，應在開放浴場或有救生人員值勤的水域活動。
場
● 不可在設有「禁止游泳」「水深危險」等禁止標誌區域內游
泳。
●

●

活動時間，最好避開中午時段。尤其在夏天，海邊有強烈紫
外線照射，會曬傷皮膚，嚴重的可能會變成皮膚癌。夜間游
泳，除了游泳池外，一律禁止。

不宜在低水溫中游泳，更不可在超低水溫中游泳。
● 過飢、過飽，或心情欠佳時，不應下水游泳；飯後游泳最好
要隔二小時。
●

苗栗縣銅鑼鄉公所
■ 人事室
為響應4月23日世界閱讀日，
特別邀請縣立文林國中鄧校長舉辦
「2010年世界閱讀日：閱讀推廣活
動」專題演講，題目為「閱讀，改變
的力量」。知識是現代國民的重要資
產，也是一種軟實力，公務人員要
透過閱讀，看清趨

2010世界閱讀日專題演講
勢，創新求變，強化國家的競爭力。
當日，特別邀請「教而優者則
長（當主任），長而優則校（當校
長）」的鄧校長為銅鑼地區公教同仁
上課，他是銅鑼鄉頂尖的教育工作
者，今年年初甫獲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頒發「閱讀教育績優學校」及「推
動學校閱讀教育工作者」獎
項，顯示鄧校長對於推動學
校閱讀的教育工作，不遺
餘力，成果輝煌。
當天下午的講座，座
無虛席，銅鑼鄉衛生所羅
主任也慕名而來，可見鄧

校長的魅力無法擋。鄧校長從古今中
外知名學者的名言及各項統計數據
說明：「閱讀是提升國民知識素養
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及「閱讀的
目的」、「閱讀的態度」、「閱讀的
方法」，及如何增強職場競爭力，閱
讀是最佳利器，還有「閱讀，終身的
承諾：1.抖落一身庸俗2.全是愛閱讀
3.為書而生4.終身的承諾」等等皆在
說明閱讀帶給人類終身的承諾。
最後校長送給在場同仁四句話：
「心若改變，你的態度跟著改
變，態度改變，你的習
慣跟著改變，習慣
改變，你的性格跟

常見

「當個人接受訓練後懂得如
何辨認自殺行為，並對有自殺風
險者做適當的回應或轉介者，即
可稱為自殺防治守門人」（Maine
Youth SuicidePrevention Program,
2005）。2005年SuicidePrevention
計劃提出這個說法之後，台灣開始
全面推廣「自殺防治守門人」的觀
念。
儘管這個觀念在98年隨我踏
遍了銅鑼鄉所有大大小小的活動場
合，做「自殺防治守門人」、安心
專線0800-788-995（請幫幫、救救
我）、1995生命線的宣導，然而，實地訪視自殺通報個案，深入地了解
他們的困境之後，赫然發現，通常陪伴在自殺個案身邊最親近的家人，大
部分的想法其實相當接近，他們認為窮途末路、互相責怪、失去希望、家
醜不外揚…等等，當出現這樣的想法之後，發出求救訊號的機會就顯得微
乎其微了。
我開始思考究竟該做些什麼，才能讓『求救』的觀念變成行動，這時
我想起了一個電話「110」，這個連幼稚園的小朋友都知道遇到壞人就要
撥的電話號碼，除了電話可以朗朗上口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向下紮根的
觀念，將「求救」的觀念拓及到所有的人，尤其是單純天真的孩子們，不
只是為自己求救，更能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人，讓他們熟記求救的方式，再
將事件與之自然的連結，一種自然到近似「呼吸」的反射動作。
我開始跑遍銅鑼鄉內的國中、小學，努力的推廣「自殺防治守門人」
的觀念及求救方式，意外的是鮮少接到心理衛生相關諮詢電話的衛生所，
在這短短的四個月內，已經成功協助兩通求救電話的案主，聯結上能夠協
助的單位，而提起勇氣撥電話的源頭都來自他們家的小朋友！

本鄉中平大橋於73年12月竣工，使
用至今已有25年之久，為連接公館與銅
鑼的重要橋梁。橋梁全長約455公尺，橋
寬14.1公尺，結構主體橫跨後龍溪，然因

歷經多年颱風豪雨侵襲，造成後龍溪河
床沖刷嚴重，以至於橋梁沉箱裸露，為
了加強基礎受沖刷裸露造成沉箱穩定性
不足及防止橋梁受大規模地震侵襲時之
耐震力不足，苗栗縣政府投入9,000萬工

