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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希望 
由遠東集團徐元智紀念基金會、聯合報合作

舉辦的「台灣年度代表字大選」，今年邁入第五

年，台灣二○一二年度代表字「憂」字竟以八千

零九十四票居冠，成為這一年全民心靈與社會亂

象的寫照。  

「憂」字的原始推薦人是中研院副院長陳建

仁。他指出，這一年來，無論是末日預言、國際

形勢、歐債危機、貧富差距、薪資倒退、物價上

揚、朝野族群對立、台灣競爭力落後等，「在在令

人『憂』。」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推薦的「轉」字高居

第三，是正面字中的第一高票。「轉」代表一股力

量，期許民眾帶一個溫暖、反省的心，「揮別這一

年的困頓，帶動台灣向前轉動。」  

聯合報總編輯游美月表示，第一名的「憂」

字反映整體社會心情，第二名的「漲」字則反映

民眾的憂慮所在：「萬物皆漲，薪水沒漲」，需要

政府和社會各界關心，排名第三的「轉」字，或

可視為解「憂」的力量，正視憂慮，轉一下心念，

尋找新的方法，讓「轉」的力量，帶動台灣正向

前進。 

或許國際社會情勢，我們無法作太大的改

變，然而期待孩子們盡力認真，為自己累積滿滿

的能量，未來仍會有新希望！ 

 

愛的叮嚀 
    新的一年又來到，這意味著新春將至，在

此謹代表全體教職員工向各位家長拜個早年

「新春愉快」！ 

    孩子們忙完期末考就準備放寒假了，寒假

期間孩子的心容易放鬆懈怠，希望家長利用寒

假期間多多陪伴孩子做一些活動，培養親子間

情感，但也要特別注意安全。 

    此外，因為每學期開學時，總聽到老師們

問孩子功課完成沒有？每每有幾位同學放假

貪玩，都忘了老師交代的功課，回來才懊惱不

已，拼命趕作業，其實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   

    親愛的家長，教育孩子當個有責任的人，

對於他將來的人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過度溺

愛、順從孩子的需求，其實會害了孩子，讓他

以為「只要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然而面

對愈來愈競爭的世界，孩子獨立自主、為自己

負責的態度，就更顯得重要了！求學階段的孩

子應當做好的，就是好好的讀書，完成老師交

代的功課，將學問紮實奠基，不投機、不取巧，

未來才能有不可替代性。 

    前不久清華大學學生在國會殿堂指著教

育部長罵，美國校園發生嚴重槍擊命案，我們

不禁要問「倫理」到哪去了？「尊重」到哪去

了？社會上每個人都扮演著一個角色，逾越本

分、無視倫理，一切必將不守法紀。因此身為

家長的我們，應該協同學校老師教育孩子正確

觀念，當學生尊重老師、孝順父母，必能謹遵

父母、師長諄諄教誨，也才能聽話，做好自己

本分認真求學，將來在社會上才能盡一己之力

維護社會倫理。 

    孩子的功課是孩子為學生應完成的基本

事項，煩請家長放寒假時與孩子協商如何遊玩

並完成功課進度，希望各位家長為我們在家好

好督促孩子，開學時每個孩子都是完成功課的

好孩子。 
榮譽榜 
1. 本校蔡孟玫教師指導劉紫絜同學生獲得

101 年度「樂居高市˙幸福移民」相片故

事比賽國小 B 組第三名。 

  101 學年度 



 

寒假行事曆 
月 日 星期  

一 

18 五 

休業式暨期末親子活動 

低年級：12：30 放學 

中高年級：16：00 放學 

21 一 攜手課輔 8：20-12：00 

22 二 攜手課輔 8：20-12：00 

23 三 攜手課輔 8：20-12：00 

24 四 資訊育樂營 5、6年級 

（9：00-16：00） 

25 五 資訊育樂營 5、6年級 

（9：00-12：00） 

二 

9 六 除夕 

10 日 大年初一 

11 一 大年初二 

12 二 大年初三 

13 三  

14 四  

15 五 調整放假【2/23（六） 

補上課】 

16 六  

17 日  

18 一 開學日(正式上課) 

金竹即時通 
 藝術深耕-版畫製作 

很高興再次邀請到在地的藝術大師—林峯

吉老師蒞校指導學生版畫的技巧。在老師的眼

中，生活隨處可得作畫的材料與工具。這次的版

畫，老師捨棄正規的油墨材料，也不用刻版，而

是運用最基本的拓印方式，呈現出版畫的特色。

更難得的是，老師只用了建築用料-披土，讓小

朋友以裝飾蛋糕的方式，製作版畫的模版。好特

別的方式，學生都玩得不亦樂乎！ 

  

  

  

  
 
 校際交流活動--大同國小師生來訪 

12 月 27 日高雄市新興區大同國小 5-6 年級 

資優班學生，連同校長、主任、老師及家長一行

25 人蒞校參訪交流，透過學習分享彼此經驗：他

們教我們機器人，我們帶他們拓印創作……，最

後還在球場上玩起來，切磋球技，每個孩子都度

過了難忘的一天！ 

 

  
 

  
 

  
 



 

