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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出少年】

6 2015 新民卓越盃成績數學競賽

8 臺北市私立新民小學 104 學年度上學期【學生團隊對外比賽】優勝名單

11 臺北市私立新民小學 104 學年度上學期【學生團隊校內比賽】優勝名單

14 第九屆聯合盃作文大賽 初賽 私立新民小學取得參加複賽學生名單

【榮耀的藝術人文】

15 臺北市私立新民小學 104 學年度上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對外比賽

15 104 年度臺北市美術比賽獲獎名單

【天真可愛的一年級�新鮮事多】

16 遊記─我的第一次校外教學 一年忠班 曾珩睿

16 遊記─我的第一次校外教學 一年忠班 林子昕

17 數字聯想 一年忠班 王崧任

18 我上小學了 一年孝班 周子恩

18 我的學校生活 一年孝班 鄒家安

19 逛書店 一年孝班　林序翰

20 美好的一天 一年仁班　宋芃萱

20 快樂的萬聖節 一年仁班　蔡淳程

21 快樂的校外教學 一年仁班　余光泰

23 我的玩偶 一年愛班　廖苡彤

23 體育表演會 一年愛班　張芷菱

24 校外教學遊記 一年愛班　林柏昀

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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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目 錄

【熱情奔放的二年級�生活放大鏡】

25 中國行 二年忠班　謝子逸

25 歡樂的體育表演會 二年忠班　林俐妏

27 二年忠班的萬聖節 二年忠班　黃宥薰

29 爸爸的職業 二年孝班　蔡皓丞

29 我的驚喜包 二年孝班　陳約彤

30 圖書館 二年孝班　許天宜

31 班級寵物 二年仁班　葉姷呈

31 黑蟻 二年仁班　林士翔

32 我愛日本 二年仁班　謝依倢

33 花東之旅 二年愛班　譚湘穎

34 露營記 二年愛班　鄒佳祐

35 偶戲館初體驗 二年愛班　蕭雅勻

【好奇活潑的三年級�學習點滴】

36 逛夜市 三年忠班　顏沛思

37 一次難忘的旅行 三年忠班　梁鎮麟

38 一次難忘的旅行 三年忠班　黃威程

40 自我介紹 三年孝班　許榳軒

41 快樂的校外教學 三年孝班　林序安

42 校外教學 三年孝班　溫柏翔

44 我的寵物 三年仁班　林羽玨

45 貪吃的紅色小豬 三年仁班　王宥翔

45 媽媽的拿手菜 三年仁班　施采岑

47 我的弟弟 三年愛班　陳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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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夜晚的聲音 三年愛班　盧俐安

48 如果沒有考試 三年愛班　陳威宇

【懂事歡樂的四年級�學習與探索】

50 小提琴與我 四年忠班　王芃云

50 我家是動物園 四年忠班　陳怡瑄

51 勇氣 四年忠班　陳宜卓

53 幸運的生還者 四年孝班　林子屏

54 瓢蟲 四年孝班　陳思齊

54 母雞 四年孝班　賴新元

55 二十年後的我 四年仁班　徐靖皓

56 最開心的一件事 四年仁班　周昕橘

57 二十年後的我 四年仁班　林郁軒

59 童詩集錦 四年愛班

莊庭睿 林宥儀

張盛惟 莊沛衡

郭承勳 曾國恩

60 愛的世界 四年愛班　洪續恩

61 我最開心的事 四年愛班　徐于翔

【青春亮麗的五年級�健康快樂與體驗】

63 流浪狗的心聲 五年忠班　林羿喬

64 流浪狗 五年忠班　王和華

65 流浪狗的心聲 五年忠班　李宇澤

66 灰姑娘（改編版） 五年孝班　王俞喬

67 我最喜歡的一首歌 五年孝班　徐承欣

68 逛書店的收穫 五年孝班　張辰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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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我最想完成的一件事 五年仁班　李書嫻

72 一次旅行 五年仁班　林彥廷

73 有志竟成 五年仁班　林倢伊

75 等公車的滋味 五年愛班　陳泰均

76 無名英雄 五年愛班　鄭宇涵

77 品味生活大餐 五年愛班 田欣惠

【成熟穩重的六年級�探索與成長】

78 假如我有一臺時光機 六年忠班　潘薇婷

79 最美的回憶 六年忠班　江承睿

80 媽媽的身體語言學習法 六年忠班　張瑞庭

81 明辨是非教孩子講理也講禮 六年忠班　許皓怡

84 讀書心得 六年孝班　林郁庭

85 最難忘的回憶 六年孝班　李麗瑤

87 寫給地球的一封信 六年孝班　薛予柔

88 給十五年後的我 六年孝班　蔣昊融

90 大自然的美麗與哀愁 六年仁班　俞安怡

91 太平山之旅 六年仁班　羅秦萭

92 其實我是冤枉的 六年仁班　曾捷榆

93 成功的墊腳石 六年仁班 王 淇

96 幸運的老王 六年愛班　吳芷安

97 小兔奮鬥記 六年愛班　李昀熹

98 螞蟻日記──搬運食物 六年愛班　施亭羽

99 一杯咖啡，三種價格（摘自網路）

102 一杯禮貌咖啡──讀後心得 六年愛班　金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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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Writing】

104 A Beijing Trip 三年仁班 張守柔

105 My Neighborhood 三年仁班 王宥翔

105
Things we need to remember 
during an earthquake 三年愛班 孫欣彤

106 My Good Friend 三年愛班 杜紹輔

107 My new classmate 四年忠班 王芃云

107 My birthday 四年忠班 楊予馨

108 My favorite basketball player 四年忠班 陳瑞毅

109 The Most Unforgettable Journey 四年孝班 賴新元

110 The Aztecs 四年仁班 楊若琳

110 A Great Dream 四年愛班 易楷騰

111 Changes 五年仁班 林倢伊

112 My Idol 五年仁班 蘇宸嫻

113 A Story about Ghosts 六年忠班 洪子涵

113 A Plan to A Haunted House 六年忠班 章立典 

114 The Haunted House 六年孝班 林郁婷 

114 Have Fun in  Halloween! 六年孝班 陳詠瑄

115 The Haunted House 六年仁班 樂雲飛 

116 Really Scared Experience 六年仁班 俞安怡

117 An Interesting Birthday Party 六年愛班 吳芷安

118 My Remote Control F-15 六年愛班 黃畢豪

120 The Chronicles of Chocolate 六年愛班 施采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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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5 新民卓越盃成績數學競賽

學生姓名 性別 年級 班級 第一試 第二試 總分 數學獎項

詹秉臻 女 6 忠 56 16 72 優選獎
潘薇婷 女 6 忠 84 24 108 優等獎
廖奕翔 男 6 孝 104 64 168 3
吳奇侑 男 6 孝 92 16 108 優等獎
王禹涵 女 6 孝 72 8 80 優選獎
林郁庭 女 6 孝 68 8 76 優選獎
藍晨云 女 6 孝 64 16 80 優選獎
賴柏碩 男 6 仁 56 16 72 優選獎
胡俊濤 男 6 仁 72 24 96 優等獎
楊崇希 女 6 愛 72 16 88 優等獎
吳芷安 女 6 愛 64 8 72 優選獎
陳薇安 女 5 忠 92 48 140 優勝獎
王亮凱 男 5 忠 92 48 140 優勝獎
劉佳穎 女 5 忠 96 32 128 優等獎
王俞喬 女 5 孝 92 40 132 優等獎
林軒廷 男 5 孝 76 32 108 優選獎
藍柏鈞 男 5 孝 100 48 148 特優獎
林彥廷 男 5 仁 88 24 112 優選獎
王昱程 男 5 仁 76 24 100 優選獎
邱于諾 男 5 愛 80 40 120 優等獎
邱于誠 男 5 愛 84 40 124 優等獎
呂羿昕 男 5 愛 92 40 132 優等獎
陳宜卓 男 4 忠 120 40 160 特優獎
邱大維 男 4 忠 80 16 96 優選獎
吳昱晨 男 4 忠 90 24 114 優選獎
楊叡 男 4 孝 85 32 117 優等獎

陳柏維 男 4 孝 85 16 101 優選獎
蔡曜中 男 4 孝 55 0 55 NULL
傅予安 女 4 仁 95 8 103 優選獎
廖昱嘉 男 4 仁 70 32 102 優選獎
廖梓翔 男 4 仁 95 64 159 特優獎
許安妤 女 4 愛 100 8 108 優選獎
莊沛衡 男 4 愛 90 16 106 優選獎
陳亮瑜 男 4 愛 75 16 91 優選獎
李奕頡 男 4 愛 110 48 158 特優獎
陳弘曄 男 4 愛 60 16 76 NULL
王瑀 女 4 仁 65 32 97 優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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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性別 年級 班級 第一試 第二試 總分 數學獎項

邱士鎧 男 3 忠 80 24 104 優等獎
黃威程 男 3 忠 90 48 138 優勝獎
賴柏岑 男 3 孝 100 48 148 特優獎
溫柏翔 男 3 孝 85 32 117 優等獎
林煜棠 男 3 孝 75 8 83 優選獎
王宥翔 男 3 仁 70 24 94 優選獎
謝佾儒 男 3 仁 80 56 136 優勝獎
張祐端 男 3 仁 100 40 140 優勝獎
沈揚軒 男 3 仁 60 8 68 進步獎
張瑛琦 女 3 仁 65 24 89 優選獎
林羽玨 女 3 仁 65 24 89 優選獎
陳柏睿 男 3 仁 95 32 127 優等獎
邱議寬 男 3 愛 80 32 112 優等獎
莊翔伊 女 2 忠 110 56 166 特優獎
李芷瑄 女 2 忠 85 24 109 優選獎
陳致辰 男 2 仁 75 40 115 優選獎
王敬圓 女 2 仁 65 56 121 優選獎
錢承東 男 2 仁 85 48 133 優等獎
李英頡 男 2 仁 75 40 115 優選獎
田亞宸 男 2 愛 55 32 87 進步獎
陳栩煇 男 2 愛 95 40 135 優等獎
林秉濬 男 2 愛 55 24 79 進步獎
鄒佳祐 男 2 愛 95 56 151 優勝獎
莊翔云 女 1 忠 70 32 102 優選獎
李定鴻 男 1 忠 70 32 102 優選獎
彭家奇 男 1 忠 70 32 102 優選獎
王昱閎 男 1 忠 90 64 154 優勝獎
徐楷恩 男 1 忠 75 48 123 優選獎
唐品頡 男 1 仁 75 32 107 優選獎
余光泰 男 1 仁 90 56 146 優等獎
尤貽樂 女 1 仁 95 56 151 優等獎
陳又寧 女 1 55 56 111 優選獎
魏廷霖 男 1 80 56 136 優等獎
游定哲 男 1 愛 100 56 156 優勝獎
蔣其諺 男 1 愛 80 48 128 優選獎

2 015 新民卓越盃成績數學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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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的藝術人文榮耀的藝術人文

臺北市私立新民小學 10 4 學年度上學期
【學生團隊對外比賽】優勝名單 

類  別
年
級

班
級

姓  名 組別 成  績 指導老師

104 學年度臺北市南區
多語文競賽

六 忠 吳柏萱 國語文朗讀組 第五名 曹慧鈞

六 忠 黎家瑜 國語文作文組 第三名 林妤真

六 愛 李昀熹 國語文字音字形組 優  等 白鴻禎

六 愛 金靈 英語演說 ( 國內組 ) 優  等 史惟萱

六 仁 樂雲飛 英語演說 ( 國外組 ) 優  等 林以媜

六 仁 羅秦萭 客語歌唱 優  等 陳菊蘭

104 學年度臺北市
美術比賽

四 仁 傅予安 漫畫類 第二名

五 孝 黃璽祐 水墨畫 第二名

五 孝 張辰溦 繪畫類 第二名

三 孝 溫柏翔 漫畫類 第三名

六 忠 吳晉緯 平面設計類 第三名

六 仁 雷沛珊 水墨畫類 第三名

二 愛 劉安淇 繪畫類 佳作

三 孝 陳宥荃 水墨畫類 佳作

四 孝 吳昱樺 平面設計類 佳作

四 孝 蕭雅晴 平面設計類 佳作

四 忠 黃彥融 版畫 佳作

四 仁 徐靖皓 版畫 佳作

六 忠 方子綺 版畫 佳作

五 孝 蔡欣容 漫畫類 佳作

六 孝 劉開弘 漫畫類 佳作

中華民國第四十六屆
世界兒童畫展

五 愛 黃子誠 特優獎

二 孝 張宸睿 優選獎

四 愛 易楷騰 佳作



9

新 民 少 年新 民 少 年

類  別
年
級

班
級

姓  名 組別 成  績 指導老師

第二屆國鼎盃
全國工程創意賽

五 愛
邱于誠

少年組 第一名
邱于諾

六 愛 李昺圜 機器人火星探險任務
-Super Team 第三名

全國溜冰錦標賽 六 忠 方子綺 三百公尺計時賽 第一名

第九屆聯合盃
作文大賽初賽

取得參加複賽學生名單

五 忠 張涵如

高年級

第四名

五 愛 趙晨宇 佳作

五 愛 辜昰達 佳作

五 孝 韓采凝 佳作

五 孝 張辰溦 佳作

五 孝 王俞喬 佳作

六 忠 洪子涵 佳作

六 愛 李昀熹 佳作

六 愛 許孟倢 佳作

三 愛 盧俐安

中年級

佳作

四 忠 柳韋丞 佳作

四 忠 陳宜卓 佳作

四 忠 邱大維 第五名

四 忠 周厚妘 佳作

四 愛 徐于翔 佳作

四 愛 陳詣涵 佳作

台北市國小南區運動會

男童乙組田賽總錦標 第六名

六 忠 翁紹唐 男童組跳高 第二名

六 忠 翁紹唐 男童組 100 公尺 第二名

四 愛 彭立侖 蝶式 50M 第六名

四 愛 彭立侖 蝶式 100M 第五名

臺北市私立新民小學 10 4 學年度上學期
【學生團隊對外比賽】優勝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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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年
級

班
級

姓  名 組別 成  績 指導老師

台北市全民盃全國跆拳道
錦標賽

六 仁 羅秦萭 品勢女子高年級
色帶組品勢組 第三名

六 仁 鄭羽辰 品勢女子高年級
黑帶一段品勢 B 組 第六名

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

六 仁 許敦皓 國小個人組非音樂班
小提琴獨奏 甲等

四 仁 徐靖皓 國小個人組非音樂班
小提琴獨奏 甲等

五 愛 林灝維 國小音樂班組鋼琴獨奏 特優第一名

直笛團 直笛合奏 優等
臺北市

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合唱團 客家語系南區 特優第一名 陳菊蘭

臺北市教育盃
圍棋錦標賽

六 忠 翁紹唐 個人三段 A 組 第一名

圍棋隊

三段個人組 第一名

團體組中年級 第三名

團體組高年級 第五名

全國中正盃武術聯賽
六 愛

徐向昕

基本拳短兵全能 第二名

陳嘉惠

武術基本拳個人 第一名

基本劍術 第一名

林煜翔
武術初級拳 第五名

全能 第八名

五 忠 劉士瑋 武術基本拳個人 第六名

第 39 屆河合之友鋼琴比賽 五 愛 林灝維

乙類兒童組高年級 冠軍

甲類兒童組高年級 亞軍

陳茂萱教授鋼琴作品詮釋 佳作獎

第 15 屆國際盃
數學能力檢測暨競賽

三 仁 張瑛琦
台北區三年級組

甲等獎
三 愛 陳威宇 優等

104 OMC 全國奧林匹亞
菁英盃數學競賽初賽

一 愛 游定哲 國小一年級組 叁等獎

四 愛 黃元亨 國小四年級組 表現優良

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活動
四 愛 莊庭睿 銀牌獎
六 孝 張豈禎 銀牌獎

臺北市私立新民小學 10 4 學年度上學期
【學生團隊對外比賽】優勝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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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新民小學 10 4 學年度上學期
【學生團隊校內比賽】優勝名單 

類  別 年級 班級 姓  名 成  績

四五年級書法比賽

四 仁 張謙 第一名

四 仁 廖梓翔 第二名

四 愛 易楷騰 第二名

五 仁 林倢伊 第一名

五 孝 張辰溦 第二名

五 忠 張涵如 第三名

四五年級朗讀比賽

四 忠 陳宜卓 第一名

四 愛 李奕頡 第二名

四 愛 杜崇輔 第三名

四 孝 林子屏 第三名

五 仁 蘇宸嫺 第一名

五 愛 邱語昕 第二名

五 忠 張涵如 第三名

五 孝 王俞喬 優等

四五年級字音字形比賽

四 愛 易楷騰 第一名

四 仁 林郁軒 第二名

四 孝 宋芝頤 第三名

五 孝 韓采凝 第一名

五 忠 陳薇安 第二名

五 忠 張涵如 第二名

四年級演說比賽

四 忠 王芃云 第一名

四 愛 莊沛衡 第二名

四 愛 吳紹儀 第三名

四 忠 陳宜卓 優等

五年級演說比賽

五 孝 張辰溦 第一名

五 仁 林倢伊 第二名

五 仁 林采禕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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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的藝術人文榮耀的藝術人文

類  別 年級 班級 姓  名 成  績

六年級英語閱讀比賽

六 仁 樂雲飛 特優

六 忠 章立典 優勝

六 忠 黃懷毅 優勝

六 忠 鄭翔遠 優勝

六 忠 周湘庭 優勝

六 忠 彭愷晨 優勝

六 孝 蔣昊融 優勝

六 孝 李梓瑜 優勝

六 愛 林煜翔 優勝

六 愛 李昺圜 優勝

六 愛 金靈 優勝

六 忠 張瑞庭 優等

六 孝 廖奕翔 優等

六 孝 朱昱晨 優等

六 孝 吳奇侑 優等

六 孝 林翰彤 優等

六 孝 何庭瑄 優等

六 仁 曾捷瑜 優等

六 仁 李品璇 優等

六 愛 李昀熹 優等

六 愛 廖律凱 優等

六 愛 翁子展 優等

六 愛 林俐馨 優等

五年級英語演說比賽

五 孝 張辰溦 第一名

五 仁 林倢伊 第二名

五 仁 蘇宸嫺 第三名

五 孝 王俞喬 優等

臺北市私立新民小學 10 4 學年度上學期
【學生團隊校內比賽】優勝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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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年級 班級 姓  名 成  績