程經費，辦理橋梁結構補強，並於5月27
日上午9點進行「中平大橋局部改建工程
（墩基加固及補強）」工程動土典禮，
本工程預期可達成下列之計畫目標及效
益：

1. 透 過橋梁結構補強手段，全面提昇、
強化橋梁結構，減少地震或洪水所造
成之橋梁損壞、維護用路人生命財產
安全及確保區域交通順暢並降低心理
不安之非量化效益。

2. 配 合國內擴大內需之經濟發展政策，
提供所需之高安全性交通運輸建設，
提升地方產業之運輸效益並促進地方
經濟發展，同時亦提高民眾對交通設
施服務之信賴度與安全性。

 遵守各浴場之規定。
應
● 游泳時應穿游泳衣、褲，不可穿牛仔褲入水。若發現有人溺
水時，應大聲呼叫「有人溺水」，請求支援。若未學過水上
救生技術，不可冒然下水救人，同時，請人打119向消防隊
求援或察看周圍是否有救生器材如救生繩袋、救生圈、救生
球、救生桿（鉤）等或代替物作岸上施救。
 水前應先做伸展暖身操，經淋浴後才能入水。
入
● 游泳時最好兩人一組，採伙伴制，彼此相照應。若是團體活
動，入水前先清點人數，登岸亦同，在岸上應留一、二人作
警戒，以策安全。
●

著改變，性格改變，你的人生跟著改
變」，一場90分鐘的演講，毫無冷
場，讓在場的公教同仁，享受一個下
午的心靈饗宴，感謝鄧校長精闢的演
講，著實讓我們體會「閱讀，改
變的力量」。
■ 政風室

詐 騙 案例

詐騙犯罪手法－

■ 銅鑼鄉衛生所護士  廖萱樺

■ 建設課

●

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

珍愛生命‧讓愛延續
『自殺防治守門人』向下紮根

中平大橋墩基加固及補強工程 民眾通行安全提升

國內首件聽障男遭詐騙案，MSN與簡訊成為詐騙工具！
桃園縣28歲簡先生，因有重度聽障，平日除以手語及寫字條與他人溝
通外，下班後主要以網路即時通（MSN）與好友線上交談。今年4月初，
他認識外號「ㄚㄚ」的網友，女網友還介紹他認識2位男網友，並加入聊
天，簡先生毫無戒心的讓對方知道他的工作、身體及家庭狀況。認識3天
後，ㄚㄚ突然提議兩人到桃園火車站見面，簡先生依約到達後，遲遲不見
網友出現，卻看見手機傳來的恐嚇簡訊：「ㄚㄚ不會與你見面。她是竹聯
老大女人，若不聽話照辦，不論你逃到天涯海角，我們都會追殺你，不要
以為你家住金門，我們還是找得到，若要父母不出事，就乖乖聽話…」。
簡先生看完簡訊後慌亂不知所措。接著又傳來一通簡訊，要他去超商
購買遊戲點數（GASH），然後再到附近網咖以即時通傳送儲值密碼，從
下午6點開始，他不斷重覆多次買點數、交密碼的動作，總共買了113筆遊
戲點數，歷經5個多小時的奪命連環叩，期間跑了7家超商，多次領款，直
到提款卡已無法領款。但恐嚇簡訊仍不放過他，於是他上線問網友該怎麼
辦？再向網咖櫃台遞紙條求救，經向警方報案後，才發現是詐騙，整晚的
遭遇不但損失13萬多元，甚至當
哥哥到警局協助製作筆錄時，他
仍臉色蒼白，驚魂未定。
聽障人士受語言溝通的限
制，生活作息與感情生活都較單
純，一旦遇到歹徒設陷恐嚇，其
驚慌程度亦較一般人嚴重，過去
～銅鑼鄉公所政風室 關心您！
詐騙歹徒以電話作為詐騙工具，
聽障者應不會被騙。但自從網際
網路時代來臨後，網路即時通讓
人們溝通無國界、無障礙，目前
許多聽障者喜歡上網，但詐騙魔
手卻也伸入網路。

