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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得獎文章

4 年級 忠 蔡沁淞 1 等獎 和平
4 年級 忠 高欣儀 2 等獎 溝通的重要
4 年級 忠 溫怡崴 2 等獎 禮讓
4 年級 忠 施齡捷 2 等獎 禮讓
4 年級 孝 謝宥安 1 等獎 學畫畫
4 年級 孝 許皓甯 1 等獎 學看書
4 年級 孝 廖敏恩 1 等獎 學炒飯
4 年級 孝 郭羿呈 1 等獎 學扯鈴
4 年級 孝 丁羿中 2 等獎 學作文
4 年級 孝 洪銘陽 2 等獎 學游泳
4 年級 孝 蔡昀杉 3 等獎 學國語
4 年級 孝 蔡斯羽 3 等獎 學五子棋
4 年級 孝 許誌珈 3 等獎 學數學
4 年級 孝 邱浩軒 3 等獎 聰明的野貓
4 年級 仁 許宜萱 1 等獎 學珠心算
4 年級 仁 楊甯妘 1 等獎 學跳舞
4 年級 仁 江承育 1 等獎 學打籃球
4 年級 仁 林士澄 1 等獎 學溜直排輪
4 年級 仁 顏廷叡 2 等獎 學游泳
4 年級 仁 余光軒 2 等獎 學滑雪
4 年級 仁 邱妍溱 2 等獎 學游泳
4 年級 仁 游家宇 2 等獎 學小提琴
4 年級 仁 郭伯仁 3 等獎 學游泳
4 年級 仁 王姸心 3 等獎 學游泳
4 年級 愛 吳美萱 2 等獎 分工合作
4 年級 愛 李衍樑 3 等獎 貪心的野貓跳跳
4 年級 愛 黎光耀 3 等獎 良善助人的松鼠
5 年級 忠 盧翊萱 1 等獎 學怎麼管理情緒
5 年級 忠 温肇恒 2 等獎 學待人處事
5 年級 忠 徐楷恩 2 等獎 學閱讀
5 年級 忠 李齊恩 2 等獎 學態度
5 年級 忠 宋芃萱 2 等獎 學游泳的經驗
5 年級 忠 尤貽樂 2 等獎 學國語
5 年級 忠 陳柏光 3 等獎 學直排輪
5 年級 孝 黃奐淳 1 等獎 學整理
5 年級 孝 劉子彤 1 等獎 學孝順
5 年級 孝 林妤凡 2 等獎 學做軟陶
5 年級 孝 周莙凱 2 等獎 學愛惜
5 年級 孝 楊凱晴 2 等獎 學管理情緒
5 年級 孝 陳又寧 2 等獎 學西班牙語的經驗
5 年級 孝 彭楷勛 3 等獎 學自信
5 年級 孝 唐品頡 3 等獎 學如何成為益友
5 年級 孝 梁昀展 3 等獎 學耐心

