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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新民小學 107 學年度下學期
【學生團隊對外比賽】優勝名單

 類別 年級 班級 姓 名 比賽名稱 組別 成績 指導老師 主辦單位
數學 一 忠 林千渝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李桂昭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一 孝 丁川益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銀質獎 林姿妦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一 孝 陳湘韻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林姿妦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一 孝 顏廷恩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林姿妦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一 孝 周裕紘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林姿妦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一 孝 邱晨語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林姿妦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一 孝 賴乙萱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林姿妦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一 仁 詹杰叡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金質獎 許詠筑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一 仁 蔡昀熹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銀質獎 許詠筑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一 仁 林修緣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許詠筑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一 仁 張宸銨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許詠筑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一 愛 詹茵茵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黃淑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一 愛 陳羿亘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黃淑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一 愛 張以沛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黃淑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二 忠 邱禧安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銀質獎 嚴玉欣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二 忠 曾俞叡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銀質獎 嚴玉欣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二 忠 李沛婕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嚴玉欣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二 忠 蕭淳方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嚴玉欣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二 孝 孟芯羽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王渝欣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二 孝 歐慶辰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王渝欣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二 孝 魏妙臻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王渝欣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二 孝 廖奕澂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王渝欣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二 孝 蔡昀玲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王渝欣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二 孝 郭繼穎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王渝欣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二 孝 廖品甯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進步獎 王渝欣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二 仁 杜宥萱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銀質獎 林雅華 康軒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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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年級 班級 姓 名 比賽名稱 組別 成績 指導老師 主辦單位
數學 二 仁 蔡尚彧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林雅華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二 仁 吳政諺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林雅華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二 仁 賴駿毅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林雅華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二 仁 張瑜恒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林雅華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三 忠 溫怡崴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江彩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三 忠 王琳雅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進步獎 江彩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三 孝 林軒惟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進步獎 林妤貞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三 仁 黃浩庭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王玉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三 仁 林士澄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王玉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三 仁 游家宇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王玉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三 仁 鐘芃淵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王玉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三 仁 林楷馨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王玉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三 仁 許宜萱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王玉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三 愛 莊沛寰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李依凡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四 忠 莊翔云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簡均如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四 忠 張銘豪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簡均如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四 孝 鄭　沂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魏詠軒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四 孝 徐楷恩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魏詠軒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四 孝 林千寗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魏詠軒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四 仁 余光泰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黃于真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四 仁 魏廷霖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黃于真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四 仁 張芷菱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進步獎 黃于真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五 忠 鄭云嘉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楊慧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五 忠 郭繼澤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楊慧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五 孝 沈　剛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銀質獎 林慧真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五 孝 莊翔伊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林慧真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五 仁 鄒佳祐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陳韻琦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六 忠 許榳軒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金質獎 蔡淑智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六 忠 梁鎮麟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蔡淑智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六 忠 許筑晴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蔡淑智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六 孝 陳宥杉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呂欣怡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六 仁 王宥翔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金質獎 陳淑貞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六 仁 張瑛琦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陳淑貞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六 愛 張祐端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銅質獎 白鴻禎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六 愛 陳柏睿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白鴻禎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六 愛 江昀蓁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數學獎項 優選獎 白鴻禎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三 忠 溫怡崴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閱讀獎項 銅質獎 江彩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三 忠 鍾昀珊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閱讀獎項 銅質獎 江彩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三 仁 黃浩庭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閱讀獎項 銅質獎 王玉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三 仁 游家宇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閱讀獎項 銅質獎 王玉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三 仁 鐘芃淵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閱讀獎項 銀質獎 王玉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三 愛 莊沛寰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閱讀獎項 銅質獎 李依凡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四 忠 莊翔云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閱讀獎項 金質獎 簡均如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四 仁 張芷菱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閱讀獎項 銅質獎 黃于真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四 愛 宋芃萱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閱讀獎項 銅質獎 周 昀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五 忠 郭繼澤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閱讀獎項 銀質獎 楊慧玲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五 孝 莊翔伊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閱讀獎項 進步獎 林慧真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五 仁 鄒佳祐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閱讀獎項 進步獎 陳韻琦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六 忠 許榳軒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閱讀獎項 銅質獎 蔡淑智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六 忠 許筑晴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閱讀獎項 銅質獎 蔡淑智 康軒文教基金會
數學 六 愛 張祐端 2018 卓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閱讀獎項 銅質獎 白鴻禎 康軒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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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年級 班級 姓 名 比賽名稱 組別 成 績 指導老師 主辦單位

數學 二 孝 廖奕徵 2018 第五屆超越盃
全國數學分級能力檢測 2 年級組 傑出獎 王渝欣 中華多元

智能教育協會

數學 四 仁 魏廷霖 2018 第五屆超越盃
全國數學分級能力檢測 4 年級組 傑出獎 黃于真 中華多元

智能教育協會

數學 四 仁 余光泰 2018 第五屆超越盃
全國數學分級能力檢測 4 年級組 傑出獎 黃于真 中華多元智

能教育協會

語文 六 忠 龔愷崴 地球公民 365-
365 小文豪專刊徵稿活動 入選獎 蔡淑智 地球公民 365

數學 二 愛 沈新喬 2018 OMC
國際數學競賽暨國手選拔賽

全國
一年級組

表現優
良獎 陳慧馨 中華國際奧林匹亞

菁英協會

數學 四 愛 陳秉汯 2018 OMC
國際數學競賽暨國手選拔賽

全國
四年級組 優等獎 周 昀 中華國際奧林匹亞

菁英協會

數學 五 孝 沈 剛 臺北市酷課學園國中
「數位科學」課程培訓

國中
多元增能班

修課
合格 林慧真 酷課學園網路學校

數學 四 仁 余光泰 全國 2019 年世界數學邀請賽 四年級組 銀獎 黃于真 中華數學協會

藝術 四 孝 唐品頡 第 49 屆世界兒童畫展 四年級組 優選 鐘碧惠 中華民國兒童
美術教育學會

藝術 四 忠 張銘豪 第 49 屆世界兒童畫展 四年級組 優選 鐘碧惠 中華民國兒童
美術教育學會

語文 六 孝 溫柏翔 2018 海峽兩岸少年創意
微電影大型創作活動

一人一伴
微拍秀

獲頒榮
譽證書 陳家鈴 聯合報教育事業部

語文 六 孝 沈長潤 2018 海峽兩岸少年創意
微電影大型創作活動

一人一伴
微拍秀

獲頒榮
譽證書 陳家鈴 聯合報教育事業部

音樂 六 忠 許筑晴 2019 亞洲盃國際音樂大賽 管樂類法國
號兒童組 第一名 亞洲音樂有限公司

音樂 六 忠 許筑晴 2019 亞洲盃國際音樂大賽 古典鋼琴類
兒童 P6 優等 亞洲音樂有限公司

音樂 二 忠 許雁晴 2019 亞洲盃國際音樂大賽 古典鋼琴類
兒童 P2 組 第三名 亞洲音樂有限公司

圍棋 三 忠 吳劭鈞 第 13 屆南山盃
青少年圍棋公開賽

級位
丙 B 組 優勝 南山高級中學

田徑 六 孝 彭道珩 108 年台北市春季
全國田徑公開賽

國小男子組
鉛球 第四名 台北市政府體育局

跆拳
道 一 仁 張芮 108 年第四屆誌善盃

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國小女子
低年級組
紅帶 C 組

第三名 中華民國
跆拳事業協會

跆拳
道 二 孝 陳亮緁 108 年全國草莓盃

跆拳道錦標賽

國小低年級
女子組

黃帶組 J 組
第二名 苗栗

跆拳道發展協會

跆拳
道 三 忠 陳宥憪 108 年全國草莓盃

跆拳道錦標賽

國小中年級
男子組

藍帶組 I 組
第四名 苗栗

跆拳道發展協會

音樂 五 仁 蘇向昀 2019 巴洛克音樂教育
全國音樂大賽

鋼琴兒童五
年級組決賽 第六名 巴洛克音樂

教育聯盟

語文 二 愛 李昀階 2019「夢想起飛」
說故事比賽

國小
低年級組

決賽
第三名 陳慧馨 財團法人台北行天

宮附設玄空圖書

語文 二 愛 洪也然 2019「夢想起飛」
說故事比賽

國小
低年級組

決賽
入圍 陳慧馨 財團法人台北行天

宮附設玄空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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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新民小學
Taipei Xinmin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

2018 第五屆超越盃全國數學競賽 地球公民 365-365 小文豪專刊頒獎 2018OMC 國際數學競賽

酷課學園國中數位科學修業合格

108 年台北市春季
全國田徑公開賽 鉛球
第四名  六孝 - 彭道珩

108 年第四屆誌善盃
全國跆拳道 品勢錦標賽

低年級組紅帶 C 組  第三名

108 年全國草莓盃跆拳道
錦標賽低年級女子組黃帶組
J 組 第二名  二孝 - 陳亮緁

2019 世界數學邀請賽銀獎 第 49 屆世界兒童畫展

第 13 屆南山盃青少年
圍棋公開賽級位丙 B 組

優勝  三忠 - 吳劭鈞

108 年全國草莓盃跆拳道錦標賽
中年級男子組 藍帶組 I 組

第四名  三忠 - 陳宥憪

2019 巴洛克音樂教育全國
音樂大賽 鋼琴兒童五年級組

第六名  五仁 - 蘇向昀

2019 夢想起飛說故事比賽



類別 年級 班級 姓名 比賽名稱 組別 成 績 指導
老師 主辦單位

武術 二 忠 許雁晴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劍術國小
低年級女子組 第一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二 忠 許雁晴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棍術國小
低年級女子組 第一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二 忠 陳苡嘉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拳術國小
低年級女子組 第四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四 孝 陳柏綱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劍術國小
中年級男子組 第一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四 忠 林序翰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劍術國小
中年級男子組 第三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四 孝 林千寗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劍術國小
中年級女子組 第二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四 孝 楊承諺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棍術國小
中年級男子組 第五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一 忠 林千渝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拳術團練國小
低年級組混合組 第四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一 愛 邱妍禎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拳術團練國小
低年級組混合組 第四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二 忠 林婕愉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拳術團練國小
低年級組混合組 第四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二 忠 蕭淳方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拳術團練國小
低年級組混合組 第四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一 忠 劉心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拳術團練國小
低年級組混合組 第五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一 忠 朱哲用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拳術團練國小
低年級組混合組 第五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二 仁 温善理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拳術團練國小
低年級組混合組 第五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二 仁 徐仲康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拳術團練國小
低年級組混合組 第五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四 忠 林序翰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劍術團練國小
中年級組混合組 第一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四 孝 陳柏綱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劍術團練國小
中年級組混合組 第一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四 孝 楊承諺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劍術團練國小
中年級組混合組 第一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四 孝 林千寗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初級劍術團練國小
中年級組混合組 第一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武術 中年級 武術總錦標 第四名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電腦
/

語文
六 孝 葉馨如 108 年國際小學生

電腦創意寫作競賽 國小組 銀獎 吳佩芬
呂欣怡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電腦
/

語文
六 仁 施釆岑 108 年國際小學生

電腦創意寫作競賽 國小組 銀獎 李珮珮
陳淑貞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電腦
/

語文
六 忠 陳能恩 108 年國際小學生

電腦創意寫作競賽 國小組 銅獎 許律雯
蔡淑智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電腦
/

語文
六 忠 于子晴 108 年國際小學生

電腦創意寫作競賽 國小組 銅獎 許律雯
蔡淑智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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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年級 班級 姓名 比賽名稱 組別 成 績 指導
老師 主辦單位

自然 六 愛 李和澍 臺北市第 52 屆
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國小組 佳作 周美吟

黃佳瑩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自然 六 愛 謝旻縉 臺北市第 52 屆
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國小組 佳作 周美吟

黃佳瑩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自然 六 愛 賴柏宇 臺北市第 52 屆
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國小組 佳作 周美吟

黃佳瑩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自然 六 忠 劉 非 臺北市第 52 屆
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國小組 佳作 周美吟

黃佳瑩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溜冰 二 忠 許雁晴 108 年臺北市青年盃
滑冰錦標賽 U08 女子組 第一名 台北市體育總會

數學 四 愛 陳秉汯 第 18 屆國際盃
數學能力檢測 四年級組 優等獎 周昀 中華國際數學教育

協會

Honor Rolls  榮耀在新民 7

私立新民小學
Taipei Xinmin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1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5

2019 年教育盃
武術錦標賽 -2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6

2019 年教育盃
武術錦標賽 -3

2019 年教育盃
武術錦標賽 -4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7

I108 年臺北市青年盃
滑冰錦標賽 U08 女子組
第一名  二忠 - 許雁晴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8 2019 年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9



類別 年級 班級 姓名 考試獎項 考試獎金 入學獎項 入學獎項 主辦單位

小六基測 六 仁 王宥翔 優等獎 3000 三年學雜費全免 三年學雜費全免 東山高中

小六基測 六 仁 邱議寬 二等獎 1000 三年學雜費全免 三年學雜費全免 東山高中

小六基測 六 愛 張祐端 三等獎 500 每學期 2.5 萬 每學期 2.5 萬 東山高中

小六基測 六 仁 林羽玨 三等獎 500 每學期 2.5 萬 每學期 2.5 萬 東山高中

小六基測 六 孝 賴柏岑 三等獎 500 每學期 2.5 萬 每學期 2.5 萬 東山高中

小六基測 六 忠 黃威程 三等獎 500 每學期 1 萬 每學期 1 萬 東山高中

小六基測 六 愛 陳柏睿 三等獎 500 每學期 1 萬 每學期 1 萬 東山高中

小六基測 六 孝 麥家儀 三等獎 500 每學期 1 萬 每學期 1 萬 東山高中

小六基測 六 忠 陳柏宇 三等獎 500 每學期 1 萬 每學期 1 萬 東山高中

小六基測 六 忠 陳能恩 三等獎 500 每學期 1 萬 每學期 1 萬 東山高中

小六基測 六 孝 翁子琳 三等獎 500 每學期 1 萬 每學期 1 萬 東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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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年級 班級 姓 名 組別 成 績

 五年級多語文競賽
( 複 賽 )

五 仁 蘇向昀 國語演講 特優
五 孝 樂鵬飛 國語朗讀 特優
五 忠 林士翔 作文 特優
五 孝 丁禹心 字音字形 特優
五 仁 陳忻田 寫字 特優

類 別  年級 班級 姓 名 組別 成 績

三年級英語朗讀比賽

三 仁 楊甯妘 三年級 特優
三 仁 余光軒 三年級 優等
三 孝 吳定謙 三年級 優等
三 仁 林士澄 三年級 佳作
三 愛 高睿涵 三年級 佳作

類 別  年級 班級 姓 名 組別 成 績

 二年級英語朗讀比賽 

 二 愛 李昀階 二年級 特優
二 忠 林婕愉 二年級 優等
二 愛 洪也然 二年級 優等
二 愛 吳亭頤 二年級 佳作
二 孝 林家睿 二年級 佳作

類 別  年級 班級 姓 名 組別 成 績

二年級硬筆寫字

二 忠 甘之怡 二年級組 第一名
二 仁 杜宥萱 二年級組 第二名
二 愛 劉子琪 二年級組 第三名
二 忠 王翊潔 二年級組 優等
二 愛 吳亭頤 二年級組 優等

類 別  年級 班級 姓 名 組別 成 績

 四年級國語朗讀比賽

 四 仁 張芷菱 四年級組 第一名
四 愛 陳又寧 四年級組 第二名
四 仁 余光泰 四年級組 第三名
四 愛 黃鉯婷 四年級組 優等
四 忠 陳映諪 四年級組 優等
四 孝 温肇恒 四年級組 優等

臺北市私立新民小學 107 學年度下學期
校內各項學藝競賽優勝名單

Honor Rolls  榮耀在新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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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年級 班級 姓 名 組別 成 績

四年級國語查字典

四 忠 張銘豪 四年級組 第一名
四 仁 曾睿淵 四年級組 第二名
四 仁 蔡淳程 四年級組 第三名
四 孝 陳冠辰 四年級組 第三名
四 孝 周莙凱 四年級組 優等

類 別  年級 班級 姓 名 組別 成 績

三年級國語查字典

三 愛 王子睿 三年級組 第一名
三 忠 林晏宇 三年級組 第二名
三 忠 吳劭鈞 三年級組 第三名
三 愛 黎光耀 三年級組 優等
三 仁 鐘芃淵 三年級組 優等

類 別  年級 班級 姓 名 成 績

四年級國語作文

四 孝 楊凱晴 第 1 名
四 仁 盧穎竹 第 2 名
四 孝 唐品頡 第 2 名
四 仁 林妤凡 第 3 名
四 愛 尤貽樂 優等
四 忠 高芸庭 優等

類 別  年級 班級 姓 名 組別 成 績

三年級圖畫作文

三 仁 王永勛 三年級組 第一名
三 愛 沈長融 三年級組 第二名
三 孝 丁羿中 三年級組 第三名
三 仁 曾子芸 三年級組 優等
三 孝 許皓甯 三年級組 優等

類 別  年級 班級 姓 名 組別 成 績

二年級圖畫作文

二 愛 洪也然 二年級組 第一名
二 忠 林大齊 二年級組 第二名
二 仁 杜宥萱 二年級組 第三名
二 孝 孟芯羽 二年級組 優等
二 愛 蔡以心 二年級組 優等

類 別  年級 班級 姓 名 組別 成 績

三年級硬筆寫字

三 仁 黃浩庭 三年級組 第一名
三 仁 林士澄 三年級組 第二名
三 忠 羅景庭 三年級組 第三名
三 愛 高睿涵 三年級組 優等
三 忠 溫怡崴 三年級組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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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英語朗讀

107-2- 國語朗讀 - 演講複賽

四年級 - 作文比賽

二年級 - 圖畫作文

二年級 - 硬筆

科展頒獎

多語文複賽   字音形 - 作文

Honor Rolls  榮耀在新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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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多元課程

Diversified Curricula



Diversified Curricula   豐富的多元課程 13

Diversified Curricula



▲ Street Dance 街舞

▲ Diablo Club 扯鈴 ▲ Dance Club 兒童現代舞

▼ Roller Blading
直排輪

14



▲ Martial Arts Club 武術

▼ Junior Dance Club  
低年級舞蹈

▼ Senior Dance Club  
中年級舞蹈社

▲ School Choir 合唱團

 ▲ Basketball Club 籃球社 

▲ Ukulele Club 烏克麗麗

▲ Soccer Club 足球社

▲ Taekwondo Club 跆拳道
Diversified Curricula   豐富的多元課程 15



Earthquake 
and Fire Drill  
~ 地震防災演練 ~

16



私立新民小學
Taipei Xinmin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al Board   新民教育篇 17

Events at Chung 
Ho Sport's Center

~ 中和運動中心 ~



18

Yilan
Bird park
outing

宜蘭甲鳥園
~ 教學活動 ~



私立新民小學
Taipei Xinmin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al Board   新民教育篇 19

Maker Class
~ 創客 ~

School Literary 
Competition

~ 語文複賽 ~



動態藝術賞欣

Highlights of 
Performing Arts

Creative Arts
Art appreciation

20



Taipei Xinmin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  私立新民小學

五忠 - 郭治磊    射箭比賽 五忠 - 賴昕佑    環保的重要

五仁 - 葉妍欣    救救台灣黑熊

五忠 - 譚承瑋    夢幻夜晚

      World School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中華民國第 50 屆世界兒童畫展 參賽作品

五孝 - 劉其汶

放天燈

五孝 - 李芷瑄    快樂的甜點區 五孝 - 林治瑜    甜點區
Students” projects   學生作品賞析 21



五愛 - 江宇耕   別讓地球暖化

四仁 - 盧潁竹    遊樂園

五仁 - 張芷若    一起做環保

五仁 - 劉安淇    讓台灣有更乾淨的海洋

五愛 - 楊祐豪    救救環境 四忠 - 陳婕芯  自然教室的觀察

四忠 - 黃聿廷    天鵝四忠 - 洪賀榮    夾娃娃

四愛 - 門脇一華    甜點樂園

四愛 - 黃鉯婷

幸福甜點

四愛 - 張家瑜    漢堡王大賽

三忠 - 李瑞峰     大軍對峙

五愛 - 葉姷呈    愛護地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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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孝 - 葉瀚丞    天空之城 三仁 - 王妍心    太空生態園

三孝 - 李韋彤    到太空玩

三孝 - 丁羿中    聖誕樹

三仁 - 吳宜倫    遊樂園 三仁 - 游家宇    交響樂團表演

三忠 - 鍾昀珊    祈福拜拜

三仁 - 鄺婕安    透視

三愛 - 王昊祐    藍頭怪獸

三仁 - 顏廷叡    甜根子草

三愛 - 莊翊寧    飛天大象

四愛 - 陳又寧    章魚老闆

三愛 - 李俐萱    可愛的原住民

Students” projects   學生作品賞析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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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仁 - 陳玥彤    大王蓮

三愛 - 鄭聿彤    天空遊樂園 三愛 - 錢忻宜    護城河

二忠 - 王翊潔    豬年花燈

二忠 - 張慶豪   大家來吃火鍋二忠 - 林婕愉    美麗的貓

二孝 - 陳靖    看煙火

二愛 - 李昀階    在彩虹上玩

二孝 - 王郁晴    遊樂園

二忠 - 李松柏    彩色大貓

二孝 - 林家睿    潛水

二仁 - 吳政諺    海底世界

二愛 - 沈新喬    游泳

三愛 - 莊沛寰    三太子

二仁 - 黃崴麟    燈會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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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忠 - 程苡菡    開飯囉 !