預防方式
警方呼籲，上網使用即時
通，除應加強防止駭客入侵，盜
用交談資料詐騙外，對於網友
邀約見面，或是要求購買遊戲點
數，都要加強查證，不要貿然與
網友見面。另遇到歹徒恐嚇，應
儘快報案，才能終止歹徒的恫嚇
～銅鑼鄉公所政風室 提醒您！
詐騙。
~~本案例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及165反詐騙網站~

●

 學游泳，應在泳池，並學些自救及求生方法和簡易急救及
初
C.P.R.。所有水上活動，最基本的是游泳，游泳技術好又懂
救生，才會玩的更安全。

●

兒童游泳要有大人陪同才能入池。

99年度苗栗縣銅鑼鄉

二、戲水安全守則

■ 農業課

 合格的游泳池戲水游泳。
到
在開放及有救生人員看守的水域戲水游泳。
● 在水域遊憩活動安全旗幟範圍內戲水游泳。
● 遵守安全標示。
● 不單獨下水，要有人照顧或結伴而游。
● 對水域環境不熟時，不隨意下水。
● 不 要游離岸邊太遠，泳技差者不可至深水區，以免發生危
險。

為避免居民受土石流災害威
脅，期藉由疏散避難演練，以提升

●
●

新盛隆村及樟樹村 土石 流 防災演練

政府與人民對於土石流災害緊急應
變的能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本
所於4月28、29二日分別於本鄉樟
樹村及新隆村舉行本年度土石流防
災演練。藉由模擬颱風豪雨期間，
土石流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
位於搶災第一線的地方政府如何成
立災害應變中心、如何連繫各單位

 在飯後馬上游泳。
勿
勿在吃藥吸毒或酒後游泳。
● 不要隨意跳水或奔跑。
● 不穿著牛仔褲或長褲下水。
● 如自己遇險或抽筋時應鎮靜及早舉手呼救。
● 體 力不佳時，不要逞強下水，疲乏，四肢抽筋時應立即上
岸。
●
●

三、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
●

 斯爐具的燃燒火焰應為藍色。
瓦
瓦斯外洩時，應輕輕打開門窗，讓空氣流通，不可開啟抽油
煙機或電燈等電器開關。

 斯熱水器不可裝設於浴室。
瓦
● 熱水器周邊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 熱水器供室內使用者應加裝排氣管。
● 瓦斯爐具應隨時清潔、保養。
● 熱水器裝設於通風良好之陽台。
● 瓦斯鋼瓶放置於陰涼通風的陽台，未受曝曬與潮濕，且不應
橫放使用。
●

●

●
●

 斯鋼瓶開關無鬆動；軟管無龜裂、破損；軟管接頭處應有
瓦
安全夾夾緊。
 水器之冷熱水管、燃氣管應無破損、漏水。
熱
睡前養成習慣檢查瓦斯開關是否關閉。

數位學習體驗 增進電腦應用知能
■ 銅鑼數位機會中心
銅鑼數位機會中心是一個提供民眾資訊能力訓練
的場所，今年（民國99年）邁入第三年，5月初本中心
所開設的基礎課程「數位學習體驗班」已圓滿結束，該
課程開課目的是對未接觸電腦或年齡層較高的民眾，能
夠在學習中認識到電腦的魅力，瞭解其和日常生活的密
切關係，使學員產生深入學習的動機。課程內容包括，
讓學員認識網際網路的操作、網站搜尋及資料查詢，擴
及運用電腦看電視、聽廣播、找地圖，及數位設備和其
相關軟體的應用，如：數位相機的實作拍攝與影像編
修，MP3音樂播放器的設定與連結等，並融入電腦相關
專業知識的解說，使課程有趣不枯燥，培養學習的機
制。另外，今年首次使用的苗栗DOC數位學習資源網，
在學員註冊登入後，提供下載講義、線上學習的園地，
幫助偏遠地區建構更完善的數位學習環境。

5月份「數位學習體驗班」課程一覽表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1.網際網路介紹
2.食、衣、住、行、育、樂相關查詢

網路與生活

3.設定上網功能
4.用電腦聽廣播
5.用電腦看電視
6.電腦輔助課業學習
1.數位相機簡介與使用
2.拍照技巧介紹

數位相機

3.實際拍攝
4.簡易影像處理(製作月曆、加相框)
5.用印表機將照片輸出

MP3

2.數位音樂使用
3.錄音功能簡介
1.滑鼠簡介與使用

電腦
基本操作

2.鍵盤簡介與使用
3.視窗環境簡介
4.打字練習小遊戲

必要之實務經驗。災害防救工作平
時多一份準備，災害發生時則少一
份損失，累積各次水災防救應變經
驗，建立永續發展水災防救應變機
制，加強機關間聯繫，熟悉緊急防
災相關法令及防水災害搶險搶救方
法，卑使災害防救整體運作更為順
暢，將災害減至最
低。