( 一 ) 語文類
(1)2019 第 35 屆楚才盃作文比賽

臺北市私立新民小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生團隊校外比賽】優勝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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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級 仁 許丞妤 1 等獎 學跳舞
5 年級 仁 張芷菱 1 等獎 學圍棋
5 年級 仁 盧穎竹 2 等獎 學游泳
5 年級 仁 劉仲瑨 2 等獎 學打籃球
5 年級 仁 鄺立宸 2 等獎 學英文
5 年級 仁 蔡淳程 3 等獎 學籃球
5 年級 仁 朱恩霆 3 等獎 學游泳
5 年級 仁 劉彥廷 3 等獎 學打籃球
5 年級 仁 林威宇 3 等獎 學籃球
5 年級 仁 羅禹傑 3 等獎 學鋼琴的經驗
5 年級 仁 黃鉯婷 3 等獎 學作文
5 年級 仁 門脇一華 3 等獎 學鋼琴
5 年級 愛 詹詠琁 2 等獎 學珠心算
5 年級 愛 林宥辰 2 等獎 學腳踏車的經驗
5 年級 愛 羅海悅 3 等獎 學鋼琴
5 年級 愛 史祚為 3 等獎 學桌球
5 年級 愛 廖士霆 3 等獎 學游泳
5 年級 愛 陳秉汯 3 等獎 學鋼琴
6 年級 孝 黃琬瑜 1 等獎 一趟珍貴的旅程
6 年級 孝 莊翔伊 2 等獎 狡猾的野貓
6 年級 孝 陳品卉 2 等獎 奇妙歷險記
6 年級 孝 蔡欣昀 2 等獎 三隻動物
6 年級 孝 陳貞禎 2 等獎 大森林是我們的家
6 年級 孝 李芷瑄 2 等獎 神奇的樹洞
6 年級 孝 樂鵬飛 3 等獎 解題之旅
6 年級 孝 楊立丞 3 等獎 友情可貴
6 年級 孝 劉其汶 3 等獎 同心協力
6 年級 孝 陳亭羽 3 等獎 來挖洞
6 年級 孝 許瑜真 3 等獎 尋找洞洞大冒險
6 年級 孝 李沛芸 3 等獎 樹洞趣
6 年級 孝 丁禹心 3 等獎 森林中找房子
6 年級 孝 林治瑜 3 等獎 聰明的灰兔笨笨
6 年級 孝 許宸瑋 3 等獎 分享快樂
6 年級 孝 林祐平 3 等獎 在森林裡
6 年級 孝 蕭湘秜 3 等獎 尋找樹洞冒險
6 年級 忠 吳俊葳 1 等獎 合作力量大
6 年級 忠 林祐質 2 等獎 三隻動物在爭地
6 年級 愛 王敬圓 1 等獎 團結合作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指導老師
四 忠 蔡沁淞 國小中年級組 第三名 陳姿吟
四 愛 吳美萱 國小中年級組 第五名 李依凡
三 孝 林大齊 國小中年級組 佳作 張錦淑
四 忠 吳劭鈞 國小中年級組 佳作 陳姿吟
四 忠 王琳雅 國小中年級組 佳作 陳姿吟
四 忠 施齡捷 國小中年級組 佳作 陳姿吟

(2) 第 13 屆聯合盃作文臺北市初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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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忠 高欣儀 國小中年級組 佳作 陳姿吟
四 愛 楊瑜音 國小中年級組 佳作 李依凡
四 孝 丁羿中 國小中年級組 佳作 林妤真
四 孝 高睿涵 國小中年級組 佳作 林妤真
四 仁 王永勛 國小中年級組 佳作 王玉玲
五 孝 陳又寧 國小高年級組 佳作 呂欣怡
五 孝 陳映諪 國小高年級組 佳作 呂欣怡
五 孝 楊凱晴 國小高年級組 佳作 呂欣怡
五 仁 張芷菱 國小高年級組 佳作 陳淑貞
六 忠 林俐妏 國小高年級組 佳作 白鴻禎
六 忠 曹妤亘 國小高年級組 佳作 白鴻禎
六 忠 陳思穎 國小高年級組 佳作 白鴻禎
六 孝 陳亭羽 國小高年級組 佳作 林慧真
六 孝 陳品卉 國小高年級組 佳作 林慧真
六 孝 陳貞禎 國小高年級組 佳作 林慧真

2019 第 35 屆楚才盃作文比賽 -1

2019 第 35 屆楚才盃作文比賽 -4

2019 第 35 屆楚才盃作文比賽 -2

2019 第 35 屆楚才盃作文比賽 -5

2019 第 35 屆楚才盃作文比賽 -3

2019 第 35 屆楚才盃作文比賽 -6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指導老師
六 忠 林俐妏 英語演說第 1 類 南區 優勝 史惟萱
六 愛 金宏宸 英語演說第 2 類 南區 優等 史惟萱

