漚 汪

報

報

頁1

100.1.17創刊號

“龍年吉祥，五福臨門”

校長給家長的一封信

各位敬愛的家長您好：
首先向大家拜個早年，今年榮祥有幸，來到漚汪國小擔任校長已一學期，發現到漚汪國小是個人文薈萃的
好學校，學校老師教學經驗豐富，認真負責，行政人員才華洋溢，充滿活力，學校樹木林立繁密，環境幽
雅，是個教育學習的好處所。
家長把孩子送到漚汪國小來學習，個人秉持著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來教育，把家長當成自己的顧客
來服務的理念來經營學校，因此請大家放心，我們會盡我們的本職學能及服務熱忱，把每個孩子帶好，也
請家長能充分與學校老師配合，相信每個孩子在老師與家長的教育下，將來都能有各自亮麗的一片天。
學校這學期在全體同仁的努力下除班級老師正常教學，也獲得一些成效，包括：
壹、在學校考評方面：榮獲教育優先區考評優等、書包減重考評優等、環境教育考評優等。
貳、在團隊比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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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屆永信盃全國排球錦標賽第四名，
第一屆臺南市全市聯合運動大會排球錦標賽第三名
二、台灣獅雙獅隊： 100 年鯤鯓王盃兩岸三地全國各級學校龍獅藝陣錦標賽第三名
三、直笛隊、兒童樂隊：參加將軍區 101 年度迎晨曦晨跑活動學生才藝演出
四、英語讀劇隊：榮獲台南市 100 年度國小英語讀者劇場競賽優勝
參、在個人比賽方面：
一、臺南市 100 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1.三年級 胡郡珍同學 榮獲北區 - 書法類 - 國小中年級組佳作
2.六年級 呂冠恩同學 榮獲北區 - 書法類 - 國小高年級組第三名
3.五年級 黃聖凱同學 榮獲北區 - 書法類 - 國小高年級組佳作
4.五年級 黃聖凱同學 榮獲北區 - 繪畫類 - 國小高年級組第二名
5.六年級 呂冠恩同學 榮獲北區 - 繪畫類 - 國小高年級組第二名
二、100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五年級 黃聖凱同學

榮獲國小高年級組繪畫類入選

三、臺南市 100 學年度海洋教育繪圖比賽：五年級 黃聖凱同學

榮獲國小高年級組佳作

四、國語日報週刊作品徵稿,榮獲刊登
投稿者 三年級

邱庭榆同學

主題 : 夏日海灘

投稿者 三年級

邱庭榆同學

主題 : 快樂的一天

五、臺南市學甲扶輪社(學甲扶輪盃)國小英文朗誦比賽 許睿承同學 榮獲高年級組第三名
六、將軍區農會「100 年度應用農村文化創新在地行銷計畫活動（紅將軍-大膽不敵）」 作品競賽，王秋娟
老師榮獲佳作，作品名稱：漚汪調
肆、在學校設備方面：一、資訊教學設備：獲 29 萬元補助；二、廚房設備改善：獲 9 萬元補助；三、校園
安全設備：獲 20 萬元補助；四、老舊水塔拆除：獲 9 萬元補助；五、校園樹木修剪：獲 9 萬元補助
未來我們將持續以最敬業的精神來教育漚汪子弟，期待家長也能協助配合老師各項教育作為，共創漚
汪百年教育榮景。
最後

敬祝

貴家長

祥龍獻瑞喜迎春，花開富貴萬事吉
漚汪國小 凃榮祥校長敬啟 101.1.17

100 學年度寒假生活學童應注意事項
一、交通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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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禁止飆車：騎乘腳踏車請務必慢慢騎，並戴自行車專用安全帽。
2.乘坐機車請務必戴安全帽，乘坐汽車請繫安全帶。
3 禁止校園走廊騎車，車停數位機會中心要排整齊。

腦筋急轉彎

二、兒童（小於 12 歲）少年（12-18 歲）保護宣導
1.嚴禁逗留網咖：學童應由家長陪伴前往。

不小心溺水時，若附

2.防範性騷擾.性侵害與家庭暴力（113 婦幼專線）：

近沒有其他人該如何

3.兒少嚴禁沾染煙.酒.檳榔.毒品…..等有害學童身心發展物品。

自救？

世界上有那一種花通

4.嚴禁涉足不當場所如限制級電子遊樂場….等
三、水域安全宣導：
1.學童勿獨自或結伴到有水的地方玩耍；如有必要應和家長一同前往。

常夏天是冰冷的，冬
天是溫熱的？

四、衛教宣導：
1.流感.腸病毒疫情進入高峰期，請避免出入公共場合並養成勤洗手的衛
生習慣。
2.如有感冒症狀，請落實咳嗽掩口鼻.戴口罩等咳嗽禮節。
3.流感疫情與相關防疫措施可參閱衛生署疾管局網頁
http://www.cdc.gov.tw
五、反詐騙宣導：
1.反詐騙專線-165
2. 防詐騙 3 要領 : 「冷靜」、「查證」、「報警」。
六、交友及安全提醒：
1.交友須知：家長請注意子弟寒假交友情況。
2.夜間安全：晚上請盡量不要外出，逛夜市也請早歸。
3.外出安全：危險角落請勿逗留。
4.到任何地方均應告訴家人及結伴同行。
七、其他叮嚀
1.下學期開學日： 2/8（三），當天開始供應午餐。
2.寒假育樂營 1/31（二）-2/3（六），08 ： 30-16 ： 30，
2/3（六）中午放學。
3.體適能 210 ：學童每天累積 30 分鐘身體活動,每週 210 分鐘以上。
4.若有回收衣物、文具、書本等可送到學校轉發貧困或需要的家庭。
5.家庭經濟如陷入困境，可隨時與校方聯絡，協助處理相關補助事宜。

