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6日幼二班小朋友在吳雅芳和許玉萍

老師帶領下進行一場手做麵線體驗活動。小小

的孩子聽著大哥們解說：從三點就起身打理一

天的工作，和麵加鹽到手揉韌性以及拉麵成線

的抖力與揮汗工作，每一件都須費心費勁，而

太陽公公的露臉和風爺爺的加持會讓麵線的收

成更珍貴。小朋友手上揉捏著備好的麵糰，也

感受一下拉麵線的真功夫，累但開心，親師生

留下的是感動與感謝！

      暑假，學校與農會四健會合作，黃富微主

任帶領師生80餘位參加了湖西鄉南寮體驗之

旅，採收花生、炒花生、做豆花、品嘗南瓜麵

疙瘩，孩子們從實作中感受體會，從好奇中

發現澎湖農村之真（腳踏實地認真賣力的耕

作）、善（對大地對人的善良純念）、美（辛

勤努力後之分享喜悅），吱吱喳喳興奮莫名，

幸福洋溢。

     ｢「當自己辛辛苦苦種的菜熱騰騰的上桌

了，還會不懂得珍惜嗎？」《商業週刊》田野

教事－向自然學習，自然懂珍惜。網頁上強

調「簡單的道理，對孩子講一百遍也不會聽進

去。但是親自做過一遍，這輩子就再也不會忘

記了。這就是『食農教育』想要傳達給孩子

的。」｣

       是的，早在12年前擔任後寮國小校長，

上下班經過的是荒廢的田地和無際的叢生雜

草。不免傷感，青壯年沒能返鄉接手，澎湖的

農業何時再興？教育可能是另一個希望的開

始，如何喚起家長和師生對土地的認識與情感

成了新課題。因此利用蓋新校舍之際，與教師

夥伴有了共識，將一旁的餘地闢建為小型農

場。

      還記得當年是全校總動員，利用課餘時間

搬磚鏟土，鋪設出小步道，除盡野草翻土成

田，撒下種子或栽下一株株幼苗。拔草、施

肥、灌溉，成為每天的課題。愛的叮嚀巡視，

幼苗伸出雙臂迎接朝陽落日，一天天，花開

了，結果了。不速之客蟲兒、鳥兒都蒞臨，蝴

蝶也穿梭其間，生機盎然。

      當孩子們品嘗甜甜的玉米、酸酸甜甜的番

茄、垂掛成串的香蕉、第一次看到的長條型紫

色桑葚、午餐中的茼蒿、小白菜、青江菜、地

瓜葉、地瓜、南瓜、冬瓜，耕耘的汗珠化作滿

龐的幸福滿足。黃富微主任曾帶領學生參加該

校舉辦的硬筆字比賽，真實地繞了後寮國小菜

園一圈更有深刻體會。這些年學校與四健會積

極合作，向日葵追逐太陽迎風綻放，讓鄉親印

象深刻肯定；握壽司、杏仁片等活動體驗手作

的樂趣和「我可以」的自信，讓今年參加學生

暴增為212位，欣慰！

      如果幼兒園也想闢地種植，如果自然課要

觀賞分辨動植物，如果營養均衡飲食概念要培

養，那實作體驗教學是否該紮紮實實的推動？

「食農教育是一種體驗教育的過程，學習者經

由與食物、飲食工作者、動植物、農民、自然

環境和相關行動者互動之體驗過程，認識在地

的農業、正確的飲食生活方式和其所形成的文

化，以及農業和飲食方式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

響。」「日本大規模的在小學進行食農教育，

食農教育的潛移默化，強化了學子生命體驗課

程、農產品地產地消問題，更進而增強社區凝

聚力」｣（農訓雜誌第270期／張瑋琦）

      日本政府提出了「食育」的概念。

2005年頒布「食育基本法」，並將每年6月定

為食育月，每月19日定為食育日。這些年台灣

也意識到工業革命帶來的影響，開始回視土地

投資農業，學習人與自然的互動，激發出新一

波的依存關係與情懷。少數青年人投入農業生

產行列，喚起了食文化的傳承與環境的調和。

食安問題後，國民也開始理解健康的身心與豐

富人文的相關。

      食育，成為我們的必修課；實作體驗，鍛

鍊心智與抗壓性和敏銳觀察力；土地，教會我

們用愛感受生命，學習農民勤儉節制的精神，

了解食物。我們關心自然生物、生態，我們善

用科學知識創造另一新局，同時讓「道德」學

科也順勢成長了。親愛的家長夥伴們，一起來

體驗動手，心懷感恩，迎接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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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8學年度家長會於9月28日家長代表大會及委員會順利舉行；王大昆先生獲在場出席委員們一致推崇，在眾望所歸下，共同推選當選本屆會長，