一忠 - 林宥秦    豬媽媽與豬小孩

一忠 - 陳癸安    快樂豬農

一忠 - 林潔昕    別哭 ! 小豬

一孝 - 王語儂    快樂農場 一仁 - 陳彥辰    大紅公雞 一愛 - 李泳暶    紅豬與小豬

一忠 - 黃資晴    好熱的太陽

一忠 - 徐粲富    我家大公雞

二愛 劉蔓珈 花式溜冰

二孝 蔡昀玲 藍色的鳥 一孝 - 蘇子頤    我餵鴕鳥吃東西

Students” projects   學生作品賞析 25

Taipei Xinmin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  私立新民小學



孝班

仁班

愛班

26

忠班

School Excursion
校外教學活動

Grade 1
一年級



忠班

仁班

孝班

愛班

私立新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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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e 1 Grade 2
一年級

二年級



忠班

孝班

仁班

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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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e 3

三年級



忠班

孝班

仁班

愛班

私立新民小學
Taipei Xinmin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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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e 3 Grade 4

四年級三年級



忠班

孝班

仁班

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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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e 5

五年級



忠班

孝班

仁班

愛班

私立新民小學
Taipei Xinmin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

Class/ School Outing   班級與全校校外教學活動 31

Grade 5 Grade 6
六年級

五年級



            
      一仁 -蔡昀熹  呼倫貝爾大草原

ㄧ孝 -郭珉蓁  日本銀川溫泉場

一孝 -顏廷恩

馬來西亞吉隆坡 雙子星塔

ㄧ孝 -廖沛絜  日本札幌

       一孝 -王茵鋌  日本京都蹴上鐵道

一忠 -林千渝  日本千代田

一忠 -林潔昕 林潔昇
美國 拉什莫爾山國家紀念公園 -總統山

一忠 -劉心  荷蘭 阿姆斯特丹的水壩廣場

一忠 -林潔昕 林潔昇  大峽谷國家公園

 Having nice trips  Family     trips
     親子     旅遊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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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愛 -游欣儒和家人 法國聖母院

一愛 -莊承澔和爸爸、媽媽、姐姐  南投妖怪村

一愛 -晨語跟弟弟、媽媽  首爾

一愛 -林家霈和家人  新加坡 Merina Bay

          
 一愛 -童胤仲  香港 迪士尼 一仁 -李星霓  大阪城

            
      一仁 -蔡昀熹  呼倫貝爾大草原

一仁 -王廷璜  日本白川鄉

一仁 -顏士皋  蘆之湖

 Family     trips
     親子     旅遊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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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孝 -張容盛  長城

二孝 -郭潔霓  馬爾地夫

二忠 -許祺然  澳門 二孝 -李竟愷  日本樂高樂園

二忠 -吳翊熏  韓國

二忠 -莊宜沁  日本

二忠 -曹瑞洸  東京迪士尼

二孝 -游苡岱  澳門大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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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忠 -吳翊熏  韓國

     二愛 -杜振輔  葡萄牙里斯本
二愛 -施欣芝  東京晴空塔

           二仁 -林睦凱  澳洲雪梨

二仁 -李筑涵  日本 名之花里

二仁 -杜睿恩  日本

         二孝 -陳柏諭  澳門

Family trips   親子旅遊趣 35

二仁 -張瑜恒  葡萄牙里斯本

二仁 -張語琦  加拿大



    三忠

三忠

三孝 -吳定謙  法國

三忠

二愛 -賴玟雅  美國加州 Santa Monica 海灘

三忠

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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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孝 -劉祐誠  關島

三孝 -許誌珈  北海道

       三孝 -丁羿中  香港

三孝 -林軒惟  德國

        三
孝 -廖敏恩  愛丁堡

三孝 -柯權恩  法國

三孝 -蔡欣彤  沖繩

三忠

Family trips   親子旅遊趣 37



四孝 -陳柏綱  台北市動物園

四孝 -林千寗  東京迪士尼

四愛 -莊翊  基隆的情人湖

四孝 -梁昀展  北海道小樽

四孝 -簡詩展  澳門迪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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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愛 -王雨馨  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

Family trips   親子旅遊趣 39



五孝 -林秉宏

五孝 -許瑜真  韓國釜山

             五愛 -江宇耕  美國奧蘭多迪士尼樂園

五仁 -朱驛潔  義大利米蘭大教堂

五仁 -彭子宸  不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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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愛 -黃可鐘  美國黃石公園

             五愛 -江宇耕  美國奧蘭多迪士尼樂園

五愛 -謝依倢 日本廣島嚴島神社

五愛 -金宏宸  亞特蘭大石山公園

五仁 -朱驛潔  義大利威尼斯

五仁 -蘇向昀

五仁 -徐紹穎  加拿大

Family trips   親子旅遊趣 41



42
六仁 -杜紹輔  日本

六仁 -徐雷恩  冰島

六仁 -杜紹輔  歐洲行

六仁 -徐雷恩  冰島

六忠 -于子晴  美國

六忠 -梁鎮麟  日本

 Having nice trips



Family trips   親子旅遊趣 43
六仁 -杜紹輔  日本

                     六年級 -溫柏翔  日本

                      六年級 -陳柏睿

六仁 -吳佳駿  日本迪士尼

六忠 -梁鎮麟  日本

六年級 -黃品寧  柬埔寨吳哥窟

六年級 -林宥甄

六年級 -辜勝群



Planning a Party
I would plan a party for grandma. I love her, she is 

so nice. I would have the party at my home. I love my 
home too. I would have cake at the party. I like cake. 
We would sing songs at the party. I like to sing songs. 
The best part would be giving grandma flowers. I like 
my grandma.

How to Make a Pizza
First put tomato sauce.
Second add onion. Then put ham. 
Next put corn. Then add fish. 
After add the cheese. 
Last you can cook the pizza.

My Favorite Ice Cream
I like Häagen-Dazs ice cream.

Lucky me, my midterm oral exam project is about 
comparison, so my mom and I decided to use 
Häagen-Dazs ice cream to complete this vlog 
project.

First, we went to a big 7-11 Store to buy three flavors 
of mini ice cream cups.

I chose vanilla, strawberry, and chocolate flavors.  Yum, yum!

After a long line of waiting, my mom gave me some cash to pay for them.

Then I went home to start with my comparative experiment project.

I waited for the ice cream to melt then began to try each of them.

Last my conclusion was the vanilla ice cream is sweet, then the strawberry ice 
cream is sweeter than the vanilla one, and chocolate ice cream is the sweetest 
flavor of all.

I enjoyed trying all the ice cream, and this was a fun project!

Class 103  Bella

Class 103  Mayer

Class 104  Leah Luo

44



Planning a Party
I would plan a party for my mom because she 

is nice. I would have the party at my home and tell 
my family.  I would have pizza, soup and candy at 
the party. We would play some games and throw 
paper all around at the party. The best part would be 
making noise all around. I like to have fun in the party.

Class 104  Mimi

I love Mommy
Thank you my dear mother. Thank you for bringing 

me into this world. I appreciate what you’ve done 
and thank you for loving me in no way anyone else 
can do. Thank you for taking care of me, even when 
you’re busy. I love you, Mom.

Happy Mother’s Day!

    Your lovely son,

    Kimi

Easter
Easter is a special holiday in spring.

The Easter bunny visits children and hides colored 
eggs that

the children have to find on Easter 
Sunday morning.

Class 101  Kimi

Class 101   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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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Pet
I have a brown cat sitting 
on the mat. 

The cat likes to eat fish 
can.

My sister likes cats, too.

However, my father doesn’t like cats.
Class 101   Sean

What do I like?
I like ice cream because it 
is very sweet. 

I like cats because they 
are very cute.

I like pasta because it is 
yummy.

I l ike my mom because 
she is very nice and warm.

I l ike myself because I 
work very hard.

About Me
My name is Louis. I’m 

seven years old. There 
are four people in my 
family:

p r e t t y  m o t h e r , 
handsome father, cute sister, and me. I like to eat 
fries, chicken, and hamburgers. I’m good at playing 
basketball. Joseph Lin is my idol in Fubon Braves 
basketball team. I love my family and myself.

Class 101   Cindy

Class 102   Lo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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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pring Vacation
This spring vacation, we left home and went to 

Airport Terminal 1 for Thailand trip. It took us three 
hours to arrive at Bangkok, but it still took us one 
hour to get VISA. We walked ten minutes to Radisson 
Blu Plaza Hotel Bangkok. We stayed at the hotel for 
two nights. I like it so much that I want to stay longer!                                                                    

The next day, we went to ICONSIAM mall by taxi 
and shuttle bus. The place is very big and beautiful. 
My family enjoyed shopping there, too.                                                                   

The last day, we went to 7-11 to buy seafood as 
gifts. The weather was very hot, so we went back to 
hotel quickly. I like Thailand so much. I can’t wait to 
go again.

Class 102   Enson

Spring
Spring is the seanson when trees blossom and 

birds lay their eggs. The grass grows green again 
and flowers come into bloom. The sky turns blue. 
The sun rises earlier. The warm weather brings out 
the children to play. This is the spring.

Class 102   Sta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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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ley Man and the Three Deers
Once upon a time, Wesley went to the deer's 

house. First, he saw some rice. The first one was too 
hard to eat, the second one was too cold, but the 
last one was just right.

Next, he saw three pencils. The first was too long, 
the second was too short, but the last was just right.

Last, the three deers came back. They said "Why 
are you here, this is our house."

And Wesley said "Because I walked around the town and I 
couldn't find my house and I saw one house which didn't have any 
people so I went in."

Finally, the deer's dad drove to Wesley's house.

A Strange Dream
One night, I had a strange dream.  In the dream, 

my father, my mother and I had a mission from the 
Taiwan Space Station.  We were going to a new 
planet.  We did gravity experiments.  The planet 
looked like Earth.   We went to the planet by space 
shuttle with rockets we made.  Our space suits made 
us look like bears, so we laughed at each other.  We 
saw an alien.  He looked like a frog.  I didn’t know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but he had a cool family. 
We became good friends. It was a funny dream.

Class 203  Sharon Du

Class 203  Kibi Wang

Dog, do you have a strong nose?
Dog: It is true.  My nose is strong.

Little Red Ant: Sniff, so I can see.

Dog: “Sniff.”

Little Red Ant: Wow, that was really cool!  
Are you the strongest of them all?

Dog: A car is stronger than me.  
When a car comes, Dog will run.

Class 204  Molly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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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ig Box
There is a big box in front of my door.  It has my 

name on the box, and I am so excited.  What is inside 
the box? I open the box and see a toy.  This toy can 
make yummy and good smelling food.  It can make 
any shaped cake and ice cream.  I make a mango 
cake.  The mango cake is made into a dog and cat 
shape.  The ice cream is made into a star, leaf and 
deer shape.  They are so delicious and beautiful.  It 
also can make stickers.  You can stick stickers on 
your jacket.  The jacket will look so cool.  This toy can 
make anything.  I like this toy very much. I wish that it 
won’t ever break!

Class 204  Cherry Liu

My Family
I  h a v e  a  h a p p y 

f a m i l y.  M y  d a d  i s 
very humorous. My 
mummy is frightening when she’s angry. But she’s 
interesting most of the time. And I’m a naughty boy!  
Every morning, I go to school with my mom. Every 
night, I go home with my dad. Although we’re busy, 
we enjoy our happy time on weekends.  I love my 
family.  I hope we will be healthy and happy forever.

My Family
There are three 

people in my family. 
My mother, my father 
and I. My father is fat and he likes to eat potato 
chips. He also likes to watch TV. My mother is thin 
and she can cook well. She uses a computer all day 
sometimes. I am thin too, but I like to eat ice cream. It 
is yummy. And I have three cousins. They like to play 
with me. My father and mother are smart. They are 
teachers. They are very busy. I love my family!

Class 201  Daniel Lin

Class 201  Olivia Z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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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mily
There are three people in my family. My dad owns 

a company. He is a great consultant and a university 
teacher. My mother is a teacher at Taipei Municipal 
Jianguo High School. I am a primary school student. 
My father’s interest is reading books. My mother’s 
interest is doing housework. And my interest is 
drawing. Our family lives together happily.

My Family
There are five people in my family. They are my 

grandfather, grandmother, father, mother and me. 
My grandfather likes to walk in the park. He also likes 
to play games with me. My grandmother is very 
kind. She often cooks for us and also buys beautiful 
clothes, pencil boxes, pencils and erasers for me. My 
father is tall. He likes to jog and teaches me to play 
soccer on the weekend. My mother works at a bank. 
She often helps me to finish my homework in the 
evening. I love my family very much. I have a warm 
family.

Class 201  Ashley Xiao

Class 202 Norah 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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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mily
There are four people and a dog in my family. 

They are my dad, my mom, my younger brother, my 
pet and I. My dad is tall and strong. He likes to sleep 
and play video games. My mom is pretty and smart. 
She likes to go shopping. My younger brother is cute 
and funny. He likes to play toys. My dog’s name is 
Osa. She likes to bite everything and play with me. I 
love my family very much.

My Family
There are four people in my family. They are my 

mom, dad, my baby brother, and me. We are a 
happy family. We like to do many things together, like 
playing sports, reading books and watching TV. We 
go swimming on Sundays and we sometimes ride 
our bikes. I go to my grandma’s house for lunch or 
dinner. We like to do things together. I love my family 
very much! I hope we will be happy, healthy and safe 
forever.

Class 202  Tricia Zhang

Class 202  Mermai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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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Day of My Life
One day, I had a lot of things to do. First, I woke 

up. And then I took a shower and brushed my 
teeth. Next, I changed my shirt. And my mom said, 
“ALSTON, COME TO EAT YOUR BREAKFAST!!!” And 
after I ate my breakfast, I went to school. After that, 
I went back home. Last I did my homework, and my 
mom said, “ALSTON, EAT YOUR DINNER!!!” After I 
ate my dinner, I took a shower, 
and brushed my teeth, and then 
I went to sleep. This was one day 
of my life. Wait-no matter how 
many tens or hundreds of years, 
my day is always just like this, but 
if there are some holidays, 
I will go outside to eat my 
dinner, or maybe stay at a 
hotel.

Class 303  Alston Li

My Mother
My mother is a very sweet woman. Her name is 

Cindy. She is forty-three years old. She has long hair 
and a cute smile. She is beautiful. She always takes 
care of me. She helps with my homework too. She is 
good at art and music.

There’s nothing she won’t do to 
help me. She cooks delicious food. 
Every day, I get home from school 
and she always has dinner read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she loves me and I love her. My 
mom is the best mom in the 
world.

Class 303  Tiff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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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best friend
My best friend is Elma. 

She has long hair, small eyes and small nose.

She is thinner than me, but she is shorter than me.

She likes to play video games. 

She likes to wear pink dresses, because she loves 
pink color.

She likes my sister, because she thinks my sister is 
cute.

Her favor i te food is  ice cream, especia l ly  is 
strawberry. 

Her favorite subject is music, because she loves 
playing the piano.

However, she does not like art, because she is not 
confident on drawing and painting.

Elma and I go to English class after school.

Sometimes, Elma’s mother gives me a ride to my 
home after class.

I love her mother, too. 

I met Elma when we were three years old, and it was 
in the piano class. 

Even thought, we quarrel a lot, but we always end up 
making up soon after.

Now, we are nine years old, I hope we can be good 
friends forever.

Class 301  Pho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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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mily
Hello, My name is Sophie. I am ten years old. 

There are four people in my family. We are a nuclear 
family. We live in Xindain, a beautiful area in New 
Taipei City. 

Now, I am going to introduce my family members. 
First,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my mother, in my 
heart, she is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in the world. 
She has long hair, a pair of watery eyes, a pointed 

noes and a cherry mouth, she looks like a super star. Next, the second family 
member is my father, he is a doctor. He is usually busy on his job, thus he tries to 
give me some companies, so I don’t feel lonely. Moreover, he is very clever, he 
teaches me everything, such as English and math. He loves me very much, he 
is not only my father but also a best friend. The following family member is my 
younger brother, he is good at English because he works hard every day. 

Finally, I am going to introduce myself, my favorite subjects are English, social 
study and computer. I am good at skating. My favorite pet is rabbit. I love eating 
chocolate, so I am a sweet girl. I love my family very much, every hour, every 
minute, even every second. I hope all of us are happy, healthy and sucessful 
forever. 

My best friend
My best friend is Phoebe. 
She has short hair and small eyes.
She is cuter than me, because of her smile.
She likes to eat hot dog, because it is so tasty with 
ketchup.
She likes to play video games, because they are so 
interesing. 
She likes my brother, because my 
brother is lovely. 

She likes to wear white dresses, because she loves white color.
Her favorite subjects are art, music and English, because she loves 
painting, love to play the piano and she is good at English. 
However, she doesn’t like science because it is not funny.
We always play together and study together at 
school
We always go to English class together after 
school.
We do everything together, I hope we can be 
good friends forever.

Class 301  Sophie

Class 301  El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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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Hobby
Hi, my name is Vicky. The thing I love to do the 

most is drawing pictures. It looks like a magician, it 
makes me happy and relax. For example, my cousins 
blame on me sometimes because I talk too loud. 
However, they don’t know the reason is I want to 
join their converstaions. I am so angry and unhelpful, 
so I take a piece of paper, a pencil and start to draw. 
And then I feel much better, drawing is not only a 

magician but also a friend to me. 

In my pictures, there are some cute and beautiful flowers, cartoons, tree 
houses and so on. Because I hope my pictures can attract my cousins to play 
and talk to me, or even sometimes we can draw pictures together. That is one 
of my reasons why I draw those things. 

I know it might be a good method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my cousins, or it might be 
not. Nonetheless, drawing makes me happy is an 
undeniable truth. I hope I can be an excellent painter, 
and my pictures make every one happy in the future. 

Earth Day
Earth day is on the twenty second of April, this 

is the Earth’s birthday. On this day, we need to 
celebrate and do some things that helps the Earth. 