四年級英語讀者劇場比賽

四 仁

傅予安

第一名

林郁軒

程薇

王柏硯

林睿軒

四 孝

黃可翰

第一名

林奕廷

蕭雅晴

楊叡

林子屏

四 忠

陳瑞毅

第二名
陳宜卓

郭裕傑

蔡昕妤

四五年級作文比賽

四 忠 邱大維 第一名

四 仁 周昕橘 第二名

四 愛 易楷騰 第二名

四 孝 陳思齊 第三名

五 孝 韓采凝 第一名

五 忠 馬沛瑜 第二名

五 孝 王俞喬 第三名

五 忠 張涵如 優  等

臺北市私立新民小學 10 4 學年度上學期
【學生團隊校內比賽】優勝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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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聯合盃作文大賽 初賽
私立新民小學取得參加複賽學生名單（高年級）

順次 班級 學生姓名 名次

1 五忠 張涵如 第四名

2 五愛 趙晨宇 佳作

3 五愛 辜昰達 佳作

4 五孝 韓采凝 佳作

5 五孝 張辰溦 佳作

6 五孝 王俞喬 佳作

7 六忠 洪子涵 佳作

8 六愛 李昀熹 佳作

9 六愛 許孟倢 佳作

第九屆聯合盃作文大賽 初賽
私立新民小學取得參加複賽學生名單（中年級）

順次 班級 學生姓名 名次

1 三愛 盧俐安 佳作

2 四忠 柳韋丞 佳作

3 四忠 陳宜卓 佳作

4 四忠 邱大維 第五名

5 四忠 周厚妘 佳作

6 四愛 徐于翔 佳作

7 四愛 陳詣涵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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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賀  10 4 年度臺北市美術比賽 本校成績煇煌
感謝焦素玲老師，鐘碧惠老師，和導師們辛苦指導，

獲獎名單如下：

四仁傅予安 榮獲漫畫類第 2 名

五孝黃璽祐 榮獲水墨畫類第２名

五孝張辰溦 榮獲繪畫類第２名

三孝溫柏翔 榮獲漫畫類第３名

六忠吳晉緯 榮獲平面設計類第３名

六仁雷沛珊 榮獲水墨畫第 3 名

二愛劉安淇 榮獲繪畫類佳作

三孝陳宥荃 榮獲水墨畫佳作
恭喜新民老師和同學。

四孝吳昱樺 榮獲平面設計類佳作

四孝蕭雅晴 榮獲平面設計類佳作

四忠黃彥融 榮獲版畫類佳作

四仁徐靖皓 榮獲版畫類佳作

六忠方子綺 榮獲版畫類佳作

五孝蔡欣容 榮獲漫畫類佳作

六孝劉開弘 榮獲漫畫類佳作

臺北市私立新民小學 10 4 學年度上學期
教師指導學生對外比賽

序號 教師姓名 得獎者 比賽項目 獎次

1 林妤真 黎家瑜 多語文- 作文組競賽 第三名

2 曹惠鈞 吳柏萱 多語文- 朗讀組競賽 第五名

3 史惟萱 金靈 多語文- 英語演說 1 組競賽 優等

4 林以媜 樂雲飛 多語文- 英語演說 1 組競賽 優等

5 白鴻禎 李昀熹 多語文- 字音字形組競賽 優等

6 陳菊蘭 羅秦萭 多語文- 客語歌唱組競賽 優等

依據：本校 98.07.04 對外比賽教師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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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個晴朗的好

天氣，我帶著熱狗、三明

治、飯糰和餅乾，還有竹

蜻蜓，開心準備校外教學

去，路上經過看到美麗的

風景，終於到了黑松博物

館。

我們先看了影片，

他有介紹黑松的飲料有

哪些，又逛了工廠，知道

飲料如何製造，飲料都

擺設很整齊漂亮，我們

還拿到了禮物，是飲料

和筆。

中午我們到石門水

庫旁的草原上吃午餐，吃

完後就開始玩我最愛的

竹蜻蜓。

今天讓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看到很多不同的

飲料，讓我很想很想喝光

光。

今天真是愉快的一

天。

今天很開心，因為

這是我上小學的第一次

戶外教學，太陽也出來

對我們微微笑。

我們先去看了介紹

黑松博物館的影片，接

著參觀工廠和擺設陳列，

讓我學到更多知識。

我和同學一起享用

美味的午餐，之後一起

玩跳繩。

和同學一起玩是我

最開心的事情。真期待

下一次的校外教學。

遊記─我的第一次校外教學 一年忠班 曾珩睿

遊記─我的第一次校外教學 一年忠班 林子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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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聯想 一年忠班 王崧任

天鵝在水邊生蛋，

有一天，有人把蛋偷走

了，天鵝回來了，發現蛋

不見了，牠找很久都找

不到。牠是「2」，天鵝「2」。

從前從前，有一隻

蝴蝶，牠每天都很忙，從

沒有一天休息。有一天，

牠生蛋了，蝴蝶很開心。

有一天，蛋破了，小寶寶

出來了，蝴蝶蝴蝶很開

心。在花園裡跳舞。牠是

「3」，蝴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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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暑假過後，

我上小學一年級了。以

前在幼兒園的時候，從

來沒有看過操場、走廊，

和大大漂亮的教室，也

沒有聽過「噹噹噹噹」

的上下課鐘聲。現在有

了大大的書包，還有很

多不同的課本。我每天

都會早起，準時七點半

到學校。

我 們 孝 班 是 王 老

師，她每天都很辛苦教

導大家要守規矩，有禮

我上小學了 一年孝班 周子恩

我的學校生活 一年孝班 鄒家安

我是家安，今年剛

上國小一年級，就讀的

學校是「臺北市私立新

民小學」。每天早上，親

切的校車阿姨會來接我

去上學。到校整理好書

包，就展開我在學校一

天的生活。

我的班上有兩位老

師，一位是我的導師王

敦華老師，王老師教我

們國語、數學、閱讀和健

康，也照顧我們在學校

的生活。另一位是黃佳

瑩老師，黃老師教我們

社會這個科目，我最喜

貌，要用功讀書，寫字要

整齊，做個乖小孩。我很

喜歡讀書，尤其喜歡英

文！我放學回到家，都

會告訴媽媽今天有趣的

事情，在班上也交到很

多好朋友。那一天我們

去校外教學好好玩   ！

爸爸說：「我在小

學會有六年的時間。」

所以我會珍惜每一分每

一秒，努力學習，得到好

成績。我非常喜歡我的

學校，每天都開心極了！



新新 民民 少少 年年新新 民民 少少 年年
19

新 民 少 年新 民 少 年

歡上自然課，因為可以

做實驗，學習新的知識。

我也喜歡多元學習的機

器人課，因為老師會教

我們組裝電動汽車，機

械手臂，比賽投籃。下課

時，我喜歡和同學在操

場上玩耍，每天都很開

心！

學校生活，天天都

可以學習新的事物，也交

到很多新同學和朋友，每

天一起開心的上課學習，

以後做一個有用的人。

逛書店 一年孝班　林序翰

星期天下午，媽媽

帶我去書店。那裡有好

多書，有小孩看的漫畫、

故事書，還有介紹動物

和昆蟲的科學叢書，以

及大人看的小說。

我選了一本最喜歡

的漫畫書，裡面的人長

得胖嘟嘟，很可愛，說話

很好笑。他們經過許多

困難才到達南極。我覺

得這本書很有趣！

後來媽媽說時間很

晚要回家了，我只好把

書放回書架，懷著依依

不捨的心情離開。希望

媽媽下次有空還能再帶

我逛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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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一天 一年仁班　宋芃萱

今天，我們要去校

外教學，我的心情很興

奮， 一顆心早就迫不及

待想飛出校園。

我們先來到飲料工

廠參觀，我不僅看到飲

料製作的機器與製作的

過程，還有拿到可愛的

鉛筆和冰涼的飲料，我

好開心喔！

中午，我們來到草

原午餐，我和同學一起

分享餅乾，也吃到很多

種零食，大家一起開心

分享的感覺真好。後來，

我和同學一起玩跳繩、

一二三木頭人和扯鈴，

大家還一起留下開心的

合照。

在 回 到 學 校 的 路

上，我不知不覺睡著了，

一起來就回到學校。回

想今天的活動，我覺得

這次校外教學真好玩，

不但認識飲料的製作，

還能和同學一起開心的

遊戲，我真希望天天都

是這麼美好的一天。

快樂的萬聖節 一年仁班　蔡淳程

十月的最後一個星

期五，學校舉辦了萬聖

節活動，大家不但可以

不用穿制服，還能穿著

便服，扮裝成自己想要

的角色。

這次，我扮演警察，

身上掛著哨子，穿著警

察先生灰色的制服，頭

上戴著深藍色的帽子，

最後還套上亮黃色的背

心，然後開心的隨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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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一起上樓參加萬聖節

服裝秀。一開始走秀時，

我緊張的站在台上不知

該怎麼辦，但是我看到

大家都勇敢的向前走，

也就不再害怕，鼓起勇

氣一步一步走到前方擺

出最帥的姿勢，順利完

成了我小學第一次的萬

聖節扮裝走秀。

下台後，我們就要

去闖關，第一關是單字

挑戰，我覺得很簡單，一

下子就闖關成功。接下

來我們一起唱歌，大家

都大聲唱著萬聖節的歌

謠，雖然這首歌是英語

歌詞，那也難不倒我們，

我覺得大家唱的真好聽

呢！
今 天 的 萬 聖 節 活

動，我度過了一個不一

樣的星期五，不僅能開

心的扮裝，還能挑戰各

種好玩的英語關卡，真

是個快樂的萬聖節。

歡樂的校外教學 一年仁班　余光泰

今天，我們大家一

起去校外教學活動，我

的心情十分開心。早上

一起床，我就非常興奮，

一吃完早餐就迫不及待

來到學校，真想要快點

到達目的地。

第一站，我們先來

到黑松博物館，也就是

飲料工廠，大家平常喝

的汽水、飲料，就是來自

這個地方。我們先看影

片的介紹，接著又到博

物館裡參觀。這時，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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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原來汽水是經過這

麼多人的合作，才會成

為我們手上一瓶瓶的飲

料，真是太神奇了。

後來，我們來到草

原野餐，大家一吃完餐

點就開始在草原上遊戲。

我們玩猴子接球、搶球，

大家追著球跑來跑去，

玩得非常開心。

這次的活動真是太

棒了，不但能認識飲料

的製作，也開心的和同

學玩遊戲，真希望以後

我們還能再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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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玩偶 一年愛班　廖苡彤

我有一隻可愛的小

貓玩偶，那是姑姑送我

的生日禮物。

它 是 一 隻 身 上 有

棕、黑、白三種顏色絨毛

小貓，我用鞋盒為它做

一個家。每天睡覺前我

都會陪它玩。晚上我還

會餵它喝牛奶、幫它蓋

被子。有時候它會出現

在我的夢裡；有時候它

會陪我一起騎腳踏車去

公園玩；當我醒來時，它

會對我微笑，真開心。

小貓玩偶是我最好

的朋友，也是我最愛的

寶貝。

體育表演會 一年愛班　張芷菱

今天是新民小學一

年一度的體育表演會，

一年級比賽項目是百發

百中。練習時，老師不斷

的叮嚀我們，要定下心、

看準再投，經過同學們

努力後，終於得到第一

名，全班都很興奮。

學校還舉辦一項親

子趣味競賽，我和爸爸

報名參加，這是我第一

次跟爸爸一起完成的運

動競賽。我覺得很開心，

我要謝謝爸爸的陪伴。

雖然運動場的場地

潮濕，沒辦法讓我們表

演所有節目，我還是玩

得很高興，希望明年會

是好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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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學遊記 一年愛班　林柏昀

十一月四日是我們

校外教學的日子。前一

天晚上，媽媽就幫我準

備好多餅乾和零食，還

有好吃的午餐，還跟我

說要和好朋友分享。

第一站是參觀黑松

飲料博物館。我們先看

影片介紹，再看一些古

老的照片和各式各樣的

瓶子。我覺得最有趣的

是寶特瓶再利用，製作

成好大的藝術燈和火箭，

他們真的好聰明。

中午，我們前往石

門水庫附近的大草原享

受媽媽的愛心。吃完午

餐，就可以玩鬼抓人和

踢球，大家跑得滿臉通

紅、汗流浹背。今天不用

上課真是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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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的體育表演會 二年忠班　林俐妏

一年一度的體育表

演會終於到來，我和我

的朋友都找下課時間來

練習。我們先從二年級

的趣味競賽「花轎迎親」

開始。在練習的時候因

為沒有新娘子的衣服，

所以只能請老師上課時

訓練。「噹噹噹，哇！」上

課了，這節剛好是老師

可以訓練我們的其中一

堂課，輪到我們這一組，

前轎夫、後轎夫敲鑼打

鼓等等組員都就位後，

暑假的最後兩個星

期，我和爺爺奶奶、爸

爸和哥哥去中國拜訪爺

爺的故鄉──江蘇省江陰

縣。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

早晨，叔叔帶我們去看

亞洲第一長河──長江。

長江上有許多來來往往

的大船，真是壯觀。

長江的岸邊上都是

岩石，不像海邊是沙子。

我們還走進古時候的軍

用隧道，裡面黑漆漆的，

講話還有回音。

這次的中國行，除

了陪伴爺爺奶奶，還增

加了許多見識。希望還

能有機會拜訪其他的國

家。

中國行 二年忠班　謝子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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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娘子進轎子後，就

可以出發往前衝了。

當新娘子一進轎大

喊一聲「衝！」，我們大

家就一起往前飛奔，其

他的組別都說：「她們那

一組怎麼像一個家族一

樣有全力向前衝的感覺

呀！」我們回來時，大家

都喘呼呼的，等待第二

輪又是我們時，我們再

次往前衝，這次我們比

上次衝得更快了，因為

我們超級希望幫班上拿

到冠軍。到了教室之後，

剩下一點點時間就要下

課了，老師趁機稱讚我

們，不但說我們像飛毛

腿一樣快，也說班上多

虧有我們。

到了體育表演會的

那一天，全家最早起 牀的

就是我啦！接下來是爸

爸、媽媽，只剩愛睡覺的

妹妹賴著不走，媽媽提

醒：「要不然我們不要吵

醒妹妹好了，我先和姐

姐到學校。」我和爸爸都

點頭說好，我們就開始

行動。我用這輩子最快

的速度吃完早餐、刷好

牙、洗完臉，然後出門！

到校後，我們先彩

繪、帶頭帶，再來個人拍

照、五人拍照、全班拍

照。哇！十點十五分了！

我們上去自然教室預備，

等一年級比賽完畢就換

我們上場。裁判哨聲一

吹，我們飛快的往前衝，

結果拿下了冠軍，我興

奮得又跳又叫，我們真

的超強！再來就是親子

趣味競賽「雙龍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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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聽到哨聲，我和爸爸

全力衝刺，雖然我們很

盡力，但只拿到第三名，

不過至少有得名，所以

我很滿足了。

回家的路上我心想：

「雖然這次體育表演會

下雨，可是難得有機會

在自己熟悉的迷你校園

和同學追逐、跑跳、爭取

榮譽，這不是體育表演

會最歡樂的宗旨嗎？」

學校在十月三十日

舉行了一個有趣的萬聖

節活動，每一位同學可

以裝扮成自己喜歡的人

物，學校的每一個同學也

裝扮了有趣的裝扮，裝扮

有蜘蛛、南瓜、幽靈、魔

鬼……實在是很有氣氛。

我看到別班還有我

們班的同學，開開心心的

打扮成不同的模樣，有人

打扮成哈利波特、海盜、

魔女、仙子、公主、超人、

二年忠班的萬聖節 二年忠班　黃宥薰

小小兵、鉛筆人、日本人、

美國隊長……我打扮成黑

魔女，還戴了一頂尖帽子

和提了一個大大的南瓜

袋子，我很喜歡這次的萬

聖節造型。

老師帶領我們全班

一起去操場上做活動，還

挑戰英文闖關的遊戲，有

念單字、唱歌、做鬼臉，

過關會有印章糖果……我

每個遊戲都有成功，闖關

卡三個關卡被蓋了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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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印章，最後老師幫我

們全班拍了好多好多好

美麗的照片。

萬聖節雖然是西方

人的節日，我們透過遊戲

和唱歌，了解這個熱鬧的

文化活動，我希望下次可

以和這一年一樣，快快樂

樂的度過有趣的萬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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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職業 二年孝班　蔡皓丞

我的爸爸是一個機

車店的老闆。每天早上

十點上班，直到晚上十

點才下班。有時下班鐵

門降下來了，但爸爸還

是繼續在工作，他一定

會把工作全部都完成，

才會放心的去睡覺。

爸爸的店，受環保

局委託代測排氣檢驗，

所以爸爸不能離開店裡。

除此之外還有更換機油、

輪胎……等等。所有各種

跟機車有關的事情，都

難不倒我的超人爸爸。

我 覺 得 爸 爸 很 厲

害，就像一位機車醫生，

當車子生病被送到爸爸

的手裡，任何大大小小

的毛病，爸爸都能一一

解決，把車子健康的還

給客人。而且爸爸就像

一隻勤勞的蜜蜂，從開

店到現在快二十年，只

有星期日跟過年才有休

息，辛苦賺錢都是為了

讓我和妹妹能在很好的

環境讀書，我跟妹妹一

定會努力用功讀書，讓

爸爸開心。

爸爸辛苦了，我愛

您！

我的驚喜包 二年孝班　陳約彤

我很喜歡在我生日

或兒童節時，媽媽會送

我一個驚喜包，因為裡

面有很多我想要的東西，

都是一些我非常喜歡的

小禮物。

拆開驚喜包前，我

會感到特別期待和興奮。

因為，拆開後裡面有各式

各樣的小物品，有色筆、

吊飾、相本、筆記本，我

真的感到很開心和幸福。

有時候，我會把驚

喜包裡的卡片，寫上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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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很喜歡去

圖書館，有時候爸爸也

會帶我和哥哥去「臺灣

圖書館」。

「臺灣圖書館 」很

大，裡面有看不完的書。

在那裡有些人在用電腦，

有些人在借書，也有些

人在唸書。我最喜歡呆

在親子區，那裡有很多

我愛看的書，例如各式

各樣的繪本、故事書，另

圖書館 二年孝班　許天宜

外還有充滿五彩繽紛、

美麗圖案、可以教人畫

畫的書。

圖書館裡的書可以

讓我增加知識，它是我

們的好朋友，所以我最

愛去圖書館了。我也希

望每個週末爸媽都能帶

我上圖書館，這樣我就

可以常常看到很多不一

樣的書，真是開心啊！

福的話送給爸媽和神父，

或者是把我最喜歡的小

禮物送給育幼院的小朋

友，讓他們也可以得到

驚喜袋的快樂與滿足。

我希望常常收到驚

喜包，或者是媽媽也可

以做驚喜包給我，我就

會，我也願意把喜悅分

享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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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寵物 二年仁班　葉姷呈