漚汪大小事報報(Tel:7942012，Fax:794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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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

2.“訓導處”
已經更名為學生事務處，簡稱為“學務處”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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漚汪第一天團-兒童樂隊

成員37人，獲獎無數，獲邀演出次數更是

不可計數，目前由呂玉萍主任、陳建安老師與黃秋萍老師共同指導。
六忠：林廷威、徐連杰、謝雨誠、

五忠：陳潔于。三孝：曾閔祺 。

陳星佑、陳詩涵、邱品瑀、

五孝：林琦諼、陳慧翎、黃怡琇

林琬庭、李信瑩、呂冠恩、

五仁：林葦芍、吳采縈、吳思函

黃瑩瑩、蔡幸含、陳妍勳、

四忠：林安琪、吳淑媚、曾柏榛、

林 玉。

李岫錂、周雅萱、蔡雨璇

六孝：黃思華、黃昱靜、林靖妮、
戴宇婷、溫雅婷、黃巧柔

四孝：許宥棠、許依真、黃之芹、
陳玨伃。

漚汪守護天使

～漚汪天籟之聲-直笛隊～

(導護愛心媽媽)

成員31人，常獲邀演出出天籟般聲音，目前由王美月老師與陳瑞娥老師負責。
六忠：呂冠恩、許睿承、黃瑩瑩、
王渝萱、謝宜蓁、蔡幸含、
朱眉鳳、邱瓊薈 。
六孝：林俊穎、戴宇婷、溫雅婷、

邱加汶。

顧問:林李翠
團長:何李秀花

五忠：林柏志、黃雅莉、李鈺婷、

團員:林陳月桃

陳怡安、曾貞寗、陳郁怡、

黃徐玉花

陳妍勳、林

楊美玉

玉

孫慈吟、蔡思婷、陳品潔、

五孝：黃玨勻、黃聖惠

謝靜紋、黃巧柔、林淑娟、

五仁：吳秋燕、黃千玳、黃凱欣

楊勝枝
林珠琴
謝錦雀
林張幸枝
吳春敏

傳統藝術-舞獅隊
指導老師人稱小瑞瑞的黃瑞霖老師

成員9人，每年參加鯤鯓王盃兩岸三地全國
各級學校龍獅藝陣錦標賽總是名列前茅。

五忠：方宏碩、孫春榮、曾建良。 五孝：林雨德、賴旻翊、戴家豪。五仁: 林昌昊、黃鼎欽、李緯誌

漚汪第一神勇-排球隊
目前隊員22人，打從92年由前訓導
主任謝加訓主任創辦至今8年有餘；
歷屆排球小將雖身材矮小，但總憑
高超球技贏得諸多獎盃；學長們也
因打排球多保送國立高中就讀。目
前由陳旭明師與袁彩靜教練指導。

~排球群英錄~
六孝：吳欣翰、蔡育豐、梁璟銘、謝元庸、
林育群、黃育生、曾偉銘。
五孝：戴家豪。
四忠：林冠銘、王瑞銘、黃奕恩、黃英麒、
黃譯民、林秉毅。
四孝：蕭富麒、林建宏、林偉誠、黃子睿。
三孝：閻炘緯、陳譽承、曾俊偉、王以信。

吳素娥(1/16
生日快樂)

衛教專欄-正確用藥
★正確用藥特別注意事項：
1.口服藥品應以溫開水服用

2.服藥應依每日規定時間

3.飯前與飯後服藥時間標準化
飯前 ~ 一般指空腹(吃飯前一小時或飯後二小時)；
飯後 ~ 一小時內或與食物一起服用

★忘了服藥怎麼辦?
正常服
藥時間

校護/黃美娟
★藥物諮詢電話
1.柳營奇美醫院 24 小時藥物
諮詢電話：
06-6226999 轉 77119
2.成大醫院諮詢專線

二次給藥

正常服

時間中點

藥時間

13:00

8:00

頁4

X

此時可補服

此時不建議補服

18:00

06-2353535 轉 2515 或
2519
(週一至週五 09:00~17:30)
3.麻豆新樓醫院
06-5702228 轉 1123
4.將軍區 衛生所

06-7942007

5.將軍區 美地診所 06-7940620
注意：下次服藥時使用正常
劑量，切勿服用二倍劑量

學務處下學期重大行事預報
1.校慶預計04/22(日)舉辦。
(活動內容:親職教育講座、教學成果發表
會、班際體育競賽…..等)
2.畢業旅行預訂2天1夜-5月下旬。
3.畢業典禮預計06/19(二)舉辦。
4.暑假活動預告:
夏令營:舞蹈班限20人、扯鈴班招30人
兒童樂隊培訓、直笛培訓及排球培訓班等

教務處叮嚀:寒假請培養閱讀的好習慣。
總務處叮嚀:學校是大家的，到學校玩耍
請愛惜公物，勿破壞公物。

6.將軍區 年豐藥局 06-7946247
7.將軍區 建昌藥局 06-7941889

寒假活動報報
攜手計畫（漚汪國小）

*日期：01/18-01/20
冬令營(台灣大學學生) *時間：08：35-11：55
*日期:01/31-02/04
*時間:08:30-16:30
*地點:漚汪國小
119擴大防火宣導
*日期:101/01/20
*時間:上午9時至12時
*地點:文衡殿前
*活動:繪畫.有獎徵答.
迷你馬騎乘….等
文化局-鼓樂蜂火
*日期:101/01/20-02/06
*活動:詳情請上網
http://2012spring.
更多活動詳情:
tnc.gov.tw/

請到本校網站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