On that day, my family and I went to a big park. 
There were some farmer markets in that park. All of 
the booths sold things that could help our dearest 
Earth, such as trees, organic food and eco-friendly 
products. There was one of the booths impressed 

me very much. It taught us about the ideas of saving the Earth and animals. 
Guess, what did I do for our Earth? I made a paper butterfly, learned how to 
rescue baby bats which were lost and how to save animals that ran by a car. We 
also bought a jar of handmade jam to help farmers and to eat healthier. 

I want to save the Earth every day, so I will turn off faucet 
when I am not using it. Moreover, I will turn off the light when I 
am not in the room. I can make every day is Earth day !

Class 302  Vicky

Class 302  And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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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orgettable Ali Mountain
During the last winter vacation, we went to the 

famous Ali Mountain as our family trip. The first 
tourist attraction that pops in my mind is Fenqihu. 
We ate doughnuts and the well-known lunch box 
there. Although it was just an ordinary lunch box that 
we can have every day, it seemed more delicious 
because of the atmosphere there. Also in Fenqihu 
we saw the sea of clouds. The stunning view of the 
pure blue sky with white clouds gave a feeling as 
if I was flying in the sky. It was surely a wonderful 
beginning of a trip.

The next stop was an unforgettable trip at the 
Alishan Forest Park. First, we took a cute small 
train to go up to the park. As the train went by, the 
scenery of trees and mountains flew past our eyes 
like we were running amid the forest. However, the 
view we saw up there was way more beautiful. There 
was a giant tree consisting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rees that had lived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My 
father told me that some of the trees were born in 
the Qing Dynasty. Those trees were so tall and big, 
they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as small as an ant.

The most memorable spot must be Sister Lakes. 
There were an Older Sister Lake and a Younger 
Sister Lake and the water surface was as clear as

crystal. Since I have an older sister, the Sister Lake 
was just like my sister and me, and left me a strong 
warm feeling. What’s more, there’s a tree called 
Brother Tree near the Sister Lakes. The tree is special 
because it has two separate tree tops, but shares 
only one trunk.

In this trip, I enjoyed tons of beautiful views which 
allowed me to understand the beauty of nature 
more. Nevertheless, the fresh air up in Ali Mountain 
was what impressed me the most. The air was so 
fresh and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city. I wish I could 
go there again as soon as possible.

Class 403  Do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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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Winter Vacation
In winter vacation our family went to Australia to 

see my aunt. We stayed at my aunt’s house.

First, day, we went on my uncle’s boat. I swam 
with my cousins. It was a lot of fun. When it was lunch 
time I ate some sandwiches and chicken, it was very 
yummy. Then we continued to play and we sat on 
my uncle’s motor boat. It was fast and very cool. 
Finally, we went back home to eat dinner. The dinner 

was very delicious. My aunt cooked a big chicken and some sausage rolls. It was 
good.

 Then we went to the Gold Coast. We played on the beach all day. The 
sand looked like gold and the waves were huge. I fell down in the big waves 
sometimes. Then, we had pizza and chips for dinner and I ate the 31 ice-cream. 
It was very good. I liked Coles Supermarket. I bought some chocolate and chips. 
My mom bought some ice pops.

 Finally, we went back to Taiwan. I was sad to go back to Taiwan because I 
wanted to stay in Australia longer. I hope I can go back to Australia.

Holidays
I like all holidays. A tradition is a special way that 

something has been done for a long time. Traditions 
are repeated year after year. 

On Mother’s Day, I give presents to my mother. On 
Father’s Day, I give presents to my father. Couples 
give each other gifts on Valentine’s Day. 

I dress up in scary costumes on Halloween. My 
sister and I go trick-o-treating for candy. On Chinese 
New Year, my family and I watch parades. The 
dragon parade is a tradition on this holiday.

Similarly, we often get together on Thanksgiving. 
It’s an old tradition to eat turkey on Thanksgiving. On 
Christmas, I decorate a Christmas tree. We have a 
big holiday dinner. I like Santa Claus, reindeers, Father 
Christmas, Saint Nicholas, and Christkind. All of them 
give gifts. Christmas is definitely my favorite holiday.

Class 403  Channing

Class 404  Roy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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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rite Animal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animals around the 

world. Some are tame and some are wild. Some 
animals live in the forest, jungle, and zoo. There are 
also some animals in the farm and home.

From the different kinds of animals, my favorite 
one is giant panda. I like it very much because it’s 
very cute. It’s like a teddy bear with large head and 
chubby, soft, furry body. Even though a panda is very 

fat, it can bend and twist in man directions. It can stand on its head. It can roll 
over again and again. It’s easy for panda to touch its head. When it lies down on 
the ground, it can scratch one foot with their other.

I had seen pandas at the zoo in Taipei and Japan. I wanted 
to bring one of the pandas home, but I couldn’t do it. So I 
bought one stuffed panda toy from Japan. I sleep with my 
soft panda every night. I hope someday I could see again a 
real panda because I want to play and hug with my favorite 
animal.

A Visit to the Stone Age
Dear Monica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I also had a great holiday. 
Do you know where I visited? I visited the Stone Age!

I went to the Stone Age by the time taxi, and I 
was very excited. It only took me two minutes to go 
there. In the Stone Age, there weren’t any shops or 
houses, there was only a cave to live in. Also there 
weren’t any beds or chairs, TVs or computers, So it 

was very uncomfortable.

The food was boring. There weren’t any chocolate or cheese. They just had 
some fruit and meat. I ate those healthy and terrible food that week.

There were animal skins, but there weren’t any clothes. There weren’t any 
washing machines, so I couldn’t wash clothes. The weather was cold and wet. 
There was a lake, a forest and some mountains. We hunted in the forest and 
swam in the lake. The people were nice and the animal were dangerous.

See you in school

Love from Anita

Class 401  Sabrina

Class 402  An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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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ove my school 
School is a place that we can learn things. We 

can make many friends and learn a lot of new 
knowledge. I always feel excited every day when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because I know I can go to 
my school. In class time, we listen to our teachers’ 
teaching and take notes. My favorite class is science 
class, because we can do many experiments and 
we all have a lot of fun. During break time, we like 

to play hide and seek ,or running around the ground. Some people like to read 
books or do homework. It is a good choice ,too.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alented classes for us to join in our school ,too. 
I chose to join in the choir and the taekwondo class. I join the choir because I 
like music and singing .My music teacher teaches me many ways to make my 
singing better .When I was in grade 4 , I went to a singing contest. I was very 
excited at that time. We practiced very hard and finally we got the second place! 
Because of this great experience ,I will practice harder in the future. I hope I can 
go to a singing contest and get a better grade next time. 

There are a lot of activities in our school. I like Mother’s Day activity the most. 
Every year, our school holds a fair. And I can buy many delicious foods like 
bubble tea, ice cream, and candies .We can play games too, my favorite game 
is the circle throwing and it is very fun. There is a talent show at that day, too 
.Because I join in the taekwondo class and the choir, so I always be very busy 
at that day. I went on the stage to sing two songs and also performed some 
basic skills of taekwondo .I think it’s a good chance for me to show myself to the 
audience and I really enjoy the time performing on the stage.

I join the choir because I like music and singing 
.My music teacher teaches me many ways to make 
my singing better .When I was grade 4 , I went to a 
singing race. I was very excited at that time. We got 
the second place! I will practice harder. I hope I can go 
to a singing race next time.

Class 402  Je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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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og and Snail Race
The Race

There was a race yesterday in the school 
playground. The race was between a frog and a 
snail. They passed some water, a bag, a book, a 
pencil case and a pencil.

First, the frog jumped down the steps. After that, 
it jumped into the water and swam across it. At the 
same time, the snail crawled down the side of the 
steps. Then it went across the water on a leaf.

Next to the water, there was a brown bag, and the frog 
jumped over the bag. When the frog landed, it found a fly and 
ate it. After that, it went around the book. Meanwhile, the snail 
crawled down the bag, when the snail was on the top of the 
bag, it didn’t know how to go down the bag quickly. Then it 
found a ruler and climb down it.

The Book
After the snail climbed down the ruler, it felt tired and slept for a 

while. After that, the snail felt full of energy. It crawled up and crawled 
down the book very fast, and caught up the frog.

The Pencil Case and Pencil
Next, the frog jumped into the pencil case and out of it. Meanwhile, the snail 

went around the pencil case as soon as it could. The last barrier was a pencil on 
two erasers. The frog jumped over the pencil. Currently, the snail crawled under 
the pencil. Do you know who the winner was?

The Result
The frog and the snail cross the finish line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y both 

were happy.

Class 402  Anita

What happened? 
Once up on a time, there was a girl named Ella 

and a boy named Jay. They like to play with their cat 
Amy. Ella likes to wear jeans and Jay likes to wear 
white T-shirts. One day they were eating breakfast at 
home. They want to eat bread with meat and tomato 
for breakfast. When they were eating, Amy runs fast 
past the table from the living room, Ella and Jay were 
surprised  and thought why was Amy not eating her 

breakfast? Amy is running everywhere. So they walk to Amy and try to know 
what happened. The living room was mess, they saw the flowers fall on the floor 
and the sofa pillows were spread everywhere. When they saw the TV they finally 
knew why Amy was running, Because there was a dog in the TV!

Class 402  C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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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irthday Surprise
My Dad and I gave my mother a big surprise for 

her birthday this year! The plan was that we would 
visit Osaka, Japan for the cherry blossom festival, 
and the big surprise would be going to the Mayday 
concert.  I wasn’t allowed to say anything about it for 
a whole month.  I could barely hold in my excitement. 

The best place in Japan for me is Universal Studio.  
The game I like the most inside is “4D Harry Potter”. 
When you are flying and riding into the canyon, it is 
really fast.  I screamed so loud! There are flies flying 
around. If it is raining on the screen, there will be wind 
and it sprays water on your face, you will get wet.  
It was amazing! At that moment, you will become 
Harry Potter playing the game.  I think “4D Harry 
Potter” is worth lining up for over ninety minutes. But 
there is a faster way. You can buy the express ticket 
in advance on the Internet. If you aren’t already, you 
will become a Harry Potter fan!

Of course, it was the best season for cherry 
blossom viewing.  The city was surrounded by the 
beautiful flowers.  You can take a lot of amazing 
pictures.  And we did! An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some Japanese people wi l l  go to the cherry 
blossoms after work, they will drink beer and eat 
food under the trees. 

On the 4th day of our travel was the Mayday 
concert. They are a very famous and popular rock 
band in Taiwan. There are five members in this band, 
they write and compose all the songs by themselves. 
Their songs always touch people. The audience 
sang and shouted for two hours together. This was 
the first concert I’ve ever been to. I will remember it 
forever. 

Our trip to Osaka gave me sweet memories of 
experiencing good food and stunning views with my 
parents. I am already looking forward to travel there 
again next year!

Happy Birthday Mom!

Class 503  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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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rite Actor
My favorite actor is Ryan Rodney Reynolds. 

Born on October 23, 1976, this famous Canadian-
American actor began his career in the Canadian 
teen soap opera Hillside and had minor roles before 
landing the role of Michael Bergen on the sitcom Two 
Guys and a Girl between 1998 and 2001. Reynolds 
then starred in a range of films, including comedies 
such as National Lampoon’s Van Wilder, Waiting, and 

The Proposal. He also performed in dramatic roles in Buried, Woman in Gold, 
and Life, and starred in action films such as Blade: Trinity, Green Lantern, and 
Safe House.

I think he is a very interesting person because he is always making fun of 
everything. Reynolds was named people’s Sexiest Man Alive in 2010 and was 
awarded a star on the Hollywood Walk of Fame in 2017. He is married to actress 
Blake Lively, with whom he has two daughters.

In 2016, he starred as the title character in Deadpool. The film received critical 
and commercial acclaim and set numerous records at the time of its release 
for an R-rated comedy. For his performance, Reynolds received numerous 
accolades, including nominations for the Critics’ Choice Movie Awards and the 
Golden Globe Awards. He reprised the role in Deapool 2. And now his new 
movie, Pokemon Detective Pikachu, will be in theater on May 10, 2019.

Class 503  Samuel Chou

Reminiscing About My First Day of 
School at Xinmin !

Next year will be my last year at Ximnin school.  I 
can still remember my first day.  After Kindergarten, 
I needed to go into first grade. I was excited. It was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I went into my classroom, it wasn’t dirty, it was 
quite nice. I found my seat, a wooden seat, better 
than I thought. I saw the teachers. I looked at my 

Chinese teacher, she didn’t look very kind, she looked very mad.

Then I looked at my classmates, some of them were crying and some were 
not. The classroom was very quiet. Only the parents could be heard talking 
quietly to the teachers. Time went by fast.  We had our first break time.  I played 
hide-and-seek with my new classmates. It was lots of fun! When playing games, 
I found that my Chinese teacher wasn’t as scary as I thought.  I was very happy 
at school that first day! I can’t believe that it was five years ago. 

Class 504  Jos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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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zertreks
During this holiday, I went to the” Lazertreks” to 

play laser paint with my friends. There were ten kinds 
of games in total but we only played five games 
because we didn’t have enough time.

Lazertreks space uses laser gun equipment 
to play against each other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games. Players must use laser guns to shoot 
opponents. If you are hit, you don’t feel any pain. In 
individual and team competitions the goal is to score 
or  achieve certain goals.

My favorite game is team battle, because I 
can attack the enemy with my teammates, and 
my teammates will come to help me when I am 
attacked. This kind of mutual help is really good!

I hope that when we go back there again, we can 
finish the rest of the game together.

Watching a basketball game with 
my family

Last weekend my fami ly  went to watch a 
basketball game together at Taipei Arena. Taipei 
Arena is the largest multi-purpose gymnasium in 
Taiwan. There are many singers who have played 
concerts there; of course,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basketball teams playing games there. 

This time I went to watch a college basketball 
game, UBA. They are the teams from Chien Hsin, 
ISU, NTS, and NTNU. In the first game ISU defeated 
NTNU, and the second game Chien Hsin defeated 
NTS.

On the second day it was the semi-final between 
NTNU and NTS.  Finally, NTNU won the game. The 
final game of the championship was Chien Hsin vs 
ISU, and Chien Hsin won. I was very happy because 
I am a fan of Chien Hsin. After the game, we went 
back home happily. I was happy so I bought milk tea 
to treat my whole family.

Class 501  Daisy

Class 501  Al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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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ip to Hong Kong
Last winter vacation Mom and Dad decided to 

take my sister and me to Hong Kong. We visited 
many places, including the two most famous 
amusement parks, the Ocean Park and Disneyland. 
We also visited a famous tourist spot, the Madame 
Tussauds Wax Museum.

We went to the Ocean Park first. There were, of 
course, plenty of people! We managed to squeeze 

in. What makes the Ocean Park special is that we can learn about animals. For 
example, there is a place that teaches us how jellyfish grow. When jellyfish are 
born, they are so tiny that we can barely see them. Then they grow bigger and 
bigger into different types. Some are like mushrooms, and some are like buttons. 
They are beautiful! We went to Disneyland on our fourth day in Hong Kong! We 
rode on many rides. One of my favorites is the Iron Man. It was exciting because 
Iron Man took me to save the world! But what annoyed me was a lot of people 
from China jumped the queue, which made me mad!

As to one of the most special tourist spots, the Madame Tussauds Wax 
Museum sure is the number one on my favorite list. There are many superstars 
looking just like the real person. For example, Michael Jackson, Gloria Tang ( 鄧

紫棋 ), Jay Chou ( 周杰倫 ), Taylor Swift, Bruce Lee ( 李小龍 ) and many more. We 
took a lot of funny pictures; Daddy played paper-scissor-stone with a Korean 
star, Mom pretended to be kicked by Bruce Lee; my sister played kung-fu with a 
Chinese movie star; I stole the basketball from Stephen Curry! It was fun!

I never knew that Hong Kong is such an interesting a place to visit. If you are 
planning to travel abroad, put Hong Kong on your travel list!

My dream
My dream is to be a doctor.
If I want to be a doctor
I need to study hard 
If I become a doctor.
I will help the people when they are sick. 
I ‘ll work very hard.
If I become a doctor I will invent a drug.
It will provide good health to the sick.
And when my family or my friend is sick.
I will be able to help them for free.

Class 501  Wendy

Class 502  St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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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market
What were you doing yesterday?  Maybe you 

were playing video games, or maybe you were 
sleeping.  I’m not sure, but I know I was shopping at 
the market yesterday.

I went there with my brother, father, and my mom.  
I saw a lot of shops there.  In the shops, there was a 
lot of interesting things.

First, I went into a bakery.  There were cakes, 
cupcakes, cookies, and bread.  A lot of sweets were 
there.  Most of all I thought the cupcakes were the 
most delicious.

Then, I went into a butchery.  In there, all the meat 
was raw. I thought it was disgusting.

Finally, I went to a shop that sells suits.  My dad 
was interested in them, but I was bored with them.

I thought yesterday was a boring day.  I only ate 
bread.

Summer camp 
Two years ago on my summer vacation, I made 

some good memories with my aunt and cousin in 
Canada.

My aunt signed me up for an outdoor activities 
summer camp. One of my favorite activities was 
kayaking.

There were many teachers during the camp, the 
most special one of them all was Miss Montana , she was blond and had a pair 
of different colored eyes.

The first teacher taught us how to use paddles. The second teacher taught 
us how to move forward when paddling .The third teacher taught us how to 
turn, but when I turned , I hit someone else.

The teacher taught us how to control the kayak. He then asked us to slide out 
of the kayak, stand up and run over a kayak and jump into the river. Each of us 
then jumped in the river. After that we swam back to the kayak.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kayaking so I want to visit Canada again!

Class 502  Mia

Class 502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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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603  Sylvia

Graduation
June is a month full of sadness because we need 

to say goodbye to our best friends. June is a month 
full of excitement because our new life will begin. 
June is a month of graduates. This year, it’s our turn 
to graduate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ime is like an arrow. In the beginning, we were 
just naughty first graders. All of a sudden, we are 
mature sixth graders. Where did all the time go? 
Now, we are leaving elementary school and moving 
forward to junior high school. 

Graduating from Xinmin Elementary is not the 
end. It’s a new start, a new life, our new junior high 
school life. We will make new friends, we’ll have new 
teachers, new classrooms, and new classmates. 
Often times, what seems 
like the end of a journey is 
truly just the beginning to 
something much bigger!

I Love Jin
I HAVE A MALE GOD IN MY LIFE. This god’s name 

is Jin. He is really cute and handsome. I really love Jin. 
I have a crush on him. 

Jin is a member of “BTS”. BTS is a Korean boy 
band. They are awesome! BTS debuted on June 
13th, 2013 in Korea, and on July 4th, 2014 in Japan.

Jin loves cooking. His favorite foods are lobster, 
meat, cold noodles, and chicken. Jin is really tall. He 
is 179 centimeters tall! He is the fourth member of 
the BTS group. He can speak Korean, Japanese, 
and a little bit of English and Chinese! Jin can also 
play piano and guitar. He is very talented. Jin is also 
the oldest member, born on December 4th, 1992. 
He weighs 63 kilograms because he has a lot of 
muscle. His blood type is “O”. I really love Jin. He is so 
handsome!