母親節暨孝行楷模
表揚活動花絮

■ 民政課

1.數位隨身聽簡介

銅鑼消防分隊關心您

間守望相助隊投入於重大災害發生
時，迅速對傷患展開救護救援工作
及道路交通、電力、電信、自來水
等搶修作業，協助受困災民罹難者
家屬適當安置，對災害劫後餘生
之民眾輔導重建家園，發揮整體力
量，提升災害應變能力，減少災害
損失，保障鄉民生命、財產安全舉
辦土石流潛勢區防災疏散避難示範
演練應屬當前重大課提之一，實屬

銅鑼鄉99年

 自己遇險或抽筋時應鎮靜及早舉手呼救或漂浮等待救援。
如
● 如見有人溺水，須大聲呼救，未熟練救生技術者，不要妄自
赴救。
●

時序初冬、天氣漸冷，不當使用熱水器造成一氧化碳中毒
事件頻傳，為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熱水器安裝應由合格技術士
承裝，並裝設於室外或裝設強制排氣裝置，以維安全，並應注
意下列事項：

緊急應變小組，如何協調、溝通、
應用有限各項救災裝備，充分發揮
機動效果，結合政府、民間力量全
力執行，達到人命立即搶救、災民
立即得到安置與工程即時搶修的目
的，使災害降到最低程度；使地方
政府與民眾熟悉疏散避難路線、避
難處所及防救災相關作為與措施。
重大天然災害發生於一夕之
間，可能造成重大人命傷亡及財
產損失，為有效結合轄內各機關民

本鄉於5月8日上午9時在公所二樓會議室以簡
單隆重之方式舉行99年度模範母親暨孝行楷模表揚
大會，並邀請鄉內各界佳賓、機關團體共同慶祝，
感謝辛勞的、慈愛的母親。
受表揚的10位模範母親與孝行楷模係由各村辦
公處推薦，並經過本鄉公正賢達人士組成之評審委
員會遴選通過。獲表揚的模範母親代表分別為銅鑼
村蘇邱政妹、朝陽村邱吳春英、福興村陸劉碧霞、
九湖村曾葉秀香、樟樹村陳美嬌、竹森村沈亭君、
中平村郭桂菊、興隆村吳林秀蓮、盛隆村彭菊妹、
新隆村邱廷妹以及孝行楷模代表中平村賴梅琴女
士，同時遴選竹森沈亭君女士代表本鄉參加苗栗縣
政府之表揚。
表揚大會係由本鄉謝鄉長其全主持，為表達對

模範母親及孝行楷模敬佩與感謝之意，在表揚大會
中特別致贈每位受表揚者精緻之匾額及獎狀，還特
別邀請社會團體表演說唱藝術、魔術及布偶川劇變
臉等娛興節目，希望藉此對每位受表揚者致上最誠
摯崇高的敬意和祝福。
謝鄉長認為表揚模範母親及孝行楷模的意義，
在肯定母親對家庭無怨無悔的貢獻，母親撫育、教
導子女身心健全發展，家庭和樂穩定亦促進社會風
氣及倫理道德之向上提昇，同時鼓勵為人子女應及
時行孝，不可讓父母憂心，不要有「樹欲靜而風不
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五月是屬於全天下
母親的季節，更是油桐花綻放的時節，慶祝母親節
的同時，可以帶著母親到處遊玩，吃本鄉最道地的
美食、欣賞亮麗又清靜的風景。最後祝天下的母親
們，永遠健康、快樂。並祝大家家庭幸福美滿。

銅鑼灣生活美學協會

「推展藝術教育研習活動」

透、光彩奪目，提供民眾日常生活使用，
帶動社區生活美學。

二、蝶古巴特貼畫研習
王玉美老師指導家庭親子製作蝶古巴
特貼畫，完成藝術時鐘，作品色彩鮮豔華
麗，美觀實用，作為家居室內佈置，增加
家庭生活情趣。

三、手工香皂製作研習

王玉美老師指導製作奶油甜點留言
板，親子共同製作甜甜圈、三明治、巧克
力、冰淇淋、棒棒糖、柺杖糖…等糖果點
心，再黏貼佈置於板面四週，完成精美作
品，方便日常生活利用。