做為帶領家長會之龍頭，繼續帶領家長會共同關心馬小學童的教育，帶領家長會全力支持校務，增益馬小能量，作為學校的強力支援。家長會贊助學校活

動獎勵金，舉凡愛心玩遊會、籃球賽、足球賽、跳繩比賽、英語單字闖關等活動，讓學生文武兼備、術德兼修，成為優質好兒童。王大昆會長表示，只要

是馬公國小的家長，便是家長會的一員。家長委員會願當火車頭，扮演家長與學校之間重要的橋樑，邀集更多賢達及熱心人士加入顧問團陣容，時時關心

學生與老師的需求，持續做為學校辦學的伙伴。而家長會成員間的情感聯繫，也將在王會長居中穿針引線、藉著各項活動彼此交流，共同為營造優質馬小

而努力，期待家長會持續為馬小帶來創意及活力。

※家長會於10月20日於龍星餐廳辦理一年一度的教師節「敬師餐會」，邀請全校教職員工及志工們一同餐敘，王會長在致詞時特別感謝老師們平日教學上

的用心與對學生們辛勞的指導，也祝福全體師生在往後的教學與學習上順心如意；會中王會長致贈感謝牌給卸任會長翁平勝會長，感謝翁會長這一年來帶

領家長會全力支持學校，使校務蒸蒸日上，十分值得肯定，並頒贈家長會委員當選證書及顧問聘書，感謝委員及顧問們共同為校服務。

108學年度家長會組織如下：                      
會　　長：王大昆                                               

副 會 長 ：謝啟文、葉俊龍、李坤全、歐棟華           

常務委員：朱登文、劉至暐、鮑威任、洪明泉                108學年度家長會捐款徵信錄(截至108.10.25止)，依時間先後排列如下：     

               蔡曜任、丁允泰、顏嘉禾、黃肇國           五萬元：王大昆會長              

家長委員：林煥智、湯志暉、許逸宥、呂逸林           三萬元：歐棟華副會長             

               戴宏州、高明河、呂國志、歐亞倫           兩萬元：劉至暐常委

               蔡志鴻、詹弘文、蕭大岳、呂政翰           一萬元：翁平勝顧問  蕭大岳委員  詹弘文委員  朱登文常委  呂國志委員          

               柯青松、呂宗諺                                               于明慧顧問  林凱弘顧問  林森田顧問  呂金良顧問  歐再富顧問

顧      問：翁平勝、陳立堅、歐再富、張東勝                       陳立堅顧問  高明河委員

               許國鎮、陳俊成、吳成器、張東周            三千元：蔡煌壯代表

               于明慧、王彰湖、呂金良、林凱弘            兩千元：王明森代表   涂曜暘代表

               林森田、王英俊、陳慧玲                        一千元：洪明泉常委   才俊喬代表   趙祥宇家長  呂政翰委員

吳妙娟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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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賀本校參加澎湖縣108年語文競賽，

