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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 60，感恩有您    校長王健旺 

中山國小創校 60 週年了！60 年，一甲子，代表的是一種圓滿，一種歲月軌跡，

也是代表學校的發展已成熟而穩健了！ 

民國 47 年浮洲地區同時成立了中山國小和實驗國小，當時中山國小學生很多是

國防部（眷村）子弟，而實驗國小則為板橋教師研習會的課程實驗學校。民國 61 年，

這兩所學校合併為板橋中山實驗小學，仍肩負著臺灣課程實驗的重責大任。一直到

板橋教師研習會升格為國家教育研究院，並遷移至三峽，在民國 83 年才更名為臺北

縣中山國小，因應臺北縣升格，現在學校校名則為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而

此歷程就走了一甲子了，也培育出無數優秀的中山校友。 

歷經 60 年歲月的中山校舍，已呈頹舊之狀，但也苦無改建的機會。幸賴，鄰近

學校原榮工鋼廠，在國家政策下，興建了浮洲合宜住宅，而也在新北市政府及各界

民意代表的支持下，學校有了全面改建的契機，總工程經費達 7 億 9, 990 萬元，預

定分三階段改建，其中第一階段已在 106 年 3 月正式動土，首先動工的就在由營建

署無償撥地的 0.63 公頃的新校地上，預定在 108 年 5 月，我們中山就會完成第一棟

新建築了，這真是令人雀躍，未來的校舍將呈現出美學、現代、環保、綠能並保有

中山傳統元素的新校舍，不管是浮洲人或是中山的校友都可看見學校的轉變。 

中山國小在歷任校長、會長、老師的努力下，一直保有優質而紮實的教育學風，

而現今的中山國小也是大觀藝術教育園區策略聯盟學校之一，著重於藝術教育的推

動，並獲得教育部藝術貢獻獎績優學校、教育部閱讀磐石學校。同時為建立學生的

國際視野，也推動外籍教師、國際見習生、美國教會志工等入班上課，並和北京第

二實驗小學永定分校建立姐妹校，進行互訪交流，讓學生與國際接軌。 

中山國小的願景為 「人文中山．活力校園」，即希望培育出具人文素養、身心

健全的學生，這幾年在老師共同努力下，以「書香校園」、「溫馨校園」、「綠色校園」、

「藝術校園」四大主軸，發展出完整、縝密的校本課程，讓學生接受全人的教育。 

中山國小 60 年來有太多人的協助，學校才能持續的發展，除了政府長 

官的支持外，我們特別感謝歷任的家長會、志工隊及社區住民的協助。 

這次 60 週年的校慶更要感謝所有籌備委員的參與，尤其黃富主委的大力 

協助，讓 60 週年校慶能順利圓滿進行。 

最後，祝福所有中山的親、師、生、校友及關心中山發展的朋友們， 

 大家平安，也祈求校運昌隆、教育更優質，中山持續風華！ 

 



校園訊息 

戀唸中山一甲子!~找最特別的你

喔! 

 

 

 

 

戀唸中山一甲子!~找最特別的你

喔! 六朝光陰飛似箭 

十代薪火遞相傳 

週週日日思實驗 

年年月月憶中山 

 

我們在找中山家族裡最特別的您或

他!尋找您或他家中成員「三代」均

是中山畢業的校友，請這樣特別的

家族成員趕快跟我們聯繫，也一定

要在 107/4/28(六)回學校參加 60 週

年校慶活動喔! 

中山一甲子 4/28 校友娘家宴 

好久不見的校友！4/28(六)邀您回學校「逗熱鬧喔 !」 

2018 年的到來，意味中山 60 週年校慶的日子越來越近了！真的要請大家「樓

頂招樓，阿爸招阿媽（台語）」，作伙回中山參加慶祝活動喔！邀請中山校友及親

朋好友，一定要在 107 年 4 月 28 日(六)回來逗熱鬧喔！ 

不管您是中山國民學校/實驗國民小學/中山實驗國民小學/中山國民小學畢

業的校友，我們都曾在母校中學習及成長，學校為慶祝 60 週年校慶，將在這即將

拆建的校地上辦桌，誠摯邀請各屆校友報名繳費參加校友娘家宴，讓我們再次感

受在中山的年少情懷。（詳情請至中山校網參閱） 

傳道授業仿先賢 

承上啟下攜後進 

花香芬芳滿浮洲 

甲子歲月留板橋 

「戀唸中山一甲子」大型藝術紀念碑暨中山國小校慶教育募款 

為誌念中山國小設校一甲子，籌建「戀唸中山一甲子」大型藝術紀念碑，並辦理本

校 60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同時營造中山國小優質教育，歡迎校友及各界仕紳踴躍

捐款，您的支持，讓中山更美好。 

（一）隨心樂捐：歡迎校友回饋母校或各界贊贈本校，捐贈金額自由隨心，學校會

開立家長會收據（得抵稅之用）, 並設置專款科目。為表彰熱愛母校或熱心教育，

如捐贈一萬元以上者，將在「戀唸中山一甲子」大型藝術紀念碑上落款芳名，以茲

紀念。 

（二）專款用途： 

1、校慶活動：校慶專刊、校友宴、校慶慶祝大會、LOGO 徵選、老照片募集、校慶 

  園遊會、校慶藝文展、校慶運動會、紀念品製作、戲起樂揚社團成果展…等 

2、「戀唸中山一甲子」大型藝術紀念碑 

3、中山國小校務及教育發展 

（三）捐贈方式：現金可當日或提前至總務處辦理，或匯款至家長會帳戶 

        (匯款前請先電話聯繫 2275-5313 分機 224 涂小姐) 