九湖國小校園花 絮

六甲
二胡演奏

▲ 二甲  陶笛吹奏
▲

▲

「銅鑼灣生活美學協會」辦理「推
展藝術教育研習活動」，由於課程規劃多
元、活動內容充實，符合社區民眾需

邱館長雲煥、范聖清先生帶領圖書館優質
團隊全力配合與協助，讓研習活動順利進
行，同時為了擴大推展藝術教育的成效，
特別於6月10、11日兩天在圖館館三樓辦
理成果展，邀請全體鄉親共同分享學員的
成果，希望透過活動的推動，讓藝術教育
在銅鑼鄉普遍的推廣與傳承，來提昇社區
民眾藝術欣賞的能力與興趣，以達成藝術
教育能夠深耕於各社區的
理想。

病毒的接觸的機會，其效果會遠比生了病再
思考治療之法來的更好。
最後登場的是各班級的表演節目，學生
們精采的演出博得滿堂喝采，證明鄉下的孩
子只要有好的學習環境，經過努力學習也可
以與人一較長
短。

銅鑼國小參與苗栗客家2010桐花祭系列活動紀實
經驗相當豐富。本次參與演出的六
年級十八位學生，各個拿出看家本
領，將近一小時的節目，不論是合
奏或獨奏表現均頗出色。演出的曲
目有「三十里舖」、「慶神轎」、
「金蛇狂舞」、「鹿谷山上採茶
忙」、「打起鑼鼓慶豐收」、「賽
馬」、「喜相逢」、「光明行」、
「花鼓調」、「C O U R A N T E」、
「SUITE NO.1」、「趕花會」等，
悠揚的樂曲果真吸引在場遊客與觀
眾駐足欣賞。
接著上場的是二年級的客語歌
唱表演「懷念農家樂」，內容敘述
在外辛苦打拼的遊子，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累積許多的酸甜苦辣在心
頭，看著車窗外的大雨滴滴答答落
不停，忍不住想起故鄉的家人、朋
友們，不知何時能與他們再相聚。
再次回到故鄉，一陣清涼的微風吹
來，熟悉的稻草香，再見故鄉的男
女老幼快樂的忙個不停，女人們上
山採茶，男人們下田插秧，小孩們
勤奮的學習、只有農村純樸的生活
才能讓漂泊、疲憊的心得到安慰。
藉由客家歌舞抒發遊子的思鄉情
懷，並期望故鄉的人們都能有個豐
收年。本團隊在去年代表本縣參加
客委會舉辦的客語生活學校全國觀
摩賽低年級歌唱表演類，榮獲全國
第二名佳績。
一年級的「人之初」、「加一
歲」、「嘴嘟嘟」，以客家歌謠唱
跳舞出兒童天真、愛嬉戲的性情，
小朋友可愛的模樣不但逗趣，也彷

彿令人回到起自己快樂無憂的童年
時光。
三年級的「Shake It Baby
搖滾吧！桐花寶貝」是由一
群充滿熱情活力的小寶貝，
以熱歌勁舞來歡慶桐花祭
的慶典，藉由桐花道具的
舞動，讓桐花展現其青春活
力，並在間奏時朗誦自創的客
家桐花詩，可說風味獨特，是最
適合桐花公園的歌舞。
五年級表演的「夢想舞曲
（what the Dreams are made of）」
藉由〝英語〞這個國際語言，讓同
學學習多元文化。這首舞曲大部分
是由學生自行選曲、編舞及排練，
舞蹈內容融合街舞，充分展現青少
年青春活潑的氣息，非常獨特，因
此現場掌聲不斷。
五年級另一個節目「話多？
話少？話好？」是以相聲呈現說話
的藝術。人人會說話，但有人一開
口，就像一把利劍，傷人甚深；少
數的人，說話讓人如沐春風，寒冷
的冬天也倍覺溫暖，可見要把話說
好真是門學問。另外，正值虎年，
說些關於虎年的好成語，祝福大家
〝心想事成、萬事如意〞。
四年級表演的「好話連篇」，
五位小朋友以輕鬆、可愛的肢體動
作，配合節奏明快的客語口說藝
術、將民間喜慶場合的好話一一
呈現，發揚客家傳統的喜慶習俗文
化。這個團隊在去年代表本縣參加
客委會舉辦的客語生活學校全國觀