榮獲全縣國小學生團體組第3名。

二、教務處於8/1(四）和澎湖四健會合作

辦理南寮農村體驗活動，內容有白膜花生

示範、豆花DIY、南寮農村導覽、鄉土料

理體驗-南瓜小管麵疙瘩，本校參加學生

踴躍，人數達80人，除了了解花生生長

方式及多樣料理外，對於澎湖鄉土進一步

認識，善用澎湖食材自己動手做，  達到

食農教育，滿載而歸。

三、8/5(一）～8/8(四）辦理菊島文創動

態閱讀營，邀請澎湖縣閱讀學會顏美蘭老

師蒞校指導，參加人數達50位，活動內

容有繪本共讀、繪本導讀、團康遊戲、美

勞創作等，小朋友滿載而歸。

四、108年度社區多功能中心辦理系列課

程活動—日語班、烘焙(烹飪)班、太極拳

養生班，大家參與非常踴躍，學習成果豐

碩。

五、本學期持續進行藝術深耕水墨畫學

習，請澎湖縣愛鄉水墨畫會理事長林長春

老師，於開學後安排五、六年級學生水墨

畫的學習，讓學生對水墨畫有更進一步的

認識。

六、9/16(一）～9/27(五）校內進行提升

英語文能力實施計畫，認證內容有

”Ican point”, ”I cansay”,“I can spell”三關，

每一關會有兩位老師可以同時認證，老師

從課本內容(單字及字母)裡抽出5題，請

學生來作答，答對3題以上就算通過，予

以核章，依序將三關都進行認證，三關都

通過者，由學校頒發小禮物。希望透過英

語口袋書之單字學習，提升學生英語文興

趣，藉由檢證歷程，促進英語文運用能

力。

七、9/22(日）全校班親會活動，為了讓

家長們更了解12年國教的內涵，特地邀

請國教輔導團黃千盈老師，針對適性輔

導、澎湖區入學管道介紹與說明，進行解

說。

八、10/2(三）教師週三進修時間，本校

安排至縣網中心進行教師學務系統操作，

感謝陳兆平先生細心指導。

九、澎湖海事水產職業學校自9/25(三）

起12週，於週三下午蒞校進行綠能DIY體

驗營活動，內容有太陽能船、風能車製

作、電路加工….等，讓學生學習科學方

面技能。

十、感謝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和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的協助，辦理科普課程設計、規劃

與實作課程，內容有生物與海洋類別與數

理科學類別，學生參與踴躍。

一、友善校園週宣導，9/4(三）升旗時間

由校長進行全校友善校園宣導，並請各班

導師利用9/5(四）、9/6（五）導師時間

協助進行影片撥放，請在教室觀賞反霸凌

影片，進行反霸凌宣導，以呼籲師生共同

營造友善的校園環境。

二、9/18(三）、9/20(五）辦理防災教育

演練活動，實施有地震發生時之處遇方

式，進行狀況模擬，全校師生一同參與演

習，有秩序地快速完成疏散，獲得來校督

導長官的讚賞。

三、9/10(二)由政大黃葳葳教授蒞校為六

年級學生進行網路滑看聽使用安全宣導，

透過影片讓孩子了解網路霸凌的影響，以

避免學生間網路言論霸凌事件發生，並建

立正確的網路使用觀念。

四、9/12(四）澎湖縣地檢署陳建佑檢察

官蒞校對四年級學生進行校園法治教育，

主題為認識法院工作人員及犯罪防制，期

盼能建立孩子正確法治的觀念與態度。

五、9/22班親會由生教組向家長進行反毒

宣導，10/3學生反毒宣導—認識毒品危

害，請陳順得警官蒞校宣講，希望學生勿

因好奇而觸法，以免造成日後的傷害。

六、9/26(四)澎湖縣國稅局吳課長、王小

姐蒞校對五年級學生進行統一發票推行暨

租稅教育宣導，透過有獎徵答方式，加強

宣導學生多使用電子發票，除了培養學生

正確的納稅觀念外，更學習落實愛護地球

資源。

七、校園性平事件與霸凌事件通報窗口為

學務處。

反霸凌專線：9272165分機119；

反霸凌信箱：teacher@mail.phc.edu.tw

八、今年是本縣第六十三屆縣運，特別感

謝帶隊教練、老師們辛苦的指導，更感

佩所有參賽的學生與指導老師為學校爭取

榮譽。總計獲得跆拳道男子組冠軍、跆拳

道女子組冠軍、田徑男子組競賽總錦標冠

軍、田徑女子組競賽總錦標第五名、籃球

賽季軍、桌球賽女子組團體賽季軍。

九、為舒緩東側上下學之交通擁塞現象，

本校特別再宣導以轎車接送上下學之同

學，可由南側門、西側門(小牛仔)及給北

側門(特綜館)上下學，並請家長將車子停

路旁讓孩子走進校門，誤將車子駛入校

園，以維護學童安全。東側門上下學時需

入班級接送孩童之家長，請將機車停置於

人行道之機車停車格，以免造成門口阻

塞，影響交通及孩童上下學安全。

十、校上學時段為7：15～7：40，此時

段始有導護老師及志工值勤；為求學童安

全，還請家長勿過早送孩子到校。

十一、本校愛心商店為自強餐廳、統一超

商(7-11)、良一企業，小朋友如有在放學

後遇到任何緊急狀況，可以到上列商行尋

求協助。

十二、學務處會開學後製發防災卡提供給

各班，並已請班級導師協助學生填寫防災

卡資料黏貼於聯絡簿，以發揮防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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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10/10由校長帶領本校師生一起響

