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竹簡訊第六期 102.03.06    

Jin-zhu news flash 

高雄市內門區金竹國民小學  出版 

07-6601106；6602138 
景氣復甦好運到 

過了元宵，代表春節也結束了。各行各業都

回到上班、上學狀態。農曆年時全台灣許多廟宇、

命理師都在為台灣國運卜卦抽籤，有人認為運勢

與去年差不多，有人認為景氣將會復甦好運將至。 

其實許多大環境趨勢是我們無法去掌握的，

但自己的努力卻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裡。古人常

言道：「早起的鳥兒有蟲吃！」確實掌握先機，便

掌握了機會。「機會永遠留給準備好了的那個

人」，國小六年看似漫長，卻是短暫如雲煙，許多

家長都有親身的經驗，就是送孩子來入學的那一

天，定是覺得好捨不得，怕他東西沒帶，功課沒

學好，擔心他在學校與同學相處情形、、，其實

父母學會放手，讓孩子自己走，學會為自己負責，

是他人生學習路上最重要的一門課。在景氣不好

的時代，許多人失業被裁員，就此窮愁潦倒，但

事實上也有不少人逆勢操作，因為跌倒，學會從

另一扇門看到不同的光，找回人生的希望。   

  
25 日全台最關注的新聞就是台灣導演李安以

電影「少年 pi」二度奪下奧斯卡最佳導演獎，電

影更是風光拿下 4 項大獎，成為本屆奧斯卡的大

贏家。李安當年紐約大學畢業後，雖然經紀人認

為他前途無量，可是就是找不到片子拍，因而在

家當了六年的家庭煮夫。沉寂許久，終於李安完

成第一部作品「推手」，這部電影改變了李安的一

生，也改寫了台灣與美國電影史。他默默堅持與

努力，才獲得機會的眷顧，得到成功的結果。  

因此景氣無論如何，自己的努力才是最重

要，希望新的一年開始，孩子們能儘快進入軌道，

開始認真學習，因為時光總是在悄悄之間流逝，

把握機會，才有好的開始。 

*持續努力爭取競爭型計畫  

    去年一年，我們參加許多競爭型的計劃比

賽，獲得相關經費補助，例如：爭取教育部特

色學校經費、教育局創造力 2030 未來幸福家

園經費補助、教育局藝術深耕計劃補助、、，

每個計劃都是學校各處室同仁犧牲假日或晚

上休息時間，努力研擬之作。 

我們不只希望學校行政正常順利運作，更

希望透過組織努力，爭取經費挹助在學生課程

學習上。因為學校的主體是學生，孩子的學習

成效是教學的重心，給孩子多元豐富的學習，

提高他們未來競爭力，是我們每一位教職員工

與家長最衷心期盼的目標。今年我們同樣要爭

取許多經費，透過統整規劃不一樣的學習課程

給孩子學習，期望各位家長能繼續支持學校全

體同仁，讓大家為孩子的教育共同努力！ 

 

2030 未來家園--想像力教育執行成果 

榮譽榜 

1. 本校榮獲 2012 年本市 2030 未來家園幸福交

響曲-想像力教育計畫佳作及創意學校標章。 

2. 本校榮獲 101年度國中小藝術與人文教學深

根輔導訪視績優學校。 

3. 本校榮獲 101 年度家庭教育評鑑甲等 

4. 本校榮獲 101年度教育部環境教育訪視評鑑

甲等 

5. 本校榮獲 101年度國中小藝術深耕輔導訪視

績優學校 

6. 本校榮獲 101年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線上訪評優等 

  101 學年度 



 

金竹即時通 

˙本學期學校為提升貴子弟之課業輔導，持續申

請實施教育部攜手計畫。此外，考量家長工作繁

忙，中午接送時間不便，並希望培養學童多元學

習、閱讀興趣與學業能力，因此增加下午時段將

中、低年級學生留校學習與作業指導等。特別感

謝「月慧山觀音禪院」補助學校發展特色經費，

本學期因為外聘講師更動之故，所以課程有所改

變，由校內教師採取多元方式進行，我們規劃了

英語、繪畫藝術、體育以及硬筆教學等方式，請

各位家長多加注意。期望更能提昇學生之能力，

也承蒙校內教師的全力支持。 

下表是本學期各年級，每天放學時間表，亦

請各位家長於放學時間前來接送學生！（2 月 25

日至 6 月 20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一～五 
下午 

4：00 

下午 

4：00 中午 

12：30 

下午

4：00 下午 

4：00 
六 

下午 

4：40 

下午 

4：40 

下午 

4：40 

˙一百學年度第一學期預定行事曆 

月 日期 預定行事 

二 

15 彈性放假 

18 開學、正式上課 

19 友善校園宣導 

23 （六）補 2/15 課程 

26 雲水專車到校服務 

28 228 放假一天 

三 

5 金竹簡訊出刊 

22 校園防災演練 

23 月慧山平安晚宴 

24 月慧山文藝採風活動 

26 雲水專車到校服務 

30 校慶暨社區運動會 

31 宋江版畫活動—順賢宮 

四 

1 校慶補假一天 

4、5 兒童節暨清明節--放假二天 

7 宋江版畫活動—順賢宮 

10 交換上課好好玩拍攝活動 

16 期中評量週 
 

 

