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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校長或是身為母親，我想要培養出

甚麼樣的孩子呢？答案是一樣的。「每一個

孩子都有亮點」，希望每一個孩子都能找到

自己的優勢能力。不僅要為自己的人生負

責，還要成為有自信、有熱情、有能力帶給

別人幸福快樂的人，可以自信的走在自己的

星光大道上。

在美麗的山林中，孕育了孩子天生的美感，從繪畫的引導，辦理高清春攝影展、

彩繪幼兒園、行動美術館、欣賞阿波菲斯兒童劇，充滿藝術氣息的校園壁畫……不

同的教育形式，培養孩子的藝文素養。

透過柔道教學，除了強健體魄，培養群性，在每次奮戰中，看見孩子的堅持，

不輕易放棄的毅力和面對挫折的容忍力，更加激發出榮譽心。

「學習，讓孩子有自信，人文素養，讓孩子有熱情」，資訊與閱讀能力的培養

是孩子與世界接軌的管道，學習終究是孩子自己的內在成長，必須獨自完成，學校

積極培養孩子的閱讀習慣並安排資訊課程，讓孩子逐步擁有自學能力。

泰雅語、樂器及歌謠的傳唱，不僅僅是為了傳承泰雅文化，也是珍藏我們過去

親人所遺留下來最珍貴的禮物，重視家庭觀念珍惜家人，一直是泰雅族的優良傳統。

幼兒教育更是人格奠基的重要時程，上學期小小廚師和這學期的小農夫主題課

程，老師用心規劃讓孩子做中學，從生活中落實教育本質，並透過參加唱遊比賽、

幼兒園運動會及辦理班親校外教學活動…等，提供孩子不同的刺激，更是多元觸角

的延伸。學習仍在持續中………

投 89 號力行產業道路雖然顛簸不堪，但也證明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

香，面對環境的艱難，讓我們必須擁有更多的生存能力，走過這一段路，你是否在

城鄉的差異中發現閃耀的光芒呢？所以我說投 89 號，就是一條星光大道！

校長的話

曾以瑩  校長

投 89 號星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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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份關於紅香部落和紅葉國小口述歷史的