應參加國慶日升旗暨路跑活動。

十四、9/6晚上縣運開幕典禮，由校長帶

領師生出席，感謝舞蹈班育靜組長、秀如

老師指導學生以及全體舞蹈班導師帶隊參

加、進行表演，以及世豪組長及高弘組長

帶田徑隊參賽及參加開幕。

十五、10/18本校宓玫玲老師配合課程，

邀請志工到四年3班進行志工心體驗座談

會，讓孩子學習無私付出的服務精神。

十六、9/21班親會對中低年級及高年級，

辦理兩場肺結核防治宣導。

十七、9/26辦理一、四年級學生健康檢

查，由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的醫護團隊到

校為學生服務。當天縣長及教育處長官

到場關心巡視，本校小朋友都很有禮貌與

縣長問好並合影留念。健康檢查結果通知

書已發下，如需複檢矯治請家長儘快帶小

朋友至醫療院所複檢，並將矯治回條於

10/28前交回健康中心。

十八、10/15～10/18辦理學童牙齒檢查

暨塗氟，由林凱弘牙醫師到校服務。

10/18由牙醫公會、衛生局會同衛生福利

部到校進行塗氟督導作業。

十九、本校訂於11/20配合衛生所辦理流

感疫苗施打，屆時會填寫家長同意書。

二十、入秋後天氣逐漸轉涼傳染病易於校

園散播，且已進入腸病毒及病毒性腸胃炎

好發季節，除加強學童注意個人及飲食衛

生外，為有效降低腸病毒傳播機會，進而

避免群聚感染與重症病例之發生，請注意

「在腸病毒流行期間避免出入公共場

所」、「注意居家環境」的清潔與通

風」、「在接觸或餵食幼兒前要更衣及正

確洗手」，並落實學童「生病不上學」及

勤洗手的觀念，均可減少傳染及感染的機

會。

二十一、有關本校行動載具管理辦法在老

師們集思廣益下，於期初校務會議中共同

討論擬定。

二十二、請全校師生、家長善加利用「空

氣品質監控旗號」，隨時注意當日空氣品

質狀況來做個人健康因應。本校「空氣品

質監控旗號」於每個上課日會在溜冰道旁

旗桿上升起當日空氣品質代表旗幟顏色，

旗幟顏色說明如下：
良好 普通 對敏感族群

不健康

對所有族群

不健康

非常

不健康

危害

 

一、108學年度幼兒園新增幼三班，暑假

經相關人員的共同努力，讓新生入學當日

即享有新穎舒適的教室，提高小朋友學習

興趣及教師教學效能

二、為提升師生使用活動中心效能及安

全，預計於本學期末前完成活動中心修建

工作，在這段施工期間將封鎖此場域，提

醒小朋友切勿靠近並留意自身安全。

三、本學期初已完成老樹修整工程，除了

增加教室明亮度之外，也降低了蚊蟲茲生

的機率；浮出地面的樹根是樹木呼吸的氣

根，提醒小朋友在老樹爺爺下面遊玩不要

奔跑並注意安全喔！ 

四、日前進行校園美化綠化工作，感謝林

務局提供400株花苗，澎湖縣農會提供養

土肥料及花卉種籽；感謝本校環境志工每

週三下午入校進行花草樹木整理，讓我們

享有優美舒適的學習環境，就讓我們攜手

共同守護這美麗的校園吧！

一、新學年，歡迎您和寶貝一起加入「馬

小大家族」，我們將一起陪著孩子迎向

「愛與希望」的學習新旅程。8/30開學

日，家長將孩子安全送達教室後，撥冗參

加了新生家長座談會。我們希望在第一時

間讓您了解學校的經營內涵、各處室的業

務範疇和各導師的教學理念，胸有成竹開

開心心地為孩子的成長加油!學校秉持資源

共享、互助共榮的信念，我們將攜手開展

彼此的生命能量，促進孩子們的學習力、

品格力和生活力，期盼孩子健康的成長，

擁有幸福的童年!歡迎您參與!