我們班上有兩隻寵

物倉鼠，牠們的名字是

「索爾」和「洛基」。索爾

的顏色是深棕色和白色，

洛基的顏色則是淡棕色

和白色。

索爾喜歡跑步，洛

基喜歡睡覺，牠們有時

會在早上睡覺，醒來時

會跑步、吃飯和喝水。班

上很多人會在下課的時

候去觀察倉鼠，無論牠

們睡著或醒來，牠們都

非常討人喜歡，牠們伸

懶腰的時候會露出兩顆

長長的小門牙，好像我

一歲的小堂妹笑起來的

模樣，非常可愛。

老師說，我們可以

輪流帶倉鼠回家。我想

請爸爸媽媽帶我去買一

些倉鼠喜歡吃的葵瓜子

和水果，等到輪到我帶

牠們回家的時候，就可

以好好招待牠們。

黑蟻 二年仁班　林士翔

螞蟻中最常見的種

類是黑蟻，牠們一生出

來全身就黑漆漆的，好

像穿著一件黑色大衣。

聽爸爸說，只要被牠咬

到就會發炎疼痛，所以很

令人討厭。

在公園裡，經常可

以在泥土裡發現小黑蟻，

牠們喜歡鑽來鑽去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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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知道究竟在找什

麼東西呢？真是忙碌。

螞蟻的膽子很大，

即使我把一雙大腳踩在

牠們身旁，牠們也不理

會我，依然像個大小姐一

樣繼續悠閒的散步。有一

次，我故意把糖果放在地

上，蟻群一下子就跑出

來，努力的把糖果搬回

巢穴享用。

雖然一隻螞蟻不算

什麼，可是我們也不能

小看牠，如果螞蟻數量多

的話，幾乎可以把一塊

蛋糕抬起呢！真可謂「團

結力量大」，這是我們人

類該向螞蟻學習的地方。

我愛日本 二年仁班　謝依倢

從我是小嬰兒開始，

我的爸媽就常常帶我去

日本玩，我們會去日本阿

公家，阿公家有三隻可愛

的小狗，我會學阿公用日

語跟牠們講話、玩遊戲。

爸媽還會帶我去吃好吃

的拉麵、義大利麵、烏龍

麵和壽司，當然還有我最

喜歡的冰淇淋和甜點。

我最喜歡日本的迪

士尼樂園。因為我覺得

不只迪士尼的爆米花很

好吃，遊樂設施也很好

玩。記得去年我生日時，

爸媽幫我特別慶祝，戴

上迪士尼生日勳章，所

以很多玩偶會幫我唱生

日歌並拍照。而且每個

迪士尼的大哥哥和大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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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看到我會說生日快樂，

那一天我好開心！迪士

尼是很歡樂的地方，我

真希望常常去玩。

我覺得日本一年四

季都很好玩，因為春天

可以看櫻花，夏天可以

吃冰淇淋，秋天可以看

美麗、各種顏色的楓葉，

冬天可以滑雪和泡溫泉。

我希望我長大以後可以

在日本讀書、工作。媽媽

說只要我好好努力認真，

夢想一定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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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之旅 二年愛班　譚湘穎

十 月 底 是 我 的 生

日，感謝爸爸媽媽幫我

安排花東旅遊，讓我度

過快樂又充實的生日。

出遊當天我很早就

起床了，因為我們是參

加中鼎公司的旅遊，所

以要準時到火車站搭遊

覽車，到蘇澳港，大家和

遊覽車都上麗娜輪前往

花蓮港，我第一次搭大

型輪船，好刺激！中午在

馬太鞍吃阿美族風味美

食，接著去看大坡國小

的活斷層。

我們來到日暉渡假

棧住宿，吃自助晚餐，我

一躺下就睡著了，隔天

爸爸一早就起床騎單車

到伯朗大道看金城武樹，

並照了幾張相片，等爸

爸回到飯店我才起來，

吃完早餐離開了日暉，

我有一點依依不捨。

我們大家到了比西

里岸部落，看原住民表

演，還有社區導覽，最後

我們上了火車回台北。

下次我還想再住一

次日暉，因為我沒有游

泳，早上沒有騎單車去

伯朗大道看金城武樹，

希望下次旅遊我能早一

點起牀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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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記 二年愛班　鄒佳祐

露營的前一天，我

緊張的睡不著，露營的

那 一 天 我 八 點 就 起 床

了！我、媽媽、爸爸一起

開車去南投，高速公路

竟然都沒塞車耶！

過了沒多久我們終

於到南投了！大家一起

吃滷肉飯，吃完香噴噴

的滷肉飯，我們又坐車

到營地，爸爸停好車，就

開始搭帳篷了！在搭帳

篷時，媽媽教我怎麼搭

帳篷。媽媽說：「首先，

把兩支竿子弄彎，再把

帳篷扣起來，很快就搭

好帳篷了！」帳篷搭好

後，我在裡面打滾，媽媽

和爸爸把外帳鋪好，我

們今晚的「移動式城堡」

就完成了。

我和一個五年級的

姐姐玩踢球、躲避球，好

快樂。到了晚上我們大

家烤肉、吃火鍋，大家都

吃得很開心，邊吃邊聊

天，大家陸續的吃完了，

輪流去洗澡，準備除去

一天的辛勞，輪到我的

時候，我以最快的速度

洗完澡，快快跑去我今

晚的城堡睡覺，還夢見

每天都可以去露營哦！

露營活動真的太有趣了，

我愛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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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戲館初體驗 二年愛班　蕭雅勻

今天是二年級的校

外教學，我們來到了「偶

戲館 」，準備看表演了

哦。

最先，我們看了孫

悟空的布袋戲表演，全

班都哈哈大笑，接著，就

要介紹每一種戲劇的名

稱囉。

首先，是介紹「布袋

戲」，布袋戲主要傳承自

閩南，所以一般布袋戲

都說閩南話，布袋戲偶

可分為五大行當，「生」、

「旦」、「淨」、「末」、「丑」

五類，每一種的意思都

不同，真是有趣呀！

再來是介紹「傀儡

戲」，傀儡戲偶身上會有

線，假人的手腳會被綁

住，只要輕輕搖動上面

的木頭，手腳就會動。解

說老師讓每位小朋友都

動手操作，我們玩得好

開心！

最後是介紹「皮影

戲」，無論在哪裡演皮影

戲，演出方法一直是相

同的：一塊白布、一盞燈

和一套皮影戲偶。

我覺得來到這裡是

非常值得的，希望能再來

一次，讓我更深入了解

傳統戲劇，有機會大家

都可以來大開眼界哦！



新新 民民 少少 年年 新新 民民 少少 年年
37

新 民 少 年新 民 少 年

逛夜市 三年忠班　顏沛思

今天媽媽突然說：

「我們去逛夜市吧！」我

和爸爸一聽到，二話不

說馬上出發。

到了後，就馬上聞

到香噴噴的炸雞味，原

來那是我最愛的「惡魔

雞排 」，真讓我垂涎三

尺，因為媽媽看我可憐，

所以就買了。鮮嫩多汁

的雞排，一咬下去，外酥

內軟，真可說是人間美

味啊！接下來走到下一

攤，媽媽看到「一件衣服

只要五十元」，眼睛立刻

一亮，馬上衝進去買，之

後，我看到我最愛的甜

點「冰火波蘿」我就拉著

爸爸衝去了，後來我們

看到全家最愛的飲料「珍

珠奶茶」，大家立刻買了

一杯，而且是一人一杯

喔！爸爸從來沒有那麼

大方過呢！因為難得來

夜市，所以就破例一次，

我和媽媽就高高興興的

前往下一攤了。

現在到了遊戲區，

媽媽說可以選兩個遊戲，

我第一個選了射氣球，

全神貫注在射氣球上，

小心翼翼的射，「咻—」，

射中了，我超開心的。第

二個我選撈金魚，我小

心的撈，當我非常認真

看時，有一隻魚游了過

來，就剛好被我撈到了，

媽媽還一直說我好厲害

呢！

但是爸爸說：「已經

很晚了，要回去了！」雖

然要回去了，但今天有

吃有喝，我已經很滿足

了，而且我還帶了很多

紀念品呢！真是收穫滿

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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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難忘的旅行 三年忠班　梁鎮麟

姐姐今天考了好成

績，媽媽看到了很開心，

就說：「姐姐考了好成績，

我們今天去高雄義大世

界玩。」我跟姐姐開心的

好像快飛了起來。

到了高雄義大，我

看到了好多遊樂設施，

我們第一個玩了「飛越

愛情海」，我們放好東西

後，工作人員把我們帶

到座位上，並叫我們繫

好安全帶。一開始我本

來覺得可能會很恐怖，

結果玩了一次後，我覺

得好好玩，一開始慢慢

的上坡，到了最高的時

候，才快速的衝下去，過

程中水花剛好噴上來了，

讓我從很熱變成了很涼，

讓我本來好想吃冰，變

成了想吃火鍋。第二個

我們玩了「地心探險」，

我們開心的坐上座位，

我們衝進去後，看到了

一閃一閃的東西，我們

還看到了稀奇古怪的東

西，這讓我覺得好好玩。

玩完後，我們到了

禮品店，看到了稀奇古

怪的東西，媽媽看到了

可愛的布偶，媽媽就問

說：「你跟姐姐要不要買

這個可愛的布偶呢？」

我跟姐姐都異口同聲的

說：「不用了，我們家的

布偶已經夠多了。」我們

離開禮品店後，我們玩

了第三個遊樂設施「旋

轉流星 」，一開始媽媽

不敢坐，就說：「我不敢

坐，你們自己坐。」結果

我跟姐姐都覺得好刺激，

玩了好幾次，這時媽媽

看了看時間就說：「等一

下會有吉祥物會來跟我

們互動。」過了一段時間

後，吉祥物來了，大家興

奮的拿起照相機拍照，

等大家拍完照後，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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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難忘的旅行 三年忠班　黃威程

某一天，爸爸和媽

媽在討論去日本的事情，

他們決定在五月十六日

到日本遊玩。

到了要去日本的那

一天，我們四點多就搭

上車往桃園機場，車上

非常安靜，但上了飛機

後，整台飛機鬧哄哄，比

菜市場還吵，等機長廣

播準備起飛時才安靜下

來。

幾個小時後，到了

日本，感覺環境、空氣都

非常陌生，而且飯店也

非常遠，當時我想：「應

該有五公里遠吧！」到了

飯店時，我腳都麻了，但

爸爸說：「出去走一走

吧！」但我和爸爸聽到打

呼聲，才發現媽媽睡著

了。

第二天，我們去了

新宿的其中一棟百貨公

司裡玩，媽媽一開始就

跑到各家店去買東西、

衣服，我和爸爸以及爸

爸的同事去樓上玩，爸

爸帶我去玩的地方原來

是日本卡通遊樂場，但

裡面也不怎麼好玩，出

來也沒有變開心，可是

我狂拍照，越拍越開心，

越過癮，所以在那邊就

拍了一百四十二張照片。

再來，我和爸爸去找媽

媽，找到她時，發現她提

著大包小包，連袋子都

快破了。

晚上，媽媽到藥局

物跟大家告別，這時滴

答滴答，下雨了，我們撐

起雨傘回家了。

這次來高雄玩真的

好開心，好難忘，今天我

把去義大的事全都記下

來，下次再去義大玩，我

還要玩更多更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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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東西，隊伍大排長龍，

前面還排了一堆「強國

人」，買完後都已經晚上

十點，結果爸爸還要到

百貨買延長線，所以我

們到飯店時都已經午夜

了，我們擺上戰利品，拍

完照，收好後，就上床進

入夢鄉，迎接新的一天

到來。

第三天，我們到晴

空塔玩，但要等很久，所

以直接去搭船，當我聽

到這艘船是新的時候，

我興奮不已，到了一半

看到東京鐵塔，有名的

橋時，每個人都拿起相

機、手機拍。

到了台新，我玩完

人工沙灘，就去百貨公

司吃飯，吃完飯去廁所，

發現小便斗上有遊戲，

感覺非常有趣，回到飯

店，想著今天午餐的壽

司，慢慢的就入睡了。

第四天到東京迪士

尼玩，裡面有很多遊樂

設施，但我都覺得很好

玩，例如，鬼屋，但也有

讓人頭暈的，晚上的走

秀非常精彩，回到飯店

後，我就睡著了。第五

天，上了飛機，我心想：

「這次的旅遊非常開心，

我覺得非常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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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紹 三年孝班　許榳軒

大家好！知道我是

誰嗎？我就是許榳軒，

我長得高高瘦瘦的，有

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

一個挺挺的鼻子和烏溜

溜的頭髮，看起來就像

個洋娃娃。

我 的 興 趣 是 做 勞

作，從幼稚園開始我就

非常喜歡，因為做勞作

可以天馬行空的想像，

還可以動手動腦玩遊戲，

讓我盡情發揮，我也喜

歡運動，其中我最喜歡

的是游泳，暑假時，媽媽

帶我到三重運動中心學

游泳，那時候我還很怕

水，但是現在我已經發

現在水中可以進行韻律

呼吸、打水……很多有趣

的活動，讓我非常快樂，

我還有一個興趣也就是

學習各種才藝。我在假

日的休閒大部分是運動，

運動可以讓我放鬆、快

樂的活動。

我 是 個 特 別 的 小

孩，我最喜歡吃山苦瓜、

秋葵、泡菜和茄子，連我

都不知道為什麼！我有

個小優點，那就是熱心

助人，只要有人需要幫

忙，我就會過去幫忙，這

讓我深深體會到「助人

為快樂之本」的意義。但

是我也有個缺點就是粗

心大意，尤其是數學題，

我現在試著用驗算來減

少錯誤，改掉這個缺點。

希望我的缺點能早

點改掉，也希望我能心

想事成，長大後當美勞

老師，然後蓋一棟大城

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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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校外教學 三年孝班　林序安

這學期的校外教學

地點是活力健康農場，

雖然當天台北的天氣有

點下雨，但是在出發前，

全班很熱烈的討論活動

內容，大家都抱著興奮

的心情出發。

到了目的地，天氣

風和日麗，由導覽叔叔

帶 我 們 進 行 第 一 項 活

動做愛玉，材料有一五

○○毫升的水和愛玉籽，

我這組用盡了吃奶的力

氣把愛玉籽在水裡搓出

黏稠的液體。第二站是

參觀昆蟲標本，第三站

是到古早玩具區，再來

的第四站是迷宮區，我

繞了很久才找到出口。

中午休息時間，我把奶

奶準備的可口飯糰吃得

精光。

下午活動是製作生

態瓶，只要在透明瓶子

裡放進一些小石頭、水、

兩隻小蝦子和水草就完

成了，接下來是去看雞

和鵝，我太靠近牠們，差

點就被一隻鵝咬到手。

最後是享用上午自己做

的愛玉，想不到自己做

的吃起來特別美味。

這次校外教學的活

動很精彩，有玩有吃又

有拿到紀念品，我很喜

歡，帶回的生態瓶，雖然

回家後忘了把瓶蓋打開，

結果蝦子死了，讓我有

點傷心，但是我希望還

能再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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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學 三年孝班　溫柏翔

今天是個風和日麗

的好天氣，一大早，我興

高采烈地來到學校，搭

上遊覽車，滿心期待地

前往目的地——健康活力

農場。一路上，有人聚精

會神的觀看影片，也有

人優閒地欣賞著窗外的

風景或是趁機補眠。不

久，我們終於抵達目的

地。

下了車，就開始今

天的行程。首先，領隊

「啄木鳥」哥哥帶著我們

製作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愛玉」，我們努力的揉

搓愛玉籽，看到琥珀色

的黏液流出，慢慢的整

鍋愛玉便結凍成型，真

是神奇又有趣！嘴裡吃

著自己做的愛玉，軟嫩

Ｑ彈的口感，加上酸甜

的檸檬糖水，令人想要

一碗接一碗，好有成就

感！接著，大哥哥帶我們

去三合院玩「童玩」。大

家挑戰「滾鐵環」。只看

到鐵環完全不受控制，

東倒西歪，害我們追得

氣喘吁吁、汗流浹背，但

是每個人的臉上仍然掛

滿笑容，從不喊累呢！

這時，午餐時間也

到了，大家洗手休息，享

用自己的美味餐點。吃

飽後，我們來到可愛動

物區，羊群有一股很濃

的羊騷味，站在旁邊太

久可是會噁心想吐呢！

大哥哥似乎知道我們的

想法，就帶我們去做「生

態瓶」。它是由水草、小

砂石、水和兩隻小蝦所

組成的，因為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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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水、動物和植物，

可以自給自足，形成一

個小型的生態，所以稱

為「生態瓶 」。哇！自然

界的生態循環真是奧妙，

讓我大開眼界，增廣見

聞。

這 次 的 校 外 教 學

「有吃又有拿」，讓我收

穫滿滿，不僅親近大自

然也從中獲得不少知識。

有機會的話，我一定要

邀請家人再來拜訪一次。

B Y E !  B Y E !健康活力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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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寵物 三年仁班　林羽玨

我有一隻狗，名字

叫 w i s h（希望 ），牠是隻

母狗，很調皮。每次回

家，牠都會跑到我面前

汪汪叫，好像在說：「主

人，歡迎回來。」

牠是一隻長毛吉娃

娃，眼睛凸凸的，很可

愛。牠還有白色和咖啡

色的毛，滑溜溜的，非常

可愛。另外，還有毛絨絨

的尾巴，開心時會晃來

晃去，害怕時，會夾在屁

股裡，好有趣喔！牠也非

常嬌小，有時候躲在桌

子後面，讓大家都找不

到呢！

我非常喜歡牠，有

時假日會帶牠出去玩，

或讓牠到花園跑跑步，

媽媽說：「讓牠接近大

自然，能讓牠不會一直

躲在籠子裡，不親近別

人。」這句話我一直記在

心裡，因為覺得狗狗們

不能一直在家裡，一定

要去外面見到新朋友，

生活才能更快樂啊！有

一次，我回家，一不注

意，w i s h就跑了出去，我

到處找，都找不到牠，心

裡好著急，到了早上，媽

媽開門大叫，羽玨！你看

看，w i s h牠在這裡！我馬

上衝下樓去看，果然滿

身草的 w i s h站在門口，我

馬上幫牠洗澡，洗完，牠

又成了一隻香噴噴的狗

了，有了這次刻骨銘心

的教訓，我以後會更注

意牠。

人人說：「毛小孩是

家人。」我覺得這句話沒

錯，狗狗們真的要人們

的愛，也希望 w i s h能快快

樂樂的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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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吃的紅色小豬 三年仁班　王宥翔