Class 603  Annie

Class 603  Jenny

Class 603  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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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ravel Machine
In the morning, an alarm rings. “Ha! Ryan, it’s time 

to wake up!” Charlie says.  “We need to eat breakfast 
and finish building our time machine”.  Ryan replies, 
“What? Are you crazy? It is 5:00 am.” Charlie pulls 
Ryan to the depot that they use for making the time 
machine. Charlie says, “Ya! Were finished! We can 
go back in time.” Ryan says, “Okay, let’s get in!” 
Charlie asks, “What time do you want to visit? Today 

is April 5th, 2035.” Ryan answers, “Ok, we can go to 2019.” Ryan pushes the 
red button, and the machine quickly begins to shake like an earthquake. Then, 
the machine spins in circles and suddenly stops. They get out. Ryan yells with 
excitement, “Cooool, we are in 2019! I think we are back in primary school.” “Yes, 
do you want to go see ourselves in primary school?” “Of course I do!” Charlie 
and Ryan take the MRT to their old school. “See, we are in the class!” “Yes, I see 
it.” Charlie and Ryan are careful not to bump into their younger selves. Charlie 
points, “Look we are so cute.” He suddenly looks at his watch. “Okay, it’s lunch 
time. Do you want to eat MacDonald’s?” Ryan agrees, “Yes, I do.” Charlie laughs 
at him, “But you are sooo fat now!” Ryan shakes his head, “It doesn’t matter.” 
Charlie scratches his head and quickly changes the subject. “But we need to 
get back to 2035 because we haven’t finished our 
Interstellar University homework!” Ryan replies, “Oh, 
yes, our teacher is very strict!” They run to the time 
machine and jump in. This time Charlie pushes the 
red button. A few seconds later, it is the year 2035. 
The machine’s power is so strong that back at their 
home, everything is in disorder. “This is crazy!” Ryan 
asks, “What has happened in our home!?” Ryan and 
Charlie agree. “It doesn’t matter. We can clean it up!”

Class 603  Ryan

Class 603  Char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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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Mom
You are my mom, 
My most special mom. 

You, like my friend, 
You are always by my side. 

You, like my sister, 
You let me better and better.

You are my mother, 
The best Mother, Ya!

My Mom
Dear mom 
Thanks, you always make a dinner for me, 
Thanks, you always love me, 
Thanks, you always teach me.

You like a sun shining in my life, 
I know I am not always so great, 
But I still want to wish you a Happy Mother's Day, 
Thank you my dear mom……

By your daughter.

Dear Mom
Thank you for your care. 
When I was sick ,youwould take good care of me 
Thank you that you were doing so many thing s to 
me.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You will be the most wonderful mother 
Happy Mother’s Day

Class 601  Doris

Class 601  Gigi

Class 601  E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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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ove You, Mom
Fate has brought us together, 
You are always by my side, 
I will remember you forever.

When you smile it makes my day, 
But when you frown it begins to rain.

You clean the house and wash the dishes 
You prepare me for life in the far future.

With everything you ‘ve done I will give you my 
thanks. 
With my love to you in letters of thanks.

I love you mom forever it will last. 
I will love you in the future and even the past.

Thanks Mom
You always help me to do everything 
You always take good care of me 
You always teach me to learn everything 
You always love me  
and I always love you, too 
Happy Mother’s Day

My mom
My mom 
Your love, like the sun, 
very warm. 
Your smell, like the sun, 
very sweet. 
I love you very much, 
you are my own mother, 
I don’t think you are  
O     L     D     ~ ~ ~ ~ ~  
Happy Mother’s day!

Class 601  Nicolas

Class 601  Linda

Class 601  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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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mom
My mom 
“M” is the month I was born by you  
“O” is the day you and me going over. 
Another “M” is the memory we have. 
l love you so much!

Class 601  Sunny

The Canada Trip
     Chinese New Year is coming around the corner. 
Every family starts cleaning , and my family is no 
exception. When I was cleaning my room, a photo 
fell out from my desk. This brings me back to that 
great memory. That was a photo taken from the 
trip to Canada three years ago. My sister and I were 
sitting on a gondola that was made by glass. This 
photo reminds me how amazing and funny the trip 
was.

 One day, we went to the well-known national park-The Columbia Ice-
field. Under the ice ditch still stay with iciness and nonpollution snow water. What 
impressed me in my impression was not only a tired transfer, a tight travel route, 
or even a magnificent landscape. Everyone put on sunglasses, long sleeve coat 
and trousers before going out. Once when I walked along behind my parents 
trampling on the top of the snow ground. Suddently I didn’t pay attention, I 
fell into the soft snow. I sank into a snow pile and stood still. Just when I was 
helpless, a foreigner I have never met before gave me a helping hand. This 
deeply touched my heart at this moment. I thanked her again and again. She 
really made me feel warm in this foreign country. This travel experience really 
enriched my life.

 Dur ing th is  t r ip ,  I  learned f rom my own 
experience. Offering our enthusiasm to help others 
will make people feel better. Not only because 
you make their days easier, but we can also make 
ourselves happy.

Class 601  Pea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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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ion
Time went by so fast. Soon I will graduate from 
the primary school. I came here when I was in the 
fourth grade, and I have gotten a lot.  My teachers 
have taught me a lot of knowledge. With the help 
of the teachers, I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in my studies. 

I must thank all my teachers . My teachers always 
helped me a lot, they have told me that nothing is 

impossible if you put your heart into it. I still remembered being encouraged by 
them. From them, I know a lot.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with all  my heart. 

And also my classmates, thanks for all of you help me when I need help, and 
encourage me. In the past few years, I have made lots of friends. We studied and 
played together. And we helped each other. I get along well with them, we share 
our happiness and sadness.  Although I really don’t want to leave, but everything 
should goes to an end. I must move forward to go on with my study. Our friendship 
will last foever and always in my heart.

In the future I will study harder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our country. However, I will 
not forget my primary school. Thank my school,  my teachers and my good friends.

Class 602  Linus

Fall is my favorite season
 Fall is my favorite season. Everybody in my family likes 
the fall. I like it because the weather is cool and a little 
windy. I can open my window when I go to sleep. I don't 
need to turn on the air conditioner. It's very comfortable. 
My parents like to take a car ride in the mountains. Some 
leaves turn different colors in October and fall into the 
ground in November. My mother thinks it's very beautiful.

 Also, the Mid-Autumn Moon Festival is in fall. It's an 
important holiday in Taiwan. We always have a barbeque on our balcony. We all enjoy 
the autumn.

 Autumn is a second spring when every leaf is a flower. Winter is an etching, 
spring a watercolor, summer an oil painting and autumn a mosaic of them all. Fall has 
always been my favorite season. The time when everything bursts with its last beauty, 
as if nature had been saving up all year for the grand finale. It's only the farmer who 
faithfully plants seeds in the spring, who reaps a harvest in the Autumn. I loved autumn, 
the one season of the year that God seemed to have put there just for the beauty of it.

 Fall is my favorite season and I will go on to feel autumn. Autumn also makes 
me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herishing everything that I have now. I really love 
autumn, and I think you will have the same feeling with me.

Class 602  E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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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自我介紹

春天，是美麗的季節。

我也非常喜歡春天，因為春

天帶給我們許多禮物。

在春天，我會穿上薄薄

的衣服，走出家門，去感受

忽冷忽熱的溫度，鳥語花香

的季節令人想要運動。

我還會看見黃的像香蕉

一樣的花、長耳朵的小白兔

在跟微風玩，我還會聞到花

香、看見兇猛的獅子跟老虎

打架，春天的生機盎然令人

開心。

樹 鵲 的 聲 音 是「 嘰 嘰

嘰」的在跟我說 :「春天在哪

裡 ?」伶牙俐齒的說個不停，

我也想跟他說 :「我們一起去

找春天吧！!」

我覺得春天真美好。

春天的禮物

春天，是美麗又多變的

季節。我也非常喜歡春天，

因為春天帶給我們許多禮

物。

在春天，我會穿上七分

袖，走出家門，去感受舒服

的溫度，鳥語花香的季節令

人想要運動。

我 還 會 看 見 白 的 像 雲

朵的白鶴靈芝，在花園裡畫

畫、有著長耳朵的小白兔在

跟微風一起摺紙、玩遊戲。

藍 鵲 的 聲 音 是「 啾 啾

啾」的在跟我說：「我們一

起去旅行吧！」妙語如珠的

說個不停，我也想跟他說 :

「好啊！我也想去旅行。」

我覺得春天真美麗。

一年忠班 

陳睿希

一年忠班

林宥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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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來了

春天，是美麗又溫暖的

季節。我也非常喜歡春天，

因為春天帶給我們許多禮

物。

在春天，我會穿上薄薄

的衣服，走出家門，去感受

舒服的溫度，鳥語花香的季

節令人想要運動。

我還會看見如彩虹般的

花，在花圃裡招手、特徵是

耳朵很長的兔子在跟微風玩

飛盤、還有小小的種子在花

圃裡玩遊戲。

小 鳥 的 聲 音 是「 啾 啾

啾」的在跟我說 :「春天來

了 !」伶牙俐齒的說個不停，

我也想跟他說 :「你好棒！帶

來了全新的世界。!」

我覺得春天很美好。

我最愛的長頸鹿

牠 有 長 長 的 脖 子、 強

壯到讓獅子不敢隨便攻擊的

身體、生活在非洲大草原，

嫩嫩的樹葉是牠最喜歡的食

物 —— 沒 錯！ 牠 就 是 長 頸

鹿，我最喜歡的動物。

我很喜歡長頸鹿，因為

有一次，我和家人一起去動

物園玩的時候，看到長頸鹿

在動物園裡，牠優雅的吃著

樹葉，讓我覺得好神奇。

動物園的長頸鹿雖然一

直被關在動物園，可能會很

難過，但我覺得，牠就像我

的另外一個媽媽，看到牠，

我 就 會 又 充 滿 勇

氣，所以我非常喜

歡長頸鹿，希望我

以後也能像牠有長

長的脖子、也給大

家 帶 來 勇 氣 與 快

樂。

一年忠班

 蘇晨偉

一年孝班

于子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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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蛇身上得到的道理

牠有滑滑的鱗片、強壯

又柔軟的身體，生活在森林

裡，可能在草叢邊、可能在

樹上，都有機會看見牠，美

味的肉是牠最喜歡的食物，

在樹上繞來繞去是牠的興

趣——沒錯！牠就是蛇，我

最喜歡的動物。

我很喜歡蛇，是因為有

一次，我和朋友去動物園玩

的時候，看到蛇不是像故事

書裡的那樣，會把人纏住然

後吃掉，牠能繞在我的脖子

上，像圍巾一樣，讓我覺得

很喜歡。

蛇 因 為 喜 歡 肉， 所 以

會把動物纏住吃掉，就像我

們人類會為了吃東西，而去

市場買菜，這都是我們活下

去的動力。雖然蛇把人纏住

的話，人會很危險，但是，

也並不是所有的蛇都那麼可

怕， 我 們 不 可 以 因 為 牠 是

蛇，就說牠很可怕！因為蛇

應該也有分好蛇和壞蛇的！

流浪狗的告白

我是小哲，是一隻流浪

狗，我以前有乾淨又光滑的

毛、健康的身體，還有活潑

的個性，但是，因為我跟主

人走丟了，所以從此只能在

路上流浪。

在路上，我可能會被車

子撞，被敵人煮來吃，被野

生動物欺負，讓我覺得很生

氣又很不安，在路上都要躲

躲藏藏的，非常不方便。

我 希 望 有 一 天 能 再 見

到我的主人，能有安全的環

境、美味的食物，還有，主

人對我的愛。

一年孝班

黃品勳

一年孝班

   張哲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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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漢堡

我 最 喜 歡 的 食 物 是 漢

堡，它的美乃滋很甜，蔬菜

很脆，番茄酸酸的，肉鹹鹹

的，起司也很甜。我第一次

是在麥當勞吃到的，它看起

來像高高的蛋糕，它最吸引

我的是生菜。吃了它以後，

我感覺很開心。我希望更多

人 可 以 喜

歡 吃 這 個

食 物， 也

推薦大家

吃這樣美

食。

我最喜歡的草莓

我 最 喜 歡 的 食 物 是 草

莓，它吃起來酸酸甜甜的，

很美味，我覺得加蜂蜜更美

味。我第一次是在日本吃到

它 的， 它 看 起 來 像 紅 色 珠

寶，它最吸引我的是看起來

超漂亮。吃了以後，我感覺

好 有 精 神。 我 希

望這道食物不要離

開我，永遠在我身

邊，也推薦大家這

樣美食。

一年仁班

詹杰叡

一年仁班

吳海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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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牛肉麵

我最喜歡的食物是牛肉

麵，它吃起來鹹鹹的，肉很

多汁，青菜很脆，它真的很

好吃，湯頭酸酸的。我第一

次是在家裡吃到它的，它看

起來像藝術品，它最吸引我

的是它的牛肉很嫩。吃了它

以後，我感覺很幸福，很開

心。我希望這樣美食一個禮

拜可以吃一次，也推薦大家

這樣美食。

飛機的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飛機，我

有大大的翅膀，還可以載乘

客和運貨物。

雖然我可以帶乘客到處

旅行、到處吃不同國家的名

產和玩有趣的東西，有很多

用途，但是我不喜歡乘客說

我很小。

我希望乘客可以多多稱

讚我，讓我快樂起飛。

一年仁班

白雨嫺

一年愛班

林家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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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書的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故事書，

我有厚厚胖胖的身體，很多

圖片和特別的形狀。

雖然我可以讓學生變聰

明、讓小朋友讀我增加知識

和有些在我書本裡的圖片可

以打開，給人們驚喜。我有

很多用途，但是我討厭一直

站在書櫃上，沒人來讀我。

我希望大家不要折我，

這會讓我很難過，我喜歡每

天都很漂亮。

我最喜歡的動物

我 最 喜 歡 的 動 物 是 小

鳥，因為我每天都可以聽牠

唱歌。

我想要養寵物，是一隻

小鳥，我想要幫牠取名字叫

做豆豆，牠是一隻可愛的小

鳥，牠每天唱歌。

我的寵物豆豆有大大的

眼睛，胖胖的身體還有尖尖

的牙齒。

豆豆我真的好愛你，我

會幫你洗澡，也會好好照顧

你。

一年愛班

詹茵茵

一年愛班

張以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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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的聯想

它像一串糖葫蘆， 

也像圓圓的紅球。 

穿著紅色的上衣， 

住在漂亮菜園裡。 

酸甜脆嫩味道棒， 

番茄番茄就是它！

顏色有很多表情。 

紅是熱情的太陽， 

橙是好吃的橘子， 

黃是大大的黃金， 

綠是翠綠的葉子， 

藍是大大的天空， 

紫是漂亮的葡萄， 

黑是可怕的殭屍， 

歡迎來到五彩繽紛的世界。

新詩狂想曲

（一）小番茄 

它像一顆小紅豆， 

也像圓圓的腮紅。 

穿著紅紅的衣服， 

住在番茄果園裡。 

酸酸甜甜人人愛， 

番茄番茄就是它。

（二）顏色 

紅是熱情的太陽， 

橙是美味的橘子， 

黃是閃亮的星星， 

綠是公園的草地， 

藍是美麗的海洋， 

紫是好吃的葡萄， 

黑是可愛的黑貓， 

歡迎來到五彩繽紛的世界。

二年忠班

甘之怡

二年忠班

李沛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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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一天

今 天 是 特 別 的 一 天，

因為今天我要跟媽媽、阿姨

及表弟們一同到兒童新樂園

玩。

我們一到兒童新樂園

後，先去玩會「高上高下」

的遊戲，再來去玩恐龍車，

因為恐龍車會搖來搖去，我

覺得好可怕。接著我們又玩

了旋轉蛋糕，玩這個遊樂設

施的時候，好像被打屁股一樣，屁股被震得好痛。

接下來，我們去玩銀河號，搭上車後可以把兒童

新樂園看透透，我本來想玩宇宙小迴旋，但是因為人

太多了！所以媽媽買了冰淇淋給我，要我吃冰淇淋，別

玩宇宙小迴旋囉！

最後表弟玩了很像公車的遊樂設施，但因為它會上上下

下，所以我不太想玩。我和媽媽去玩海盜船，排了很久，終

於輪到我們，我到海盜船後有點緊張，但海盜船在晃動的時

候我盡情地叫，真的好過癮！所有的遊樂設施玩完後，我覺

得海盜船最好玩了。

把兒童樂園的遊樂

設施玩遍後，我們就回

家了！對我來說，今天

真是最特別的一天，因

為是我第一次到兒童新

樂園唷！

二年忠班

莊宜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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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遊會

108年 4月27 日天氣雨

今天是令人期待已久的

園遊會，這學期我參加了兒

童現代舞的表演，還沒輪到

我們上臺的時候，我的心情

既緊張又興奮，等到真正表

演的時候，卻是腦筋一片空

白。

今 天 雖 然 玩 得 非 常 開

心，卻發生讓我難過的事，

當園遊會開始時，拿著手上

的園遊卷買的第一樣食物就

是「巧克力冰棒」，當我快

吃 完 時， 悲 劇 在 此 時 發 生

了，最後一口冰掉到我的白

色衣服上，洗也洗不掉。回

家後被媽媽責備了一頓，真

是樂極生悲啊！

升 上 三 年 級 後 就 輪 到

我們，看著學弟妹都玩得很

開心，希望明年我們也能這

樣，不會因為太緊張，搞亂

了攤子。

特別的一天

今天是特別的一天，因

為是聖誕節。

一 大 早 起 床， 我 就 很

期待，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

呢？我趕緊下樓，卻發現爸

媽 都 不 見 了， 我 覺 得 好 失

望！

接 著， 我 找 到 一 個 禮

物，禮物上有一個線索，所

以我跟著禮物上的線索，來

到了學校，原來爸媽都在學

校等我，我覺得好開心。

今天既奇怪，又好玩，

是個特別的一天。

二年孝班

廖品甯

二年孝班

林家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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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的顏色

考試的時候， 

我遇到不會的題目， 

我好緊張啊！ 

緊張， 

是黑色。

考完的時候， 

我覺得我考的成績很差， 

我好失望啊！ 

失望， 

是灰色。

成績進步的時候， 

爸爸買了新衣服給我， 

我好開心啊！ 

開心， 

是紅色。

我的心情是， 

五彩繽紛的畫布。

東風綠活農場記趣

每一次的校外教學是我

最開心的時候。這一次的校

外教學─「東風綠活農場」，

讓我非常期待。

我 們 從 學 校 搭 了 遊 覽

車 出 發 到 宜 蘭， 到 了 目的

地，首先，我把木筷的前端

磨尖，像鉛筆的形狀，再塗

上橄欖油保養，就大功告成

了。

接 下 來， 我 們 一 起 學

怎麼搭帳棚。我們合力把工

具拿到指定的位置，解說員

一一說明搭帳棚的步驟，我

們按照解說員指示，團結力

量大， 我 們 成 功 搭 起 了 帳

棚！

下午的時光，我們在草

地上奔跑和玩大地遊戲，大

家 笑 聲 連

連， 真 是

快 樂 的一

天呀！

二年孝班

卓品萱

二年仁班

高渼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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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一天

今天對我來說是非常特

別的一天，因為不管是天大

的好事還是倒楣事，全讓我

給碰上了。

我遇到最倒楣的事，是

我今天上美勞課時，我旁邊

的同學一直把顏料塗到我的

盤子裡混顏色，使顏料都變

成黃色的顏料。她又畫了一

下我的紙，但是我的手一碰

過去碰到了水瓶，水瓶就倒了，水弄到別人的紙上，老師很

生氣的叫我們兩個人去拿抹布，把桌子和同學的紙張擦乾淨。

老師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她把責任都推到我身上，

但是老師還是責備了我們兩個，我們把時間都浪費掉了，我

雖然有畫完，但是畫得不太好。

但也發生了一件很幸

運的事情，上鋼琴課時，爺

爺騎著摩托車，就像在比賽

一樣快，我的安全帽就快要

飛走了。到達地點以後，我

馬上按電鈴上樓，老師看到

我，找我進去，她教我的第

一首曲子是：天空之城，我

以為彈得不好，但是老師卻

說彈得很棒，我真沒想到老

師會說很棒，我得到十張貼

紙，換了一個背包。

這真是特別的一天。

二年仁班

李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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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變變變