記載。

106 年 2 月 15 日投 89 線力行產業道路舊 4k 處，

從 2 月 13 日起因為道路整修而封閉，一直要到 2 月

21 日才能通行，進出部落只能走上線，雖然路況不

佳，天氣濕冷，但仍然有三位客人不怕路途的艱辛

來到了紅葉國小，從海拔 2300 公尺的翠峰，中途經

過慈峰部落，來到海拔 1200 公尺的 knazi  qalan 紅

香部落。

主角是民國 57 年在紅葉國小擔任代課老師的徐建福老師，今年已經七十二歲，且已經

從教職退休十多年了，他的兩位好友為了幫助不擅開車的徐老師圓夢，特地開車載著徐老師

回到他懷念已久的紅葉國小，舊地重遊。

徐老師聊了很多四十九年前的紅香，當時的校長是馬烈霸的翁文明先生，學校非常簡陋，

只有一排教室，沒有柏油水泥只有碎石頭路，部落的房子都是石板屋建造，學生二十多位，

只有四個班級，採複式教學，教職人員只有五人，校長，工友及三名教師，工友常常要走路

到翠峰扛米再回到學校來，非常辛苦。因為路途遙遠，學校採一個月集中放一次假。

當時回學校必須搭乘公路局公車到達翠峰，再步行四個多小時路程才能到學校，途中會

經過吊橋，橋面木板多處破爛，必須小心行走，如今都已搭建水泥橋了。

再次進到部落，部落的進步跟停留在徐老師心中過往的景象截然不同，可謂今非昔比，

孩子穿著整齊，不再光著腳上學，乾淨的臉上掛著純真的笑容，跟外面的孩子看起來沒有太

大的差異，部落房子有水泥磚造或鐵皮搭建，也有族人自己搭建的木造房屋；鋪設的柏油路

面，水泥橋，還有充滿藝文氣息的校園，彩繪泰雅的傳統故事，矗立在山林美景中，猶如一

件藝術作品。

當時學校沒有教職員宿舍，也沒有廚房設備，學生中午必須回家吃完午餐再回校上課，

而老師們也要自行準備午餐，晚上則寄住在翁校長在溫泉部落的房子。當年部落電路系統正

在施做，晚上仍須靠著蠟燭照明。

徐老師還記得當時的同仁一位是住在發祥的全江圳老師以及住在慈鋒的林新喜老師，當

時都還是年輕小夥子呢，工友是一位江先生，當時年約 60 多歲。

在紅葉國小代課一年多，徐老師隨即考取台中師專二年制師資班，奉派到國姓北山國小

擔任正式教師，服務多年後於埔里南光國小退休。

這一次時光倒轉的記憶之旅，讓我們可以更加感受到先人們努力打造部落，讓部落生活

更好的勤奮精神，我們的孩子都是未來部落的接班人，孩子們要懷抱希望，一天比一天進步，

讓部落及家人生活更美好。

我想有一天我也會跟徐老師一樣，帶著懷念的心情再回到這裡，感謝有您，紅葉國小 ~~

                                        徐建福老師口述曾以瑩校長紀錄

採訪退休教師  徐建福

舊地重遊紅葉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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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孩子們 : 恭喜你們 , 國小學業完成了 , 畢業囉 ! 即將邁入新的學習路逞 

囉…

你們永遠要記住在紅葉國小每分每秒的點點滴滴，  要感謝校長 , 老師對你們的

教導 ，無時無刻對你們的關心， 更不要忘記“養育之恩”。

在新的學習旅途上 ，要有願意學習的“心”，在新的環境裡求學，要有獨立剛

強的信心 。

懂事的你們翁欣宜 , 陳甄 , 洪詠惠 , 洪新惠，期盼你們 在學習上永不放棄，在

此家長會長吳春文 祝福你們 一帆風順 ，畢業快樂 。（泰雅族母語“樓卡”）

會長的祝福

家長會長  吳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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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師長

廚工媽媽 潘素英

人事 陳素霞小姐

警衛 陳明耀先生 替代役 林佑泰先生

六甲 蔡玉雪老師 四甲 鄭喬文老師五甲 馬聖堯老師

兼教務組長

三甲 陳東榮老師

二甲 楊春美教師 一甲 翁鏡涵老師 科任 梁國翰老師 母語老師 拉瓦米臼

幼兒園 張雅雲老師幼兒園 林品君老師 幼兒園 蔡瑩萱老師

總務主任 徐美蘭老師 教導主任 黃正義老師 科任 林守恩老師 校護 張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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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定期學習評量榮譽榜
項目 成績優異學生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一次學習評量

六甲：陳甄、翁欣宜
五甲：陳庭、陳仰宣
四甲：林妶、林恩盛
三甲：林璟雯 
二甲：余若臻、陳仰祈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次學習評量

六甲：陳甄、翁欣宜
五甲：陳庭、陳仰宣
四甲：林妶、陳俊熙
三甲：林璟雯 
二甲：陳仰祈、余若臻、陳歆 ( 進步獎 )
一甲：黃芊柔、吳聖元、洪琳惠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三次學習評量

六甲：陳甄、翁欣宜、洪詠惠 ( 進步獎 )
五甲：陳仰宣、陳庭
四甲：林妶、江冠霆
三甲：林璟雯 
二甲：余若臻、陳仰祈、洪婷惠 ( 進步獎 )
一甲：黃芊柔、黃庭瑋、洪琳惠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一次學習評量

六甲：陳甄、翁欣宜
五甲：陳仰宣
四甲：林妶、林恩盛
三甲：吳佑心 
二甲：陳仰祈、余若臻
一甲：黃芊柔、吳聖元、洪琳惠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二次學習評量

六甲：陳甄、翁欣宜
五甲：陳仰宣、陳庭 ( 並列 )
四甲：林妶、林恩盛
三甲：吳佑心 
二甲：陳仰祈、余若臻、陳歆 ( 進步獎 )
一甲：黃芊柔、吳聖元、洪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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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學藝競賽成績優異名單