五

忠
忠
忠
孝
孝
孝
孝
孝
仁
愛
愛
愛

周子恩
温肇恒
徐楷恩
陳映諪
楊凱晴
劉子彤
林妤凡
彭楷勛
黃鉯婷
陳秉汯
林奕岑
高進諺

英語讀者劇場 南區 優等
周立薇
李佩純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指導老師
二 愛 邱晨語 低年級組 佳作 黃淑玲

(3) 臺北市 108 學年度英語學藝競賽

(4)108 學年度深耕閱讀活動 - 自編故事比賽

語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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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第 35 屆楚才盃作文比賽 -7

第 13 屆聯合盃作文初賽 -1

第 13 屆聯合盃作文初賽 -4

108 學年度多語文競賽 -
英語讀者劇場 -1

108 學年度多語文競賽 -
英語讀者劇場 -2

第 13 屆聯合盃作文初賽 -2

第 13 屆聯合盃作文初賽 -5

第 13 屆聯合盃作文初賽 -3

108 學年度多語文競賽 -
英語演說第 1 類

108 學年度多語文競賽 -
英語演說第 2 類

第八屆海峽兩岸數學邀請賽 臺北市酷課學園網路學校修業合格 第24屆FIRA 世界盃機器人競賽-1

2019 第 35 屆楚才盃作文比賽 -8 2019 第 35 屆楚才盃作文比賽 -9

數學類 創客 / 資訊類

深耕閱讀活動 -
自編故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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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指導老師
六 忠 王首茗 動畫短片 佳作 吳佩芬
六 忠 林俐妏 動畫短片 佳作 吳佩芬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六 孝 沈剛 小學五年級組 銅獎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五 孝 唐品頡 國小組競賽甲組 佳作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六 孝 沈剛 【數位科學】 修業合格

年級 班級 姓名 成績

六
忠
孝

王首茗
許天宜

第三名

(4) 國中小學生 Scratch 貓咪盃創意競賽

(1) 第八屆海峽兩岸數學邀請賽

(3) 2019 WRO 國際奧林匹亞 智能機器人聯盟賽

(1) 臺北市酷課學園網路學校國中多元增能培力專班修業

(2) 2019 第 24 屆 FIRA 世界盃 機器人競賽

( 二 ) 數學類

( 三 ) 創客 / 資訊類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指導老師

六 仁 梁書恒
高年級

平面設計類
第一名 焦素玲

四 愛 李俐萱
中年級

水墨畫類
第二名 吳遠山

四 愛 莊翊寧
中年級

水墨畫類
第三名 吳遠山

三 仁 陳瑞瑩 中年級 繪畫類 佳 作 鐘碧惠
三 忠 甘之怡 中年級 繪畫類 佳 作 鐘碧惠
四 仁 陳玥彤 中年級 繪畫類 佳 作 焦素玲
五 忠 洪賀榮 高年級 繪畫類 佳 作 鐘碧惠
六 愛 楊筑涵 高年級 繪畫類 佳 作 焦素玲

三 愛 林忠緯
中年級

平面設計類
佳 作 鐘碧惠

四 孝 柯權恩
中年級

平面設計類
佳 作 焦素玲

二 孝 蘇子頤 低年級 繪畫類 佳 作 鐘碧惠
四 仁 顏廷叡 中年級 漫畫類 佳 作 焦素玲
六 仁 王千華 高年級 漫畫類 佳 作 焦素玲
六 愛 葉姷呈 高年級 版畫類 佳 作 焦素玲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指導老師

六 仁 梁書恒
高年級

平面設計
佳作 焦素玲

四 愛 莊翊寧 中年級 水墨畫 佳作 吳遠山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指導老師
四 愛 莊翊寧 國小組 佳作 焦素玲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指導老師
四 愛 莊翊寧 國小組 佳作 吳遠山

( 四 ) 美術類
(1-1) 臺北市 108 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1-2)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2) 中華民國第五十屆世界兒童畫展