二、學期已過個把月了，孩子們配合學校

及全縣活動積極學習成長，我們相信給孩

子一個目標，他們就可以逐步成長，希望

工程值得我們投資付出。9/22特別辦理本

學年「用心學習．快樂成長」親師座談與

12年國教、親職教育、反毒宣導、防疫宣

導說明等親職教育成長活動。家長們撥冗

蒞臨，和校長、老師們聊聊孩子的學習，

一起分享成長的喜悅！

三、10/9(三）本校辦理兒少保護講座，由

校長帶領建立正確兒少保護觀念，有效預

防家暴及性侵害之悲劇發生。並強化教職

員對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暴力等相關議

題之敏銳度、辨識能力及責任通報與資源

連結等知能，使教師熟悉通報及後續處理

流程，並加強持續追蹤及關懷等措施。

四、舞蹈班暑假集訓聘請許書瑒老師指導

毯子功，在三天的密集訓練下，有好幾位

原本不會自己倒立的小朋友，克服恐懼，

在集訓結束後已經能夠獨自倒立了喔。

五、舞蹈班應邀參加第62屆縣運開幕表

演，今年36年級舞蹈班所有小朋友全部上

場參與演出。3、4年級的學妹雖然第一次

參加縣運表演，舞臺表現雖然稚嫩，但在

表演經驗豐富的學姐們帶領之下，整場表

現依然可圈可點，獲得許多讚賞！

第三版

108縣運開幕表演         

      「用心學習．快樂成長」親師座談   歡迎您和寶貝一起加入「馬小大家族」   兒少保護講座～吳妙娟校長主講   縣長參訪本校健康檢查

統一發票推行暨租稅教育宣導 反毒宣導—陳順得警官、李宗益老師主講 志工心體驗座談會

地震防災演練 國慶升旗典禮

衛生局到校進行防疫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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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暑假作業優秀學生名單