項目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國語說故事比賽
105 年 10 月

低年級 余若臻 陳仰祈 黃芊柔

母語朗讀比賽
105 年 10 月

中年級 林妶 林恩盛 林璟雯

英語朗讀比賽
105 年 10 月

高年級 陳甄 翁欣宜 陳庭

校內作文比賽
105 年 12 月

一年級 黃芊柔 吳聖元

二年級 余若臻 洪婷惠

中年級 林璟雯 林妶 林恩盛

高年級 陳仰宣 翁欣宜 陳庭

寒假作業競賽

106 年 2 月

一年級 洪琳惠 吳聖元 黃庭瑋

二年級 陳歆 陳仰祈

三年級 林璟雯

四年級 林妶 林恩盛

五年級 陳仰宣 陳庭

六年級 陳甄 翁欣宜

呂富美老師國一先修班 孝親活動手語表演 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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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孩子都是一顆閃亮的明星  下一個紅葉之星就是你

多元才藝，發現孩子的優勢能力，彩繪童年色彩

柔道訓練重視強身、健身與護身，透過競賽舞台展現學童自信

104 學年度
104.9.18 仁愛鄉運動會跳遠比賽    林恩    第一名

104.9.18 南投縣原住民語朗讀比賽  林恩   優勝

104.10.30 全國學生美展南投縣初賽

              平面設計類 :  國小高年級組 林欣瑜 第二名；國小高年級組 翁杏瑤 第三名

              繪畫類 : 國小高年級組 高慧心 第三名；國小高年級組 林恩 

                         入選；國小中年級組 司喬恩 入選

104.11.7 南投縣說族語闖天下比賽  林欣瑜 陳甄 第二名

104.11.25 南投縣鄉土歌謠比賽      國小原住民語系團體組  甲等

104.11.14 南投縣英語說故事比賽    余若臻  第三名

105.2.2 南投縣 105 年度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 田徑比賽

          小女鉛球第一名 翁杏瑤   小女田賽團體總錦標第一名

105.3.30 余若臻小朋友 獲得巴洛克全國音樂大賽 中區預賽 第三名

105.4.1 林恩 黃政三 林欣瑜 翁杏瑤 通過 104 學年度母語初階認證

105.4.23 一年級 余若臻小朋友榮獲 南投縣光華盃鋼琴比賽 優勝

105.4.22 幼兒園 黃芊柔小朋友榮獲 南投縣幼兒說故事比賽 優勝

105.6.3 幼兒園小朋友榮獲 南投縣幼兒唱遊比賽 佳作

105.6.2 南投縣語文競賽原住民泰雅族賽考利克語系 朗讀 優勝 陳甄

105.6.25 南投縣 105 年度新聞小主播比賽  第三名 林欣瑜；優勝 林妶

105.6.26 六年級黃政三小朋友參加金揚盃第八場全國歌唱比賽榮獲冠軍

104.11.2 南投縣第 63 屆縣運柔道比賽  林恩     國小男子組   第二級 冠軍

104.11.12 中正盃全國柔道錦標賽       林祥恩   國小男子 B 組 第八級 亞軍

104.11.13 中正盃全國柔道錦標賽       翁杏瑤   國小女子 A 組 第七級 亞軍

105.1.30 南投縣 105 年度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 柔道比賽

            小男團體冠軍 ! 小女團體季軍 !

            小男第一級冠軍黃政三；小男第二級冠軍林恩；

            小男第七級冠軍林祥恩；小男第一級亞軍林恩盛；小男第六級殿軍張迦恩

            小女第五級冠軍林欣瑜；小女第六級冠軍陳巧妍；

            小女第八級冠軍翁杏瑤；小女第一級亞軍林妶；小女第二級亞軍陳庭

105.5.18 全國柔道錦標賽 國小女生 B 組第三級季軍 陳庭

105.6.2 南投縣 105 年度全民盃柔道錦標賽

          小男團體第二名！小女團體第二名！

          男子：第一量級冠軍林恩盛、亞軍陳俊熙；第三量級冠軍林恩、季軍江冠霆；

                   第七量級亞軍林祥恩

紅葉國小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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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紅葉國小所有老師用心付出～～