(3) 日本第 50 回世界兒童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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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指導老師
一 忠 吳俊皜 一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一 忠 楊承元 一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一 忠 湯昕霈 一年級組 銀牌獎 焦素玲老師
一 孝 賴品誠 一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一 孝 呂  安 一年級組 金牌獎 焦素玲老師
一 仁 趙  雲 一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一 仁 林緹甄 一年級組 銀牌獎 焦素玲老師
一 仁 藍心妤 一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二 忠 朱哲用 二年級組 金牌獎 鐘碧惠老師
二 孝 蘇子頤 二年級組 銅牌獎 鐘碧惠老師
三 忠 林家睿 三年級組 銀牌獎 鐘碧惠老師
三 仁 余姵誼 三年級組 銀牌獎 鐘碧惠老師
四 忠 吳劭鈞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忠 張容杰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忠 羅景庭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忠 王琳雅 四年級組 銀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忠 林恩羽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忠 高欣儀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忠 溫怡崴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孝 江邵語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孝 吳玉瀚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孝 吳定謙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孝 陳宥全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孝 蔡欣彤 四年級組 銀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孝 謝宥安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孝 洪銘陽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仁 李晟豪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仁 顏廷叡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仁 游家宇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仁 阮沄洋 四年級組 銀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仁 陳玥彤 四年級組 金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仁 傅心俞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仁 湯仁煦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愛 江泮瑩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愛 沈長融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愛 莊沛寰 四年級組 銀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愛 辜柏允 四年級組 銅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愛 莊翊寧 四年級組 銀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愛 李俐萱 四年級組 銀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愛 唐如妘 四年級組 金牌獎 焦素玲老師
四 愛 錢忻宜 四年級組 金牌獎 焦素玲老師

(4) 臺北市 108 學年度美術創作展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指導老師
四 仁 林楷馨 南區客語歌唱 第二名 柯逸渢、李佳穎
六 忠 謝庭郡 南區閩南語歌唱 第三名 柯逸渢、李佳穎

( 五 ) 音樂類
(1) 臺北市 108 學年度本土語歌唱比賽

(2)108 學年度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社團 組別 成績 指導老師

私立新民小學合唱團 閩南語系類 南區優等 第一名 柯逸渢、李佳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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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8 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
社團 組別 成績 指導老師

私立新民小學合唱團
國小團體組 AB 組

同聲合唱
 南區優等 第三名 柯逸渢、李佳穎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三 孝 莊宜沁 小提琴 檢定第三級合格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三 孝 莊宜沁 鋼琴 檢定第八級合格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六 孝 吳育軒 晉段組 第六名
四 忠 吳邵鈞 初段組 第一名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一 仁 王子昕 白武士組 優勝
一 仁 李秉澤 白武士組 優勝
二 愛 陳羿亘 黑武士組 第五名
一 仁 周杰翰 白武士組 第一名
一 仁 朱子暘 白武士組 優勝
二 仁 賴品丞 黑武士組 第四名

(4)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5) 山葉音樂能力檢定

( 六 ) 棋藝
(1) 小小林盃圍棋比賽

(2) 2019 星際大戰圍棋交流賽

第24屆FIRA 世界盃機器人競賽-2

臺北市美術比賽頒獎 -1

臺北市美術比賽頒獎 -5臺北市美術比賽頒獎 -4

臺北市美術比賽頒獎 -2

臺北市美術比賽頒獎 -6

臺北市美術比賽頒獎 -3

2019 WRO 國際奧林匹亞
智能機器人聯盟賽

Scraatch 貓咪盃創意競賽

創客 / 資訊類

美術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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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藝

108學年度美術創作展-2

108學年度美術創作展-5

第 50 屆世界兒童畫展

108學年度美術創作展-3

108學年度美術創作展-6

108學年度美術創作展-1

108學年度美術創作展-4

108 學年度多語文競賽 -
歌唱比賽 - 客語

108 學年度多語文競賽 -
歌唱比賽 - 閩南語

小小林盃圍棋比賽 -2

新民小學合唱團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2019 星際大戰圍棋交流賽 -1 2019 星際大戰圍棋交流賽 -2小小林盃圍棋比賽 -1