今天是個風和日麗

的日子，紅色小豬最喜

歡曬太陽。精神百倍的

他，聞到一股濃濃香味

從遠方的柵欄裡冒出來。

沿著香味走著走著，不

知不覺就走進柵欄裡了。

柵欄裡，他看到了

幾顆紅通通的蘋果，旁

邊放著一盤綠油油的青

菜和香傳百里的魯味，

中間還有美味可口的巧

克力蛋糕。「哇！好可口

啊！一定很好吃！」桌上

的餐點正是紅色小豬最

喜愛的了。於是他一下

子就把桌上的美食吃的

一乾二淨。

紅 色 小 豬 吃 完 餐

點，想回農場，但是他費

盡九牛二虎之力還是出

不了柵欄。這時他才發

現自己因貪吃而變肥，

回不了農場。這次的經

驗讓紅色小豬刻骨銘心，

決定要改過自新，提醒

自己要三思而行，不要

自己擅自跑進別人家的

柵欄裡，以免自食惡果。

媽媽的拿手菜 三年仁班　施采岑

我：「 媽！ 煮 好 了

沒？」媽媽：「我還在準

備食材啦！」。我：「我要

幫忙。」媽媽：「幫我準

備食材。」食材有橢圓形

的蛤    ，還有小小薄薄

的九層塔、鹹鹹的醬油、

細細的長長滑滑的麵、

含著海水味的鹽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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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香！好香！好香！

受不了了。那香味撲鼻

而來，剎那時我差點跌

倒了，因為實在太香了。

那香傳千里的味道讓我

的肚子咕嚕咕嚕的叫。

沒有人能逃過這香味。

這香味裡含著海水味，

剛 煮 好 的 蛤    肥 嘟 嘟

的，好像在跟我招手。黃

澄澄的麵像陽光一樣熱

情的對我說：「來吃我！

來吃我！」我終於忍不住

了，開動了。蛤   一進我

嘴巴，我就用力的咬了

一口，感覺在海裡一樣。

每次只要吃到了媽

媽的拿手料理就可以感

覺到媽媽的用心與溫暖。

這道美味無法說出來的

料理就是蛤    九層塔義

大利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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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弟弟 三年愛班　陳宥安

弟弟的臉圓圓的像

芭樂一樣，他的頭髮有

一點像龐克頭，眼睛水

汪汪的像彈珠，身體圓

圓的像滿月，他的表情

笑咪咪的像彎彎的月亮。

他調皮搗蛋的，待

人不太和氣但人緣好的

很。有一次他要拿畫筆

畫我的書，是媽媽阻止

他的。他的綽號是小惡

魔，因為他都不跟我分

享，不過，我喜歡他叫

「姐姐」的聲音。

他的興趣是睡覺、

吃飯。最愛的是運動，他

只要一有空就說：「媽媽，

爸爸，姐姐，我們去跑

步！」

他是我的弟弟，他

很調皮但是我很喜歡他！

夜晚的聲音 三年愛班　盧俐安

「滴答滴答」時間走

到十二點，我也走入了

夢鄉。我好想夢到總有

一天能夠站上舞台。

「淅瀝淅瀝」小雨滴

想跳下來玩，在夜深人

靜時，清晰的聲音，打在

我的心坎上，小雨滴交

響曲，伴我讀書，也趕走

了瞌睡蟲。

森 林 裡 更 加 豐 富

了，有貓頭鷹的「嗚──嗚

──嗚──」，獨角仙、貓咪

都開始舉辦「動物」演唱

會，一會兒「嗚──嗚──」

叫，一會兒「喵，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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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考試 三年愛班　陳威宇

我相信考試對大家

而言，是很不好的，因為

常常有大大小小的考卷，

同學要犧牲自己玩樂的

時間，用來讀那堆積如

山的評量、測驗卷，甚至

還要去上補習班，如果

考不好還要面對那火冒

三丈的爸媽。

如 果 學 校 沒 有 考

試，大家一定欣喜若狂，

天天開心，在學校就是

吃喝玩樂，老師說的話

也是等於馬耳東風的，

不聽了，每天快樂自在，

沒有負擔，回到家只要

把功課寫完，剩下的時

間自己安排。

如果有天學校真的

宣佈沒有考試，那麼上

課的同學都不會認真聽

講，成績也會退步，相反

的如果有考試就可以知

道哪裡不會，不知道的

叫，真是好聽極了，也有

很多動物也聽著歌聲睡

著了……。

「哇──哇─」醫院

裡有小寶寶出生了，大

家都開心迎接可愛的小

小孩誕生，也有些人臨

時有狀況，就像我有一

次在半夜時受傷，父母

就趕緊送我到醫院進行

治療。

夜晚比白天更多彩

多姿，尤其是聲音，總是

比白天更加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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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就可以加強練習。

考試想要有好成績

就要靠平常的努力，而不

是在考試前一天挑燈夜

戰，弄得考試時沒有精

神，昏昏欲睡。所以「平

時不努力，臨時抱佛腳」

是沒有用的，「平時多努

力，才能有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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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與我 四年忠班　王芃云

它的顏色是咖啡色，

是一種古典樂器，能拉

出寶石般的明亮聲音，沒

錯，它就是小提琴。

我 換 過 三 把 小 提

琴，它們不只顏色不同，

發出的聲音也不同，而

且各有優缺點。每當我

難過時，我會用它們來

拉出美妙的聲音，當我

聽到那美妙的聲音時，

心情不自覺就開心了起

來，有了它，所有的煩惱

都不見了！

我在學校想起小提

琴時，心裡就會很有成

就感 ;在家裡練習時也

一樣，因為學習時常常

會有困難的地方，練不

好時就會哭著說好難，

但我並不放棄，因為它

是我從小到大的伙伴，

所以我絕不輕言放棄。

小提琴對我而言特

別有意義，是我從大班

到現在的珍藏之一，所

以我非常珍惜，我出去

玩時都帶著它呢！

我家是動物園 四年忠班　陳怡瑄

我家是一座野生動

物園，每天都被吵鬧聲

包圍。

我的爸爸心情好時

就像一隻溫柔的小狗，

我喜歡在那時候跟他玩

遊戲。但是，他生氣的時

候就像一隻凶猛的獅子，

只要他一生氣，我和媽

媽都不敢輕舉妄動。

我的媽媽開心的時

候就像一隻可愛的小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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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都喜歡跟她撒

嬌，但只要她一生氣，就

會變成一隻可怕的母老

虎，我也只能躲在房間

裡不敢出去。

我開心的時候就像

一隻活潑的小兔子，蹦

蹦跳跳的，但是生氣時，

就像一隻刺蝟，豎起尖

刺，大發脾氣，誰都不

理。

我家是一座快樂的

動物園，每天都充滿熱

鬧的氣氛，希望我每天

都能快快樂樂的跟這些

動物相處。

勇氣 四年忠班　陳宜卓

「勇氣 」是什麼？

「勇氣 」是在老師問你

要不要參加社團時，做

出決定，也是打破玻璃

時，能勇於認錯。還有許

多事情都是「勇氣」，但

是勇氣也有分「好 」和

「壞」，如果是「壞」勇氣，

例如打人，那就毫無意

義。

我認為我從小到現

在，也有許多有勇氣的

例子，例如我開始學打

鼓，起先，我對音樂完全

沒興趣，也沒有勇氣去

嘗試。直到去年暑假，媽

媽實在忍不住我繼續不

喜歡音樂，於是「 強迫」

我去學一種樂器，於是

我鼓起勇氣，選擇了「爵

士鼓」。對我來說，這就

是勇氣。

還有許多人很有勇

氣，例如乙武洋匡，他雖

然天生沒有手腳，卻能

自己走路、吃飯、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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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還考上了日本名校

早稻田大學，他的勇氣

令人敬佩。還有謝坤山，

他失去了手，也能用腳

畫出美麗的圖畫，他們

也都令我十分敬佩。漢

朝有一位皇帝，以前在

管轄偏遠地區，有一天，

大臣請他回首都，那時，

如果他不敢回去，他就

無法當上皇帝了。

如果人沒有勇氣，

一生中會失去許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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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生還者 四年孝班　林子屏

很久很久以前，在

美國機場上，有一位男

人，名叫老王，他正打算

到加拿大工作，於是跟

家人道別後，搭上飛機

往加拿大出發，飛機飛

著，眼看下面就是一片

海洋，就在這時，飛機開

始搖晃，所有的客人都

非常驚嚇，飛機正在往

下掉，老王很害怕，因為

機長不小心開錯引擎，

就在飛機掉下去的那一

刻，老王從飛機上跳下

去！所以老王保住了一

命，可是在這什麼都沒

有的大海裡，老王該怎

麼辦呢？

老王在大海裡游了

三天三夜，身體全都濕

了，也被冰冷的海水凍

僵了，現在老王身體很

冰冷，老王現在不知道

該怎麼辦，老王看見了

一個非常非常小的小島，

而那個小島只夠老王的

屁股坐下去而已，而上

面還有一棵凸頭小樹，

老王很開心，因為他找

到一個小島了。

老王趕快游到小島

上，坐在上面，老王看見

了大海，什麼都沒有，老

王聽到了一個聲音從天

上傳來，他抬頭一看，以

為是有人來幫忙他，原

來是一隻小鳥在天上飛，

讓老王好傷心，天色漸

漸暗了，小鳥還在天上

飛，老王沒辦法，只好餓

著肚子睡覺，心裡希望

明天還可以活著。

隔天，老王起床了，

那隻小鳥還在天上飛，

老王還是沒辦法，就在

這時，小鳥飛了下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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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飛到海面上抓了一隻

魚，把魚拿給老王，老王

非常開心，把魚給吃了，

老王看見了一艘船，開

瓢蟲 四年孝班　陳思齊

飛飛飛

飛到葉子上

啃葉子

爬爬爬

爬到大樹上

散散步

飛到茂密的葉子裡

捉迷藏

流星

是誰那麼傷心！

臉上有著一道道的淚痕

我想逗你開心

哎呀！

可惜沒辦法常見到你

母雞 四年孝班　賴新元

飛飛飛

飛到農田裡

吃玉米

飛飛飛

飛到農場裡

餵小雞

飛到房子裡

孵孵蛋

心的不得了，船把老王

送回家裡，老王還帶著

小鳥，從此過著快樂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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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後的我 四年仁班　徐靖皓

午休時間，我趴在

桌子上發呆，不免想起

再二十年後的我長得是

什麼樣子，是在做什麼

工作呢？想著想著，我

便進入了我充滿幻想的

夢境裡。

在夢境裡，我夢到

我遇到了小叮噹，而且

是很要好的朋友，他答

應我到他家裡去，並且

坐到時光機裡，調整好

了機器按下按鈕，發出

一聲巨響，我眨了一下

眼睛，發現我竟然站在

臺灣大學裡，我考進了

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

一轉眼，我又考上了臺

大的博士班，正努力鑽

研著電路的種種奇異的

現象。那時全神貫注的

我和現在的我可是完全

不同的啊！

看到了這一幕我就

放心了，不過，我還是很

好奇，再過一段時間後，

我到底又會有怎樣的發

展？沒想到我在腦海裡

默唸了一下，我就看到

了 :我正在努力的教導

每位學生，我很開心，因

為我將來會有那麼大的

成就。

當我正得意洋洋的

時候，我突然聽到了「噹

──噹── 」的聲音，我睜

開了眼睛，「原來只是場

夢呀！」我小聲的對自己

說，不過想一想，我如果

持續不斷的努力，說不

定真的可以變成像夢裡

的我──當上大學老師。

我相信只要有恆心，事

情一定做得到，我一定

要認真的讀書，直到我

的夢想成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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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開心的一件事 四年仁班　周昕橘

我覺得最讓我開心

的事是和全家人一起出

國玩。

每年暑假、寒假，我

們都會出國玩，而讓我

印象最深刻的暑假之旅

是──奇幻土耳其十一天

遊。土耳其的藍天白雲

跟台灣差很多呢！可是，

第一天到達土耳其餐館

時，我們有一個旅客腳

骨折了，她只好返回台

灣做手術。

在土耳其，有個景

點叫作「精靈谷」，它有

一個傳說──以前的人常

在那兒見到古老的精靈，

於是就叫那裡精靈谷。

其實，那裡有許多景點：

地下城堡、聖索菲亞大

教堂 ……等等。可是，最

讓我感受深刻的事是媽

媽帶我們全家去坐的熱

氣球。我們坐上去時，工

作人員突然把線一扯斷，

熱氣球就自由的飛到高

空上，哇！熱氣球上的景

色真不錯，可以眺望整

個卡帕多其亞。土耳其

還有一個聖索菲亞大教

堂，裡面真大，還有一幅

聖母瑪莉亞抱著救世主

耶穌的畫，太壯觀了！裡

面有一個很長的樓梯，

造型很像通天塔。進去

後我走呀走，很快就到

二樓了。二樓的天花板

上面有許多古人畫的精

美圖飾，據說這個聖索

菲亞大教堂也有一千年

的歷史了喔，但是表面

上看起來是煥然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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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後的我 四年仁班　林郁軒

看著可愛的動物，

我好想當獸醫喔！聽說

獸醫好像可以賺很多錢，

又可以每天跟我最喜歡

的動物相處，想到這件

事就覺得很興奮，我想

這可能是最適合我的職

業了吧！

「不好意思，我的

小狗生病了，可以請您

幫我檢查一下嗎？」「好

的，我非常樂意。」我非

常喜歡小動物，二十年

後的我每天上班都很開

心，看到小動物康復，我

心裡就會很有成就感，

我又救了一個可愛的小

生命。我在家裡空了一

間房間，專門用來飼養

小動物。裡面養了小狗、

小金魚、小兔子、小倉

鼠……，每一隻都長得很

可愛，我很喜歡牠們。

在 我 的 動 物 醫 院

裡，養了一隻斑點狗，每

個客人都很喜歡牠。可

是有一次，店裡遭小偷，

小偷把那隻斑點狗也偷

走了，從此生意變得冷

清，可能就是因為狗被

偷走的關係吧！就算花

再多的金錢，再多的時

間，我也願意好好的把

我的寵物照顧好。

這次的土耳其奇幻

十一天之旅太有趣、好

玩，也讓我認識土耳其

的歷史文物、建築，我非

常感謝媽媽帶我來土耳

其玩，雖然花了很多錢，

可是這是我最開心的一

件事，令我永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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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次 我 回 家 的 時

候，我的小孩就會天真

的問我：「媽媽，為什麼

你不把客人的小狗小貓

帶回家？」我回答 :「那

不是我的。」我的小孩就

開始抱怨，他說他好想

抱抱小狗小貓喔！

當獸醫當然不是用

嘴巴說說就好的事，所

以我更應該好好學習，

將來才能當一名偉大的

獸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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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詩集錦 四年愛班

鴨子 莊庭睿

大家仔細瞧──

那一艘艘小快艇，

游在波光粼粼的池塘，

像一顆顆黃寶石，

光彩奪目。

露水 林宥儀

大家仔細瞧──

那一顆顆小淚滴，

躺在翠綠的草地上，

像一顆顆小寶石，

閃閃發亮。

豹 張盛惟

大家仔細瞧──

那一位位賽跑高手，

奔馳在草原上，

像一輛輛跑車，

與風競速。

彩虹 莊沛衡

大家仔細瞧──

那一條條彩帶，

撒在蔚藍的天空中，

像一座座拱橋，

七彩繽紛。

象群 郭承勳

大家仔細瞧──

那一面面城牆，

立在非洲的草原上，

像一棟棟高樓，

巨大無比。

椰子樹 曾國恩

大家仔細瞧──

那一枝枝大鉛筆，

立在夏日的海灘旁，

像一位位士兵，

守護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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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世界 四年愛班　洪續恩

「愛 」是什麼呢？

「愛」是有同理心，「愛」

是懂得付出和關懷別人，

如果人人都以愛為出發，

自然就形成愛的世界。

當我生病時，家人

都會不眠不休的照顧我；

當我難過時，家人都會

陪伴我、安慰我，讓我的

世界充滿了溫暖和安全

感，我的家就是一個愛

的世界。

記得有一次，我在

考試時感到不舒服，沒

辦法集中精神，所以考

試成績不理想。這時，同

學們會過來安慰我，讓

我更有自信面對下次的

考試。等到下次的段考，

我的成績果真一飛衝天，

讓我感到既開心又感動，

我的班級就是一個愛的

世界。

我看過一則新聞，

是報導陳樹菊女士默默

行善的故事，讓我懂得

什麼才是真正的愛。現

在我每天開始存零用錢，

希望以後也能像陳樹菊

女士一樣，主動關懷並

幫助弱勢的人，讓社會

成為一個愛的世界。

最近我又看到一則

新聞，報導敘利亞這個

國家，因為內戰而慘遭

戰火摧殘，人民紛紛乘

船逃離家園。難民當中，

有一家人乘的船翻了，

只有爸爸一人存活下來，

過了幾天後，有人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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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開心的事 四年愛班　徐于翔

對老闆來說，最開

心的事是公司賺大錢；

對員工來說，最開心的

事是領薪水；對學生來

說，最開心的事是放假

和考試拿滿分；對我來

說，最開心的事是打籃

球。

對 大 部 分 的 人 來

說，籃球或許只是一顆

橘色、不起眼的球，但對

我來說它是我生命中快

樂的泉源。籃球比賽有

趣又刺激，可以拉竿、可

以後仰跳投。除此之外，

籃球還有一個絕佳的優

點，那就是鍛鍊體能。

打籃球的迷人之處

不勝枚舉，而我最享受

的是當下和朋友的互動。

我們肆無忌憚的大笑，

聲嘶力竭的吶喊，盡情

有個小男孩躺臥在沙灘

上，仔細一看，是個來不

及長大的小難民，這則

新聞震驚全球。我希望

世界停止戰爭，用愛取

代戰爭，用愛化解一切

的仇恨，讓地球成為一

個愛的世界。

我 用 一 輩 子 的 福

氣，來到一個充滿愛的

家庭、學校和社會，我會

知福、惜福，更會把這份

愛傳播給身邊的每個人。

也希望人人有愛，能讓

世界和平，帶給全人類

一個愛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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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灑青春的汗水，好不