108年全縣語文競賽成績

第十三屆 經典會考合格學生名單

項目 班級 學生 名次 指導老師

國語演說 六年音樂班 蔡欣愛 第四名 宓玫玲

國語朗讀 五年舞蹈班 葉畇 第七名 歐雅萍            

閩南語朗讀 六年3班 莊喬喬 第五名 翁慧怡

閩南語字音字形 六年3班 陳品佑 第二名 賴剛鈺

作文 六年3班 陳穎柔 第一名 許秀萍

寫字 五年2班 陳淑容 優勝 吳彩蓮

學生組團體總成績第三名

班級 姓名1 姓名2 姓名3 姓名4 姓名5

二年1班 林侑霆 林子珺 吳承諺 辛依儒 薛珺尹

二年2班 劉恩希 莊詠媗 莊宥芊 林書妍 蕭君諺

二年3班 楊颸帆 趙子綺 林子翔 張晉源

三年1班 葉品妤 呂卓謙 陳力瑒 陳薏媗 戴睿信

三年2班 李翊誠 王冠昇 邱亦畇 張藟瀠 許詠鈞

三年3班 蔡家瑞 黃致允 呂秉宣 呂品萱 呂品蓁

三年音班 陳芃羽 蔡牧潔

三年舞班 許劭溦

四年1班 陳念桐 陳允翎 許樂淇 李凱鈞 林瑞希

四年2班 涂宜茜 許喆惟 蔡宥愉 陳  燁 林奕辰

四年3班 高子淞 吳冠穎 繆羽淮 吳宥彤

四年音班 謝獻臣 蔡可望

四年舞班 張本願 許彤伃

五年1班 蔡稷安 鄭乃豪 黃郁淳 王羽婕

五年2班 陳昱誠 陳淑容 王和詠 李亭毅

五年3班 陳苡晴 洪筱晴 葉柏昕 陳沛綸

五年音班 謝幸妍 吳海寧 葉育晴 張詩曼

五年舞班 曾紹潔 葉畇 蔡昀珈

六年1班 吳濬哲 倪小桐 陳郁喬 王冠明

六年2班 林宥菁 涂元侑 歐倢岑 張芃萱

六年3班 陳穎柔 莊喬喬 呂思磊 夏宥鈞

六年音班 張斯凱 蔡禔恩

六年舞班 趙子君 曾羽婕

全腦班 黃國棟 朱秀惠

楊子儀老師紀念獎書法比賽

成績 班級 學生 指導老師

特優 四年1班 許樂淇 陳雅青

佳作 四年3班 吳宥彤 楊淑珍

佳作 四年音樂班 蔡可望 陳志瑋

入選 四年2班 陳盈廷 張家羚

入選 六年音樂班 蔡欣愛 許蕙婷

澎湖縣107學年度國中小學生通過英語檢測

組別 級別 班級 姓名

STYLE/JET全國兒童

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第一級

4年1班 顏士元

4年1班 李凱鈞

4年3班 陳廣賢

5年1班 陳詩瀅

6年舞蹈班 呂䒩榛

6年舞蹈班 辜宥恩

第二級
6年1班 陳慈悅

6年舞蹈班 趙子君

指導老師 姓名

呂惠娟 顏珮宇、蘇恩祺、趙星渝

張美玉 陳慈愍、林侑霆、謝一榕、歐騏寧、林子珺、歐陽葳儒、辛依

儒洪乙仙、柯彦雅、柯昱雅、鄭乃華、薛珺尹

黃玉倩 許博程、鄭博洲、葉勝家、蕭君諺、劉恩希、莊宥芊、蘇于倢

林書妍、莊詠媗、吳津瑩

馬淑敏 王彥棣、盧柏勛、林子翔、葉品希、洪文昊、石喬萱、陳品妘

黃筠妡、趙子綺、顏翊安、楊颸帆、許芮菱、施星彤

張涵婷 胡宇為、江侑展、邵子恩、王皓恩、陳奕杰、蔡瑞峯、歐詳崴

許詠鈞、洪子彧、陳韻婷、程子晏、吳婭蔓、王詠樂、王妤絜

許劭溦、許蕎芯、呂品蓁、翁沛瑤、董雅婷

吳彩蓮 范可樂、洪騏勝、蔡家瑞、高子航、邱亦畇、呂秉宣、葉杰奇

蔡丞暐、陳瀚傑、陳琳潔、葉品妤、黃厚佳、陳芃羽、徐品茵

莊茗茗、蔡容芽、周品希

陳志瑋 林士宸、陳力瑒、葉祐辰、許健熙、蔡嘉祐、林  叡、蔡丞曄

夏侑澤、蔡宜諺、王冠昇、許淨嵐、黃靖絨、張采潔、蘇珮云

莊于萱、陳品蓁、呂睿勻、呂品萱、張藟瀠

許秀萍 戴睿信、高以弦、陳品樺、黃致允、呂卓謙、呂軒洋、張原碩

歐朋承、李翊誠、蔡勝合、葉靖涵、鄭育采、許心蕙、許羽彤

林杺羽、蔡牧潔、吳家萱、陳宜欣

陳雅青 李凱鈞、丁冠尹、陳柏叡、許樂淇、呂侑庭、陳允翎、陳念桐

趙雨柔

張家羚 陳燁、章平

許雅喜 葉柏昕、葉子瑀、陳苡晴、李宥葶、洪筱晴

楊淑珍 高子淞、陳廣賢、吳冠穎、陳靖承、謝一菖、顏瑋德、葉柏熠

李庭萱、繆羽淮、顏浩恩、蔡孟妘、吳宥彤、蘇意婷

歐雅萍 張芸瑄、許凱婷、葉  畇、黃家欣、曾紹潔、陳靖宜、蔡昀珈

蔡艾霓、洪英淇、洪于媗、蔡廂盈

合格總成績團體甲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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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班級 學生 名次 指導老師