 
19 校外教學 

30 金竹簡訊出刊 

五 

12 母親節 

16～17 畢業旅行（預定） 

28 雲水專車到校服務 

30 2013TASA 數學測驗—五年級 

31 金竹簡訊出刊 

六 

1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 

金竹校刊出刊 

4 畢業考週 

12 端午節放假一天 

14 畢業典禮 

25 期末考週 

28 休業式 

七 

1 暑假開始 

19 課程計畫上網公布 

31 101 學年度結束 

交通安全新訊 

    自 2013 年元旦起，新的交通法規也正式上

路，首先將針對使用手機或其他智慧型手持裝置

的汽、機車駕駛分別處以新台幣 3 千元及 1 千元

的罰鍰，避免分心駕駛導致交通事故的發生。  

關於取締方式，依據規定僅需員警目測確認

駕駛人違規之後，即可攔下違規駕駛開單，至於

腳踏車、步行則不在執法範圍內，然而在此呼籲

各民眾用路時務必專注前方路面及週遭路況，不

僅為了自身安全，也避免危害他人生命。 

 

    此外為了遏止酒駕惡行，針對無駕駛執照、

領駕照未滿 2 年及職業駕駛人祭出更嚴格的酒

測規定，酒測值標準由原本的 0.25 毫克下修至

0.15 毫克，只要喝超過兩瓶啤酒就有可能違法。 



金竹即時通 

 「歡喜團圓˙遊『藝』金竹」--金竹

的年節很藝術！ 

隨著寒意漸深，學期也接近尾聲，一個學期

來，小朋友在各個領域均有長進，如何讓所學能

運用，成為帶得走的知識，才是真正的學習。金

竹國小以創「藝」學校發展藝術特色，每年新春

之際，辦理期末成果發表，展現孩子在校的學習

成果，並邀請社區家長共同分享與學習。 

「親子動手享歡樂、藝術世界樂悠遊」--新

春期末學藝體驗系列活動，展現學生一學期來在

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學期成果，藉由「版印年畫吉

祥如意」、「紙上乾坤栩栩如生」、「大紅燈籠高高

掛」、「龍飛鳳舞迎新春」、「恭喜發財紅包拿來」

等活動，邀請社區家長與孩子一同體驗藝術創作

的樂趣，增進社區與學校的互動。 

   

  

  

  

   

  

  

  

  

  

 

 
爆竹一聲除舊歲，喜氣洋洋迎新年！ 



 

金竹即時通 

 歡樂的資訊育樂營 

1 月 24 日到 1 月 25 日，一天半的時間，金

竹與慈惠護理專科學校資訊志工團隊合作辦理

「寒假資訊育樂營」。 

這一天半的活動中，除了資訊設備的使用之

外，更考慮到學生的健康與使用資訊時間的限

制。活動中讓學生運用數位相機，到校園中探

索、取景、拍照以及美工製作，並完成簡報。 

金竹的孩子再大哥哥與大姊姊的帶領下，度

過一天半充實又歡樂的寒假時光。 

  

  

  

  

 

 熱鬧逗陣去 

102 年農曆正月 12 日，是金竹村大竹崙協

天觀音寺的重要日子，也是金竹里的大事。 這

一天，遠居各處的舊有村民，都懷著虔誠感恩的

心回到這一片闊別已久的故土， 參加"協天大帝

"(關聖帝君)的生日，及感謝寺中眾神祉這一年來

對的保佑。 

「百聞不如一見！」這是一個好的生活教

育，也是認識了解在地風俗文化的機會。二忠利

用生活課時，由主任、老師帶領一同參與觀看金

竹的盛事。活動中剛好看到林叔叔揮舞著大旗的

英姿，同學們都很興奮，目不轉睛的看著一個個

陣頭的表演。謝爸爸也很熱心的為同學們介紹金

龍寺的神明！ 

我們身處於現代這個多元的社會，有許多不

同的宗教信仰，每個人可以自由選擇屬於自己的

宗教信仰。不論是什麼宗教，只要是教人為善

的，都是可以作為自己的信仰選擇，我們也要學

習去尊重與認識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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