快樂啊！

打籃球帶給我瘋狂

的快感，使我就像草原

上奔跑的羚羊般自在。

它也維繫著我和好友的

感情，我們一起切磋球

技，有共同的話題，有無

限的歡樂時光，所以打

籃球是我最開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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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狗的心聲 五年忠班　林羿喬

我是一隻流浪狗，

住在一條街上的垃圾桶

旁，我走到哪都有可能

被可怕的捕狗大隊抓到，

或被頑皮的小孩捉弄，

使得我天天提心吊膽。

以前我是一隻圓滾

滾又可愛的白色比熊犬，

每個禮拜天主人都會帶

我到附近的公園玩，我

最愛跟主人玩丟球了，

每次我跟主人玩完丟球，

主人都會給我好吃的肉

乾和香甜的牛奶，然後

再跟主人賽跑著回家，

而且主人還會天天幫我

洗澡、抓跳蚤，我們還會

一起進入美妙的夢鄉。

但是自從那天起就

改變了，那天主人心血

來潮的開車載我去一座

小山上要跟我玩，那時

她說「小白去接球！」我

飛也似的跑去接球，但

我回去時只看到主人車

子的車尾燈，我一直追

一直追，我漸漸跑不動

了，凝視著主人的車開

走，我只好沮喪的走下

山，以我的記憶想回家，

可是只走到我不熟悉的

街，我只好去垃圾桶裡

翻垃圾找食物。

有一天我要過馬路

時有一輛車的駕駛走出

來跟我說：「我要養你，

給你滿滿的愛。」我聽了

好高興， 一邊汪汪叫一

邊搖尾巴。我要跟人類

說 :要養狗就要養一輩

子，不要棄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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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狗 五年忠班　王和華

我是一隻可憐的流

浪狗，我是一隻曾經被

愛過的狗，也是曾經被

丟棄的狗，我以為我是

主人的全世界，也以為

自己是主人最好的伙伴，

直到那天起，我的人生

被恐懼取代了。

那天，我被主人帶

到很陌生的公園，主人把

我抱起來，把我丟進盒

子裡說：「我不能再養你

了。」我困惑的凝視著主

人，主人面無表情的看

著我，頭也不回的走了。

我一直在等主人，

過 了 一 天、 二 天、 三

天……，我以為是主人忘

了我，所以我又等了好

長一段時間，我才發現

自己是被丟掉的。我的

肚子咕嚕咕嚕叫著要吃

東西，於是我在垃圾桶

裡翻來翻去找到了一根

還有肉塊的雞肉，我狼

吞虎嚥的吃完了它，它

的味道是這麼的美味這

麼的可口，讓我想起和

主人一起的過往。

那時，主人天天陪

我玩，只要我髒了一點，

主人就會幫我洗得乾乾

淨淨，但是現在我一定

看起來骨瘦如柴，毛都

糾結在一起。而且大家

一定沒想過我是一隻曾

被養過的狗，現在的我

再也不是了。從前的我，

那麼可愛，那麼漂亮。再

也沒有人會理我，有可

能我已經被視為不存在

了。

為什麼主人要這樣

對待我，改變我的世界？

我這麼忠誠，這麼愛您，

您對我的哪裡不滿？我

好想您喔！為什麼要這

樣對待我，我好想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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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狗的心聲 五年忠班　李宇澤

「汪！汪！汪！」我是

一隻流浪狗，只能生活

在黑暗裡，躲避人類的

追捕。我走過街頭，走過

數不清的路。

曾經，我睡在像雲

朵一樣柔軟的狗窩，現

在，我在垃圾桶裡幻想、

悲傷，曾經，我有數不清

的食物，現在，我吃著人

類剩下的蘋果、麵包和

廢水；曾經，我在草原上

奔馳著，現在，我還在奔

跑，不停的奔跑，只是，

追我的不是主人……

現在，我在一個不

見天日的房子裡，剛才，

追我的人用鐵圈抓住我，

我發現，旁邊有不少狗，

從牠們的眼神裡，我看

出一絲悲傷，我旁邊有

三隻狗，兩隻正在打架，

坐在一旁的老公狗說：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一隻狗立刻咬了老公狗，

牠只剩一口氣了，另一

隻狗再給牠一爪，牠就

死了。工作人員送來一

杯飼料，我們三隻狗爭

先恐後的搶，我一粒都

搶不到，就累得睡著了。

在睡夢中有一個人

輕輕的把我抱了出來，

我立刻醒來，真的有人，

我不在收容所了，我以

新的身分出現在陽光下，

我想，這次我可以真正

得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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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改編版） 五年孝班　王俞喬

從前從前，有一位

小男孩，他的爸爸在他

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

而他的媽媽跟他每天快

樂的生活。

之後，他媽媽改嫁

給了一位兇狠的爸爸，

那位爸爸呢？他帶了十

位哥哥來到小男孩的家，

每天只要趁媽媽不在或

是媽媽不注意時，就偷

偷欺負他。有一天，媽

媽生一場重病而死亡，

那位小男孩只好與那兇

狠的爸爸和哥哥一起生

活，可憐的小男孩，每

天，爸爸和哥哥只會叫

他做家事，做早餐。有一

次，他打掃家裡，把身上

搞得髒兮兮、灰灰的，

哥哥幫他取一個綽號叫

灰姑「狼」，小男孩很難

過，所以，去買菜時，順

便散散心，在他買完菜

的路上，聽到一位士兵

宣布說：「國王要舉行一

場舞會，選出公主的丈

夫。」灰姑狼很開心，因

為他很想參加舞會，所

以興奮的跑回家告訴爸

爸和哥哥這件消息，但

爸爸說：「只要你把工作

全部做完就可以參加。」

當晚，爸爸帶著哥哥們

一起去參加舞會，只有

灰姑狼獨自在家，灰姑

狼害怕的哭了起來，忽

然出現了一位小精靈，

小精靈安慰灰姑狼說：

「如果你把家事做完，搞

不好爸爸就會對你好一

點。」灰姑狼覺得很有道

理，結果他把家事都做

完了，爸爸回來果然很

開心，之後，對灰姑狼像

對那幾位哥哥一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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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一首歌 五年孝班　徐承欣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

首歌，有人風靡外文、有

人則追求流行。我喜歡

的這首歌，早年常被傳

誦，近年已不太被提起

了，我相信同學中可能

也沒幾個人會唱了吧！

「我們  國父首創革

命，革命血如花 ……」去

年十一月，爸爸的手機

裡，傳出了士兵們陣陣

莊嚴的歌聲，他們口中

的歌曲，正是我今天的

主題──國父紀念歌。

那個早上，我和爸

爸等著公車，爸爸如常

地跟我分享時事，好奇

的我聽到了這首歌曲，

覺得它不像一般的流行

歌曲，好像在講述一段

故事。原來這是描寫有

關  國父的歌曲。我聽得

津津有味，還差點沒趕

上公車。在公車上爸爸

還教我唱這首歌，我才

滿足的走進教室。

這是一首三段的歌

曲，第一段刻劃革命的

壯烈、民國建立的辛勞。

第 二 段 描 寫 國 家 憲 政

制度的規劃及  國父的

犧牲與奮鬥。第三段敘

述列強佔據、內憂外患

及  國父最後的遺言。文

章句句真實、字字珠璣，

歌曲慎重莊嚴、娓娓地

闡述著那段歷史，讓我

們感受到  國父的偉大。

接著，請跟著我一

起來欣賞這首歌：「我

們  國 父首創革命，革

命血如花。推翻了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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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了共和，產生了民

主中華。民國新成、國事

如麻，   國父詳加計劃、

用心改造中華。三民主

義、五權憲法，真理細

推求，一世的辛勞、半生

的奔走，為國家犧牲奮

鬥。   國 父 精神永垂不

朽，如同青天白日，千秋

萬世長流。神州鼎沸、國

步維艱，禍患猶未已，莫

散了團體、休灰了志氣，

大家要互相勉勵。   國父

遺言，不要忘記，革命尚

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下週適逢  國父誕

辰紀念日，希望能藉由

這首歌曲的傳唱，讓  國

父的精神長在。喜歡上

這首歌，雖然只是小小

的一個插曲，但卻大大

的滿足了我的心靈。從

今天起我要學習  國父

做事的持之以恆與永不

放棄。謝謝大家。

逛書店的收穫 五年孝班　張辰溦

美國 C N N 曾在報導

中，稱台灣的誠品書店為

文學夜店。大家知道這是

為什麼嗎？原來，當夜幕

低垂時，位在敦化南路的

誠品書店依然燈火通明，

就是要讓更多喜愛閱讀

的人，能在寧靜的夜晚

中找到一片屬於自己的

小天地。

首先，逛書店時我

就像躲進了秘密基地，能

享受一整個下午的書香。

當天空下起毛毛細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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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鑽進書店裡，細細品

味余光中的《車過枋寮》：

雨是一首溼溼的牧

歌　路是一把瘦瘦的牧

笛　吹十里五里的阡阡

陌陌

不禁讓我想起小時

候，外婆總牽著我的手，

漫步在雨後的田野間，那

既樸實又富足的感受令

我回味無窮。當豔陽高照

時，我也會躲進書店裡，

抱著那本緊張刺激的冒

險小說《生存遊戲》，緊

繃著身軀、彷彿化身為

故事中的主角，就怕一

不小心，跌入深如懸崖

的冰縫中。逛書店的第一

個收穫就是讓我能夠隨

著心情廣泛閱讀，增加

不同的生命體驗。

其次，逛書店更像

坐上時光機，能沉浸在

古今融合的文創裡。有

一次，我與媽媽一起逛

書店，發現書櫃上陳列著

十分吸睛的商品──有木

製的創意文具、復古包裝

的純釀醬油和不添加香

料的手工肥皂，琳瑯滿

目的文創商品盡收眼底，

樣樣都體現了製造者的

用心和創意。其中，一顆

顆洋溢著藥草香氣的「阿

原肥皂」，賣的不只是清

潔，更是台灣在地的傳統

工藝；他們秉持著「將心

比心」的初衷，一切素材

都從身邊開始，連用水都

堅持接引天然湧泉來製

作肥皂呢！「阿原肥皂」

成功的將老祖先的智慧

重新發展，讓商品更富

有生命力和文化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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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我想，逛書店的第二

個收穫讓我感受到台灣

文創產業的發達與實力。

《遠見雜誌》曾說：

書櫃比酒櫃更醉人，經

典比精品更迷人。踏出

書店的那一刻，受到知識

與精神洗禮的我，深深地

吸了一口氣──「原來，書

店不僅僅是熱鬧的文學

夜店，更是書香和創意

交融的人文博物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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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想完成的一件事 五年仁班　李書嫻

我希望擁有一座花

園。如果我能建造一座

花園，我要把它建在一

個有潺潺流水的山坡，

山坡上可以種一些果樹，

山麓可以種植花草，還

可以挖一個小湖。

在花園門口，我要

搭一個大花架，上面爬

滿了牽牛花及黃金西北

雨，花開時，像一個紫色

及黃金的城堡，遠遠一

看，就知道這是一座夢

境般的花園，是觀光的、

休閒的好地方。進了門，

我要鋪上好幾條健康步

道，讓遊客順便按摩，一

舉兩得。我還要在花叢

中蓋幾座涼亭，讓遊客

可以坐下來吹吹迎面而

來的涼風，閒話家常。我

還要把山泉水引進花園

的小湖裡，養殖各式各

樣的魚兒，免費供應遊

客垂釣。我要在花園裡

種下許許多多美麗無比

的花朵。有火紅的朱槿，

讓遊客感受花園的熱情。

有喇叭花，讓這些吹喇

叭的高手，奏出美妙的

樂章，歡迎來賓。有繡球

花，粉紅色的繡球花，像

一個個的彩球，讓人心

中感到既甜蜜又充滿了

愛。我還要種各種顏色

的玫瑰，象徵愛情的玫

瑰，令人充滿了濃情蜜

意。我也要種向日葵，金

黃色的向日葵，帶給大

家蓬勃的朝氣。當然也

要種滿天星，讓人們在

白天也能看到美麗的星

星。在池塘中我也要種

許多荷花，讓空氣中充

滿淡淡的清香。

花園裡會有許多美

麗的蝴蝶，穿著彩衣翩

翩起舞，好像可愛的小

天使，散播著幸福與快

樂。還有一些小蜜蜂，忙

碌著採花蜜，好像淘氣

的小孩，滿園子飛舞。活

潑的小鳥也來湊熱鬧，

牠們唱著歌來，小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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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有天鵝和野鴨，有時

還會搖著屁股上岸來與

遊客們玩。

遊客們一定很喜歡

這個花園，因為有那麼

多的花草與動物，還有

遊戲區，樣樣新鮮有趣

又好玩，他們一定會樂

而忘返。大人也會喜歡

到我的花園，看著爭奇

鬥豔的花草，或者坐在

涼亭裡喝茶、聊天，所有

的疲累都會一掃而空。

而我會到一棵榕樹

下，躺在吊床上，吹著涼

風，聽著音樂，這將是多

麼快樂的事啊！

一次旅行 五年仁班　林彥廷

記得今年夏天，媽

媽把我送去宜蘭的一個

住宿夏令營，第一次在

臺北車站集合時，有很

多其他的小朋友。這次

旅行讓我很好奇我會交

到什麼樣的新朋友。

到了住宿的地點，

把行李放好後，外面樹

木翠綠，增加了許多綠

意，讓人感覺很舒服，營

長帶我們參觀完宿舍後，

再分組進行躲避球。只

看到場內飛來一球，開

場不到一分鐘，我就到

外場待命了，所幸，過了

幾分鐘，我的表現讓全

隊得到第一名！那時所

有人都認識我了。

我們也去了頭城老

街，我買了幾個紀念品，

欣賞了以前人的生活情

境。五天的夏令營，轉眼

間已過了三天，現在所

有人都在交換聯絡方式

了。第四天晚上，營長開

了營火晚會，那時所有

人都哭了，不想回家，雖

然我沒哭，但我也不想

回家，為什麼呢？當然

是想跟朋友玩啊！

第五天，媽媽到台

北車站來接我，我只能

依依不捨地向朋友道別，



新新 民民 少少 年年 新新 民民 少少 年年
74

五年級�健康快樂與體驗五年級�健康快樂與體驗

回家後，我馬上打電話

給我的朋友，談這五天

發生的事。我終於了解

到，時間雖短、更顯珍

貴！雖然只有五天，但在

我的記憶增加了許多深

刻的回憶，希望長大後

更懂得珍惜時間。

這次旅行也讓我懂

得尊重他人，凝聚感情，

讓友情更加深刻；每次

旅行就像一種啟發，不

是只有玩得開心就好，

也要了解旅行的意義，

就像嚐到一種豐甜的果

實一般，值得我們去找

到那滋味。

有志竟成 五年仁班　林倢伊

毅 力 就 像 是 一 把

劍，需要師傅一心一意

的去鑄，才能成為一把

好劍。毅力是成功不可

缺少的條件之一，它能

使你更勇敢、更堅強，可

以去面對今後所有的困

難與挑戰。

就像賣菜的陳樹菊

女士，她是台灣有名的

慈善家。她從小就在台

東市中央市場幫父親賣

菜，維持家計。因為她自

幼失學，而刻苦的生活

中受到許多人的幫助，

因此她發願：如果有能

力也要幫助他人。多年

後，陳樹菊女士累積了

一些積蓄，但她平日生

活仍然省吃儉用，每天

生活費不到一百元，但

她多年來以個人的名義，

捐出將近新台幣一千萬

元，作為慈善用途，包括

幫助孤兒、捐贈母校、建

立圖書館等。美國《時

代》雜誌將她選為二○一

○年最具有影響力的百

大人物之一，邀請她出

席頒獎晚宴，為了讓全

世界都了解台灣人很有

愛心，她才願意放下全

年無休的菜攤，首次出

國，前往美國紐約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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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光，但是吳季剛沒有

因為這樣而氣餒、而放

棄，反而更加努力，實現

他的設計師夢想。現在

的他，已經是一位全球

知名設計師，他為美國

第一夫人蜜雪兒 ‧歐巴

馬設計就職典禮的禮服，

也在美國國家歷史博物

館裡展示。

「天下無難事，只怕

有心人」，想要成功就需

要毅力，它能使我們找

回自信與勇氣，去面對

挑戰，解決困難，所以我

們只要照著自己的志向，

秉持信念，努力去達成

目標，一定會成功。

有毅力的人會持之

以恆，遇到問題時會想

辦法克服；但有些人卻

半途而廢，遇到挫折時

會選擇逃避、虎頭蛇尾，

怎麼可以這樣呢？這樣

是難以成事的。

我知道有一位愛畫

畫、愛玩芭比娃   的男

孩吳季剛，他從小每逢

週末，總會要求父母帶

他到台北知名的婚紗店

街「巡迴」一遍，看最新

的禮服設計。以前社會

的價值觀比較保守，大

家都普遍認為，男生就

該玩汽車、機器人等，

娃  是女生的玩具，所以

常會感受到旁人異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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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車的滋味 五年愛班　陳泰均

今天早上，我睡過

頭，因此心急如焚，我只

要趕不上第一班公車，

就一定會遲到。所以我

匆匆忙忙的背了書包，

胡亂的吃了幾口早餐，

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

度，「飛」到了公車站。

到了公車站，我遇

見了好久不見的老朋友，

便開始大聊特聊起來，

但由於今天是下雨天，

道路上的車子、機車經

過時，路面的水跟著濺

起來，不但把我的衣服

噴濕、弄髒，甚至連褲子

都無法倖免了，更糟的

是──我還吃到了一口泥

巴水。

終於看到一台公車

要停站了，我心想：「皇

天不負苦心人」，沒想到

公車靠站後，司機下來

說：「本車已『故障』，

請全部乘客下車 」。頓

時，我忍不住翻了個白

眼，簡直要口吐白沫，整

個人昏倒在地了。

這時離上課時間只

剩三十分鐘，我急得像

熱鍋上的螞蟻，因此我

鼓勵自己：一定可以準

時到校的。此時我的鞋

帶掉了，我就利用綁鞋

帶的時候休息片刻，當

我綁好抬起頭時，卻看

到令我想嚎啕大哭的畫

面──公車跑走了，我整

個人頭一仰，歇斯底里

的大哭大喊：「我遲到

了！我遲到了！」

最後，我沒耐心的

選擇不等了，直接用走

的，往學校走去時，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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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的責罵自己為什麼要