本校直笛隊在李校長肇榮的大力支持下，終於在九十八學年度順利成軍。成立之初，
面臨經費及經驗不足的窘境，所幸在全隊師生的堅持下，一一克服問題。儘管在摸索中學
習，但看到一個新生命的誕生，那份喜悅是全校師生共同擁有的。
自從直笛隊成立後，校園不時傳來學生練習吹奏的樂聲，雖然夾雜著
爆音，但是從無到有，從有到好，成長的過程是一點一滴用心累積成的，這
份認真與努力，讓我們看到了孩子的無限可能，雖然這些孩子有的來自弱
勢家庭，有的學習低成就，但在這裡他們找到自信和成就感。
在今年一月六日本校直笛隊參加全縣飛揚笛聲在校園的比賽，
榮獲國小丁組優等的佳績，表現亮眼。感謝莊語媞老師不厭其
煩的指導，謝謝曾義晏會長的支持，給了孩子們不一樣的體
驗。展望未來，仍會一步一腳印，用心經營，讓九湖
校園散發優雅氣質。

摩賽中年級口說
藝術類，榮獲全國第二名佳績。
節目尾聲由三、四年級演出
「五步拳」。國父說：「健康是ㄧ
切事業的基礎」，本縣為培養健康
的下一代，特別推動武術教育，形
塑學子「文武兼備」的特色。本校
推動武術教育相當落實，常利用課
間活動及體育課安排全校或各班演
練，本次派出校內長期培訓的「武
術小天使」，進行五步拳展演，雖
然都是娘子軍，打起拳來氣勢十
足，毫不遜色，全場喝采聲不斷，
可見銅鑼國小學生確實是「允文允
武」。
最後的壓軸是由六年乙班全體
同學演出精采的「直笛合奏-綠袖
子、輪旋曲」。本團隊在去年苗栗
縣舉辦的「飛揚笛聲在校園」比賽
中榮獲優等。節目開始時由學生冒
牌指揮搞笑演出，「笑」果十足，
讓全場觀眾笑彎了腰。之後正牌指
揮上場指揮，同學們以優美的笛
聲，邀請大家一塊兒乘著音樂的翅

膀，在五月雪紛飛的季節裡，享受
片刻的悠閒，感受與聆賞ㄧ場視
覺、聽覺交織而成的雙重饗宴，當
樂曲結束時，也為本次成果發表
劃下完美的休止符。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
快，一下午的藝術饗宴，感謝
縣長爺爺、教育處彭處長、
文化觀光局徐局長及社教科
洪小姐陪伴我們整整二小
時，除了欣賞演出之外，
縣長爺爺從頭到尾笑呵呵
的表情及觀眾們熱情的掌
聲，使我們感受到身為表
演者的殊榮。啊！這真是
個美好的下午！
微涼的午后，揮別了
美麗的客家三合院，走在
銅鑼鄉的陽明山-桐花樂活
公園裡，映入眼簾的是：美
麗的油桐花隨風飛舞有如飄
雪，如茵的綠草映襯著雪白
的花瓣，氣氛恬靜悠閒；奼紫
嫣紅的玫瑰、野牡丹和一串紅競
相比美，從山頭到山腳，綿延成
一條條繽紛的七色彩帶，景象燦爛
奪目。在這如詩如畫之境，一群可
愛的學子，聞著含笑花和桂花的甜
香，依依不捨的踏上歸途，心裡應
已默默的許下一個心願：下次我還
要來！。

熱歌勁舞榮獲甲等

葉金菊小姐指導製作手工琉璃香皂，
每一塊香皂都呈現不同的色彩與獨特的藝
術圖像，晶瑩剔

四、親子彩陶捏塑研習    

求，鄉親學習興趣濃厚；在三位老師用心
的指導與松翰、儷君、豫康、采薇、采
萱、裕 …等志工熱心的協助，有近百位
社區民眾與家庭親子參與，他們非常認真
的學習，完成了四項精美而實用的作品，
成果豐碩，而親子與祖孫三代共同參加，
營造溫馨和諧的家庭氣氛，也達成活動的
預期效益。承蒙謝鄉長其全、黃秘書豐明
的支持與愛護，

