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草湖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行政暑假作業 

一、海洋繪畫— 

  由教務處統一發下 4開圖畫紙進行創作，以「海洋環教」學校本位主

題為主軸，低、中、高年級分為不同主題，8/30(一)請各班擇優三份送

至教學組送件參加競賽，獲選作品將張貼在圖書館展覽，並於低、中、

高年級各評選出前三名優秀作品，推薦參加全國長榮海洋繪畫比賽! 

★低年級：想像中的海洋 

★中年級：海洋之美 

★高年級：珍愛海洋一起來 

二、海洋詩創作— 

  三到五年級進行海洋詩創作，一、二年級自由參加，格式如附件一，

8/30(一)請各班擇優三份送至設研組送件參加競賽，獲選作品將張貼在

圖書館展覽，並於低、中、高年級各評選出前三件優秀作品，推薦參加

全國海洋教育中心『海洋詩』創作競賽。 

三、海洋 sea界-英語學習單 

  分為低、中、高年級三種學習單，學習單如附件二-四，8/30(一)請各

班擇優三份送至註冊組，獲選作品將張貼在圖書館展覽。 

★低年級：What ocean animals do you like？ (附件二) 

★中年級：Ocean Environment Worksheet (附件三) 

★高年級：A Whale’s Tale (附件四) 

 

四、交通安全、反霸凌學習單與海報設計 

(一)學習單 

1.交通安全教育(1-5年級) 

開學後，各班擇優良作品 3張，繳交至生教組，將張貼於布告欄以供全校欣

賞。 

(二)海報設計(四開規格圖畫紙)，開學後送校外會參賽用 

◎反霸凌友善校園組：國小組（高、中、低年級） 

評選標準，以個人創作為限： 

１、作品主題：以防範校園暴力、霸凌、詐騙、幫派勢力(防範組織犯罪) 等維

護校園安全議題為表達重點。 

２、評選總分共 100分，配分為創意 30%、畫面呈現 20%、主題適合度 30%、趣

味性 20%。 



3.每班發下 2張圖畫紙，請各班至少繳交 1件。 

備註說明：參賽者請勿將姓名顯示於作品中 

(三)警察局交通安全教育海報設計製作 

◎海報設計，國小低年級組 8開，國小中、高年級組 4 開，一律不可裱裝，材

質、樣式不拘，由學生發揮創意自由創作。 

◎評選標準，參賽學生學籍須本市國小學生一〜六年級，以個人創作為限，清

楚傳達交通安全教育競賽: 

1.路口安全。 

2.汽車勿逼車及擋車。 

3.自行車騎乘安全。 

每班發下 5張圖畫紙，請各班至少繳交 3件。 

警察局的比賽有送件就有獎品，建議可以多鼓勵學生參加。 

 

獎勵說明： 

1. 交通安全教育學習單每班繳交 3張，各年級分開評分，擇優取前三名給獎狀

與獎品。 

2. 每項比賽作品，各年級分開評分，擇優取前三名給獎狀與獎品；以年段

(低、中、高)擇優送件參賽。 

 

 

★愛的小叮嚀★ 

暑假期間保持心情平靜 ，與家人、朋友分享自己的日常。 

固定作息，好好吃飯、好好睡覺，保持規律生活。 

  



新竹市青草湖國小110年暑假期間學生活動安全注意事項 

一、新冠肺炎防疫注意事項：  

(一) 請盡量以線上聚會等方式聯繫感情。 

(二) 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 

(三) 倘仍需出入公共場所，應保持室內1.5公尺、室外1公尺安

全社交距離。 

(四) 請勤洗手、注意手部衛生、咳嗽禮節。 

(五) 如有呼吸道症狀時應佩戴口罩，儘速就醫，並在家休息。  

二、活動安全：  

(一) 室內活動： 

1.熟悉逃生路線及逃生設備與相關器材操作，如滅火器、

緩降機等。 

2.避免涉足不正當場所，以免產生人身安全問題。 

(二) 戶外活動：從事各類戶外活動，首先應注意天候變化及熟

悉地形。 

請至「學生水域運動安全網」

(https://www.sports.url.tw/)查詢。 

三、交通安全： (https://168.motc.gov.tw/) 

(一) 請確實遵守交通安全5大守則 

     1.熟悉路權、遵守法規。 

     2.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交通才會安全。 

     3.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的交通行為)。 

     4.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的交通行為)。 

     5.防衛兼顧的安全用路行為(不製造事故，也不成為事故

受害者)。 

(二) 自行車道路安全 

     1.配戴自行車安全帽。 

     2.遵守行車秩序規範，避免過於靠近行駛於大型車前或併

行。 

(三) 行人道路安全 

     1.不任意穿越車道、闖紅燈。 



     2.不任意跨越護欄及安全島。 

     3.穿著亮色及有反光的衣服。 

四、居家安全:  

   (一) 居家防火： 

        1.有關居家防火安全請多加利用「居家消防安全診斷

表」，並至內政部消防署網站參考

(https://www.n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301) 

        2.若遇火災時切勿慌張，應大聲呼叫、通知周邊人員自身

所在位置，並進行安全避難，切勿躲在衣櫥或床鋪下等

不易發現場所。 

   (二) 用電、瓦斯安全： 

        1.居家用電安全請至台灣電力公司(電力生活館)網站參考

清潔保養篇、用電安全篇及居家生活篇等用電安全文宣

知識。 

          