綁鞋帶？我今天運氣怎

麼那麼差！不幸中的大

幸，唯一可以安慰自己

的就是──上課沒遲到。

無名英雄 五年愛班　鄭宇涵

在這個社會中，有

許多無名英雄，默默的

為維持社會的良好運作

而做出貢獻。例如清道

夫每天一早就忙著打掃

街道，保持市容的整潔

與衛生 ;而警察每天在

社區巡邏，維護治安，保

障民眾的安全。他們的

工作雖然不是很顯眼，

但我們仍然要感謝這些

無名英雄。

在我們學校裡也有

無名英雄，就是每天處

理很多事務的工友。比

方說雨天過後的操場非

常濕滑，工友幫我們把

雨水清乾，以避免學生

在操場活動時跌倒受傷，

也幫我們整理校園內的

環境，與維修教室內的

桌椅與水電設備，讓我

們可以在舒適安全的環

境中學習與成長。我們

應該感謝這些無名英雄，

默默的幫助我們。

每位無名英雄的工

作精神與態度都不盡相

同，或許沒有顯赫的職

稱，但只要將份內的工

作做好，付出自己的心

力，能夠幫助到他人，進

而在這個社會上有所貢

獻。這些無名英雄默默

付出的精神，值得我們

學習與效法。

這一次等公車事件，在

我生命中烙下深刻的印

記，時常提醒我：凡事要

提早做準備，以防突發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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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生活大餐 五年愛班 田欣惠

「生活」一詞每個人

有不同的見解，乍聽之

下感覺有些空洞，又有

些含糊，但它又有其涵

意。總而言之，依我的認

知，它就是生命活著的

所有行動。

要維持生活就得工

作，但試想如果生活只

有工作，那久而久之會

讓人產生倦怠心，生活

也必然變得乏味。因此，

除了要生活之外，還有

其他活動來點綴生活，

例如：美食大餐、音樂品

味、書籍閱讀、運動競

技、歷史文物欣賞，灑掃

應對進退等。

在這之中，我對於

歷史文物欣賞，印象最

為深刻。小時候，爸爸曾

經帶我去斗六參觀「交

趾陶」展覽，場內各項作

品，雖然都是用泥土捏

製而成的，但作品色彩

鮮豔，人物的表情是多

麼的栩栩如生，而每件

作品背後，都有它一段

古代中華歷史故事，它

讓人訝異的是泥土竟可

變成一座文物。當時，

這場動人的展覽，至今

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

裡，揮之不去。

點綴生活的活動不

勝枚舉，只要用心體會，

相信處處都有藝術等著

我們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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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有一臺時光機 六年忠班　潘薇婷

珍惜，何謂珍惜？

學 著 用 心 感 受 生 活，

把 握 一 分 一 秒， 就 是

珍 惜。 人 總 是 把 生 活

看 得 太 平 凡， 我 們 一                           

直覺得時間還綽綽有餘，

無論是考試時間、課餘

時間還是與人相處的時

間，一概不等人。太陽落

了還會再升，花朵謝了

依然會開，但時間不會，

它總是偷偷的從指縫溜

走，如同末班車一般，錯

過了就不會重來了。因

此，更需要我們珍惜。

回不去的時光裡，

些許的快樂、懊惱和後

悔，都是值得一遍遍的

回味，假如我有一臺時

光機，我想回到過去，才

剛過去的過去。幾個小

時前，教室裡就好像深

夜一樣，鴉雀無聲，大家

都埋頭苦幹著，我想回

去的，是這場考試。現在

的我，十分懊悔，要是當

時我能多檢查一遍，或

許就不會錯在不該錯的

地方，也不會在剛才流

了那些無法收回的淚。

改變，之所以會想改變，

為的是現在， 甚至是未

來，要是沒有犯下錯，就

不會有難過。只要我改

變了曾經，就可以看見

不同色彩的未來，不是

嗎？

我 總 是 抱 著 無 限

的想像在等待著我的未

來，下一秒又會發生什

麼呢？我一直期待著。假

如我有時光機，我也想

飛到未來，看看未來的

我，是什麼樣子？每天羨

慕那些可以自由自在行

動的學長姐們，雖然同

樣要上課，但相較之下

他們自由多了，要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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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未來的自己，一

定可以避免許多無心的

過錯，長大，之所以想長

大，為的不只是滿足自

己的好奇心，更是因為

不想當家裡的負擔，長

大後，獨立了；許多事可

以自理，就像現在，我學

會了不少，以前懵懵懂

懂，現在我成熟了，和過

去相比，我的確長大了，

即使我無法去未來冒險，

但我堅信，我的未來是

幸福的。

假 如 終 究 只 是 假

如，也因為這樣，我們更

要珍惜。只有用真心來

體會，才不會忘記時間

的重要。「樹欲靜而風不

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其實不光是父母，生活

周遭的人事物，都值得

我們一一細心品嘗。

時光飛逝，有人說

它像箭一樣，對我而言，

時間就像流星，來得匆

忙，走得更是無聲無息。

只有及時抓緊時間，才

不會與它擦身而過。珍

惜現在的所有，才是真

正的「永恆」！

最美的回憶 六年忠班　江承睿

回首往事，內心的

時間正不停倒流，一句

話語、一段美好的回憶，

慢慢的浮現在我的腦海

裡，永不磨滅。

令我覺得最美的回

憶，是一次旅行，那次的

旅行是和家人一同出遊，

去清境牧場踏青，一打

開車窗， 一股淡淡的花

香撲鼻而來，令大夥兒

通體舒暢，到了牧場，清

新的空氣沁入心脾，滿

山的花海讓大家看得如

痴如醉，一望無際的大

草原，讓疲勞頓時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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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都市少見的美景，

也讓繁忙的都市人，沉

浸在這個伴隨著蟲鳴鳥

叫的世外桃源中，這次

的旅行，也讓我領悟到

了：「休息，是為了走更

長遠的路」，而這次旅行

的經驗，也成為了我心

中最美的回憶。

雖說科技發達，但

是機器卻少了人類的一

份情感，那就是「回憶」，

「回憶」是一種過往的回

憶，如果人們沒有「回

憶」，就像鳥兒沒了翅膀；

如果沒有「回憶」，就好

像人們沒有陽光；如果

沒有「回憶」，人們就像

一個冷冰冰的軀殼，這

就是「回憶」的重要性。

隨著年齡增長，而

這件往事，仍然在我的

腦海內盤旋，永不磨滅，

而這段回憶，將永遠埋

藏在我的心坎裡。

媽媽的身體語言學習法 六年忠班　張瑞庭

「啊，這個字怎麼

那麼難寫？怎麼都學不

會……」每當我的學習遇

到困難，總是有一個人

不斷的在幫助我，那就

是媽媽，她的奇妙念書

學習法，總是帶我通過

一次又一次的考試。有

一次，我把痊癒的「痊」

字寫成完全的「全」字，

「喔！你這個字寫錯囉！」

正在洗衣服的媽媽看著

我的字說，「我什麼地方

寫錯了？」我百思不解

的問，這時媽媽就用雙

手擺出房子的樣子說：

「生病了就要在家裡休

息才會好啊。」就在這時

我牢牢的記住「痊」字要

怎麼寫，這都要感謝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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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奇怪的身體語言。還

有一次，我要背陶淵明

的作品〈歸園田居〉給媽

媽聽：「曖曖遠人村，依

依墟里煙……嗯」媽媽知

道我背不出來，就叫了

兩聲：「汪！汪！」，「喔！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

顛……」我順利的把詩給

背完了，還有我在背其

他詩的時候，媽媽就會

唱作俱佳，表演一些奇

怪的動作，來加深我的

記憶喔！

洪蘭（中央大學認

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有個大學生去一家

五金店打工，因為這種

店平日人潮不多，她看

到店長在滑手機，所以

她也拿手機出來玩，認

為沒有關係。

有一天，老闆（店長

的爸爸 ）來巡  店，發現

兩個人都在滑手機，立

即指責她說：「難道不知

道上班時間不可以玩手

機嗎？」這個大學生立刻

回嘴：「店長也在玩，你

為什麼不罵他？」結果

明辨是非教孩子講理也講禮 六年忠班　許皓怡

她被開除了。回家後她

向母親哭訴，母親就投

書報紙，說老闆手肘向

內不向外，店長一樣在

玩卻沒有被罰，只因為

他是老闆的兒子……。

看了這封投書以後

我很憂心，這個大學生

有錯就該認錯；母親的

觀念也不對，女兒會被

開除，最主要是她有錯

還要強辯，老闆自然不

能接受。如果她當場誠

懇道歉，老闆接著應該

就是罵兒子，不至於會

開除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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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社會上很多人

做錯事還理直氣壯的辯

解：「他也這樣做，為什

麼他可以，我不可以？」

孔子說得好：「井有人焉，

其從之也？」意思就是：

井裡有人，難道你也跟

著跳下去嗎？

做錯了下次改過就

好，但要先認錯，不可以

硬掰或強辯。

這個母親用「手肘

向內不向外 」來助長孩

子受委屈的想法也很危

險，因為這會加深孩子

覺得自己無辜的念頭，

會抱怨社會不公，產生

反社會的偏激思想。我

們在大腦中看到，自怨

自艾是陷入憂鬱症漩渦

最快的方式，覺得天下

沒有比自己更可憐的人

了。這個母親應該馬上

阻止孩子的自怨自艾，

並告訴她頂嘴是以下犯

上的行為。

現在社會應該要更

講「禮」。「禮」是維持一

個社會最基本的綱紀，

《左傳》中說「禮，經國

家，定社稷，序民人，利

後嗣」：許國違反了法度，

鄭莊公於是討伐它，這

是「無刑而伐」；許國認

錯了就寬恕它，這是「服

而舍之」。度德而處之，

量力而為之，相對而動，

無累後人，左丘明說這

就是知禮了。

昇 恆 昌 公 司 把 企

業文化深耕在中華傳統

文化的基礎上，最近董

事長獲頒亞太企業精神

獎中的特別成就獎，成

為國內得到該獎項的第

一人。老闆把得獎歸功

於員工們都熟讀〈弟子

規〉、〈了凡四訓〉等，

認為得獎代表的是臺灣

文化被看見。可見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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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怎麼進步，傳統的

文化還是維繫社會運作

的基本精神。父母應該

要教孩子講「理」，也講

「禮」，孩子才能累積智

慧改變未來。

這篇報導使我認為

自己應當反省自己的行

為。我也時常想也不想

的回嘴，最後長輩們都

會發飆，罵到我沒話說

了才停止。

頂嘴是件不好的行

為，不但會損害個人名

譽及形象，也可能會令

人留下不好的印象。這

位大學生被訓了，卻一

點也不反省，看到店長

不但沒被罵，還繼續玩

手機，使大學生惱羞成

怒，雖然頂嘴後被開除

了很不開心，但仍一直

認為自己沒有錯，回家

跟母親告狀；更誇張的

是，這位母親不但認為

孩子沒錯，還投書報紙，

袒護得太過誇張了！

有錯就要反省，而

不要隨便指控別人，也

不能回嘴，這樣才會有

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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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心得 六年孝班　林郁庭

今日，我閱讀了一

篇「從失敗中發現新契

機」的文章，大綱是一位

擔任籃球校隊的後衛，

在一場比賽中不幸摔傷

右腳踝，努力復元後的

他，雖然得以重回校隊，

但卻對自己的球技越來

越沒有自信，他發現自

己 的 體 能 已 大 不 如 從

前，因而漸漸變得膽小、

畏縮。當他彷佛佇立在

十字路口，開始迷惘自

己適不適合繼續留在校

隊時，一陣溫暖又堅定

的聲音悄悄    滑入他耳

裡，「身為籃球選手，難

免會受傷，身體的傷經

過專業的治療，復元的

速度很快。最怕的是心

裡的傷，如果一直走不

出摔傷的陰影，就找不

回過去自信的身手。」教

練的一席話猶如當頭棒

喝，點醒了他，也讓他重

拾了過去的自信心。

許多人都如這位後

衛球員般，因失敗而感

到迷惘。舉例而言，偶像

團體 S H E裡的任佳萱，因

為拍戲而意外被火燒傷，

受重傷的她也曾沮喪、

迷惘，但因家人與好友

的支持和陪伴，讓任佳

萱得以走出傷痛，重返

演藝圈，並將自身經驗

與大家分享，希望可以

鼓勵遭遇類似經驗的人

們，幫助他們重新站在

人生的舞臺上。

一直以成績為傲的

我，因為一次感染腸胃

炎，而從排名第三墜落

到第十六，這對我來說，

猶如晴天霹靂，世界彷

彿已經末日。事發過後，

我非常消極，內心萌發

放棄讀書的念頭，心想：

不過如此，乾脆得過且

過。媽媽卻溫柔     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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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如果只是因為遭

遇一次這樣的事情，而

從此一蹶不振的話，你

是不可能會成功的，為

何不重整旗鼓，努力用

功，拿出原本的實力，把

下次的成績贏回來呢？」

這句話有如甘霖般流經

我因失敗而沮喪，導致

逐漸荒蕪的心靈。對呀！

為什麼我不這麼做呢？

當下，我立刻開始努力

讀書，並反省與檢討當

時自己失敗的原因。

最難忘的回憶 六年孝班　李麗瑤

在腦海裡，令我最

難忘的回憶，是在五年

級時，和同學一起代表

學校參加校際樂樂棒比

賽。

在班級比賽的前幾

天，才猛然想起再過幾

天就要和別校比賽了！

此時，慌慌張張的我，因

為從來沒有接觸過棒球，

連比賽規則都不懂，但

因為班上的男同學們很

喜愛運動，一個個運動

神經發達，簡直可媲美

運動選手，所以，大家互

相鼓勵切磋球技。

日 子 一 天 一 天 過

去，大家也揮汗如雨地

一天一天練習，終於，比

賽日子來臨了，大家的

當 考 試 成 績 公 告

時，我竟然榮登第一名！

雖然當下有點錯愕，但

仍然很開心。經過這次

寶貴的經驗，我深深體

會到了「否極泰來 」的

真諦，也了解了「一次的

失敗不代表一切」，千萬

不要「 一朝被蛇咬，十

年怕草繩 」，一次小小

的失敗，卻可能是往後

改變人生，舉足輕重的

轉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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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如熱鍋上的螞蟻一

般非常緊張，忐忑的心

情還沒定下來，就要準

備出發去比賽了！

到了青年公園，也

就是比賽的場地，大家

懷抱著莫大的期望進入

球場，看著別校激烈的

比賽，我的心跳突然噗

通噗通跳得好快，彷彿

正搭著雲霄飛車般，心

情也七上八下     混亂。

終於，輪到我們上場比

賽，和對手握手完之後，

裁判的哨子    的一聲，

比賽開始！在前方的同

學一個個把球盡全力揮

打出去，也一點點    把

分數贏了過來，輪到我

時，雖然手腳不聽使喚

不停的在發抖，但專注

的我仔細看著球路，世

界彷彿寂靜，只聽見自

己的呼吸聲，眼前景象

就像被按下慢動作鍵，

說時遲那時快，一揮棒，

球飛得遠遠的，我什麼

都沒想，立刻放下球棒

飛奔到一壘，同學們也

一棒接一棒的將對方投

出的挑戰之球打飛，第

一場比賽，我們輕鬆的

得到勝利了！但是，第二

場比賽，我們卻沒那麼

幸運，因為這次的對手

是六年蟬連冠軍的武功

國小，由於他們從小就

不斷    練習，所以才有

這麼輝煌的成績，經過

激烈的廝殺，而這次我

們徹底輸了。

失望如烏雲籠罩著

大家，有的同學因不甘

心而生氣，也有的同學

很傷心並且淚如雨下，

善良的老師們則紛紛安

慰大家，大家也希望六

年級時，能再一次一起

出去比賽，再一次向武

功國小挑戰，再一次發

揮團隊精神，創造小學

畢業前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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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地球的一封信 六年孝班　薛予柔

親愛的地球：

感謝您給予我們舒

適的居住與生存環境，

也謝謝您不畏風霜的幫

我承受風吹雨打，更感

謝您時時刻刻靜靜的陪

伴著每一個人。然而，我

們人類卻沒有善待您，

也忘了要飲水思源，要有

感恩的心。各式各樣的

垃圾，如天女散花般掉

落在街頭，全是我們人

類亂丟所造成的結果，

除此之外，寬闊的海洋

裡，隱藏著許多可怕的

危機，在海底的深處，有

許多沉寂的汙染，靜靜

的在深藍中擴散，而淺

海域的海洋生物，常因

被垃圾困住而生病或著

死亡，也常被漁夫過度

捕捉而無法繁殖甚至失

去摯愛的家園，親愛的

地球真是對不起啊！雖

然您總是默默承受，許多

人們終於發現了您的痛

苦，近年來，很多人們自

願參加淨灘活動，撿取

海灘上遺留的垃圾，幫

您把身體清洗乾淨，還

廣泛設立了資源回收桶，

將使用後的垃圾一一分

類，資源回收再利用，還

有請民眾把仍完好的舊

衣，樂捐至舊衣回收桶，

並將這份溫暖送進孤兒

院，救助貧苦，算是功德

一件。另外，政府也推行

了環保袋取代拋棄或塑

膠袋計畫，目的是不要

浪費資源，而且燃燒過

後的塑膠也會產生一種

有害物質──戴奧辛，又

稱為「世紀之毒」。它對

人體會造成種種疾病與

莫大的傷害。偉大的地

球啊！請您原諒人類從

前的無知，現在知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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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將心比心呢？希望

生病受傷的地球，能讓

被稱為萬物之靈的人們

改過自新，走向「環保」

的路。祝您

健康快樂

薛予柔敬上　十一

月五日

給十五年後的我 六年孝班　蔣昊融

是甄選上了太空人，在

月球上跳起月球漫步來

呢？這些選項都有可能

實現，然而說不定以上

皆非，你選擇了其他更好

的工作，這個祕密，只有

未來的你才知道。

未來的你，要記住

這件事：成功是靠三件

事情才能達成的，一是

毅力，二是信心，三是努

力，這些條件缺一不可，

一定要銘記在心喔！

接著，好奇的我，想

我們，也會更加呵護、愛

護您，同時，也希望在遠

方受到傷害的北極熊們，

壽命可以更長久，因為

地球的氣候不斷    持續

暖化，北極的冰山面積

越來越小，逐漸融解成

水，我們人類與北極熊

同樣身為動物，為什麼

親愛的蔣昊融：

最近好嗎？剛從研

究所或博士畢業的你，

想必生活也起了重大的

改變吧？生命的過程中

難免經歷許多挫折，但

你要努力克服困難，才

能 擁 有 之 後 美 好 的 生

活    ！

未來的你，選擇了

什麼工作？是在遊戲公

司擔任製作酷炫無比遊

戲的工程師呢？還是在

電 影 界 裡 活 躍？ 亦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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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你關於未來世界的