難過的時候， 

我把自己變成飛機， 

把難過的心情， 

帶到天上。

高興的時候， 

我把自己變成 

一百分考卷， 

把快樂的事情， 

分享給家人。

害怕的時候， 

我把自己變成仙女， 

把害怕的東西， 

變得可愛。

顏色詩

金色是黃金， 

看起來很珍貴， 

在我面前， 

閃閃發亮。

銀色是銀子， 

摸起來很硬， 

在百寶箱裡， 

眨著眼睛。

綠色是浩克， 

看起來很強壯， 

在電影裡， 

大步走著。

這些都是我最喜愛的顏色， 

這就是我的異想世界。

二年仁班

王琦媚

二年愛班

曹言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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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一隻松鼠

今 天 我 一 如 往 常 的 準

備前往學校。突然有一道閃

電差一點電到我，還有煙害

我被嗆到。忽然，出現一位

巫婆站在我的面前，「你是

誰 ?」巫婆說，「我想要變成

一隻松鼠。」我說。

我 的 身 體 突 然 輕 飄 飄

的，我就暈倒了。醒過來時，

我看見自己已經變成有著毛

茸茸的尾巴、大大的門牙、

很愛找東西吃的松鼠了。我

動了動尾巴，發現前面有果

實；又向前走了幾步，發現

原來是爆米花，又向前找到

花生馬上吃掉；發現一條蛇

後， 我 趕 緊 跑 到 樹 上 躲 起

來，感到十分可怕。

記 得 以 前 看 到 松 鼠，

總是羨慕不已，現在我也可

以爬上爬下、鑽來鑽去，感

覺真是有趣。我還想要翻筋

斗，因為可以捲起我的身體

在地上滾來滾去，真有趣。

「起床了 !」媽媽大聲的

叫醒我，原來是一場夢。

最特別的一天

去年的生日是我心中最

特別的一天，也是我最難忘

的一個生日。

每年生日時，爸爸媽媽

都會幫我準備生日禮物。去

年我生日是在外公、外婆家

度過，大阿姨全家從汐止回

來慶祝我的生日，就連住在

很遠的小阿姨，也特地從花

蓮 玉里坐火車回來看我。

客廳裡滿滿都是人，非

常熱鬧。表哥、表姊陪我一

起玩，我們在屋裡屋外跑來

跑去，媽媽說 :「你都快玩瘋

了吧！!」

大家送我各式各樣的禮

物，有拼圖、軌道火車等等，

媽媽也準備我最喜歡的冰淇

淋蛋糕，還插了七歲蠟燭，

所有人圍繞著我唱生日快樂

歌， 我 開 心 的 許 下 生 日 願

望，並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

幸福的小孩。

這是我最難忘的一天，

因為有很多愛我的人陪伴著

我。

二年愛班

張立諺

二年愛班

李昀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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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怪村探險

去年暑假，爸爸開車帶全家一起去溪

頭的妖怪村，聽說那裏有很多妖怪，常常

不經意就會看見各式各樣的妖怪從你的身

邊冒出，所以我和哥哥都非常期待到妖怪

村，準備開始一趟「探險之旅」。

我們坐了很久的車，沿途風光明媚，

讓我們全家人都忘了長途坐車的疲勞，終

於抵達目的地—妖怪村。飢腸轆轆的我們

開始吃吃喝喝，每一樣料理都非常可口，

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讚不絕口。吃飽後，

我們漫步在森林裡，享受芬多精，看到迷

人的景色，令人心曠神怡、流連忘返。這

裡有許多仿日式的建築，搭配上各種型態

的妖怪，真是別具特色。

老子說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

喜歡旅遊，因為可以認識很多東西。我在

這一趟旅行中認識新

的地方，看

到和平常不

一樣的景色，

令 人 大 開 眼

界。

頭城農場之旅

去年寒假，我、妹妹、媽媽和外婆等

人一起去頭城農場，我們預計去那裡好多

天。快速地，我們把衣服、褲子、襪子、

手機收進行李箱裡，準備好要踏上一段令

人期待的旅程。我抬頭看著窗外，晴空萬

里的天氣使我們開心得不得了，心裡迫不

及待要趕快出門玩。

媽媽開車載著我們抵達目的地，我們

都興奮不已的趕快下車，進到裡面後店員

帶我們去過夜的地方，他邊走邊介紹環境。

我聞到香噴噴的花香，看到有人在吹泡泡，

這個地方好有趣 !

終於，到了要過夜的地方，我們飛快

地把大包小包的行李放下，就開始吹泡泡、

踩高蹺。晚上媽媽叫我和妹妹拿烤肉需要

用的東西，我們烤了雞肉、豬肉……，好

多東西烤完之後，我們都累得想要睡覺，

果然，洗完澡後我們就馬上進入香甜的夢

鄉。

老子說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雨

果也說 :「人生就像一場旅行。」我喜歡這

次的旅行，他讓我學到很多東西，也和平

常生活不一樣，讓我期待下一趟的旅行。

三年忠班

溫怡崴

三年忠班

鍾昀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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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的香菇雞湯

香菇雞湯是我最喜歡的一道菜，媽媽

拿出來時，令我大吃一驚的是鍋子上仍冒

著熱騰騰的煙。

香菇雞湯穿著黑色和微黃色的衣服，

讓我看了目不轉睛；散發出鹹鹹的味道，

讓我迫不及待打開鍋蓋，看到香菇美麗的

紋路，香味讓我快飛上天了；一咬下去，

香菇裡面的汁全部都冒出來，雞肉肥瘦適

中，香菇與雞肉在嘴巴裡蔓延開來。

有時，我會把飯加進去湯裡享受美味，

弟弟吃完後齒頰留香，豎起大拇指說 :「好

吃 !」爸爸說 :「此味只應天上有，人間難

得幾回尋。」我們全家都因為雞湯而笑咪

咪的。

這一道是媽媽滿滿的愛心，等到媽媽

年紀大時，我也要常常煮給她吃，而且也

同樣把我滿

滿的愛放進

去。

三年忠班

王琳雅

在市場買啟示
「快來買喔！快來買，好吃的青菜

喔——」叫賣的聲音在市場此起彼落，許多

婆婆媽媽在市場裡鑽來鑽去，到處撿好康，

我媽媽也東買西買，買到爸爸都快破產、我

提得手都快斷掉了。

這是我第一次去市場，所以我一邊幫忙

提著媽媽的「戰利品」，一邊東看看、西看

看，所有事物都好新奇、好特別。突然，我

看到了一位全身髒兮兮的乞丐，他趴在路中

間，不停地磕著頭，我好奇地問媽媽：「為

什麼他要坐在那麼髒的地板上，還拿著碗？」

媽媽告訴我：「因為他們沒錢吃飯，所以拿

著碗等著他人施捨；他們沒地方住，所以只

能把這髒亂的地方當作他的家。」震驚的我

還沒開口，媽媽又繼續說：「所以，你不要

『生在福中不知福』，要珍惜你有的一切！」

聽著媽媽的回答，又看了看那落魄的身影，

心中有些難以言喻的感受。

在市場，我學到了三件事：第一，要努

力過生活，千萬不可以浪費時間在沒意義的

事情上，要把握時間充實自己，活成自己想

要的模樣；第二，要有金錢觀念，無節制地

揮霍或沒有量力而為的投資會造成貧窮，讓

自己後悔一生；第三，若有能力，要「手心

朝下」，幫助他人。在市場裡，我得到了這

些啟示，希望在未來，我不會忘記這些道理，

能成為自己心中的模範！

三年孝班

林軒惟

86

Grade3 - Smart and Brilliant

三年級 - 冰雪聰明



不會游泳的青蛙

聽說，有一隻住在山洞裡的青蛙，牠

從來沒碰過水，只聽過「水」是一種能幫

助生物活命，但同時又有可能奪取性命的

東西。身為一隻青蛙，卻沒碰過水，這不

是很奇怪嗎？我很好奇，但又不敢問牠，

一直把這個疑問壓在心底。

有一天，我背著我重重的房子，奮力

地爬到了一顆大石頭上，累到不行，不斷

喘氣。突然，我聽見一陣歡笑聲，我往旁

邊一瞧，居然是那隻傳說中沒碰過水的青

蛙！壓在我心底的疑問像是要蹦出我的心

臟，我最終勇敢地上前向那隻青蛙打招呼：

「嗨！你叫什麼名字啊？」帶著笑的青蛙

回答我：「大家都叫我小蛙喔！」我趕緊

報上名字：「我叫小蝸牛，請問你能和我

做朋友嗎？」原本掛在牠臉上的笑容裂得

更大了，牠開心地抓著我：「好啊！你是

第一次來這裡吧？我把我的朋友們也介紹

給你吧！」接下來，小蛙拉著我，把牠的

朋友一個個介紹給我認識。

三年孝班

廖敏恩

後來，我和小蛙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某天，我想起那個「小蛙傳聞」，我好奇地

問牠：「你怎麼都不碰水呢？青蛙不是應該很喜歡在水裡玩嗎？」牠和我解釋：「水？因為

我都住在山洞裡，好像沒有看過『水』欸！而且，聽說那個東西有時候會很可怕……」我笑

著帶牠走出山洞，想要讓牠碰碰看「水」，牠一開始很害怕，但我一直鼓勵牠：「你先摸摸

看再說！它不會傷害你的！」小蛙半信半疑地把手放進水中，結果，一放進去，牠就愛上這

冰涼的觸感，牠興奮地對我尖叫：「原來水這麼好玩！我也來學習『游泳』好了！聽說很多

青蛙都會游泳！」最後，牠也學會了游泳，我們後來不只是在山洞裡玩，也很常會到河邊，

牠游泳，我在一旁欣賞牠的泳姿。

看到每天都很開心的小蛙，我覺得幫助他人、和人做朋友真是世界

上最快樂的事情了！也幸好小蛙願意嘗試新事物，才能發現自己的才能。

不知道我——蝸牛有什麼特殊才能呢？我應該也來尋找看看！

私立新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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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的溫暖

「碰——」一連串的鞭炮聲打開了年節，為了準備今晚的年夜飯，我、爸爸、媽媽和妹

妹來到了年貨大街。在這裡，每樣東西都十分特別又可愛，有圓圓的足球巧克力、一串串紅

紅的鞭炮，還有各種甜滋滋的糖果餅乾，而這些充滿過年氣氛的東西，讓我想起小時候，爸

爸都會帶我和媽媽來這條街買東西。

備齊了蘿蔔糕、蘋果和魚……等材料之後，便是做年夜飯的時間！我們開始一邊煎蘿蔔

糕，一邊切蘋果。因為妹妹還不會用刀，所以我們讓妹妹先去洗澡，她還在廁所裡一邊唱歌，

一邊呼喊爸爸：「爸爸！快過來！」但爸爸故意不去，因為大家都想聽妹妹繼續唱歌，妹妹

的歌聲讓我們準備料理起來更有力量了！

終於，經過了一番努力準備，到了吃年夜飯的時候啦！我們一家九個人聚在一起，就像

麻雀一般，吵得連電話響了都不知道！「開飯啦！」爸爸用像獅吼的聲音喊道。桌上擺滿著

飄香的美食佳餚，有代表步步高升的蘿蔔糕、象徵大家都平平安安的蘋果、還有諧音是「家

湯」的雞湯，每一道菜都富含多種意義。我用筷子小心地夾起一塊蘿蔔糕放進嘴裡，哇！那

脆脆的外皮，還有那一條條蘿蔔糕的口感，讓我不禁驚呼起來！

吃完了年夜飯，爸爸拿出了紅包，剎那間，所有人的眼睛都像星星一般發亮。為了能夠

拿到那個紅包，我開始「吉祥話連發」，如：「長生不老」、「平平安安」，當然，也少不

了「步步高升」！而聽到「年年有餘」時，大家都笑了出來，因為阿嬤每一個月都會給我很

多「魚」，希望我吃魚會變聰明！

除夕，另一個重要的項目，便是「守歲」，伴著熱得像有十顆太陽的天氣，以及熱鬧的

過節氣氛，我感覺非常開心。我想著：雖然平時沒有辦法一直和叔叔、阿姨們一起玩，但在

過年這樣熱鬧的節日，大家還是能一起玩，真的是最令我感到快樂的事了！

三年孝班

蔡斯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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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

「ㄕㄨㄚ，ㄕㄨㄚ」，爸爸拿著掃把

快樂地掃地，就連睡眼惺忪的我也跟著加

入。今天我們全家將會在台東外婆家，渡

過這美好充實的一天。我希望，這會是一

個美好的假日。

掃完地後，我看到外婆和媽媽忙著準

備年夜飯。突然，我聽見爸爸邀請我去買

可口可樂的糖果和餅乾，於是，我開開心

心的和爸爸一起去買點心了。在年貨大街

上，眼前車水馬龍，我好不容易看到了一

間便宜的糖果店，便急急忙忙地拉著爸爸

去買糖果。一進到糖果店，多樣化的糖果

出現在眼前，我連忙選好糖果，到櫃檯去

結帳。回到家之後，我看到各式各樣的鞭

炮和煙火、沖天炮、七龍珠，還有仙女棒

等等，但是媽媽叫我去睡午覺，我也只好

躺在床上，不過一會兒，我就睡著了。

「起床了！」爸爸叫醒我，原來現在

已經是晚上了，我趕快衝出去，看到桌上

擺滿了豐富的菜色，迷人的香氣，讓人忍

不住食指大動，垂涎三尺。我火速地拿起

筷子，看到桌上有熱騰騰的火鍋，還有紅

澄澄的紅燒鯉魚，不過，我的筷子指示我

要去吃另外一道菜─鳳梨蝦球，金黃的色

澤，酥脆的口感，讓我一口接一口。

三年仁班

王妍心

吃完了年夜飯，我迫不及待地衝向外婆，嘴裡說著：「新年快樂，恭喜發財！」拿完紅包，

我跑到放鞭炮的箱子裡去拿鞭炮，請爸爸幫我點燃，我聽到ㄆ一　ㄌ一　ㄆㄚ　ㄌㄚ　的鞭

炮聲從家家戶戶的庭園傳出，還看到五彩的煙火飛上天空，最後，我們還一起玩鬼抓人，這

個非常棒的除夕夜就在嬉戲和熱鬧聲中落幕。

我終於明白，除夕夜是那麼美好，也那麼珍貴，希望下一次除夕夜也可以玩得很開心！

私立新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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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與眾不同同學

我的與眾不同同學─鐘芃淵長得不太

高，而且有時候他有一點奇怪。雖然他很

奇怪，但也沒有不好，有一段時間他成績

還進步得很快。他最擅長的就是數學、他

喜歡穿背心，而且頭髮的後面會翹翹的；

他也很會打暗棋、圍棋。

他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上英文課時，

他喜歡說火星語、冥王星語和非洲語。火

星語是由非洲語、英語、國語和很多其他

的語言組合的。它聽起來像國語加英語、

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冥王星語它是怎麼理

解得我都不知道。那不是英語，也不是國

語，但有可能是非洲語。對正常人來說，

那個語言是非常難理解的。我有時候認為

他是吃錯藥了，也有可能他少一根筋。

三年仁班

王永勛

有時候，他還會說他自己有魔法。雖

然是不可能的，但我還是勉強相信了。有

一次，我的某一樣東西不見了，我就請他

使用魔法幫我找出來。結果，剛好他的敵

人在附近，他就說：「我的敵人在附近，

所以我就不能用魔法。」還有一次他說：

「我的爸爸說我不能在學校使用魔法。」

所以就這樣玩下去，我從來沒看過他真的

使出這招。其實我是有點半信半疑，到底

是他不懂世界上沒有魔法這樣東西，還是

他想要故意玩弄我呢？根據我最近的觀察，

他應該是想要玩弄我吧！

我覺得他的想像力很豐富，真想跟他

說：「你不要再繼續紙上談兵了。」雖然

我會這樣說，但我還是很期待下次他會玩

更奇特、更好玩的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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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市場

寒假時，媽媽和她的朋友一起出國玩，

只剩下我和弟弟還有爸爸，因為爸爸不會

煮飯，所以弟弟就提議去市場吃東西。

我們到了市場，我最愛的奶茶香迎面

而來，也有弟弟喜歡的炸魷魚。我和弟弟

叫爸爸買東西給我們邊走邊吃，爸爸買了

我和弟弟都愛的章魚燒。

我們吃完後，爸爸說：「你們應該還

沒吃飽吧？你們想要再吃什麼？」，我和

弟弟異口同聲地說：「當然還沒飽。」，

不過弟弟想坐著吃鮮嫩多汁的牛排和烤玉

米。最後爸爸說：「我們去吃完牛排再來

買好喝的奶茶和炭烤玉米。」弟弟很開心，

指著我說：「哈哈哈！姐姐你看，連爸爸

都不理你耶！」，我很生氣，但是一當我

三年仁班

楊甯妘

想到好吃的東西，我就不生氣了。當牛排

送來時，弟弟二話不說地就吃了第一口，

沒想到，弟弟被燙傷了！爸爸耳提面命的

說：「不要一有食物就馬上開動，不然如

果燙傷的話，後果就不堪設想啊！」，再

來我們買了我想要的東西之後，我們就去

玩遊戲。弟弟想玩打彈珠，所以我就陪他

玩，我們的分數可以換兩份禮物，所以弟

弟就選了一個機器人，我選了一組迷你撞

球組。

當我們回家的路途中，弟弟開心的把

機器人的包裝拆開了，我滿足地喝著奶茶

和吃著烤玉米，我覺得就算沒辦法吃媽媽

煮的飯菜，偶爾吃一下外面的料理也很不

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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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

上次的除夕是我最期待的時候，因為

在一月二日時我們要和親戚坐火車去台東。

出發的前一天，我就迫不及待地把要

帶的東西全準備好，而且還在凌晨三點就

起床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吃年夜飯的時候，

那時，我們去高級飯店，那裡的餐點很美

味，麵就像長條形彈簧一樣，很有彈性，

吃了一口豆花，來不及咬，它就像在溜滑

梯上，溜進了我的嘴巴裡，非常的好吃。

接著發紅包時間到了。大家開始說著：

「新年快樂、大吉大利……」每個人拿到

紅包都好開心。尤其是阿公給每個人一萬

元，大家都急忙著打開紅包數錢「一千，

兩千，三千……」我也覺得好幸福，上頭

還有小豬的圖案呢？

三年愛班

吳美萱

大家都跑去哪了？原來都拿著煙火和

仙女棒出去了。叔叔點火，阿姨放煙火，

都玩得好開心。

已經十點了，睡覺時間到了，大家紛

紛回房間去。我躺在床上，想著：「過年

是多麼開心的事啊！有家人陪伴真幸福，

時間就像飛奔的鹿一樣過得好快啊。」

從那次以後，只要吃到美食、玩到煙

火或是遇見親戚，都會想起那快樂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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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
大家一定都知道除夕夜的時候要吃美

食吧？我知道，因為我們家每年都會吃好

吃的大餐。

奶奶煮了滿桌的好菜，媽媽、爸爸和

我忙著把菜放上桌，忙完以後，我、妹妹、

弟弟還有爸爸跑去樓上放仙女棒，仙女棒

的火慢慢地變小了，就像一隻累壞的小狗

一樣。放完仙女棒後，爸爸就帶著我、弟

弟和妹妹下樓去吃年夜飯。我一下樓，一

陣香味就撲鼻而來，其中我最想吃的就是

烤雞了，真想馬上大口咬下去，可是媽媽

叫我先不要急，等大家都到了以後，我馬

上去拿烤雞，烤雞一到了我的口裡，哇！

那個味道真棒！當它到了我的嘴裡，就像

快樂的小朋友一樣，很快地順著我的食道

溜進胃裡，它在我口裡時就像在跳彈簧床，

我一連拿了好幾個，直到媽媽說：「好了，

不要再拿了。」我才停止，爸爸一直笑我說：

「哈，真愛吃。」吃飽了以後，我、爸爸、

媽媽、弟弟和妹妹一起向奶奶、阿姨和叔

叔說再見，然後就回家了。

我喜歡全家一起團圓的日子，希望明

年的除夕夜可以很快地來到，也希望可以

和今年的一樣好玩。

三年愛班

高睿涵

逛市場

有一天，我們家又沒菜可以下廚了，

所以爸媽決定帶我們一起去逛市場，我和

妹妹又驚又喜。

一到市場就看到人山人海，接著就聽

到叫賣聲此起彼落，映入眼簾的是一攤攤

的菜攤，我往菜攤上一看，五彩繽紛的蔬

菜都在架子上等候人們把它帶回家，有彩

椒、絲瓜、白菜……等蔬菜。

走過菜攤，接著

就是肉攤、魚攤，一路

上有許多試吃，我都沒

有興趣，可是有一個試

吃讓我雙眼發亮，那就是「黃金泡菜」，

酸酸辣辣的口感和冰冰涼涼的感覺在我的

腦中留下美好的回憶。吃完泡菜，我的肚

子不知不覺的餓了，媽媽帶我去吃米粉湯，

我吃得很開心。

今天的市場之遊讓我體驗到菜市場老

闆的熱情，也看到了

傳統市場的面貌，更

看到蔬菜的原始面貌，

真是一舉多得啊！

三年愛班

邱浩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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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的一個黃昏，微風徐徐，空氣中還頗有一些涼意。