金竹即時通 
 內門區農會四健會米食推廣活動 

12 月 22 日星期六這天為補課日，內門區農

會四健會特別利用這天到金竹國小推廣健康米

食活動。余老師針對孩子的喜好，特別教小朋友

自己動手做 QQ 蛋和紅豆大福。 
看孩子們興奮又期待的神情，等待他們精心

製作的成果出爐，那一刻香氣四溢，孩子們品嚐

著，臉上都是滿足的笑容！！！ 

  

  

  

 
 

 聖誕走秀 
「雪花隨風飄，花鹿在奔跑，聖誕老公公， 

駕著美麗雪橇……；叮叮噹，叮叮噹…….」，12
月 22 日的下午，金竹國小出現了好多位造型特

別的聖誕老公公，每一位都是別出心裁的設計，

走在伸展臺上擺出可愛的 POSE，期待自己成為

大家心目中最「閃亮」的新星！！ 

 

 

  

  

   

  
 
 聖誕節社區報佳音 

12 月 25 日耶誕節的下午，小朋友整裝待發 

，帶著 2013 年金竹國小的年曆、包裝精美的糖

果，還有滿滿的祝福，兵分兩路，一路往金瓜寮，

另一線往竹圍，伴著聖誕歌聲，到社區報佳音！ 

  

  

  



金竹天使廣播站 

腹瀉型症狀感冒大增 進食前要洗手 
2013/01/03【聯合報╱記者蔡容喬／高雄報導】 

近來民眾因腹瀉就醫比例大增，高雄市衛生

局統計，去年第 52 周的急診就醫比例為 20%，

等於每 10 人中就有 2 人是拉肚子就醫。疾管處

分析，去年秋冬開始，感冒表現以腸胃型症狀為

主，且集體食物中毒案件頻傳，至少 5 成是諾羅

病毒引起，呼籲民眾少到公共場所，進食前也一

定要洗手。（略） 
疾管處處長蔡武雄指出，高雄市去年總共發

生 23 件群聚性腹瀉，其中 9 成與諾羅病毒有關。

他表示，過去食品中毒案件僅抽驗食物及人體有

無食物中毒細菌，最近才開始抽驗病毒；文獻統

計發現，諾羅病毒感染有 57%到 60%是食因

性感染，傳染力強，其威力不容小覷，建議不管

大人小孩，務必落實吃東西前洗手的習慣，才能

降低感染機率。  
※什麼是諾羅病毒？  

諾羅病毒是一種會造成人類腸胃炎的一群病

毒，這群病毒以前有許\多名稱(例如類諾瓦克

Norwalk-like virus（NLVs）)，而這群病毒已

在最近被正式命名為諾羅病毒(Norovirus)。諾

羅病毒可分為三群：GI、GII、GIII。GI 和 GII 
可感染人類；GIII 則感染豬和牛。諾羅病毒相較

於其他腸胃道病毒或細菌，傳染力很強，只要一

百隻病毒，就可能造成感染。 
※症狀如何？ 

通常在 24 至 48 小時候出現症狀，也可能在

接觸病毒後 12 小時即發生症狀。 
諾羅病毒又稱「冬季嘔吐病毒」，主要症狀

就是嘔吐。因症狀來得很快，嚴重噁心、嘔吐，

患者會直接掛急診，導致急診湧進大量。 
諾羅病毒感染引起之症狀主要為噁心、嘔

吐、腹瀉、腹絞痛，也可能合併發燒，倦怠、頭

痛及肌肉酸痛。一般而言，小朋友的嘔吐症狀較

明顯。症狀都會持續 1 至 2 天，之後就會逐漸痊

癒。  
 

※諾羅病毒之感染途徑為何？ 
1.食入被諾羅病毒污染的食物或飲水。 
2.接觸被諾羅病毒病人之排泄物、嘔吐物等，再

接觸自己的嘴、鼻或眼睛黏膜傳染。 
3.諾羅病毒只須極少的病毒量便可傳播，因此若

病患嘔吐時在場，嘔吐物可能形成飛沫，若吸

入飛沫也可受感染。  
※如何治療？ 
1. 目前並沒有可用於治療諾羅病毒的抗病毒藥

物，其治療以支持性療法為主，臨床上用於治

療細菌性胃腸炎的抗生素並沒有幫助。 
2. 患者除了多休息外，應該要注意營養及水分、

電解質的攝取，以避免脫水。另外，腸胃炎期

間飲食應清淡，因為過油或太甜的食物並無法

吸收，反易導致腹瀉症狀更加嚴重。  
※ 如何避免諾羅病毒的感染？  
1. 勤洗手，尤其在如廁後、進食、準備食物之前。 
2. 徹底地清洗水果和蔬菜。若食物被污染，則應

該妥善的丟棄。 
3. 徹底煮熟食物。 
4. 嘔吐物及糞便應小心處理，確保環境的清潔。 
5. 被污染的衣物應立即脫掉，可以使用熱水或肥

皂立即清洗。 
6. 利用漂白水，徹底清潔與消毒被污染的表面。 
7. 感染諾羅病毒的患者在出現症狀到恢復後三

天內，不應該準備食物。資料來源 -疾病管制局 

常洗手保健康 
金竹國小關心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