許多問題，以後人類是

在火星上居住嗎？由於

生物科技發達，以後有

沒有新奇的基因改造動

物或植物存在呢？以後

有沒有太陽係之外的外

星人來與我們人類做生

意呢？以後有沒有科學

家真的發明時光機？希

望十五年後的我，能將

現在的我這小小的好奇

心一次滿足。

而未來的生活，只

能靠你自己努力了，現

在，就讓你再回憶一下

十一歲的你，是臺北市

新民小學六年孝班的一

份子。你也曾經去過許

多國家旅遊，最近的一

次出遊國家是位於歐洲

的義大利，而其他許多

說不完的回憶，就在腦

海中慢慢回想吧！

祝你

身體健康，夢想都

能達成

十五年前的蔣昊融

　敬上

一 ○ 四 年 十 一 月

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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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美麗與哀愁 六年仁班　俞安怡

大自然的萬物生態

與人類之間，是一部最

撼動人心的電影。每次

欣賞這部電影時，每刻

總是特別美，又令我特

別痛心，內心的深處百

感交集，錯綜複雜。

電影的一開始，是

大自然最令人心醉，色

彩又最繽紛的一面。電

影的開頭，便從光芒四

射的日出播映。拂曉時

分，火紅的太陽在雲海

的烘托下，害羞的從連

綿的高山中露臉，當紅

色光芒映到投影布幕，

你是否感覺到心裡極大

的震撼力？再往山林望

去，朝氣蓬勃的枝椏嫩

葉，是一個生命的萌芽，

為大地增添了活潑的氣

氛，當這些嫩葉萌芽時，

在看電影的你是否能看

到大自然生命力極強的

正能量？在每朵花綻放

的剎那，你有沒有覺得生

命是多麼的珍貴炫麗？

當天幕被塗成黑色時，

銀白月亮和繁星點點是

多麼璀璨又柔和……。

但是，電影的情節

急轉直下，當你繼續看

這部電影時，就必須接

受此事實，無情的破壞

已在大地留下了永遠的

傷痕。冷血的人類為了

利益，不停的用他們的

雙腳踐踏這個世界，摧

殘大地，就如同別人在

你的身上胡亂砍殺，你

怎能承受？山崩，土石

流，河川汙染等，就變成

了人類破壞大自然的恐

怖證明，你們有沒有想

過，這場對地球的恐怖

浩劫，已危害到我們的

生命？你們在隨手丟垃

圾的同時，能否想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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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被破壞的恐怖面貌。

各位，為了將地球

的傷疤縫補起來，為了

我們的生命及可愛的下

一代著想，讓我們用自

己的雙手，拯救地球的

未來！我們可以參加海

邊淨灘活動，讓海上漂

流物不要頻繁出現。也

能隨手撿拾垃圾，或做

好垃圾分類，你的一個

小舉動，或許能救幾個

生命！政府可以做到多

種植深根植物，設立環

保講座，讓人們建立起

正確的觀念。

電影的布幕上，還

沒出現「結束」兩個字，

所以我們不能放棄拯救

地球，想想那些美景吧！

那些生命，是多麼亮麗！

傍晚時分踏在鄉間小路

上，你一定看得到生命

的光，在堅強地閃爍。

太平山之旅 六年仁班　羅秦萭

我和家人在旅行的

前一天，匆匆忙忙的準

備隔天早上要出遊的用

品，在一陣忙碌後進入

夢鄉。

隔天，我一張眼看

到我身處在爸爸的車裡，

我探頭望向窗外，是一

片蔚藍的天空，微微的

風吹動樹枝，燦爛的陽

光隱隱約約從樹梢透進

車內，潺潺的流水發出

清脆響亮的聲音，櫻花

鉤吻鮭優遊其中，景色

十分迷人，讓人想停下

腳步，仔細看看這美麗

動人的景象。

抵達目的地後的第

一個行程是位於太平山

森林遊樂區內的桃山瀑

布步道。一進入步道，就

感受到無限的寧靜，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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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都市熱鬧街頭的聲音，

沒有人群吵雜的聲音，

只有蟲鳴鳥叫的美妙旋

律，靜謐的森林透出微

微涼意。走著走著，到了

瀑布的所在地，壯觀的

瀑布傾洩而下更牀別有一

番風味，拍了許多照片

後，我們緩緩走下山，與

這動人的美景道離別。

在這次行程後，我

們還去了很多既好玩又

有趣的景點，這些景色

個個都使我流連忘返，

捨不得離開。我們在愉

快中結束了六天五夜的

行程，希望若還有機會，

我還想再去看看那如詩

如畫的景色呀！

其實我是冤枉的 六年仁班　曾捷榆

大家好！我是阿兔，

我最近剛跟阿龜比完賽

跑，後來才發現阿龜原

來在我的水壺裡放了許

多粉末，就是會讓人極

度想睡的「安眠藥」。後

來想想，我們不是好朋

友嗎？他怎麼可以這樣

害我！

故事是這樣的：上

禮拜阿龜跟我下戰帖，

他想證明只要有恆心，

不可能的事情也將化為

可能，我很佩服他的想

法便答應了。隔天，我

請了小羊和阿蛙幫我加

油，而阿龜則請了小熊

幫忙加油，我一如往常

的拿起水壺喝水，並沒

有什麼異狀，阿龜也沒

有機會加安眠藥，因為

我都一直拿在手上，等

到比賽開始才交給小羊。

那阿龜到底是什麼時候

在水壺加安眠藥的呢？

啊！該不會是小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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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開始！」裁判

大喊，我奮力的往前跑，

我聽到大家大聲的加油

聲，就是沒聽到小熊為

阿龜的加油聲，是不是

他在虎視眈眈的想奪走

小羊手上的水壺，我看

到阿龜好像快放棄般努

力向前跑，我也愈跑愈

快，但愈跑愈沒力，還感

到頭昏眼花，就這樣，我

跌在地上，就快昏睡了，

我想：「不行，我不能睡

著，我要完成比賽！」

最後，我還是抵抗

不了自己的眼皮，就這

樣像睡美人般，一睡不

醒，直到比賽結束。小羊

才把我叫醒，當時我還

茫然無知。現在，我終於

知道事情的真相，也勸

大家，不要交像阿龜這

樣的朋友，並想再次強

調：「我是被冤枉的！」

成功的墊腳石 六年仁班 王 淇

文／何權峰

人生就是一連串的

失敗、過錯、疏失所譜成

的。很少有人學東西一

次就熟練，開車學一次

就上路，拜訪一個客戶

就成交。過去的失敗是

讓我們知道錯在哪裡，

並修正這些錯誤。

犯錯，是很寶貴的

學習經驗，也是成功的

必要投資。所以，犯錯並

沒有錯。

勇士有時懼怕，智

者有時愚拙，老師有時

出糗，作家有時被退稿，

領導人有時也會糊塗，

這都是平常的事！

當年美國總統羅斯

福在競選時，曾經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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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鎮發表演說，當他

提到女性應該擁有選舉

權時，突然有人大笑：「這

句話和你五年前所說的，

不是相反嗎？」

羅斯福聽了，毫不

掩飾的回答：「是啊，五

年前我的確有另一種想

法，現在我已經發現那

是個錯誤的主張。」他丟

臉嗎？不，認錯並不會

貶損一個人的價值，反

而會提升別人對他的評

價。

看見別人的錯，不

必苛責，從他們的錯誤

中，可以學習到教訓與

成長。有一天你會感謝

他們，因為他們的錯讓

你知道什麼是對的。

發現自己犯錯，不

必自責，沒犯過錯的人

通常也是一事無成。錯

誤與失敗，是通往成功

最穩靠的墊腳石，利用

它們，便能從中培養出

成功。此時此刻的窩    ，

等到再一次成功的時刻

看來，都是美麗的。只要

你願意認錯，勇於改過。

心得報告  王淇

一、佳句

1. 犯錯，是很寶貴的

學習經驗，也是成功的

必要投資。原因：犯錯並

不可恥，最重要是你有

從中獲取經驗，下次成

功的機率會提升許多。

2 . 認錯並不會貶損

一個人的價值，反而會

提升別人對他的評價。

原因：勇於承擔過錯是

非常勇敢的行為，而且

能夠了解自己的過錯，

並且不會再犯才是最重

要的。

二、感想：

失敗是人生的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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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如果你遭遇到一

次挫折後就一蹶不振，

那你的人生就是失敗的；

但假如你可以很快振作

起來，並且從中吸收到

經驗，以後再遇到同樣

的困難就不怕了。當你

做錯了某件事。認錯並

不是一件貶低自己的事，

反而會提升別人對你的

肯定及價值，大多數人

都把失敗想像得太恐怖，

但是失敗是成功的墊腳

石，沒有失敗就沒有成

功，因此我們應該感謝

失敗所帶來的經驗，它

使我們更加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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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老王 六年愛班　吳芷安

老王是一個平凡的

上班族，有一天，在回家

的路上，看到商店抽獎

的訊息，他心想：「雖然

機率很小，但還是試試

看吧！」，他進去商店抽

了獎，抽出來後，他高興

的說不出話，因為他抽

中了美國往返的單人機

票，他馬上衝回家，時間

一到，他如期出發。

高興的同時，他不

知道接下來發生的事將

讓他永生難忘。剛上飛

機沒多久，機上就廣播

說有亂流，必需降落，

就在這時候，突然聽見

「砰！」的一聲，飛機受

到亂流影響，已經失控

了，在一片混亂中，老王

拿起降落傘，打開門跳

出去，他掉到海上，心裡

一邊慶幸他沒死， 一邊

看著失事的飛機。

但他想遠離那裡，

所以他一直游，一直游，

好不容易看到一座小島，

他心想：「我搭上飛機，

飛機失事，我沒死，才游

一下子，就看到小島，我

實在太幸運啦！」所以他

游呀游，終於游到島上，

一到島上，他就昏昏沉

沉的睡著了。

一早醒來，他覺得

好餓，所以他就採果子

吃，果子吃完了，他發現

有一個種子，所以就拿

去種，過了好久，它終於

長成大樹，老王就把它

做成一艘船，就離開了

小島，過了好久，他終於

看到陸地，也回到了他

的家。

雖然歷經了無數困

難回到家，但從此以後，

他特別幸運，中了樂透，

成了大富翁！所以老王

會這麼幸運，全歸功於

這次空難。



新新 民民 少少 年年 新新 民民 少少 年年
98

六年級�探索與成長六年級�探索與成長

小兔奮鬥記 六年愛班　李昀熹

在遙遠的東方有座

小島，風光明媚的景緻

令人嘆為觀止，那裡有

著一片蓊鬱的森林，動

物們每天在林間嬉戲，

生氣蓬勃；有著一片浩

瀚的汪洋，太陽的光芒襯

托著海洋的活潑，光波粼

粼。陽光灑在樹葉上，照

到了一間小木屋，就是

兔子一家。

小木屋裡住著兔媽

媽、兔丁丁、兔仔仔和兔

灰灰，大哥丁丁身穿一

身雪白的毛皮，乍看之

下有如一團棉花。二哥

仔仔也十分可愛，淡灰

色錯綜著白色斑點。只

有老么灰灰雜亂的灰毛，

醜陋得讓人不敢靠近，

加上不懂得撒嬌，既得

不到母愛也被兄弟藐視，

日子過得很辛苦，幸好

有爺爺這個避風港，他

才有信心能鼓勵自己。

日復一日，到了該

傳承產業的時辰，大哥

和二哥英俊瀟灑，都可以

變成白兔王子了，只有老

么依舊是醜得可怕。爺

爺各給他一人一片田地，

因為老么對爺爺很孝順，

就得到了肥沃的土地，

沒想到霸道的大哥聯合

二哥把老么的農田搶走，

老么不僅失去了土地還

被挨了一顆饅頭，痛得

他哇哇大哭，但他強忍眼

淚，說：「我會證明我自

己的能力，等著瞧！」

翌日，天還沒亮，老

么就起身種稻米，在貧

瘠的農田撒種，撒下希

望的種子，儘管是撒在

貧瘠的土地，但他的毅

力帶領他，每天下田，澆

灌，他沒停下過；除草、

抓蟲，他沒喊累過，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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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日記──搬運食物 六年愛班　施亭羽

今 天 早 上 吃 早 餐

時，我們大家發現食物

不夠了！所以身為工蟻

的我只好出去找食物，

走著，走著，都看不到任

何的食物。所以大家決

定要潛入民宅……。

「你先去客廳找！」

某個同伴說。我只好獨

自前往客廳，發現有一

個小朋友在吃零食。中

餐還沒吃的我看得垂涎

三尺，迫不及待的爬到

桌子上撿屑屑。不巧的，

那個小朋友看到了我，

他開始打算壓死我！肚

子餓總比沒命好！我二

話不說，開始拔腿狂奔，

沒命似的一直跑。「食物

呢？」大家質問我，我只

好說：「沒看到……」但大

家都找到了食物，所以

我被留下來，「等到你找

到食物就可以回家！」大

家異口同聲的說。

我毫無頭緒的站在

原地，突然，下起了大

雨，我只好趕快躲起來，

直到雨停後，我發現一

隻壁虎被踩死在路邊，

我趕緊跑回去告訴大家，

大家都趕緊跑去，但抵

大哥和二哥的鼾聲誘惑

他，他也從來不羨慕，因

為他的眼中只有一個目

標──讓希望萌芽，讓希

望成長並成熟，以後不

論颳風下雨都阻止不了

他的決心，雨中的稻米

也跟他一樣屹立不搖的

站下去。雨停了，金黃的

稻穗在風中搖擺，彷彿能

聽見在風中爽朗的笑聲。

最後結果老么贏得

勝利，也贏得了大家讚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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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時，壁虎不見了！「你

在耍我們嗎？」大家生

氣的問。也因為這樣，我

被逐出了家中。從此我

變成了流浪蟻。每天都

一杯咖啡，三種價格（摘自網路）
因工作需要，我去

了一趟法國。剛到沒多

久，一個在法國的老朋

友就邀請我去一家咖啡

店敘舊。我欣然受邀，連

忙趕到了咖啡店。這是

一間不論外表還是招牌

都很普通的咖啡店，名

叫「席拉的小店」。雖然

整個空間裝潢簡潔，但

充滿了溫馨的格調，顧

客們紛至遝來，生意很

火的樣子。

還未點咖啡，就被

法國人的熱情奔放所震

動。旁邊一位胖胖的男

士剛一入座便毫無徵兆

地去擁抱鄰桌一位女士，

那位女士也很開心地迎

了上去。隨即，那位胖男

士點了一杯咖啡便坐了

下來，我親眼看到服務

員過來只收了他一‧四

歐元。 一杯咖啡居然這

麼便宜，難怪這家店生

意這麼紅火，我驚訝于

這家普通的咖啡店竟然

有這麼多匪夷所思的地

方。

待朋友進來後，我

徑直走到服務台點咖啡，

用並不流利的法語對服

務生說：「我要一杯咖

啡。」服務生略顯驚奇地

看了看我，問了一句：「麻

煩您再重複一下剛才的

話，好嗎？」我以為我蹩

得要自己找食物吃，自

己過活，但無情的人類

總是看到我們就踩，難

道我註定永遠都不能遠

離這樣悲慘的生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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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的法語他沒有聽懂，

便又怯怯地重複了一遍，

「我要一杯咖啡」。這次，

服務生沒有再說什麼，

迅速地遞給了我一杯咖

啡，並告訴我說：「這杯

咖啡七歐元，女士。」我

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

朵，又問了一遍，確認還

是七歐元後，雖然對剛

才那個胖男士的咖啡價

格耿耿於懷，但終究不

好意思追問，只好無奈

地付了七歐元。

回到座位上，我就

跟朋友抱怨起來：「怎麼

回事？為什麼同樣一杯

咖啡只收剛才那位男士

一 ‧四歐元，卻收了我

七歐元？這不公平！」朋

友笑得很狡猾，說我繼

續看下去就知道了。

不一會兒，又來了

一位優雅的女士，對服

務員說：「請給我準備

一杯咖啡好嗎？」服務

員馬上遞給了她一杯香

濃的咖啡，收了她四 ‧

二五歐元。我特別注意

了她點的也是和我一模

一樣的咖啡，難道說這

家店看人收費？可是剛

才那位男士沒有什麼特

別之處啊！

陸 陸 續 續 地， 我

發現同樣一杯咖啡，竟

然有一 ‧ 四歐元、四 ‧

二五歐元和七歐元三種

不同的價格！我心裡開

始對受到七歐元的不公

正待遇憤憤不平起來。

這時朋友哈哈大笑

了起來，說出了真相：「你

有沒有注意到他們對服

務生說的話呢？如果你

只是對他們說：「來杯咖

啡！」價錢就是七歐元；

你若說：「請給我一杯咖

啡。」價錢就是四 ‧二五

歐元；但是你要是說：「你

好，請給我一杯咖啡好

嗎？」 甚至給陌生人一

個擁抱的話，咖啡就是

一 ‧四歐元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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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禮貌咖啡──讀後心得 六年愛班　金靈

同一款咖啡， 一杯

三種價格？哪家咖啡店

啊！真離譜。其實這並不

離譜，它只是提醒你──

禮貌的重要。

禮貌，並不難，不需

要做特定的事，我們時

時刻刻都可做到，它就

藏身在我們的生活裡。

舉例來說：尊重。你尊重

過他人嗎？有些人無理

霸道，什麼事都要聽從

自己的，從不考慮別人

的感受，自己就是王。這

種人，你會喜歡他嗎？

不過有些人倒是很體貼，

聽完她的解釋，我

頓時恍然大悟，感慨於

這 家 咖 啡 店 獨 特 的 創

意。習慣了在國內對服

務員「招手即來，揮手即

走 」式的點餐，回想到

自己剛才對服務生不客

氣的語言，我不禁有些

羞愧難當。她接著說：

「在電報剛興起的時候，

法國人就一個『請』字

就浪費了將近二百萬歐

元。即使這樣，法國人

也沒有放棄發電報不說

『請』字。由此，法國人

對禮貌待人的執著追求

可見一斑。」

我想，以咖啡價格

的不同來提醒人們注意

禮貌，真是一個不錯的

構思。這家名叫「席拉的

小店 」的咖啡店用這種

特別的方式告訴了人們

應該以禮貌待人，以優

雅的方式與人相處。 一

杯「禮貌咖啡」，既給大

家帶來一個溫馨舒適的

氛圍，又巧妙地讓大家

體會到了「禮貌 」的樂

趣，一個民族的優雅也

被體現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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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體諒別人的感受，

聽聽別人的想法，這種

人，人見人愛。這就是明

顯的差別，禮貌，帶給人

好的印象。

那些霸道的人們，

從現在開始改變吧！從

生活中的小地方做起，

只 要 真 誠 的 說 聲「 謝

謝！」，就可以溫暖人的

心，只要一聲友善的「你

好！」，就可以讓人感受

到你的熱情。禮貌，是多

麼的簡單，卻有多麼大

的意義，它，是所有事情

好的發展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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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ust went to Beijing for the third time.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share is 
about Beijing's food.  There's a hotpot store named Hai Di Lou where we went 
on October 25.  It has good food and good service.  One fun thing about it, you 
use your iPad to order your food.  While you're waiting for your food, they will 
massage your feet and hands so you don't get bored!  And, if you are busy, they 
will help you take care of your child.