紅葉國小優質教育團隊，因為付出所以傑出

               女子：第二量級亞軍陳庭；第三量級亞軍陳甄；第六量級冠軍陳巧妍、

             亞軍林欣瑜；第八量級冠軍翁杏瑤

105.6.18 105 年中部五縣市柔道錦標賽

小女 A 組第八級第一名 翁杏瑤；小女 A 組第六級第三名林欣瑜 ；小女 A 組

第六級第三名陳巧妍；小女 B 組第三級第一名陳庭；小女 B 組第二級第三名

余若臻；小男 B 組第一級第二名 陳俊熙；小男 B 組第四級第三名江冠霆

105 學年度

105.10.24 全國學生美展南投縣初賽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司喬恩 入選

105.10.31 南投縣第 64 屆縣運柔道比賽  

              國小女子組 第一級冠軍 林   妶； 第二級冠軍 陳   庭；小女第三級亞軍 陳甄；

              國小男子組 第四級冠軍 江冠霆； 第一級亞軍 陳俊熙

105.11.10 參加南投縣友善校園品德教育讀經比賽  一 ~ 三年級

105.11.12 南投縣說族語闖天下比賽  林祥恩 陳庭 司喬恩  優勝

105.11.18 中正盃全國柔道錦標賽    江冠霆   國小男子 B 組 第五級季軍

105.11.19 南投縣英語說故事比賽    余若臻   第二名

106.1.22  南投縣 106 年度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 柔道比賽  小女團體冠軍

             小女第一級冠軍林妶；小女第三級冠軍陳庭；小女第四級亞軍陳甄；

             小男第二級亞軍林恩盛；小男第五級亞軍江冠霆；小女第二級季軍余若臻

106.4.21  幼兒園余品毅小朋友榮獲 南投縣幼兒說故事比賽 第三名

106.5.17  全國柔道錦標賽 國小男生 B 組第一級季軍 陳俊熙 + 國小女子 B 組第三級

             季軍吳佑心

106.5.23  五甲 陳仰宣 南投縣 106 語文初賽作文優勝

106.6.2    榮獲南投縣幼兒園唱遊比賽佳作

104.8.5   本校榮獲南投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績優學校  

105.5.6   本校榮獲 104 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考核成績優良

105.6.24 本校榮獲 104 學年度南投縣午餐考評優等

105.9.10 本校林守恩老師、鄭喬文老師榮獲南投縣體育有功人員

106.1.4   本校榮獲 105 學年度南投縣友善校園考評優等

106.2.1   本校幼兒園獲選教育部 106 年美感教育特色學校

106.5.1   本校榮獲 105 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考核成績優良

106.6.30 本校榮獲 105 學年度南投縣家庭教育考評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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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葉閱讀英雄榜

1 一甲 洪琳惠
2 五年一班 陳庭
3 六年一班 洪新惠
4 四年一班 陳俊熙
5 五年一班 陳仰宣
6 一甲 黃庭瑋
7 二年一班 陳歆
8 二年一班 陳仰祈
9 六年一班 陳甄
10 四年一班 林妶

1 四年一班 林妶
2 三年一班 吳佑心
3 三年一班 林璟雯
4 二年一班 陳歆
5 五年一班 陳庭
6 五年一班 陳仰宣
7 二年一班 陳仰祈
8 六年一班 陳甄
9 二年一班 洪婷惠
10 二年一班 余若臻

1 四年一班 林妶
2 四年一班 陳俊熙
3 六年一班 陳甄
4 五年一班 陳庭
5 六年一班 翁欣宜
6 三年一班 吳佑心
7 五年一班 陳仰宣
8 二年一班 陳歆
9 二年一班 余若臻
10 二年一班 陳仰祈

上學期 下學期
六甲 洪詠惠 翁欣宜
五甲 司喬恩 陳仰宣
四甲 陳俊熙 林恩盛
三甲 林璟雯 吳佑心
二甲 陳歆 陳仰祈
一甲 黃芊柔 吳聖元

105 學年上學期 8-11 月全校前十名 105 學年上學期 12-2 月全校前十名

105 學年下學期 3-5 月全校前十名 恭喜以下小朋友經導師遴選，
榮獲本學年之校長小貴賓：

社區服務 -溫泉打掃 前往台北參加全國柔道比賽 原鄉茶道協會茶道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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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活動
花絮