舞動青春 舞出活力

創編韻動操榮獲甲等

參加活動與外出購物使用。

為了感恩母親平日的辛勞，加強學校與
家庭之聯繫，建立親師溝通管道，學校在5
月6日（四）特別舉辦本學期母親節晚會暨
親職教育講座，希望藉此活動增進親子間感
情及親師互動機會。
首先校長上台致詞感謝所有家長對學
校的支持及肯定，校方和家長的目標是一致
的，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努力再為孩子創造更
好的學習環境。接著教導主任介紹本學期
校內重要行事及校外教學，也希望各班家長
能了解孩子班上的同學，一起關懷他們的學
習和生活，給予獎勵和讚賞。學校的護士阿
姨，也藉著這個機會，跟家長
宣導口腔及腸病
毒的保健常識，
提醒大家「預防
勝於治療」，平日
養成良好的衛生習
慣，可以減少與腸

三甲  直笛表演

一甲 律動舞蹈

花語 迎春風 歌舞樂音 揚
在客家地區，每年的桐花祭總
是如火如荼的展開，不但啟動了文
化，更帶動了藝術與商業。今年在
銅鑼地區的桐花祭尤其不同，因為
加進了「教育」的元素—幾乎每天
都有國中小學生參與節目的演出，
並在演出前後參觀由縣府精心打造
的「客家大院」，學習客家文化。
4月27日，時逢春夏之交，純
白的油桐花為翠綠山巒抹上片片詩
篇。為歡慶客家大院落成，本校在
燦爛繽紛花海雪景中辦理「2010
苗栗縣桐花祭、親職教育活動暨教
學成果發表會」，邀請全校親師生
前來「桐花樂活公園」，欣賞孩子
精采的演出，共同驚豔一下午「花
與藝術的饗宴」！就這樣，有幸為
「苗栗客家2010桐花祭系列活動」
揭開序曲。
本校演出的時間為下午二時
至四時，演出內容由各年級精挑細
選，節目由校內發展之特色課程，
或全縣甚至全國賽表現優異的團隊
表演。包含國樂合奏與獨奏、英語
唱跳、客語歌謠演唱與歌舞、熱歌
勁舞、國語相聲、客語口說藝術、
直笛合奏，以及本縣大力推動的武
術教育-五步拳展演。
二點整，在縣長爺爺與教育
處彭處長親切的問候及勉勵的話語
中，節目隆重展開。
首先開場的是優質的國樂演
奏。有十一年歷史的銅鑼國小國樂
團，光是97至98年度即有近千人
次參與各類音樂會節目演出，表演

賀

中興國小再傳佳績

健身操比賽中榮獲優等

賴麗妃小姐擔任講師，帶領社區婦女
發揮創意巧思，並結合生活造型觀念的編
織技藝共同製作提袋，研習過程中啟發了
婦女的創意與發想，帶動社區生活的藝術
氣息與美感發展，作品精緻又大方，適合

文峰國小親職教育

▲

一、創意生活編織研習

活動榮譽

暨母親節慶祝活動

■ 葉錦忠 理事長
「銅鑼灣生活美學協會」
榮獲銅鑼鄉公所的核定，於99
年5月31日至6月6日，在鄉立
圖書館辦理「推展藝術教育研
習」，活動目的在於規劃多元
化的社區教育，提供民眾便利
學習管道，建立終身學習之目
標；積極推動生活美學運動，
提昇鄉民對生活美學的素養，
以擴大藝術教育成效；同時落
實藝術文化的傳承及發揚，增進民眾各項
知能及傳統技藝能力。
「推展藝術教育研習活動」課程內
容，分為下列四個項目來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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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展、科學創造思考競賽 成績優異
■ 文林國中
文林國中為激發學生對科學之興趣，培養學
生以科學方法和技能等應用於解決問題的能力，
並且促進團隊合作，共同設計方法解決問題。
近年積極推動並參與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舉
辦之科展、科學創造思考競賽。今年成績大放異
彩，分別榮獲：

科學創造思考競賽
國中組 發射台 第二名
謝采璇 范育玲 張家銘 徐鉦豪
指導老師：吳源有主任
國中組 過五關 第三名
魏聖軒 徐喜祥 羅時松 張良葳
指導老師：劉梓華老師