 銀行：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浮洲辦事處 

 戶名：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家長委員會  帳號：0207-20-011-798-8 

 中山國小 60 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 主任委員黃富 

              中山國小家長會會長林芯宇 敬上 



 

前場(操偶) 
後場 

鑼鼓 旋律 

604 陳品仲 504 吳淑華 505 施佑霖 606 艾思妤 

604 張淙盛 504 林子皓 403 金坤龍 606 王姿蘋 

602 高裕勝 401 程俊誌 301 温致詠 502 陳宥潔 

602 吳炳杰  501 黃潔敏 
 

  403 李洛謙 
 

  405 呂承韋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 班 李子勤 許駿奇 陳思儀 吳畇澔 陳柏翰 張喬雅 

2 班 蔡秉佑 余柏諺 吳冠毅 董致嘉 廖偉劭 吳妍柔 

3 班 林采新 盧品言 劉振翔 陳玟卉 蘇栢正 陳奕銓 

4 班 江念依 江雨駿 吳妤稹 林筱晴 林姿伶 許瑋成 

5 班 黃寬晟 詹棋丰 楊書瑜 何奕濠 張哲睿 褚烜羽 

6 班 李泠緗 呂沛珊 林柏諺 漆韜沂 李承壕 李儀 

7 班     蘇郁淳 康家綺 方晏偵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 班 黃紫喬 余晨君 林芊孜 陳彥安 郭霖甄 呂鋐廉 

2 班 黃聖揚 林亮瑜 楊易軒 謝承典 許恆嘉 蔡佳佳 

3 班 江姷亭 洪晨芯 陳玲靜 蔡亞馨 林映岑 邱鴻章 

4 班 柯以欣 周彤嬛 吳雨庭 高羽璇 呂洪瑜 趙子傑 

5 班 高育煖 鄧孟慧 吳昊謙 許琇鈞 高愷昀 鄭仲甯 

6 班 林佑宸 吳畇翰 黎咨妤 黃豊茗 蕭婷尹 王姿蘋 

7 班     鄒子皓 鄭嘉宇 林唯辰   

賀！本校田徑隊參加新北市 107年小學運動會榮獲佳績 

中山國小也獲得男童乙田徑總錦標第五名、女童乙田徑總錦標第五名，604 吳佩

紋更入選新北市國小田徑代表隊，5/11~12 將代表新北市參加全國小學田徑錦標

賽，期望能夠突破佳績。 

感謝辛苦的指導老師：王俊貴老師、陳韋伶老師、陳建文老師、鄭秀娥老師、黃

桂平老師、黃健富老師…。 

恭喜低年級舞蹈社參加106學年度全國舞蹈比賽國小團體B兒童舞蹈榮獲優等！ 

感謝編舞老師魏素靖老師；指導老師陳季蓮老師、黃麗銑老師、柯佳欣老師、陳

逸姍老師、柳佩瑛老師，以及王健旺校長、林芯宇會長、許吟如主任、黃健富組

長的支持與鼓勵。 

榮譽榜 

掌中劇團代表學校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榮獲國小傳統偶戲類-布

袋戲組-「優等」佳績，感謝王健旺校長、許吟如主任、黃麗銑老師、蔡麗紅老師、

黃武山老師、葉慶章老師、陳亮均老師的用心指導。 

校外比賽 掌中劇 

2 月份品德教育-誠信 榮譽兒童 ３月份品德教育-正義 榮譽兒童 



 

溫馨提醒一 

為因應校舍改建工程，校方已用甲種圍籬區隔施工區域與教學區域，工地之進

出口與工人出入動線不會與教學區域重疊。校方同時亦時常宣導請孩子於安全

之區域活動，再煩請家長一同提醒孩子懂得保護自己，挑選適合活動與安全之

區域遊玩。（總務處） 

溫馨提醒二 

及早矯正惡視力 不讓高度近視危害下一代健康 

               【健康傳媒 林雁茹／台北報導】2017.12.27 

    隨著 3C 產品使用者年齡層下降，學齡兒童近視比例逐年大幅增加。眼科醫師

表示，家長務必謹慎預防兒童近視，特別是當家長有高度近視時，下一代近視加

深速度與成為高度近視的機率將比一般孩童還高。協助兒童養成正確用眼習慣，

萬一近視及早進行視力矯正，否則當兒童進展 500 度以上高度近視，日後罹患眼

部疾病的機率大增，合併白內障、青光眼、黃斑部出血、視網膜剝離等嚴重後果

的風險將升高，因此控制近視快速惡化成為家長的當務之急。 

    目前控制方法除了點散瞳劑之外，還有配戴角膜塑型片的另一選擇。角膜塑

型片與散瞳劑的最大差異在於，角膜塑型片並不會發生散瞳劑常見的畏光或過敏

副作用，因此對於無法點散瞳劑的小朋友、或是常在戶外活動的人來說，是較方

便安全的選擇。 

   

  定期檢查視力是相當必要的，只

要能提早發現治療，絕大部分都能避

免成為高近視。陳逸川提醒家長，切

勿忽略孩子近視問題，並選擇適合孩

童的治療方式，協助養成正確用眼習

慣，使用 3C 產品應每隔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同時需慎選專業眼科醫師進

行角膜塑型片的精準驗配訂做，每日

確實配戴才能有助於近視的控制，否

則視力就真的回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