IC 知音贈樂器

生物多樣性課程

口說藝術

一～三年級參加讀經比賽

自然課程

地震防災宣導

城鄉交流表演練習

野柳地質公園

阿波菲斯兒童劇

拔河練習

城鄉交流 -九族文化村

口簧琴

母親節表演練習

世界書香日

木琴練習

運動會

樂樂棒球



紅葉國小
105學年度畢業紀念冊105學年度畢業紀念冊

13

運動會義賣年曆

野柳國小城鄉交流

創價協會行動美術館

小一新生開學領新書包

夏日樂學編織課程

富貴角燈塔

運動會

保護黑熊宣導

愛心資源

四大美食送愛到偏鄉

寒假作業欣賞

泰雅獵人課程

教師文康活動

紅香有機農場參訪 (夏日樂學 )

田園老師聲音課程

做月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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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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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活動
花絮

卡拉 OK 比賽 -陳媽媽送造型氣球

慶生會～觀看只要我長大後生命課程

母親節手語表演

孝親活動大會合照

閱讀推動

魚丸姐姐說故事

參觀清香茶廠

混障綜藝團生命教育

耆老說故事 -曾阿貴

原鄉茶道協會茶藝課程

月考校長獎學金頒獎

始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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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處大事記要

 〈 104 學年度至 105 學年度 〉

104.8    本校獲得 103 年度辦理教育優先區執行成果考核績效優良學校

104.9    校內藝文競賽 - 朗讀 

104.12  校內藝文競賽 - 作文

105.1.1  105 村校聯合運動會暨基層文化晚會

105.6    本校榮獲南投縣午餐考評優等

105.6    營養午餐實地考評榮獲優等

105.7    舉辦夏日樂學活動

105.8    本校榮獲 104 年度辦理教育優先區執行成果考核績效優良學校

105.12  校內藝文競賽 - 作文 

105.12.15  混障綜藝團表演 

106.1.6  106 紅葉國小傳統競技運動會

106.3    田園老師自然科學教學 - 聲音

106.3    翁志文老師 - 木琴及口簧琴教學

106.3    天賦飛翔教育推廣協會 - 陳宣文 / 陳亮傑 - 自然教學

106.4    行動美術館

耆老說故事 -曾阿貴

奉茶木琴與口簧琴課程 衛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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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大事記要

 〈 104 學年度至 105 學年度 〉

104.8    執行 104 年度教育優先區宿舍修繕

104.8    執行 104 年度改善幼兒園教學環境設備

104.9    執行 104 年度跑道整建工程

104.10   執行 104 年度建築物安全檢查

105.3    執行 105 年度消防安全檢查

105.6    執行 105 年上半財產報廢招標

105.6    營養午餐實地考評榮獲優等

105.8    執行 105 年度改善幼兒園教學環境設備

105.8    執行廖文賢議員小型工程經費 - 更新綜合教室投影機及餐廳餐桌椅

105.10   執行更新校園安全監視系統

105.11   105 年度幼兒園親子戶外活動採購招標

105.11   申請 106 年度改善幼兒園教學環境設備

105.12   更新綜合教室無線音響設備

106.1    幼兒園教室四周牆壁彩繪

106.4    106 年度交育優先區城鄉交流招標

106.5    執行石慶龍員改善教學設備經費—安裝互動教學模組及校園電子鐘

106.5    校舍及宿舍全面更新 LED 省電燈泡 --- 由日月光文教基金會無償贊助

家長祝福詞

泰雅文化營 教育優先區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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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羽柔
小羽～

恭喜妳完成了幼兒園的階段，要記得感

謝雅雲 . 品君 . 萱萱老師教會妳許多新事物和生

活自理，爸媽發現現在的妳已經有大姐姐的樣

子了，開始獨立，學會照顧學校的弟弟妹妹，

再過不久，妳就要邁入小學，還會有更多新奇

的事物等著妳去探索哦，加油唷！

我們一起欣賞 `阿波菲斯 `舞台劇 ~

我現在正料理飛鼠肉呢 ~

我們正在整理菜園喔 ~

這個月我是小壽星呢 ~

第一次當個小淑女

我們最喜歡佑泰哥哥了 ^^

幼兒園結業生

紅葉國小附設幼兒園

家長祝福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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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品毅