繪畫

低年級組

二年1班 薛珺尹 第三名 張美玉

一年2班 呂建勳 佳作 許秀萍

一年2班 蔡昀芸 佳作 許秀萍

繪畫

中年級組

三年舞蹈班 許劭溦 第三名 蘇美玉

三年1班 蔡瑞峯 佳作 王世文

三年2班 葉靖涵 佳作 許雅喜

三年音樂班 蔡牧潔 佳作 薛能賢

四年2班 涂宜茜 佳作 張家羚

繪畫

高年級組

五年3班 洪筱晴 佳作 李世文

六年音樂班 蔡禔恩 佳作 許蕙婷

書法

中年級組

四年1班 許樂淇 第二名 陳雅青

四年2班 陳盈廷 佳作 張家羚

四年音樂班 蔡可望 佳作 陳志瑋

書法

高年級組

五年2班 陳淑容 佳作 楊明耀

六年音樂班 蔡欣愛 佳作 許蕙婷

班級 姓名1 姓名2 姓名3 姓名4 姓名5 姓名6

6年1班 范睿祥 許淞淋 謝心云 張唯柔 吳濬哲

6年2班 林宥菁 涂元侑 張芃萱 陳柏穎 鄭子建

6年3班 陳品佑 陳穎柔 洪懿辰 周芯霓 莊喬喬

6年音樂班 張斯凱 顏娜

6年舞蹈班 林妘蓁 陳文心

5年1班 蔡稷安 鄭乃豪 葉子瑀 朱蓮華 王羽婕

5年2班 李亭毅 陳淑容 張心瑀 薛諺廷 王和詠

5年3班 黃俊文 歐定澄 陳沛綸 陳苡晴 洪筱晴

5年音樂班 吳海寧 葉育晴 顏翔 許媛禎

5年舞蹈班 洪于媗 蔡昀珈 曾紹潔

4年1班 丁冠尹 趟雨柔 許樂淇 呂侑庭 陳允翎

4年2班 陳燁 林奕辰 涂宜茜 陳盈廷 邱冠元

4年3班 高子淞 陳廣賢 陳彥伶 繆羽淮 李庭萱

4年音樂班 謝獻臣 陳羿廷

4年舞蹈班 張本願 許羽岑 郭蔓萱

3年1班 葉品妤 戴睿信 陳力瑒 莊于萱 洪子彧 葉杰奇

3年2班 許淨嵐 李翊誠 卲子恩 張藟瀠 邱亦昀

3年3班 黃致允 許心蕙 陳奕杰 王妤絜 許健熙

3年音樂班 張采潔 陳芃羽

3年舞蹈班 陳柏安

2年1班 歐陽葳儒 柯彦雅 鄭乃華 歐騏寧 歐翊珮

2年2班 劉恩希 莊宥芊 蘇于倢 林書妍 莊詠媗

2年3班 趙子綺 陳品妘 楊颸帆 王彥棣 顏翊安

全1班 黃國棟

108縣府優秀學生獎學金

班級 姓名 名次 指導老師

6-音 蔡緹恩 佳作 謝光榮

108年度運算思維「Scratch」競賽

班級 姓名 名次 指導老師

3-2 許詠鈞 佳作 張涵婷

第50屆世界兒童畫展

班級 姓名 名次

4-3 林正恩 C2組第三名

歐朵盃國際音樂大賽

國小組 指導老師：謝光榮老師

第一名顏娜 第二名吳冠穎 第三名陳品佑

第四名呂思磊 第五名蔡禔恩 第六名謝坪錡

第八名謝幸妍 第九名張斯凱

社會組 第二名陳志瑋老師 第三名謝光榮老師

澎湖縣108年環境知識競賽澎湖縣108年度能源小書競賽     

組別 成績 學生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低年級組
特優  蘇恩祺 小美人魚與白海豚的節能大作戰 張涵婷

佳作  尤韻晴 玩具總動員之玩具懂能源 陳宜徽

中年級組 佳作  許劭溦 長髮公主 蘇美玉

澎湖縣108年度能源海報競賽     

學生 成績 指導老師

繆羽淮  優選 楊淑珍

108學年度全縣美術比賽成績

組別 班級 姓名 名次

乙組 4-2 陳  燁 第二名

戊組 1-2 呂宗恩 第二名

戊組 5-2 謝秉傑 第四名

團體獎第二名：陳  燁、呂宗恩、謝秉傑

              洪懿辰、蕭千皓

2019年澎湖縣教育盃圍棋賽

成績 參賽者

甲 組

季軍

吳濬哲、朱睿澤、陳品佑、呂思磊、歐博文、涂元侑、陳保正

黃冠傑、薛諺廷、黃俊文、鄭乃豪、范睿承、高大倫、鮑品圻

詹櫂銨

乙 組

亞軍

陳昱仁、歐書文、陳盈廷、章  平、王睿宸、吳冠穎、林奕辰

顏浩恩、鮑品伃、陳瀚傑、洪麒勝、蔡家瑞、李翊誠、張原碩

王培宇

108年馬公市體育會「理事長盃」國小籃球賽

成績 參賽者

Ａ組

季軍

吳濬哲、朱睿澤、詹櫂銨、呂思磊、歐博文、涂元侑、陳保正

黃冠傑、陳昱仁、楊翔鈞

Ａ組

殿軍

薛諺廷、黃俊文、鄭乃豪、范睿承、高大倫、鮑品圻、王士維

陳育祈、王湧崧、歐書文

B 組

季軍

陳盈廷、許喆惟、蔡睿哲、章  平、王睿宸、吳冠穎、林奕辰

顏浩恩、胡宇為、丁冠尹、洪麒勝、陳燁

108年度「首長盃」國小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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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目 成績 姓名