大森林有三隻動物，分別是松鼠樂樂、灰兔笨笨和野貓跳跳，樂樂是隻很愛玩、很愛吃

吃喝喝的松鼠，笨笨是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的灰色兔子，跳跳是只要有人惹他，他的情

緒就會很暴躁，現在他們三隻正在玩丟松果的遊戲。

到了晚上，他們找到了一張漂亮的大桌子、一些曬好的松果和

好吃的東西。他們就等爭先恐後的搶這個漂亮的樹屋，這時候，有

一隻松鼠說：「這是我的家，請不要打擾我，走開！」，這時他們

又找到一棵樹，他們就一直擠、一直擠，這時候，樂樂說：「這棵

樹最多只能住兩個人。」，然後他們就一直吵、一直吵，最後他們

吵到躺在地上，很快就睡著了。

隔天早上，笨笨覺得忐忑不安，因為

他覺得他一定不會住在樹屋，這時他們又吵架了，吵到他們都暈倒

了！這時有一個人看到三隻動物暈倒了，就把他們抱回家裡。

當他們張開眼睛，哇！好大的房子！這時候主人就和他們講

話，從此他們就和主人過著新的生活！

這篇故事教我們做事情不要用吵架的方式，要用公平的方式去

面對困難的問題。

四年忠班

周子恩

三隻動物和主人過著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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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友誼

二月初的一個黃昏，空氣中還頗有一

些涼意。

大森林裡，住著松鼠樂樂、灰兔笨笨

和野貓跳跳，他們從小生活在一起，一起

玩耍、唱歌和跳舞，可是他們的爸爸媽媽

已經很老了，希望他們三人能夠自己找東

西吃、自己找地方住。雖然三個人都很捨

不得，但既然是爸媽的請求也只能默默接

受。樂樂拿出了一張大大的地圖說：「我

聽媽媽說前面有個大森林，那邊有很多好

吃的果子！」笨笨興奮的說：「那邊有好多落葉，爸爸說，用落葉做的床最舒服了！」跳跳

也蹦蹦跳跳地說：「那邊有個大池塘哦！要是住在裡面每天都可以吃到甜美多汁的魚呢！真

是一舉多得！」於是，他們三人就決定出發去大森林裡生活。可是他們只找到一棵大松樹，

松樹裡有個洞，洞裡只容得下兩隻動物。樂樂搶先說：「應該要讓我住才對，我平常都有幫

忙打掃家裡，媽媽都說有我的房子一定會很乾淨的！」笨笨也大聲的說：「我動作很快，眼

力又好，可以馬上找到獵物。有我在，一定可以每天都吃到好吃的食物！」跳跳爭先恐後地

說：「我會做很多有用的東西，例如，我會用木頭做床、桌子還有船！」就這樣三個人開始

大吵起來，這時，山羊爺爺緩緩的走過來說：「不然我們來玩個尋寶的遊戲吧！誰先找到這

顆珍珠，就可以住到樹洞裡！怎麼樣？」牠們三人你看我，我看你，決定聽從山羊爺爺的建

議。

比賽開始了！山羊爺爺在森林裡藏了兩顆珍珠，看哪兩人先找

到，就可以住進樹洞裡，他們往森林深處走進去，第一關，大象笑

笑對牠們說：「你們為什麼不在一起玩了呢？」三人異口同聲的說：

「因為我們都想住樹洞！」笑笑又說：「難道你們的友情連一個樹

洞都不如嗎？你們自己好好想一下吧！」笑笑拿了一張紙和一枝筆

給牠們三人說：「請把你們對對方的感覺寫下來，寫好就交給我。」

牠們將紙交給笑笑就出發去下一關。小老鼠點點拿著牠們剛剛才寫

的紙叫牠們互相看看，並大聲說出來，樂樂拿著笨笨的紙大聲的說：「我好後悔，我不該跟

從小到大的好朋友吵起來的，這邊那麼多地方住，其實我也不用一定要住這邊。」笨笨也拿

著跳跳的紙說：「我希望樂樂、笨笨可以原諒我，我不該對牠們那麼兇，其實我用木頭做張

床，不一定要住在樹洞裡。」跳跳也拿著樂樂的紙說：「其實我沒有很想住樹洞，可一時衝

動就跟好朋友們吵了起來，我真的很對不起牠們。」山羊爺爺說：「現在你們還在生氣嗎？」

他們大聲的說：「沒有！」山羊爺爺拉下了後面的紅布條，裡面是一個超大的房子。山羊爺

爺說：「這是你們和好的禮物！恭喜！」他們三人又蹦又跳的大叫：「謝謝山羊爺爺！」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友誼才是最重要的！大家也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友誼哦！

四年忠班

陳映言亭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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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的動物

二月初的一個黃昏，空氣中還頗有一些涼意。

大森林裡，松鼠樂樂、灰兔笨笨和野貓跳跳是朋友，他們出去玩累了，所以想找一個晚

上過夜的地方，他們到了一棵大松樹下，發現松樹上有一個洞，但洞太小了，最多只能容得

下兩隻動物住下來，可是他們有三個人，於是他們開始想辦法。在他們想辦法的時候，突然

有一個人來了，他說：「我是這個洞的主人，你們在這裡做什麼？」松鼠生氣的說：「明明

就是我先找到的，為什麼是你的？」，洞的主人說：「如果你們想住在這裡，就要繳房租！」

野貓氣沖沖地說：「好啊！多少錢？」主人說一個月要十塊錢，所以動物們決定要去找找看

有沒有錢，小松鼠發現地上有五塊錢，他們很開心，野貓又在便利商店找到了三塊錢，所以

他更有信心了，灰兔又在了草地上找到了兩塊錢，他們又開心地去找主人了，可是找不到主

人，他們沮喪地坐在樹旁，突然聽到樹裡有打呼聲，往裡面看發現主人就在裡面，他們開心

極了，主人抬頭看到他們的時候說：「你們很團結，努力地找那十塊錢，又找我找那麼久，

所以我決定把那個樹洞送給你們，並且把他升級成三人房，你們就可以住在一起了。」動物

們很開心，也很感謝他。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團結力量大，只要努力一定會成功。

四年忠班

高芸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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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前後

再過一周就要考試了！我卻不把「考

試」這件事放在心上，因為這個禮拜可以

放四天假！所以我心裡想快樂的去台南玩，

但天不從人願，我想玩，弟弟卻生病住院，

只好取消旅遊的計畫。那這個連假要做甚

麼呢？當然是不停地複習啊！一到假日，

媽媽跟我說：「今天先複習國語和英文，

明天再複習數學和社會……」把我弄得暈

頭轉向，我覺得我的腦袋都被這些書佔走

了！

經過了兩個禮拜的苦讀，終於要考試

了！我緊張到心臟都快從嘴裡跳出來了！

鐘聲已經響起，但大家還是靜不下來，幸

好老師來了，看到老師，大家快速的回到

座位上，拿到考卷的人，安靜地開始作答。

過不了多久，教室裡安靜的連一根針掉在

地上都聽得到。考試時間快結束了！寫完

的人像監視器，認真的檢查，還沒寫完的，

有人像熱鍋上的螞蟻；有人像剛洗完澡的

小狗，全身溼答答，一直在冒冷汗，更有

人像猴子一樣一直抓頭，絞盡腦汁的想答

案。「噹！噹！噹！」鐘聲再度響起，老

師把考卷收走了，希望這次段考可以考好。

四年孝班

黃奐淳

考完試了！大家不約而同地喊了一聲

「ＹＡ！」，但開心的時刻剛開始不久，

緊張的時刻就來了，我看到老師抱著一疊

又一疊的考卷，發考卷時，大家像一條條

毛毛蟲，不停的在座位上扭動。拿到了自

己的考卷，這次段考國、英、社、自、健

都考的不錯，只有數學不太好，下次段考

一定要更仔細檢查，不要再因為粗心而失

去分數。這時我聽到許多人說：「我為什

麼會錯呢？我明明都會啊！」或是「我又

粗心了，回家要被罵了！」這些是考不好

的人所講的，考得好的人則說：「耶！我

又考一百分了！」我覺得這個場面應該可

以用「幾家歡樂幾家愁」來形容吧！在這

些人裡，當然也少不了看別人分數的人，

那些人像長頸鹿一樣，東看一下、西瞄一

下，看誰考的比他好、比他不好。

其實我覺得考試就是在測學生平常的

學習，所以每天都要認真上課，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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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十分鐘

「噹！噹！噹！」，下課鐘聲響起，

原本鴉雀無聲的籃球場，多了同學們嬉鬧

聲，同學們總是期待下課時間的籃球比賽，

真是緊張又興奮，我們的隊伍一定要贏得

比賽，加油！

在籃球場上，高手雲集，各個隊伍勢

均力敵，比賽進行的十分激烈，大家拚死

把分數追平，讓自己的隊伍有機會獲得勝

利，某位射手在比賽的最後投出了遠距離

三分球，使隊伍獲得勝利，他是我們班上

的神射手阿祥，他靠著神準無比的三分球，

讓對手慌了陣腳，無法得分，經常是場上

的ＭＶＰ，許多人都對他甘拜下風，還找

他拜師學藝，真是太厲害了。

而我的下課十分鐘，就是與這位神射

手並肩作戰，大家都把我們稱為最佳拍擋，

我們在場上合作無間，一個投三分球，一

個在籃底下當霸主，這樣的組合，結果，

我們出現了競爭對手，讓我們打得措手不

及，最後比賽以失敗收場，這代表我們應

該再去精進球技，希望有機會再戰一場。

四年孝班

周莙凱

經過了這次的經歷，我了解打球的快

樂與切磋球技的快感，如果比賽輸了，代

表我應該繼續精進球技，打籃球真是件快

樂的事情，希望大家懂得利用時間，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安排你喜歡做的事，讓你

自己的下課變得不一樣，而我就是從中得

到快樂。

「噹！噹！噹！」，上課鐘聲響起，

下課十分鐘很快就結束，同學們垂頭喪氣

回到教室，等待老師的上課，許多同學都

希望下課永遠不要結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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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作文比賽的經驗

一年一度的聯合盃作文比賽終於開始

了！舉辦的場地就在我們學校。這次我非

常有信心，也希望可以拿到好的名次，跟

決賽的入場卷。

比賽當天，幾乎全班都到齊了，只有

一個人沒來。雖然我的作文水準一直以來

都不錯，但還是很緊張。比賽開始時，我

就馬上翻開題目，仔細讀題，思考後，開

始動筆，剛開始教室陷入一片寂靜，安靜

到一根針掉到地上都聽得見，可是到後半

段就漸漸出現吵雜聲。在這個時候我卻還

沒寫完，這時我急著像熱鍋上的螞蟻，但

最後還是定下心來把它寫完了。

等了好幾個月，終於放榜了，當一看

到成績時，我欣喜若狂，心花怒放。因為

我竟然是臺北市的第四名，我拿到六級分、

一千二百元的獎金，和決賽入場卷，而我

們班就有三個人進到前五名，也有很多人

得佳作，讓班導師非常欣慰，也為學校爭

光。這次的作文比賽讓我感受到寫作的樂

趣，也學到了寫作的技巧，對寫作也更加

有信心了，我會繼續努力，讓我的寫作能

力更加進步。

四年孝班

楊凱晴

一次比賽的經驗
我在學校上了圍棋課，有一天，他們發

了一張通知單，說是有一場圍棋比賽在他們

的棋院舉行。因為我以前都沒有參加過圍棋

比賽，而且我也有興趣，所以我就參加了。

比賽當天，選手們個個都表情嚴肅、臉

色蒼白，我的心臟也跳得很快，心情又緊張

又興奮。第一場開始，大家都很冷靜，絕對

不能出半點差錯，每一步棋都要想清楚之後

再下。第一場可能是我太浮躁了，所以就輸

了，但是我並不氣餒，我還可以在最後三場

扳回一城。

第二場開始我比上一場時還要冷靜，因

為我知道要冷靜下來才能夠下好每一步棋，

我的心臟也跳得更快了，我心裡想：「絕

對不能太浮躁，不能再像第一場一樣太不小

心。」所以我就更努力下這一盤棋了。在我

認真的下棋和冷靜的思考下，我贏得了第二

場的勝利，那時我的眼睛瞇得像彎彎的月亮，

兩排牙齒露了出來，臉頰紅得像美麗的桃花，

我真的很開心。接著第三場、第四場．．．

我勢如破竹，贏得了第三名，那時我非常開

心，兩個眼睛像亮晶晶的彈珠，嘴巴笑得合

不攏，最後就忍不住手舞足蹈了起來。

在這次的比賽當中我學到了要冷靜才能

獲得勝利，而且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是要學到東西。贏了也不要太驕傲，「勝不

驕，敗不餒」才是最好的。

四年仁班

盧穎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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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游泳

這個暑假，第一天我就把暑假功課寫

完了，我覺得好無聊的時候，媽媽和爸爸

一直逼我去上游泳課。我不喜歡游泳，但

我心想：反正也沒有事情做，我就聽媽媽

和爸爸的話去上游泳課。

到了要上游泳課的那天，我看到要教

我的教練，我心裡想，他會不會是一個很

好的教練？果真如此，一開始如教練先教

我們做水母漂，他抱著膝蓋說：「做水母

漂的時候，身體一定要放鬆，不可以非常

僵硬，這時我按照教練所說的，一定要放

鬆，可是因為我太緊張了，所以我就被水

嗆到，還沉了下去。教練帶著我做，我竟

然學會了，教練為我拍拍手，這時我心裡

覺得好高興。

四年仁班

朱恩霆

我學會水母漂了，教練現在要教我自由式，我必須用漂浮加划手才能變成一個完整的自

由式，教練叫我們先一步驟一步驟的學，不要太快。首先我要先學漂浮，教練說學漂浮也是

要放鬆，不可以非常僵硬，這樣就浮不起來了，我試了好多次，但我依然浮不起來，可是教

練跟我說不要放棄。我再試一次，還真如教練所說，我竟然漂了出去，我學會了漂浮，現在

我要學的最難的一個步驟，那就是划手，教練說划手就跟丟球一樣把手伸出去，我心想，會

不會很難啊？結果我試了再試，我竟然成功了。現在是最重要的步驟，就是把全部的動作給

合起來，首先我漂浮過去，接著我再划手，最後我抵達了終點，我覺得很高興。

最後我覺得游泳課也沒那麼討厭，游泳課很好玩，不但健康還可以變瘦，我覺得游泳非

常好玩。

100

Grade4 - Grand and Imposing

四年級 - 氣宇軒昂



顛倒國奇遇記

很久很久以前，地球忽然爆炸，唯一的
倖存者開著飛船在宇宙中漂流，而飛船裡的
倖存者名叫林威宇，他發現了一個星球，他
旁邊的一個機器人跟他說，那個星球叫「倒
倒星」，於是他們就降落在那個叫「倒倒星」
的星球。

降落之後，他們發現那邊的動物會說
話，而人類竟然不會，非常奇怪；而男生喜
歡玩芭比娃娃，女生喜歡玩槍，而且動物竟

然比人類聰明。在學校，竟然都是動物在上課，還有狗遛人的情況發生。我們都是打籃球，
但是他們是「球打人」，更可怕的是我們是從小寶寶長成老人，而這裡從老人變成小寶寶，
真是可怕極了。然後，他隨便找了一隻動物，然後問他：「為什麼所有事物都是顛倒的？」
那個動物說：「很久以前，這也是個普通的星球，但是有一天，有個邪惡的機器人來到這個
星球，那個邪惡的機器人發射一個顛倒光束，所以就變成這樣了；還有每年那個機器人都會
來看這個星球，今天晚上他就會來看我們，所以你還是先躲起來吧。」果然，傍晚那個邪惡
的機器人真的來了，林威宇偷偷潛入了邪惡機器人的飛船，並且跟他決鬥，最後，邪惡機器
人輸了，並且逃跑了，男主角再次啟動了顛倒光束，成為了這個星球的英雄，這個星球不再
叫顛倒星球了，它叫「永恆之星」，而男主角則坐上了飛船，準備進行下個有趣的旅程。

兩隻老鼠的故事

在很久以前，有一座老鼠城市，其中有
兩個家庭。一個家庭很富有，一個很貧困，
而那兩家各有一隻老鼠小孩。一位生在有錢
人家的叫瑪麗，而另一位叫小雪。

瑪莉因為生在富有家庭，所以她非常
驕傲。她的爸媽也讓她去讀非常好的學校。
小雪卻因為她們家很貧困，所以她沒有念國
小，因此她就只能自學，但是她的心裡始終
沒有放棄。

很快的，六年過去了。小雪就用著她自
己的知識去考國中，很意外的她考上了城市裡最好的國中。而瑪莉雖然很有
錢，但就是因為她太高高在上，所以她只有考上了全城市最差的國中。

經過很多年之後，就在瑪莉大學畢業沒多久，她就用光了她爸媽所有的
財產，導致現在她無家可歸，也沒有工作，只能去流浪。至於小雪呢？她現在因為努力用功
讀書，所以她開了一間大工廠，不僅賺了很多錢，還買了一棟大樓，過著很快樂的日子。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雖然生在富有的家，長大後也不一定富有；生在貧困的家，長大後
也不一定貧困。所以我們一定要付出努力，才會成功。

四年仁班

林威宇

四年愛班

宋芃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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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場誤會

其實，「小紅帽」這個故事中，我
是好人，我就是大野狼，讓我告訴你們
真的故事吧！

有一天，我在森林裡散步，遇見了
一個小女孩，我跟她聊了起來，不過顯
然她的聽力不太好，好多話她都聽錯，
這個女孩名叫小紅帽，她正要去拜訪外

婆，她帶著一籃子的點心，可是她卻沒有帶
花朵，我趕緊指著有最多花朵的路，叫她邊
走邊摘，接下來，我決定也去探望外婆。

到了外婆家，我打開門，外婆指著我就大叫怪物，剛要爭論我不是怪物時，我打了一
個哈欠，一下子就把外婆吸到肚子裡了，啊！「外婆！外婆！」糟了！只能待會再想辦法把
她吐出來了，為了不讓小紅帽傷心，我裝成了外婆，躺在床上，小紅帽不一會兒就來了，問
我一大串問題，不過她好像把一個問題的答案聽成「為了要吃妳」，她尖叫著跑了起來，不
過我又突然打了一個哈欠，把小紅帽也吸進了肚子，我嘆了一口氣，為什麼我會一直做錯事
呢？外面的獵人聽到了小紅帽的尖叫聲，走了進來，他用可怕的手段救出了小紅帽和外婆，
就這樣，獵人成了明星，而我成了恐怖的怪物。