On October 26, mom and I went to the Xidan bookstore.  At first, I wasn't 
reading anything, because my mom was looking for a book of Beijing.  She 
forgot to take our travel book for Beijing.  If she doesn't have her travel book, 
she doesn't know where to take us for play and activities..  I told mom, "Just buy 
any Beijing travel book, because I want to get my book(s) right away."  So, mom 
said, "Okay, I'll take you to the children's book section first."  Then, we went to 
the 4th floor of the bookstore.  After hours of reading, I bought one detective 
book and a Level 2 English test.  Then I told mom I was hungry.  Mom took me 
to a restaurant.  After eating, we went to a movie store where I bought a Barbie 
movie.

On the 27th, we went to Xishan Hotspring.  It has 39 separate springs.  
First, dad and I went to a pond where many fish nibbled on my feet.  After 
many hot springs, I said, "I'm hungry.  Can I eat something?"  So, mom and dad 
took me to the 5th floor of the resort for afternoon tea.  After eating, we went to 
our place to rest.  I laid on my bed and watched TV.  After bathing, we went to 
a restaurant.  It was so big!  When we finished eating, we rode the Beijing MRT 
back to our hotel.

A Beijing Trip
三年仁班  張守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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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Neighborhood 
三年仁班  王宥翔

I live in town.  My home is next to a park.  My mom lives in the 
country.  Our neighbors are very nice and kind.  There are some cars in my 
neighborhood, and there are many bicycles in our yard!

 I have one brother and one sister.  My brother and sister play with me at 
the park.

 My family does everything together.  We go to play together.  We go buy 
things together.  We go to school together.  We went to Japan together.  We live 
together, and, I suppose, we will die together.

Things we need to remember
 during an earthquake

三年愛班  孫欣彤

An earthquake is a very dangerous event so we must always be very 
careful. 

  We need to hide under our desks, because if you run outside things may 
fall on you and hurt you.  

 We must also remember to turn off all the lights, because electricity may 
cause a fire.  We have to wait for the earthquake to stop.  Then we can line up 
and go downstairs.

  We must remember to always stay calm during an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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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Good Friend
三年愛班  杜紹輔

A long time ago there was a boy who lived in a village. One day the 
boy’s father said,” It’s time for you to help look after the sheep at night, you 
must make sure they are safe.  If you see a wolf, just shout, Wolf!”

The boy was very excited.  This was his first time to take care of sheep 
at night.  The boy told his dad that he would keep the sheep safe.  At dinner the 
dad asked the boy again if he would keep all the sheep safe and again the boy 
said yes.  

The boy looked after the sheep but when it got too dark he got scared and 
shouted “Wolf!”  Al, the people ran to help him but there was no wolf.  The boy 
laughed at them and said there is no wolf I am just alone.  

The people were really unhappy about the boy’s behavior.  They went 
back home very angry.

When the heard the boy shout “Wolf!, again the did not listen to him.  
This time there was a wolf and the wolf killed some of the boy’s dad’s sheep.  
The boy was very upset and cried but his dad told him it was his own fault.

If you tell lies all the time people will stop believing you even when you 
tell the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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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new classmate
四年忠班  王芃云

I am in the fourth grade. We have a new classmate, his name is Sam. 

He is short and thin, and I think he is naughty and outgoing. He likes to fight, 

watch TV and play video games, but he has beautiful handwriting.  Sometimes I 

feel he is a little bored. He doesn’t like a lot of things. He isn’t kind to everyone. 

We don’t know whether he likes us or not.  Maybe, he thinks we are cute.

My birthday
四年忠班  楊予馨

My birthday will be on Thursday.  We’ll have a party.  I’m so excited 

because my friends will give me lots of presents.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party.  We’ll play many different games.  I think this is a great day for me.  I 

will remember the day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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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rite basketball player
四年忠班  陳瑞毅

I’m going to introduce a famous person in the basketball world.  His name 
is Michael Jorden.  No matter what you love basketball or not, you may have 
heard him a lot.  He i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was born on February 17, 
1963.  Now he is 52 years old.

He is handsome and smiles a lot, and he is almost 2 meters high.  
Although he is not the tallest person in the basketball team, he has a talent for 
slam dunks.  So, that’s why everyone called him “Air Jorden”.

Michael Jorden joined the NBA’s Chicago Bulls in 1984.  His uniform 
number in Chicago Bulls is 23, his position is shooting guard and small forward.  
He quickly became a famous basketball sports star in the Chicago Bulls.  He got 
the five Most Valuable Player Awards and won six NBA Championships with the 
Chicago Bulls.

Michael Jorden’s spin-off products are also very famous.  Although he is 
retired from the basketball world, Nike’s Air Jorden sneakers and his jersey in 
number 23 are still very popular today. 

I love basketball very much.  I hope I can play basketball as good as 
Michael Jo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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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Unforgettable Journey
四年孝班  賴新元

When I was eight, I went to South Africa with my family.  Since my 
cousin has lived there for three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us to visit her.  
Besides, I really treasure this chance to travel to the other country because I 
seldom have time to get along with my busy parents.  

When we arrived in South Africa, we had tasted many special cuisine 
such as “kudu,” which was a kind of deer that unique in South Africa.  
Additionally, South Africa is famous for its natural resources, so we‘ve also 
been to the zoo.  My brother and I stood from the white lions at a close distance, 
even hugged and touched them tenderly.  Giraffe, crocodile, and the hippo were 
the different species from those I saw in Taiwan.  After taking the trip to the 
zoo, the Table Mountain was another site that impressed me a lot.  The scenery 
was so astonishing that I hoped someday I could visit this country by myself.

Being satisfied, we finally took the luggage with us and said good-bye to 
this amazing country.  Traveling could broaden my horizons and let me explore 
this beautiful country.  Most important of all, I enjoyed every moment that I 
spent with my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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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ztecs
四年仁班  楊若琳

The Aztecs lived many years ago, and things were very different then.  
The Aztecs used caocao beans as money to buy things they need.  Besides, it 
was incredible that they used rocks and gold to make houses.  In order to make 
a better life style, they used bones to make tools and even used cotton to make 
clothes.  Do you think it was very unlike to the modern?

A Great Dream
四年愛班  易楷騰

One day my dad said, “Tomorrow, you can join the baseball team.” I was 
very excited, and couldn’t wait for tomorrow to come. The next day the coach 
taught me how to hit the ball. At first, I couldn’t hit the ball very well. After 
practice was over, the coach said, “Next month we will have a competition for 
this season, if we win, the champions will be us!”

I felt a lot of fear. When I am up to bat I tell myself, “don’t be scared, don’t 
be scared,” then the pitcher throws the ball. I do my best to hit it, and then run as 
fast as I can to first base. I was safe. I was very happy…until suddenly, I heard a 
voice… “KT, it’s time to get up.” I knew that is was only a dream now. I thought, 
Oh, no! It was just a dream, but it’s okay because I was still able to hit the ball 
and make it safely to first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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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五年仁班  林倢伊

In the past 11 years many things have changed. I am in grade five now, 
and I have many new friends at school. My teacher and classmates are different 
too.

Everybody has changed. Some people have more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some people are getting taller, bigger and stronger.

My mom said that I need to be tougher because I am growing up! So my 
mom wants me to take the MRT by myself.

The first day, I felt a little scared, but now I am not scared, because I feel 
bigger now.

My brother York is changing. When he was in kindergarten, he was only 
a small guy ,but now he is bigger. He is in grade 1, I thought he would cry , but 
he didn't cry ,I was very surprised. I hope he can have good behavior at school.

The weather is changing now. The seasons are always changing. The 
weather is getting cold. The streets are getting darker, and the sunset will be 
earlier. The animals will go home and sleep soon because the winter is coming.

Also, my city is changing;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buildings, cars, 
schools, and roads in Taipei now.  Many things are changing, but that's ok, I'm 
happy with all of the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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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Idol
五年仁班  蘇宸嫻

Do you have an idol? Everyone has his or her own idols. People can get 
or learn something from their idols. Maybe they are your parents, your teachers 
or movie stars. But my idol is a great Hollywood movie star-Audrey Hepburn.

About two years ago, my dad bought me a book. The content of this book 
is to introduce about Andrey Hepburn. She is one of Hollywood’s most famous 
female stars. But her elegant, loving, kindness and charm are the keys that she 
can conquer the world’s fans.

She said “The beauty of a woman is not in a facial mode, but true beauty 
in a woman is reflected in her soul. It is the caring that lovingly gives, the 
passion that she shows.”

She also said “For beautiful eyes look for the good in others, for beautiful 
lips speak only words of kindness and for poise walk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you are never alone.

Two years ago I didn’t know the meaning, but now I really understand. 
Her words have been deeply affected me. People not only have beautiful 
appearance, but also study hard to enrich knowledge and personality to become 
useful people. 

We can see many people imitate her all the time. She is a great idol. 
Although she has gone, she still influences us. She is an eternal id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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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ory about Ghosts
六年忠班  洪子涵

    I read a book about ghosts. There was a man called Ting Ball Zong 
who caught ghosts by spitting. The story is about a man and a ghost. Both of 
them wanted to go to a city. It was a long journey so they felt tired along the 
way. They helped each other. But the man was tired of the ghost after they had 
walked a long way. He heard the ghost say that if the ghost touched man’s saliva 
he would change into a goat. So the man spat on the ghost. The ghost became a 
goat. Then the man sold the goat and made some money. 

So if we want to know if she or he really is ghost, they will become a 
goat when they are spat on. So, I would like to use this method to find out if 
there are any ghosts in the house.

A Plan to A Haunted House
六年忠班  章立典 

I will find four or five good friends and make a plan. My idea is to sleep 
overnight in a haunted house. This is a real scientific experiment. We need 
cameras, flash-lights, phones (for emergency call), food, water, and of course 
sleeping Bags. 

We will go at full moon, ten o’clock. Then we will set up cameras in 
every room of the house to see what will happen. 

We might met the monsters or have something creepy. Even if the house 
is not haunted, this trip is going to be the most exciting, scary, interesting, and 
unforgettable Halloween adventure of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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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unted House
六年孝班  林郁婷 

You are really interested in buying a house. However, the rumors are that 
the house is haunted. So before you buy the house you want to see if the rumors 
are true. How would you find out if the house is really haunted?

If you want to verify these rumors, you can:

1. Find a proven event to support the rumors.

2. According to what the rumors are told, do and see what happens. If the 
result is the same, or is consistent with the fact, it may be true.

3. Finally, you can ask some experts or neighbors to help identify or post 
the article on the Internet and refer to opinions of net friends. You can also go 
to the library to find books of the haunted tales and get detailed information, 
then you will know of the rumors are true or false.

Have Fun in  Halloween!
六年孝班  陳詠瑄

Before the Halloween we had a Halloween party at school. We all dressed 
as the ghosts and tried to scare those ghosts. We also had a race to see who 
wore the most scariest costumes. Somebody dressed as a witch, and somebody 
dressed a vampire. We all looked very funny. Later on we started to sing the 
song “Spooky Spooky Very Spooky”. Everyone yelled loudly before the lyric 
board because we hoped our class will be the No. 1. We also enjoyed some candy 
on that day. I love Halloween. Maybe I’ll have a scary Halloween activity one 
day. I will find some brave friends to a haunted house with me. We’ll just like 
Sherlock Holmes and Watson to find out the truth. That'll be very exc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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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unted House
六年仁班 樂雲飛 

I went to a haunted house at midnight with a few ghost experts. I walked 
into the house. It was dark and there was nothing weird. But what gives me a 
chill down my spine was the photos all over the ground. Those photos weren’t 
just normal photos. Each person’s eyes in the photos were black. We collected 
some photos and decided to walk further inside the house. As we walked past 
a staircase, I caught a girl in white in front of the staircase, in the corner of 
my eye. I used my ghost camera to snap a picture of the staircase. When I got 
home, I looked at the picture I took, there was a girl in white in the photo for 
sure, and those creepy photos we found were gone. I searched the history of this 
house, and I found out that there was a girl who killed herself by the staircase. 
I even got a picture of her family. The thing was, the people in their family’s 
eyes were all pitch back like holes. After this, I’ve made my mind up that I am 
buying this house and renting it to a good party thrower so they can throw a big 
Halloween Party.



新新 民民 少少 年年 新新 民民 少少 年年
116

Grade6 � Exploring WritingGrade6 � Exploring Writing

Really Scared Experience
六年仁班  俞安怡

One silent night, I went to a haunted house. I was a little scared, because 
a real estate agent says the house which I want to buy is haunted. I stand in front 
of the house and look at the tree in the garden. There are no leaves on it！And, 
there are some bats flying in the sky. I knock on the door！then a spooky man 
comes to the door,Then, a mummy, a ghost, and a vampire come to the door！

I was very scared, I ran back home, and I surfed the Internet, ‘’ The rumors are 
true！The haunted house is really haunted,’’ I said. Next day, I went back to the 
haunted house, I took a machine, it can let me know, where there are the ghosts. 
I brought it in and the machine shows me that the ghosts are in the backyard. I 
went to the backyard, and there were many spooky men there！’’ Oh！Oh！

The rumors really are true！It’s really true！’’ I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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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esting Birthday Party
六年愛班 吳芷安 

 Last month, my friends Koto and Yui invited me and some of their 
friends to their birthday party. Koto and Yui are twin sisters.I arrived at their 
home at around ten o’clock in the morning. When everyone arrived, we all went 
outside to play volleyball and dodge ball until eleven o’clock. We were having so 
much fun!

 Then we went back inside at their place, sat in their bedroom and started 
to gossip about our classmates. After a while, Candy had an idea. She suggested 
that we play a fun game similar to hide and seek. One player is blindfolded 
and has to find or catch the other players. The other players will clap or make 
a sound to trick the one wearing the blindfold. We became exhausted and were 
starving, it was time for lunch. Their mother made pancakes for lunch. After we 
had eaten, their father took us shopping on the street near their home. I bought a 
pen that caught my eye. It cost twenty dollars. Then we went back to their place. 
Mrs. Yamasaki baked a two-tiered birthday cake. There were ten of us, so Mrs. 
Yamasaki cut the cake into ten pieces. At the end of the party, Mrs. Yamasaki 
gave each of us a very special pen as a gift. I had a most wonderful, fulfilling 
and unforgettabl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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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Remote Control F-15
六年愛班  黃畢豪 

I fly my F-15 on Mount Yangming. It has a powerful motor. It can fly 
really well, but first I must practice how to control it. I practice and I practice, 
but my F-15 still crashes to the ground every time.

At the beginning my flight skills were not good, so I practiced flying for 
ages. However, it was still not good enough, so I asked my mom. My mom is 
so cool and she helped me and taught me how to turn left and right. She also 
taught me how to avoid other obstructions. When my mom was helping me, I 
paid attention. Then I began to improve my flying skills.

The last time I went to Bai’an I practiced my skills and changed the way 
I controlled the plane. I will not take off and land on the road. I will only do that 
on grass. If the ground is grassy and the plane crashes it won’t break because 
the impact will be softer than on the road. 

However, the fourth time I tested it the propeller fell off. I couldn’t find 
it anywhere, so I went back to the hotel and slept. While I lay on my bed, I 
thought I can change the propeller and keep flying my plane. I needed to charge 
the power for the plane, so I had to wait for forty minutes. 

I flew it again at night. I thought “I don’t really care if it crashes, because 
the plane has a light, and I can find it easily.

I love my plane so much, simply because it is so much fun to fly. Not 
only is it something to fly. It is also a beautiful model. It has two motors and one 
small battery. It can fly for twenty minutes, and it can fly very high and 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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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 are controlling the aircraft from the ground, you will feel 
excited. You will feel like you are really flying an F-15. You need to watch the 
plane at all times when you are flying it. You cannot take your eyes off of it, 
because you are controlling the plane by remote control, so you need to use 
your eyes to control its height, speed and direction. Therefore, you must pay full 
attention during flight. 

There are two ways of taking off. One is to put it on the ground and let 
the plane run and take off. The other way is to throw the plane into the air and 
control it. For this you need to throw the plane into the air, with the motor on 
and set it at high speed. The plane will go really fast. This is hard to do and 
takes some skill. Someone who is experienced and has been flying these planes 
for a long time can do it. Therefore, once you have improved your skills, you can 
begin to use this method to launch your plane into flight. It really is a lot of fun.

Now I am good at f lying this aircraft, so I use either way. I think 
launching the plane into the air and opening up the motor is the most fun. I love 
to fly my plane this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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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ronicles of Chocolate
六年愛班 施采妏

Do you like chocolate? Chocolate may be expensive, but it is sweet and 
yummy. So, close your eyes and imagine your favorite chocolate bar. Think 
about the taste and the flavor. Think how it melts in your mouth. Mmmm! Are 
you ready to have some chocolate now? 

 Everybody likes chocolate, but does everyone know its origins? 
Chocolate began as a kind of drink in South America. Europeans didn’t 
discover the delights of chocolate until 1828. The first solid chocolate was sold 
in England in 1847. A Swiss man later added milk to the chocolate, and that 
was the introduction of milk chocolate.

 It takes time and effort to make good quality chocolate. The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is to pick the cacao pods. Then they need to ferment for six days. 
When the pods have split open, the seeds are dried. The dried beans are then 
sent to a factory and finally made into chocolate.

 Every child loves chocolate, but does chocolate only come in a solid 
form like a bar. No!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food contain chocolate. Some 
examples would be chocolate cake, pastries, smoothies, ice cream and there is 
even hot chocolate.

What is your favorite from of chocol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