邀請鏡涵老師參加我們的
成果表會的成果發表會 ~

媽咪，姐姐我都愛

品毅寶貝

幼稚園的學習課程及將結束接下來你

將接受國民教育，這也意味著你將踏入新

的學習旅程，加油了，寶貝，爸比、媽咪

會陪著你一起成長的。

                               愛你的爸比、媽咪

謝謝媽咪和姊姊陪我出來玩

我是小小蘋果 ^^

料理飛鼠肉是難不倒我的

母親節律動 -親愛媽媽預演練習

幼兒園結業生

家長的祝福

好興奮喔 ,可以這麼近看綿羊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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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合照

王歆皓

小小農夫 -認識果實

何聖晞
吳亞萌 林宇諾

林郁勤

幼兒園
活動花絮

戶外闖關遊戲，真好玩

戶外大肌肉活動，

練習前庭覺平衡

一起來做鳳梨酥 ^^

母親節律動 -親愛媽媽預演練習

現在是角落時間 ,我們正在玩動力沙呢 ~

我們一起在整理菜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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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佳惠

徐心怡

高偉祥

許玉兒

黃子杰

羊咩咩耶 ,好可愛喔 ~

我們正在幫忙除草呢 ~

草地好軟 ,躺著真舒服 ~

南投縣運動會 -我們正在玩氣球傘喔 ~

哈囉 ,我們準備去參觀科博館喔 ~

蘋果班特製 -蘋果蛋糕

週三學習區活動 -好玩有趣的益智區桌遊真好玩 ,到底誰會抽中呢 ~

督學訪視 ~與孩子們分享好吃的糖果

洪子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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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學習區活動 -好玩有趣的益智區

何晨晞

張語樂 林勇智

余品毅

米亞撒挪碼

我們現在來到清境農場囉 ~

木柵動物園有很多動物呢 !

今天是蘋果班的成果發表會 ,
蘋果家長齊聚真熱鬧 !

幼兒園期末發表會 -
邀請美麗大方的曾校長

主題課程活動 -繪本創作
幼兒園唱遊比賽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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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羽柔

林誠樂

我們在測量菜苗長多高了 ~

祝每位小壽星生日快樂喔 ^^

我們現在來到清境農場囉 ~

看看我們與大明星 ~ya!

當我們同在一起～耶！

嗨 ~這裡有好多的植物呢 ~

我們到科博館的植物園參觀喔 ~

我們正在學習如何製作蛋糕呢 ~

快看看這裡 !恐龍在動 !!!!

哇 ~ 飛鼠肉看起來好好吃喔 ~
運動會律動表演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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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 畢業生感恩詞暨家長祝福詞

照顧妳那麼多年，妳長大要畢業了，我們家人

都替你感到開心！到國中就讀要認真讀書，不要太

貪玩，希望妳的未來會有所成就，祝福妳。

                                                             阿公  翁進正

謝謝阿公阿嬤照顧我這麼多年，我以後一定乖

乖聽您們的話，好好讀書，絕對不讓您們一直擔心

我 , 為我操煩。

六甲  翁欣宜

親愛的寶貝 :

恭喜妳要從國小畢業準備要上國中了，記得要

學習更獨立及面對更多的挑戰喔！媽媽也希望妳能

快樂的交朋友，開心的學習，讓自己變成一位更棒

的人，祝福妳在另一個階段能夠順心如意，平安快

樂！

切記 # 好好認真讀書並去實現妳心中的夢想 #

                                                                   雯霖媽媽

感謝老師的用心指導，也感謝爸爸媽媽六年

來的照顧，時光荏苒，轉眼間就要離開我最愛的紅

香。這六年當中，從一個懵懂無知的小女孩變成現

在愈來愈懂事的我，謝謝大家這段時間讓我成長許

多，國中後我定更加努力，也絕不會讓愛我的父母

親擔心。

六甲  洪新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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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惠寶貝 :