聽了這個故事後，希望所有的讀者都不怕我了，也希望你們可以跟我做朋友。

狗寶寶的流浪之旅
在美麗鄉村的住戶家裡面，養了一隻母狗

跟一隻公狗，母狗生了一個寶寶，可是主人卻
不想要狗寶寶。

結果，狗爸爸打聽到了消息，決定隔天一
早帶著家人逃離家裡，到了隔天一早，爸爸就
趕緊帶著家人逃走了。幸好，之前主人有帶他
們走過森林的路，所以他們的目標就是去那裡。

途中，狗媽媽跟狗爸爸說：「老公呀！我
們要叫狗寶寶什麼名字啊？」，狗爸爸回答說：
「就叫阿茶吧！」，狗媽媽點頭回應：「好，
我去跟阿茶說。」，狗媽媽問了狗寶寶要不要

取名為阿茶。阿茶：「好！」，阿茶在流浪的時候會害怕，所以他喜歡走在爸
媽的中間。但是有一次他看爸爸拿獵物回來的時候，覺得爸爸好勇敢，所以他
下定決心要勇敢，之後就再也不膽小了。過了一段時間後，有一個獵人走了過
來，看到狗狗一家人！狗媽媽察覺到了，馬上跟狗爸爸講，狗爸爸馬上跟阿茶
說：「阿茶呀！趕快躲去草叢那邊！結果，爸爸媽媽都還沒準備要攻擊，就已
經被獵人用獵槍給射死了。阿茶目擊到到這一幕，傷心地繼續邁向流浪之旅。
最後，一個好心路人看到狗寶寶，就把他撿回家領養了，過著幸福的生活。

我讀過這篇文章後，我希望人類不要一時貪心，而養了狗，之後，後代出生了，就說不要
狗狗了，而讓狗狗極度害怕，逃家了，而變成流浪狗，最後被安樂死。

四年愛班

陳又寧

四年愛班

黃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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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收之前

豐收之前，有些人會和運氣下賭注，

但是大多數的人都是靠著努力和遇到挫折

時不放棄，才有機會成功。像國父孫中山

先生，他努力地想推翻清朝，但是一次、

兩次……，到十次都沒有成功。他並沒有

放棄這個念頭。到了第十一次時，他終於

推翻了清朝，並創立中華民國。

林書豪是一位人人皆知的籃球明星，

每次只要他上場打籃球，就會聽到球迷們

此起彼落的歡呼聲。但林書豪不可能一夕

之間就一炮而紅的。在職業的籃球場上大

放異彩的大多數都是黑人。林書豪膚色較

不一樣，所以他曾經被那些高大的人瞧不

起，就像他們站在山的尖端，望著在山腳

下的林書豪。但他沒有因為這樣就放棄籃

球，他還是努力地想從山腳下爬上山的尖

端；不小心從半山腰滑下了，沒關係，重

新振作起來；歷經不斷的失敗卻沒有打敗

他，最後他爬到了山的頂端，利用自己的

力量在籃球界發揚光大。

五年忠班

林俐妏

吳寶春曾經獲得許多有關於麵包的獎項，現在只要有「吳寶春麵包」的麵包店，想必一

定是大排長龍的。要踏進「吳寶春麵包」的店裡一步，可是要很有耐心的等待的呢！他的店

裡最有名的麵包是「水果肉桂麵包」，他善用台灣特有的水果，而不是進口的水果，堅持用

手工的作法而不是機器去揉麵團，這樣子「水果肉桂麵包」吃起來就有幸福的滋味了！

有一次段考前，妹妹正在複習段考，而我因為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所以沒有很認真地複

習。媽媽也苦口婆心提醒我一個故事，說：「沒有人是一生下來就是十全十美的，想得好名

次，必須付出代價。『守株待兔』講述著宋國有一位老農夫正辛苦的耕田，並向上天抱怨：

『我這麼努力的耕作農作物，家中的經濟卻一直沒有改善，哎呀，真是苦命啊！』此時，他

看見一隻兔子撞到一個木樁，死了。農夫高興得手舞足蹈，馬上把兔子帶回家吃掉。從此以

後，農夫再也不耕田，一直守在木樁旁等待兔子來撞它，最後他的農作物全部都枯萎，農夫

後悔他沒有繼續耕田，現在他一無所有了。」但我還是不聽勸，結果那次的成績並不好。

豐收之前，必須付出所有的代價。像林書豪、吳寶春等名人，都是努力和遇到挫折時不

放棄，才會成功的。「機會，是給有努力過的人的。」所以豐收之前，必須努力不懈，堅持

下去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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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食的心聲

我是一隻小豬，每天都在養豬場吃喝

玩樂，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農夫也用心

的餵我們吃高等肉。誰知有一天，我就像

被處死刑似的，變成了一塊豬肉。

「轟嗯！」我和我的夥伴坐在一臺巨

大又鬧轟轟的卡車上，準備要被載到市場

賣。我看到了和我有相同遭遇的豆干哥哥、

高麗菜姐姐、雞肉阿嬤、茄子妹妹、番茄

弟弟……等，原以為能和好久不見的老朋

友相見，沒想到被放在鐵板上。只見一位

年輕大哥拿起鋒利的菜刀，直往我這砍來。

「哇！嗚！救命，救命啊！」我已經傷痕

累累，卻又被切成豬肉「分身」，還被拿

去炸，從此變成全身僵硬的豬肉干。我看

見我的夥伴們一個個被巨大的魔掌拉走，

我也不禁感到鼻酸，真希望能與他們再次

相見。

五年忠班

林士翔

我看見一位抱著小孩的媽媽，正走了

過來，向老闆說：「一包豬肉干，把它剁碎，

方便餵小孩。」我還第一次遇到要求那麼

怪的顧客，可是我知道，我要變成更多的

分身了。我的身體一塊塊的被吃掉，即使

我用吃奶的力氣大聲喊叫，仍然得不到任

何回應，只有空氣在旁邊默默的聽我訴說

著心裡的哀傷。沒想到小孩竟一口一口地

吐出豬肉干，原本香甜的豬肉干被丟到臭

氣沖天的廚餘桶，開始了我有始無終的生

涯。

人類應該不要製造剩食，必須吃多少

夾多少，如果真的吃不完，就應該打包，

不要像我一樣，最終進入垃圾場，等著報

廢，如果是你，你願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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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合作

合作是什麼？合作就是許多人一起做

某件事，然後達到共同的成果；只要合作，

不僅省時間，力量大，而且還可以滿足需

求。

俗話說：「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

葛亮。」它的意思就是三個愚笨的人，如

果團結合作，有可能連一位足智多謀的軍

師都贏得過。世界上有許多事情需要團結

合作才能成功，例如：拔河比賽時，需要

每個人盡心盡力，才能夠獲勝；相反的，

如果每個人都不努力，隨隨便便的，那就

會面臨輸掉的可能。

以前還有一個故事是關於沙子，有一

次，有一位獵人，看到眼前有一隻駱駝，

就打算把牠殺掉，然後帶回家吃，結果獵

人正打算拿起槍狩獵時，突然看到眼前的

一個景物，就馬上落荒而逃了，原來，這

一切都是沙子做的，沙子看到獵人準備殺

了那隻駱駝時，那一粒沙子就去召喚其他

的沙子一起捲起風塵暴，往獵人的身體過

去，獵人覺得不對勁，就跑走了。剛剛這

個故事就說明了為什麼要合作，那麼小的

一粒沙子，只要團結起來，真的是威力無

窮，連一位獵人都怕了，俗話說：「一虎

五年忠班

謝庭郡

難敵眾犬」的意思正是這樣。

相反的，如果人們不合作呢？從前，

有一隊到目前都還沒有輸過一場比賽的 A

隊，今天是全聯盟成績最不好的 B 隊，最

強的 A 隊由於太過自信，所以他們連教練

都不來了，而 B 隊，因為今天要對上最強

的隊伍，究竟是沒有教練的強隊伍會贏？

比賽一直到最後，都沒有分出勝負，雖然

沒有輸過一場比賽，但是現在在 A 隊的心

情是很緊張的；相反的，另一隻 B 隊伍卻

絲毫沒有緊張的氣息，反而看起來還蠻有

信心的。

A 隊伍因為各打各的，沒有戰術，而

B 隊伍見況，馬上趁著他們手忙腳亂時，

得了好幾分，最終贏得了比賽。這個故事

告訴了我們，雖然弱者對強者，但弱者也

是有機會贏的，強者也許真的很強，但是

有時候當強者遇上了弱者時，也是要合作

的，這就告訴了我們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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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避風

小小的眼睛、挺挺的鼻子和總是微笑

著的嘴巴，是我爸爸的標準配備。和藹可

親的面孔令人更有安全感，也格外親切。

小時候因為媽媽去日本留學，所以我

是爸爸一手帶大的。他總是喜歡帶我出去

玩，也有求必應。平時對我很好，但我考

不好或惹毛他的時候，也會不留情面的罵

我，情緒非常極端。他也很了解我，知道

我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似乎是這個世

界最懂我的人。

有一次，我跟表姊和爸爸一起去遊樂

園玩。一入園，我就興奮得不得了，什麼

都想玩。當時我還小，爸爸說什麼我都沒

在聽，一心就想玩，所以爸爸說：「小心，

不要跌倒嘍！」也當然沒有聽進去，但話

才剛說完，悲劇就發生了。衝很快的我馬

上就撲倒在地上，爸爸很緊張，先把我扛

到遊樂園的救護站，看了鏡子，我才知道，

原來我跌得頭破血流，爸爸當時緊張的神

情我到現在還記得。那時候，我才知道，

原來爸爸會這麼擔心我，所以那次的經驗

讓我決定不要再讓爸爸擔心了。

爸爸永遠是我的避風港，所以我要謝

謝爸爸一手把我帶大，我以後也會好好孝

敬爸爸的。

五年孝班

丁禹心

最棒的那個人

星期五是我最期待的日子，因為在這

天晚上我可以回到叔叔家，享受快樂的假

期時光，也能見到我最愛的爺爺。

我爺爺是個和藹的人，他也是我最愛

的人。在我回去叔叔家時，我不需要手機

的陪伴，我爺爺都會跟我說第二次世界大

戰的經歷。每次當他說起二次世界大戰時，

我都會覺得自己就好像真的在戰場上，隨

時都枕戈待旦；也會覺得我出生在這個快

樂的時代，很幸運。他還會跟我說日本統

治台灣發生的事，他也會說一些日語，爺

爺最拿手的就是桃太郎這首日文歌。

爺爺也是我的開心果，在我無聊時，

他都會做一些有趣的動作，逗我笑，尤其

是臉部表情，特別豐富，我覺得他不去當

搞笑藝人太可惜了。有時他還會帶我到住

家附近散步，如果有我要的東西，他都會

買給我。

不過他現在慢慢變老了，而且同一件

事需要說很多次，他的心臟也有問題。所

以我要珍惜和他在一起的

時光，而且還要讓他有個

美好的晚年生活。

五年孝班

莊翔伊

106

 Grade 5—Talented and Knowledgeable 

五年級 - 通文達藝



三隻動物

二月初的某一天，當微風吹過時，還

感覺得到一些涼意。在茂密的樹林裡，三

隻動物跑來跑去，牠們不是在玩躲貓貓，

也不是在比賽跑步，更不是在玩鬼抓人─

牠們是在找過夜的地方。為什麼呢？原來

是因為這三隻小動物來樹林裡野餐，要回

去時卻迷路了，只好先找個地方過夜，明

天一早再回家。

終於，費盡心力的找呀找，跋山涉水，

當他們來到一棵大樹下，發現樹的中間有

個洞，可是洞只能容兩隻動物住下來。無

論他們怎麼試，結果都一樣。於是其中一

隻動物說：「不如我們先把名字和生日日

期說出來，年紀大的住外面，年紀小的住

裡面。」於是牠們開始輪流說。最後其中

一隻動物把剛剛說的話整理一下，然後開

口唸到：「松鼠樂樂、灰兔笨笨、野兔跳跳，

年紀分別是三歲、四歲、五歲。」

野兔跳跳說：「我才不要住外面．．

嗯，要不然我們流輪守夜，一個人守五小

時。」這次換灰兔笨笨要抱怨了：「為什

麼這樣不公平！」跳跳問：「哪裡不公平？」

五年孝班

蔡欣昀

笨笨回答：「你守五小時的時候我在睡，

樂樂也在睡；我在守的時候樂樂也在睡，

可是輪到牠守夜的時候，我們就要回家了，

牠根本沒有守夜！「那又怎樣？」跳跳問。

於是牠們就吵起來了。

打打鬧鬧到了最後，大家都累了，所

以坐在地上休息。這時樂樂建議：「我們靜

下心來想想，光打架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過了一會兒，灰兔笨笨說：「對不起，我

不應該因為一點小事計較。」野貓跳跳也

說：「我也很抱歉，我不應該偏心，故意

讓樂樂不用守夜。」這時，松鼠樂樂說：「太

好了！既然這樣，大家也把話說清楚了，

那我們就不要再打架、爭吵，我們來想一

個十全十美的辦法吧！」最後牠們想到一

個健全的方法，就是把五小時換成三小時，

這樣就很公平了，因為每個人都要守夜。

太陽升起高高的掛在天上，三隻小動

物，手拉著手，哼著歌，快快樂樂的回家

了。經過這次的教訓，從此這三個好朋友

彼此之間的感情變得更好，友誼也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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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無止境

那一年夏天，走過敦化南路，抬頭仰

望，一個招牌寫著「吉光」兩個大字，上面

的馬畫得栩栩如生，吸引了我的目光。從那

時候開始，創造了我和作文的緣分。從小我

就開始閱讀，凡舉詩詞、文章、小說都曾閱

讀。科目也分數學、科學、歷史、地理、自

然、英文。這些都為我奠定了基礎。

三年級時，我開始對歷史產生興趣，舉

凡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三國、

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元、

明、清都略懂一二。其中唐宋二朝的大文學

家作品值得一讀。之後，媽媽便幫我報名作

文課。我開始了解各種句型。第一次寫作文

時，我絞盡腦汁，盡心盡力的寫下了第一篇

作文，可惜文句太過荒謬，並未得高分。

在經歷千辛萬苦後，終於我磨杵成針，

在第十一屆作文大賽時獲得優勝，從此否極

泰來，在決賽中脫穎而出，傲視群雄，得到創意組的獎項。現在終於體會古時人們考中舉人

的喜悅了。在這之後，我更努力的加強自己，以超越他人。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殊不知

我的排名正在後退。但學無止境，我相信努力不懈，表現可以蒸蒸日上。果然，皇天不負苦

心人，再次使我金榜題名，奪得佳績。

作文，是一條漫長的路，也是一條無止盡的路。但也從沒有人永遠站在巔峰。所以要越

挫越勇，學習新知識，也不要自得，以免作繭自縛。

古人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讀書是用來增長知識。並非用來相互

比較、謾罵。同時也不是求取功名的工具，也不得自傲。像諸葛亮如此才高八斗的人都如此

謙虛。那我們有什麼好驕傲呢？

五年仁班

陳栩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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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面對挫折

俗話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的確，如果沒有經過一番努力，哪來成功？

如果沒有流下汗水，怎能欣然收成？這世

上沒有不會遇到挫折的人。

「台灣之光」王建民，在美國職棒表

現可圈可點，不但締造了個人紀錄，也幫

洋基隊爭取到季後賽的資格。雖然說成功

是汗水所換來的，但又有誰了解他過去遇

到的種種挫折呢？他剛錄取美國職棒的時

候，其他人都不支持他，只有洋基隊熱心

的讓他加入；後來為了證明黃種人棒球也

可以打得很好，就打出了美國職棒有史以

來，最多安打的紀錄，讓人刮目相看。也

讓我學到如果遇到挫折、困難，要從正面

的角度思考，像王建民一樣；如果沒有人

支持你的時候，不能放棄，要讓他們體會

到「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道理。

希望我可以像他一樣知道怎麼面對

挫折，「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

香？」如果沒有經過銘心刻骨的努力，怎

會有快樂的結果？流汗的滋味雖不好受，

但「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成功的

甜美，唯有下過功夫、流過汗水的人才能

夠真正體會。

剩食的心聲

我本來是一顆甜美、紅通通的蘋果，

我的外皮原本很亮麗，營養也很高，變成

加工食品也很美味。

我的原產地是日本，我剛被摘下來時，

非常期待，希望可以給人們帶來健康跟纖

細的身材，當然跟我一起摘下來的朋友也

希望是那樣，我們都很期待被吃下的那刻。

但是……，我在被運來台灣的時候，

不小心在飛機裡摔了個跤，受傷了，我原

本以為不會有事的，只是微微的撞到而已，

沒想到還要做檢查，那時我忐忑不安，但

是幸好我合格了！但事情還沒結束，到了

賣場之後，一位小弟弟把我買下來，帶回

家給他的媽媽看後，她罵他說：「怎麼買

了一顆那麼醜的蘋果啊！」說完就把我丟

掉了。

我心裡想：我明明沒多難看，為什麼

他們要丟棄我？我還可以吃啊！我可以做

成好吃的蘋果派、蘋果汁，當肥料也可以，

就是不要把我浪費掉啊！

農夫把我辛苦的培養長大，希望可以

給人民帶來健康，你們都聽過：「誰知盤

中飧，粒粒皆辛苦」。希望你們不要以貌

取人，我們的果肉還是很好吃的。

五年仁班

何彥德

五年仁班

葉妍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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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合作

合作就是與其他人為追求共同的目標

而一起的行動，也就是團結。合作就像強力

膠，把兩個東西緊緊合在一起。

合作就是很多人一起做一件一個人做不

好的事。合作帶給大家很多好處：做科展時，

要跟很多人一起分工合作，分頭去買一些材

料來做實驗，科展才會成功。合作可以集合

眾人智慧、提高做事效率，更可以學習與人

相處的方式、增進人類社會的和諧。動物也

會合作：螞蟻團隊合作，在秋天時一起採集

食物，準備過冬；大象也會合作，當一隻小

象受到威脅時，大象媽媽們會圍住小象，讓

他不受到攻擊；斑馬被獅子追著跑，似乎沒

有地方可以逃了，可是當牠跑進斑馬群時，

獅子面對龐大的斑馬群體，便會知難而退，

只好放棄。

俗話說：「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

亮」如果不合作，即使有才能特別出眾的人

物的隊伍，也戰勝不過合作的隊伍；個人表

現得再好的隊伍，也贏不了合作的組別。

如果大家都互相幫忙、團結合作，這樣

做事會比較容易成功。相反地，如果不合作

的話，只會把事情弄得更糟，甚至會破壞原

本的友誼。因此若想讓事情進行得順利，讓

最終得到圓滿的成果，相信「合作」是不二

法門。

我最喜歡的運動

人活著就是要動，運動可以健身，並

讓自己的身心更舒暢。運動有很多種例如

打籃球、跳舞、瑜珈、桌球……都可以放

鬆心情。而我最喜歡的運動是什麼呢？是

一個像魚兒一樣在水中自由奔馳的運動─

游泳。

為什麼是游泳呢？因為游泳在夏天時

就像在玩冰涼的水上溜滑梯特別舒暢；尤

其在艷陽高照時，游泳池是我的天堂，別

人打籃球、打排球時揮汗如雨、汗如雨下，

而我卻在冰涼的水池中運動，可以不用流

汗卻能達到一樣的運動效果，真是一舉兩

得呀！

游泳因為在水中，因而能達到「全身

舒展」的效果。而游泳對我來說有兩個重

要性，第一個：若在水中受困、溺水時，

因為我學過游泳自救，只要不驚慌、沒有

意外，基本上都能脫困。第二：夏天炎熱，

我很愛玩水，學會了游泳，可以在水中玩

得很開心、很起勁。

游泳的好處比天上的星星還多，怎麼

都數不完，是個一舉數得的運動。那你呢？

你最喜歡的運動是什麼？

五年愛班

陳意晴

五年愛班

蕭雅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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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樹洞