國小六年級

女子組
 前進雙足S型 第1名 周芯霓

 前進交叉型 第1名 周芯霓

國小三年級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第4名 王培宇

前進雙足S型 第5名 王培宇

國小二年級
男子組

 前進交叉型 第3名 歐麒寧

 前進雙足S型 第5名 歐麒寧

國小一年級
男子組 

前進雙足S型 第2名 陳晞

 前進雙足S型 第3名 王培翰

黃俊文

國小三人品勢組第１名

國小男女混合品勢組第１名

國小男子黑帶組第１名

國小男子37公斤級第１名

林宥菁

國小三人品勢組第１名

國小男女混合品勢組第１名

國小女子黑帶組第１名

國小女子50公斤級第１名

曾羽婕

國小三人品勢組第１名

國小女子黑帶組第２名

國小女子37公斤級第１名

鮑品圻
個人品勢國小男子色帶組第１名

國小男子29公斤級第１名

鮑品蒨 國小女子23公斤級以下第２名

許湘平 國小女子23公斤級以下第４名

黃迺文 國小男子23公斤級第３名

蕭翌丞 國小男子27公斤級第２名

陳瑞濬 國小男子29公斤級第２名

洪麒勝 國小男子31公斤級第２名

國小男生組團體賽第１名

國小女生組團體賽第１名

 108年度全縣運動會-跆拳道

國小男生組殿軍：薛諺廷、陳昱仁、李凱鈞、呂軒洋、林齊、林叡

國小女生組優勝：潘亮茵、李筑芸、黃郁晴、葉淑婷

薛諺廷
國小男生組個人雙打第三名

高年級男生組個人單打第二名
陳昱仁

國小男生組個人雙打第三名

中年級男生組個人單打第四名

林  齊 高年級男生組個人單打優勝 李凱鈞 中年級男生組個人單打優勝

呂軒洋 中年級男生組個人單打優勝 李筑芸
國小女生組個人雙打優勝

高年級女生組個人單打第四名

顏浩恩 中年級女生組個人單打優勝 趙子綺 低年級女生組個人單打第四名

黃郁晴     國小女生組個人雙打優勝

 108年度桌球秋季聯賽

108年澎湖縣第63屆全縣運動會比賽成績
類別 組別 項 目 成績 參賽者

籃球
指導：
謝輝章
陳瑞麟
薛能賢
蔡志鵬

國小組 籃  球 季軍 馬小籃球隊

選手：吳濬哲、朱睿澤、陳品佑、呂思磊、歐博文、涂元侑

     楊翔鈞、薛諺廷、黃俊文、王士維、鄭乃豪、鮑品圻

國小

男子組

60M 第一名 蔡均唯

田徑

指導：

鄭士豪

100M 第一名 朱睿澤

100M 第二名 蔡均唯

200M 第一名 朱睿澤

200M 第八名 鮑品圻

400M接力 第二名 涂元侑、朱睿澤、蔡均唯、鮑品圻

800M接力 第一名 涂元侑、朱睿澤、蔡均唯、楊翔鈞

國小

女子組

60M 第三名 謝凱淇

200M 第五名 謝凱淇

400M接力 第五名 張心瑀、曾羽婕、謝凱淇、陳麗萍

800M接力 第六名 張心瑀、吳紫澄、謝凱淇、陳麗萍

國小男子組徑賽總錦標冠軍

國小女子組徑賽總錦標第五名

桌球

指導：

潘政緯

　

國小

男子組

單打 第一名 薛諺廷

雙打 第四名 薛諺廷、陳昱仁

國小

女子組
雙打

第四名 李筑芸、黃郁晴

第六名 潘亮茵、葉淑婷

女子組團體第一名：潘亮茵、李筑芸、黃郁晴、葉淑婷、顏浩恩

林宥菁
高年級女子品勢公開A組第三名

黑帶女子組對練46-50kg第三名

曾羽婕
高年級女子品勢一段組A組第三名

黑帶女子組對練31-34kg第三名

鮑品圻
高年級男子品勢四級組B組第三名

色帶初級男子組對練25-27kg第二名

鮑品伃 低年級女子品勢六級組第二名

鮑品蒨 低年級女子品勢七級組A組第二名

許閔宇
男子組對練(幼幼組)18kg以下

B組第一名

黃迺文
男子組對練(幼幼組)18kg以上

D組第二名

 108年嘉義市「市長盃」
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