(https://www.taipower.com.tw/tc/news_noclassify.aspx?mid=32

3)  

        2.使用瓦斯熱水器沐浴及瓦斯爐煮食時，要注意室內及走

廊空氣流通，預防一氧化碳中毒。 

        3.外出及就寢前亦必須檢查用電及瓦斯是否已關閉，以確

保安全。 

五、人身安全: 

   (一) 若於校內外遭遇陌生人或發現可疑人物，應立即通知師長

或快速跑至人潮較多的地方或最近的便利商店，大聲喊叫

吸引他人注意，尋求協助。 

   (二) 夜間回家尤須注意門戶安全及可疑份子； 

   (三) 行經偏僻昏暗巷道時，應小心不明人士跟蹤尾隨，並隨身

攜帶個人自保物品如防狼噴霧劑、哨子等，以備不時之

需。 

六、藥物濫用防制： 

   (一) 新興混合式毒品除有精美包裝之特徵，易降低施用者對於

https://www.n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301
https://www.taipower.com.tw/tc/index.aspx)%EF%BC%8C%E5%8F%83%E8%80%83%E6%B8%85%E6%BD%94%E4%BF%9D%E9%A4%8A%E7%AF%87%E3%80%81%E7%94%A8
https://www.taipower.com.tw/tc/index.aspx)%EF%BC%8C%E5%8F%83%E8%80%83%E6%B8%85%E6%BD%94%E4%BF%9D%E9%A4%8A%E7%AF%87%E3%80%81%E7%94%A8
https://www.taipower.com.tw/tc/news_noclassify.aspx?mid=323
https://www.taipower.com.tw/tc/news_noclassify.aspx?mid=323


毒品的警戒性外，亦多為二種以上的毒品混合，造成更大

的危險性及致死率（請參考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

網站 http://enc.moe.edu.tw/）。  

   (二) 假期間應保持正常及規律生活作息，不依賴藥物提神，非

醫師處方藥物不要輕易使用，拒絕成癮物質。 

   (三) 參加聚會活動時，務必提高警覺並且不隨意接受陌生人的

物品及飲料，守法自律、做正確的選擇才能隔絕受同儕及

校外人士引誘。 

七、詐騙防制： 

   (一) 勿點選不明簡訊網址，避免手機中毒被當成跳板而四處散

發簡訊。 

   (二) 於使用網路聊天APP(如Line)時，切勿洩漏帳號與密碼等個

人資料。 

   (三) 切記反詐騙3步驟：「保持冷靜」、「小心查證」、「立即

報警或撥打165反詐騙諮詢專線」尋求協助。 

八、犯罪預防：請同學切勿從事違法活動，如竊盜、販賣違法光碟

軟體、參加犯罪組織活動或非法散布謠言影響公共

安寧、違法上傳不當影片、入侵他人網站竊取或篡

改資料等。 

九、請注意上網安全及時間管理等問題，勿過度沉迷於玩手機遊

戲，以預防對肩頸、手腕與眼睛的傷害，維護身體健康。 
  



 

附件一   青草湖國小-海洋環教詩創作 

班級：    座號：    姓名：  

 

 

 

 

 

創作內容 

(創作行數 20

行以內) 

 

作品介紹(創

作理念說明)

分段說明，字

數限制為 300

字到 500 字 

 

 

創作者個人

生活照(或 2

吋個人照 1

張) 

 

 

  



附件二 What ocean animals do you like? 

Look for your favorite species online (fish, octopus, or whale) 

and draw it inside the box. Then, write the name of the creature 

on the space below. 

在網路上尋找你最喜歡的海洋物種（例如: 魚、

章魚或鯨魚）並將其畫在下方的框框裡。 然後，

在下面的空白處用英文和中文寫下你所畫的

生物的名字。 

 

 

 

 

 

 

 

 

 

我畫的是: 

 

  



附件三 Ocean Environment Worksheet 

Watch the video of the story by visiting this YouTube lin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FPoIU5iiYQ 

After watching the video, think of an appropriate title for the 

story. Then, design a creative title with a combinatio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words. You can draw the sea creatures that you saw 

in the video. 

  各位小朋友，請至 Google輸入上方的連結，觀賞 YouTube 故事

影片。看完後，想一個合適的故事標題。然後，設計一個中文或英

文或是中英結合的創意標題唷! 你可以畫出你在影片中看到的海洋

生物。 

  

My title for the story i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FPoIU5iiYQ


附件四 A Whale’s Tale 

Watch the video of the story by visiting this YouTube lin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FPoIU5iiYQ 

After watching the video, write three (3) things you can do to 

help save the ocean. You can write in sentences or phrases just 

like the example below. 

各位小朋友，請至 Google輸入上方的連結，觀賞 YouTube 故事影片。

看完後，寫下 3件你可以做的事情來幫助拯救海洋。你可以參考下方

的例子，用句子或短語寫作。 

Example: 

Sentence(句子) – I will not use plastic straw. 

Phrase(短語) – No to plastic straw 

 

 

 

 

 

WORD BANK! (Nouns.) 

 

 

             seal                     turtle             plastic bottle                                           

plastic bag          garbage               candy wrapper    

 

WORD BANK! (Verbs.) 

take care (of)照顧… throw make think 

pick up撿起 recycle回收 can stop停止 

 

1. 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FPoIU5iiY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