冬天剛結束的一個雨天，空氣中多少還有些涼意，三個貧窮的兄妹，分別是松鼠哥哥、

灰兔弟弟和貓咪妹妹，一起尋找著避雨的地方。找了一會兒他們便找到了一個小小的樹洞，

但樹洞太小頂多只能擠得下兩個人。

在雨中的三人決定用猜拳來決定，所以三人就開始剪刀、石頭、

布，最後的輸家是弟弟，所以哥哥和妹妹就躲進了樹洞裡，過了一會

兒弟弟十分不服氣並說：「再玩一局。」，哥哥和妹妹立刻表示不同意，

弟弟便生氣的衝過去和哥哥打了起來，一會兒後，兩人渾身是傷，滿

臉怒容的對峙，年紀較小的妹妹躲在一邊並大聲說：「別再打架了！」

哥哥氣得回說：「你不要吵！你什麼都不懂！你知道什麼是『先搶先

贏』嘛！不知道對嗎！所以閉嘴！」哥哥講完後妹妹便躲到一旁哭泣，

而兩人就繼續了無意義的爭鬥。

兩人打得傷痕累累，躲在一旁的妹妹再也忍受不住了，便大聲

說：「不要再打了！不然我的位子讓給哥哥們！」哥哥弟弟聽到後，

頓時有如當頭棒喝，突然冷靜了下來，看著對方，哥哥先開口說：

「不，我是兄長，要愛護弟弟，我才應該退讓！」弟弟又接著說：

「不！我是弟弟，要尊敬兄長，我才應該禮讓。」三兄妹一陣推推

讓讓，這時雨也停了，在這件事情過後，三人更了解彼此的心情，

從此兄妹的感情又更好了。

五年愛班

陳翰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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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每天大家急著趕高鐵、趕飛機、趕著上課、趕著上班，大家都認為生活要快、狠、準，

雖然沒錯，但是慢一點可以把事情做的更好。

俗話說：「慢工出細活。」在寫功課的時候，寫慢一點，字體會比較工整；閱讀時，慢

慢的看，才能看出文章中的細節和涵義。吃飯時，要細嚼慢嚥，才能品嚐出食物真正的美味，

也不會因為吃太快而噎到；走路時，要慢慢的走，注意自己的腳步，才不會因為跑太快而跌

倒，也不會因為趕時間沒看路而踩到狗大便和口香糖。

但是如果平常大家都步調很慢的生活，反而會對社會造成損害。例如：發電廠的員工如

果都慢慢來，會讓發電廠來不及供電，除了會造成各個公司及各個工廠損失慘重，也會讓全

國大停電；如果高鐵慢慢地開，就不叫高鐵了，叫「慢鐵」，早上從臺北出發，到高雄時，

太陽都變成月亮了。大地震來時，大家都慢慢走下樓，還沒有走三階，就已經被鋼筋水泥壓

到地獄去了；如果機場塔台都慢慢的指揮，會讓飛機滯留在空中太久，導致沒油或過多飛機

盤旋，會讓機場大亂，就會使國際交通陷入混亂狀態。

我認為慢慢來是很好的，但如果凡事都慢慢來，就

會天下大亂；可是事情做的太著急，就讓事情做的不完

整，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學著衡量，衡量何時要快，何時

要慢，才能掌握生活的節奏。

六年忠班

黃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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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流浪狗的一封信

親愛的主人：

最近好嗎？我在天堂很愉快喔！現在

回想起我們所經歷過的各種事，我們曾是

「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知心好友，一

起渡過各種挑戰，直到有一天，你再也不

理我，不在乎我了，我們漸漸疏遠，直到

那一天，你毫不留情的拋下我，自己去達

成你夢寐以求、期待已久的夢想！

主人，在你領養我的那一天起，我們

一起在公園追逐、跑跳、嬉戲，你曾將我

視為家人、親戚更看重的朋友。有時，我

們一起走在大街上，「好可愛呦！」「媽

媽快看！」的聲音四面八方傳出，我得意

極了！有時，你睡不著，我便跳上你潔白

的床單上撒嬌，又是舔又是嗅，但你一點

也不介意，摸摸我的頭，叫我一把鑽進溫

暖的被窩，你一邊訴說你的夢想，一邊搔

搔我的頭，那畫面，幸福極了！

但有天，我如往常的蹲在大門前，等

著你回家，但你一進門，變「碰」的大聲

關門，氣呼呼地坐上沙發，連個晚餐都沒

幫我做，一屁股坐上了我最喜歡的毛巾，

一直盯著平板電腦到深夜，我跳上沙發，

六年忠班

汪沛熹

想關心辛苦的你，你卻把我一手揮開，我

只好抱著挨餓的心情，回到窩去。幾個月

過去了，你依然用同樣的態度對待我。

然後有一天，這天傍晚，你特別早回

家，我還是坐在大門前等著你，但你用奸

詐的眼神看著我，一腳把我踹出門外，那

一刻，傷心、難過、擔心、驚訝等不同的

心情交織，成了一片烏雲，堆積在我心頭

上，接著不到兩三天的時間，拘捕大隊已

經找到我，十二夜．．，我最終要被安樂

死了。當針頭插下的一瞬間，我們一起經

歷的種種，有如跑馬燈閃過，但我知道時

間再也無法倒流了。

小主人，希望你在人間能幸福快樂過

生活，也希望你能記取這次的教訓─珍惜

生命，即使你可能不知道我不在世上了，

我認為我們倆的經歷將會深深烙印在我們

的心中。

敬祝　 

身體健康

　　　　　　　　　　 小狗敬上 

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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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電腦創客課

電腦，應該能稱得上是現代人的必備

工具，為了讓我們這群小學生以後能成為

一位稱職的現代人，教育部為所有國小增

設了一門新奇的課程─創客。

創客，是這個學期才有的，內容大概

就是組裝一些機械物品；本來就身為電腦

白癡的我，上了第一堂課就被難倒，老師

說我們這學期的目標是要組裝一台機械手

臂！更說明了現在的生活，都和「機器人」

密不可分，旅館、機場，處處可見它們的

「蹤跡」。接著第二堂課，老師發下了一

大堆的零件，尖頭螺絲、平頭螺絲、螺帽、

伺服馬達……，在我的眼裡就像一團黑洞，

不停旋轉，完全分不清那個是那個，令我

頭暈目眩。

更不用說是組裝，像是把墊片放在馬

達上，再用螺絲拴緊，再裝到一另塊板子

上。我想，如果沒有同學和老師的幫忙，

我可能連小部分都沒辦法完成。

在上了四、五堂課後，我好像對那些

零件比較沒有這麼陌生了。有次老師在教

我組裝時，他問我：「你覺得為什麼要上

這門課？」我思考了很久，最後，我終於

明白了，這堂課教了我機械與科學是創作

人類文明的開端，許多人的發明促使我們

的生活更為方便。更讓我學會人與人之間

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這堂課我們要透過

互助合作來幫助自己與同學，才能做出一

件成功的作品。

六年忠班

顏沛思

一個人如果擁有一身才能但非常不懂得與別人相處，那麼這種人是不能在這個社會存活

下去的，因為一個人無法獨善其身，唯有和別人互相幫忙，自己才能有著美滿的生活。

我很謝謝這位老師，讓從這堂課學到這麼多，現在的我每天都期待上創客，也漸漸了解

如何組裝、寫程式，現在創客真的就是我最喜歡的一堂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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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孝班

葉馨如

我的自傳

我出生在台北市大安區裡的一個平凡的小家庭。我的家有爸爸、媽媽、弟弟還有我。由

於我是家裡最年長的孩子，因此造成了我會為別人著想，也會照顧別人的個性。

從幼稚園起，我就保有著一顆絕不服輸的好勝心。依稀記得我在幼稚園和低年級時，我

跑步是全班女生跑最快的，每當我在跑步的時候，我腦子裡都想著「我不能輸！」由此就可

知，我的好勝心是多麼強烈，不過也因此為我招來許多麻煩。

升上中年級後，我的信心第一次瓦解。因為我有異位性皮膚炎，那時候又使用中藥，因

此讓我飽受嘲笑。原本很好動的我便變得文靜起來，由於我低年級的朋友都在別班，因此我

下課時由往外跑，逐漸變成都躲在教室裡閱讀。那時我才發現，原來閱讀是何等美好的事物。

不過四年級時轉來一位轉學生，那時我跟她被安排坐在一起，之後我們便形影不離，成為彼

此間最好的朋友。高年級開始，我的熱情、活力又回來，我們班代表全校去參加樂樂棒比賽，

雖然沒獲獎，不過我卻感受到全班團結的力量。

我目前其實還沒有夢想，在班上功課也算不錯，人際關係也挺好的。我覺得雖然可能未

來會有變動，不過我希望我今後可以找到我的夢想，並實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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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最生氣的一次

「你出去！你出去！」。事情發生在

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那一次，我哭了，

媽媽也哭了……。

那一天晚上，我正在浴室洗澡，因為

無聊，我就用洗髮精的罐子將浴室的排水

孔堵住，想測試看看水可以高到何種程度，

我還覺得很好玩，但隨著水位越來越高，

我才驚覺：「糟了！大事不妙！」我趕緊

將洗髮精的罐子拿開，但已經來不及了，

水已經滲到浴室外面，流進各個房間裡。

媽媽知道後大發雷霆，拿起衣架狂打

我，並將我趕到門外，氣得不讓我進來。

「對不起！對不起！我錯了！」我大聲的

喊著，我在門外哭，媽媽在門內哭，因為

她氣我這麼大了還不懂事，貪玩造成家裡

的「災情」，木質地板很容易因為潮濕而

發霉、長蟲。媽媽既生氣又心疼，畢竟「打

在兒身，痛在娘心」。等大家冷靜下來，

媽媽跟我促膝長談，說明她生氣的原因，

也希望我能「懂事」。

經過這一次的教訓，我知道以後不可

以在浴室玩水，也不要這麼貪玩，對不起！

媽媽！我錯了！

六年孝班

溫柏翔

我的好朋友

媽媽曾經和我說過：「朋友可以豐富

人生」。所以友誼如一盞燈，照亮你的心靈；

友誼如一朵鮮花，芳香我們的心靈。

我的好朋友有一頭烏黑亮麗的捲髮，

她平時很文靜，不過她很熱於助人，每當

我難過時，總是在一旁為我加油打氣；每

當我生病時，總是在一旁細心的照顧我，

不只這樣，她還擁有一顆善良純真的心。

記得有一次，我的作業本不小心破了，

當時我不在場。事後，我才發現，她幫我

把我的本子用膠帶小心翼翼的修補好，放

到我的抽屜。還有一次，老師請我幫忙他

整理一些東西耽誤了中午吃飯時間，原本

以為沒飯吃了，當我回到教室，卻看見她

手裡拿著一碗飯菜向我走來說：「趕快吃

吧！飯菜都涼了！」我心裡當時都是滿滿

的感謝與感動。　

友誼如一本書，蘊藏

著許多豐富的知識；友誼

如一抹油彩，描繪出美好

的景色。

六年孝班

賴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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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好話

「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

寒。」「說話」這門學問總是在我們四周圍。

在學校，上課時，我們跟老師講話，下課

時，則和同學聊天；父母在公司跟同事溝

通，和老闆開會；回家時，我們和家人說好，

睡覺前還要道「晚安」。從早到晚，我們

都會一直「說話」，但到底要怎麼「說話」，

才能使雙方都滿意、舒服呢？

說好話，存好心，設身處地為別人著

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不喜

歡的事物，別人也不喜歡；別人不喜歡的

話語，自己也不喜歡。在表達自己對他人

的不滿前，先想想自己正要說出的話會不

會太傷人，改用委婉一點的言語，對方或

許會更樂於接受並道歉。「話多不如話少，

話少不如話好。」說話時，多說讚美或鼓

勵人心的話那就更好了。當朋友或家人受

到挫折或是難過的時候，可以坐在他身旁，

說些支持或是如何改善的話開導他。對我

們來說，我們只是在說好話，但對對方來

說卻可能是讓他們重新燃起希望的種子。

還記得有一次，我借我的麻吉─吉米穿我最愛的一件上衣。白如雪的上衣中間還繡著閃

亮的金色英文字和星星，實在美極了。誰知道，在上美勞課時，她不小心把墨水撒在我那件

寶貴的衣服上。我的理智線隨即「啪」的一聲，斷了。當場我就爆怒了，火冒三丈的指著吉

米，又是一陣怒吼，又是一陣飆罵，她被我罵得狗血淋頭。在那之後，她道了歉，賠了件新

的。我有了嶄新的一件衣服，而且比以前的更美，卻換不回她的微笑，換不回我與她之間的

友誼。後來，我終於想通了，我拿著衣服向她誠心誠意的道歉，請求她的原諒，並說我們能

一起穿這件衣服。她臉上泛起我長久以來渴望看到的甜蜜笑容，此時，我覺得我心裡的繩結

被解開來了。是啊！我們之間的友誼可不是用一件衣服定義的啊！

說出去的話就像流水一樣，說出去，就收不回來。如果因為一時

的衝動而不小心說出惡言，儘管不是故意的，但對方難免會不舒服，

所以說話前一定要三思而後行。當然，說話時，若能多說讚美或是鼓

勵的好話，那就更好了！

六年仁班

施采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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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愛自己

當你失去了你所愛的人，唯一剩下的就是
你自己；而當你感到無助、心情跌落谷底，唯
一能幫助你再次看到藍天的人也是自己；當朋
友背逆你，永遠陪在你身邊的人是自己，最真
實的自己，不必隱藏，閃耀光芒，展現自我。

有次，在家附近的公園，看到了一群小六
生，幾個人開開心心的打球、玩樂，大樹底下
卻坐了一個人，他臉色蒼白，無助的眼神盯著
籃球架，孤單的身子聳立不動，我上前詢問：
「大家開心打球，為何不加入？」據了解他是
同學口中的「娘娘腔」，所以不被認可。

「為何要如此自貶自己呢？」我說「每個人都有為自己作主的權利，也有做自己的權利，
要切記自己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無可取代的，打起精神！」現在的社會有許許多多性別不平
等的問題，口中的「男人婆、娘娘腔」並非如此，有太多人因為這些事而感到自卑或是關在
家裡不出門，卻錯過了許多生命的美好，那多采多姿的人生，跟值得細細品味的酸甜苦辣。

要記得從你呱呱落地的那刻，你或妳就是特別的，也是上帝送下來的禮物，在爸媽眼中
更是無價之寶，要好好愛自己、疼自己、珍惜自己。

六年仁班

杜紹輔

學交朋友

「嘿！小明我們放學後一起去打球，好
嗎？」我的朋友們喊著，「好啊！沒問題！」
我回應。我們一如往常地去打球，這也不禁使
我覺得朋友是多麼的重要。

記得在一年級時，我因為沒有參加暑期輔
導，因此，開學時我並沒有任何朋友。下課時，
同儕們在操場上嬉鬧、玩樂，我卻只是站在一
旁，默默的看著他們，我盡可能去享受那份熱
情；不過那種笑容、那些汗水，在我身上卻不
存在，只剩下羨慕又悲傷的眼淚。

始終，我都不敢踏出交朋友的第一步，直到一位同學─小承，想要與我做朋友，那時，
我手舞足蹈，開心不已，當然，也混雜著說不出的感動，我喜極而泣；接著他帶著我去找他
的朋友，我們相處得十分融洽，玩得不亦樂乎。下課時，我們總是聚在一起打籃球、跳繩、
捉迷藏。當朋友悲傷時，我們也會聚在一起，傾聽別人的心聲，互相安慰。從此之後，我又
陸陸續續交到許多朋友，我們互相依靠，從不分離。

朋友，是一間小屋，讓你免受風雨的摧殘；朋友，如一座公園，使你在失意時取得歡樂。
交朋友並不容易，如果你肯鼓起勇氣，與其他人做朋友，也許你的人生會變得更精彩，更豐富。

六年仁班

王宥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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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朋友

放學了，我急急的將書包背起跑回家

中，因為家中有我最好的朋友，第一次見

到他，他靜靜的不說話，我們之間不需要

言語，我眨眨眼睛，他便了解我的意思。

我開心時，他對我展露笑顏；我傷心

時，他便靜靜地陪伴我；有時生氣，拿他

出氣，不理他，他就像大肚量的垃圾袋，

吃掉我的怒氣，假日時，我也會和他一起

去外面玩，在公園奔跑。

有一次，他生病了，我們全家馬上抱他去醫院，我急死了，最後他終於康復了，我高興

的在放學後跑回家，抱抱他，有時他會在我寫功課時，跑來我身邊，叫我和他玩丟球遊戲；

有時，我會在吃完晚餐後，帶他出去走走；有時，他會自己在外面玩得全身泥巴，而幫他洗

身體便是我的工作了。

你猜到了嗎？這位讓我笑、出氣、陪伴我，而假日和我一起玩的就是

─我養的狗，他是隻可愛的柴犬，活潑好動，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六年愛班

高柏妮

紅花與綠葉

紅花和綠葉的關係可謂是唇齒相依，

若紅花沒有綠葉便因沒有光合作用而枯萎，

若綠葉沒有紅花，綠葉便因此黯然失色。

有次我去花博看花，眾人都在那五彩

繽紛的花旁打卡拍照，似乎忘記了維持五

彩繽紛花瓣生命的綠色葉子，但這也足以

說明一件事，主角總是如此的光輝耀眼，

得獎時媒體們總是爭先恐後的搶著採訪主

角，但我們是否有想過那位頭上有著明星

光環的主角，他是因為了誰才有得今天的成就，若不是有人提拔、推薦，今天的主角也不會

有這番成就，主角好比是鮮豔無比的紅花，主角的幕後推手便是綠葉。

公牛隊是一支成功的隊伍，他們創下了許多籃壇上的紀錄，但許多人以為公牛隊之

所以如此成功是因為籃球大帝麥可‧喬丹和眾多明星球員，但他們的總教練功不可沒，

禪師發明有效的擋拆戰術和赫赫有名的三角戰術，在當時可說引起了一陣瘋狂。

因此在紅花的背後那些默默付出的小小人物就造就了一堆大明星的輝煌一生。

六年愛班

李和澍

私立新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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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認錯

小時候，我犯錯時總是扯東扯西、故

意轉移話題，或是把錯都怪到別人身上，

為的就是要把自己和整件事情撇清關係，

就算做錯的是自己，卻永遠不肯認錯。

就在昨天，我不小心把媽媽的電腦用

壞了，但我卻因為害怕被責罵而頭也不回

的逃離現場，因為當時只有我一個人待在

事發現場，所以並沒有人知道電腦壞掉了。

我回到房間，拿出作業本開始寫，不久後，

我發現我的心根本就不在作業上，整個人

魂不守舍、心神不寧的，我明明知道自己

是因為用壞電腦的事才會如此心不在焉，

但我卻不敢去想，我告訴我自己，我只是

因為太累了才會那麼不專心，所以我又以

這種理念為自己找藉口，之後又繼續心不

在焉的寫作業。

六年愛班

張語蓉

又過了十五分鐘，我聽見房間外面有

動靜，好像是媽媽在罵人，我走出房間，

看到生氣的媽媽、大哭的弟弟、在一旁勸

阻的爸爸，還有，我用壞的電腦，媽媽以

為電腦是弟弟用壞的，但又見弟弟死不認

錯而更加生氣，看到這一幕的我，開始覺

得良心不安。我想我應該主動認錯，讓媽

媽不再誤會弟弟，但媽媽生氣的表情使我

說不出口，但看見弟弟替我背黑鍋，我又

無法坐視不管，終究還是鼓起勇氣向媽媽

認錯，沒想到媽媽竟然沒有罵我，還讚許

我的認錯行為。

所以我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學習認

錯，認錯並不難，但你必須要克服自身的

恐慌，勇敢把心裡的話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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