科展—【團體總成績：全縣第二名】

啟
先
後，再創傳奇
承
■ 文林國中文隆分部
歷年來文隆分部的成就有目共睹，歷任主任創造了無數傳
奇，尤其是校長鄧興增擔任分部主任時，升學傳奇至今仍為人津
津樂道。自吳淑雲主任到任以來，在校長的鼎力支持下，全體教
職員工同心協力，兢兢業業，為文隆學園盡一分心力。無論在語
文競賽、科學競賽、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上學生均有優異的表現。
升學成績方面連續兩年榮獲苗栗縣政府績優獎金五萬元。語文競
賽方面連續三年榮獲苗栗縣前三名，去年科展李茂宗老師指導學
生參加地球科學組榮獲全縣第一名。今年在鄧校長的領導、鼓勵
下，全校師生共同努力，成果斐然：
＊「98年攜手計畫課後扶助」經評選為全國前六名，榮獲教
育部績優學校獎。
＊葉淑雯老師指導八年級學生參加科學展覽榮獲苗栗縣數學
科展第一名。
＊李茂宗老師指導八年級學生參加科學展覽榮獲苗栗縣化學
科展第一名（進入全國賽）。

承先啟後，再創傳奇。

國中組 化學科 第一名 （將送全國賽）
謝仲恩 蔡守硯 劉雅婷 徐雅靖
指導老師：李茂宗老師
國中組 數學科 第一名
林雅筠 吳詩嬪 彭慧茹
指導老師：葉淑雯老師
國中組 數學科 佳 作
謝鎮宇 劉俊宏 謝富友 黃彥博
指導老師：張婷瑤老師

▲▲ 科展  佳 作
謝鎮宇 劉俊宏 謝富友 黃彥博
（指導老師：張婷瑤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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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榮譽

新隆「 樂 陶 陶 」
■ 新隆國小
如果你問山上的孩子愛玩什麼？我想十之八九的
孩子會說喜歡玩沙、玩土；為了貼近小朋友的興趣，
並配合教育部「一校一藝團」的政策，新隆國小於四
年前成立了全校的陶藝社團。
我們聘請了多年專精於兒童陶藝教學的湛榮財、
鄭金水老師負責指導授課，將陶藝課程融入低年級的
生活科和中高年級的藝術與人文課程之中，暑假亦成
立陶藝團隊，讓小朋友的創意能在手中源源不絕的流
出。
湛老師及鄭老師授課時，相當認真，總是耐心的
指導，從陶土的基本的點、線、平面教起，再到立體
成形，注意正確的工具使用，及成形方法和手部的動
作協調；強調工作中不急躁、不勉強，按部就班，自
然適性的創造且多方尊重兒童自由創造的心理，避免
過度干預；在老師不斷的鼓勵中，孩子的手越來越靈
巧，學習更加專注有耐心，作品中充滿了生命力和樸
實的童真趣味，常讓人有驚豔之喜樂。
不但如此，校長更鼓勵孩子們，能將陶藝課所學
的作品，應用在生活當中，於是班級牆外傳統的功課
表換成了小朋友親手製做的可愛陶框功課表，洗手台

的塑膠香皂架，變成了有創意又具巧思的陶做香皂
架，還設計了獨一無二班級牌…，校園處處充滿了
學生的創意作品和美的分享，深獲社區和家長們的
一致好評。
近幾年來，苗栗縣政府舉辦了陶藝競賽，當然
我們絕對不會放過這個給孩子發揮創意的舞
台，於是在老師用心指導，學生認真的練習之
下，參賽的學生絕大部分均能獲得佳績，給孩
子們一個很大的鼓舞；在一個不到五十人的小
校，能在眾多選手中脫熲而出，實屬難得，當然
我們絕對不以此自滿，我們的孩子會更努力，相信
孩子的創意表現，一定能讓人更刮目相看。
玩陶可以伸展兒童觸覺及視覺的經驗，對於
豐富的創作領域及兒童手、眼協調能力的助益，
早已受到肯定；玩陶還可以鼓舞兒童動手做的企
圖和學習的耐力、培養美感及創意的欣賞能力、
增加兒童立體的空間及量感概念……等，更重要
的是，兒童陶藝提供了娛悅的遊戲氛圍，讓孩子
們產生濃厚的學習興趣。
期盼大家許一個孩子們有陶可玩的童年，且
讓孩子們能乘著快樂的翅膀起飛吧！

 學創造思考競賽：發射台
科
第二名．過五關 第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