妳將快畢業了，代表妳長大了，希望妳長大會

愈來愈懂事， 祝福妳畢業快樂！

                                                                竹君媽媽

終於要畢業了，我好期待，希望畢業以後能交

到許多新朋友，也希望國中後能跟陳甄、欣宜及新

惠同班。

六甲  洪詠惠

新惠寶貝 :

妳要畢業了，妳是家中最大的大姐，要去國

中了，希望妳能好好照顧自己，媽媽祝福妳畢業快

樂！

                                                               竹君媽媽

我要畢業了，我要感謝辛苦照顧我長大的爸爸

媽媽，因為有您們，我才能健康茁壯！

六甲  洪新惠

六年級 畢業生感恩詞暨家長祝福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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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班導師的祝福六年級 畢業生感恩詞暨家長祝福詞

llaqi:
  Masuq simu mqwas biru tqbaqan pslyan llaqi knazi qani la. 
  pqasun sami balay kwara.
 ( 孩子們 : 恭喜妳們就要從紅葉國小畢業了 ‚ 大家都為 

你們感到開心 )

 ana simu t'aring muha tetanux lga.
 sku balay inlungan ke’ maku pkal simu misu 
 ( 雖然你們就將要離開故鄉 ‚ 但千萬謹記老師現在要對

你們說的 )

 Iyat zyungi ke’ tayal 
 Laxi zyungi ke’ na yaba ru yaya simu
 Iyat zyungi pcbaqan na sinsiy pcbaq biru uzi
 Laxi zyungi gaga na kinbkisan ta
 ( 勿忘我們的母語 !)

 ( 莫忘父母交代的話語 !)

 ( 切記老師們的教導 !)

 ( 更別忘記祖先傳承給我們的文化 !)

 Ana maki nanu llamu ‘yaw cyux tanux . blaq na ru yaqih nya.
 qeri’ mqbaq squ blaq na ‘ywaw. nanu yaqih na ‘ywaw ga, ini’ pslungi .
 Klokah inlungan simu. laxi kngungu.ana ta squliq tayal balay
 ( 外面的環境詭譎多變 , 但你們要明辨是非 , 做正當之

事 , 不行不義的事 )

 ( 一定要堅定你們的心 , 不要有畏懼之心 , 因為我們是

勇敢的泰雅人 !)

 teta’ qasa lga. klhangun su nya’ utux kinbkisan ta la.
 ( 如此才會真的受到祖靈的庇佑 )

 Dehuq qani lga. sgagay tala~
 S’yun simu balay
 ( 到此就要彼此珍重再見 , 我永遠愛你們 )

蔡玉雪  老師

Naci walis ( 玉雪老師 ) sinsiy pcbaq biru

一年級  曾雅鉉老師

二年級  楊春美  老師

三 . 四年級  林守恩  老師

五年級 ( 上學期 )  陳玉蕙  老師

五 . 六年級  蔡玉雪  老師

Sblaq Ke na sinsiy pcbaq bi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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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六年
甲班

甄

一家子出遊的感覺真好

美麗的泰雅姑娘

就是愛自拍

陳甄接受電台訪問

英文朗讀比賽 -陳甄

氣質美少女

田園老師的聽力科學實驗

認真學習木琴的新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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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泰雅姑娘

洪新

認真學習木琴的新惠

墾丁一遊

幾米公園

當旗手的時刻

校外旅行時拍一張吧

學生服美少女

惠

我們家的四仙女



紅葉國小
105學年度畢業紀念冊105學年度畢業紀念冊

28

與老師一起搭火車

姊姊妹妹傻傻分不清楚

校外旅行時拍一張吧

猜猜我是誰

接受大明星訪問的我真是害羞呢 ~~

洪詠惠

溜滑梯前的獨照

美麗的泰雅姑娘

瞧~木琴的我有沒有泰雅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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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好朋友

溫文儒雅美少女

我與我的好朋友佑心

出發遊覽去囉 ~

木琴學習

宜蘭傳藝中心 -玉雪老師幫我拍的

我是今年代表紅葉的小小模範尖兵喔 ~

翁欣宜
美麗的泰雅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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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們很幾米 ~^^

九族 -德化社碼頭

六甲的四仙女 ^^

日月潭的德化社

泰雅育樂營學編織
台北捷運站

台北車站吃大餐

直笛吹奏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