音樂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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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六 孝 許宸瑋 黑帶男子組 48kg 級 第三名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六 孝 許宸瑋 高年級組男子黑帶三段組 第一名

( 七 ) 體育
(1) 2019 中華盃跆拳道錦標賽

(2) 2019 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三 孝 許雁晴 基礎四級 第一名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二 愛 賴品卉 低年級 單人組捷舞 第一名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二 仁 張芮 擊破組 第一名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六 孝 曾子秝 男生乙組跳遠 第四名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五 愛 余光泰 個人組第七級 亞軍
五 愛 余光泰 團體組 季軍

年級 班級 姓名 組別 成績

五

忠
忠
孝
忠

林千寗
楊承諺
林序翰
陳柏綱

國小高年級混合組初級棍術團練 第二名

二 忠 林千渝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初級劍術 第一名
二 忠 林千渝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初級拳術 第二名
二 忠 朱哲用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初級拳術 第五名
三 孝 許雁晴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初級劍術 第五名
三 孝 許雁晴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初級棍術 第五名
三 孝 陳苡嘉 國小中年級女子組初級拳術 第三名
四 愛 莊沛寰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初級刀術 第二名
四 愛 莊沛寰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初級棍術 第七名
四 愛 辜伯允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初級刀術 第三名
四 愛 辜伯允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初級棍術 第八名
五 忠 林千寗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初級劍術 第一名
五 忠 林千寗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武術基本拳 第四名
五 忠 陳柏綱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初級劍術 第三名
五 忠 陳柏綱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武術基本拳 第三名
五 孝 林序翰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初級棍術 第七名

(6) 108 年台北市中正盃滑冰錦標賽

(7) 108 台北市中正區青年盃運動舞蹈錦標賽

(3) 龜山區跆拳道錦標賽

(8) 台北市 108 學年度國小南區運動會田徑比賽

(4) 臺北市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5) 108 年台北市中正盃武術錦標賽暨全國武術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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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2019 中華盃跆拳道錦標賽

108 年台北市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暨全國武術邀請賽 -1

108 年台北市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暨全國武術邀請賽 -4

108 年台北市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暨全國武術邀請賽 -7

108 年台北市中正盃滑冰錦標賽

108 年台北市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暨全國武術邀請賽 -2

108 年台北市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暨全國武術邀請賽 -5

108 年台北市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暨全國武術邀請賽 -8

108 台北市中正區青年盃
運動舞蹈錦標賽

108 年台北市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暨全國武術邀請賽 -3

108 年台北市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暨全國武術邀請賽 -6

108 年台北市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暨全國武術邀請賽 -9

台北市 108 學年度國小
南區運動會田徑比賽

龜山區跆拳道錦標賽 臺北市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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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新民小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生團隊校內比賽】優勝名單

 年級 班級 姓名 成績
四 仁 阮沄洋 第一名
四 愛 李俐萱 第二名
四 孝 蔡昀杉 第三名
四 孝 蔡斯羽 優等
四 仁 易楷齡 優等

 年級 班級 姓名 成績
四 忠 溫怡崴 第一名
四 孝 高睿涵 第二名
四 仁 楊甯妘 第三名
四 孝 邱浩軒 優等
四 忠 戴劭璇 優等

 年級 班級 姓名 成績
四 仁 游家宇 第一名
四 愛 江泮瑩 第二名
四 仁 林士澄 第三名
四 忠 林晏宇 優等
四 愛 黎光耀 優等

 年級 班級 姓名 成績
五 孝 陳又寧 第一名
五 仁 張芷菱 第一名
五 愛 余光泰 第三名
五 孝 唐品頡 優等
五 愛 林奕岑 優等

 年級 班級 姓名 成績
二 忠 邱姮玹 優勝
二 愛 施淮媗 優勝
二 愛 游欣儒 優勝
二 忠 錢靖 優等
二 孝 林芷彤 優等
二 仁 吳海寧 優等

 年級 班級 姓名 成績
三 忠 林家睿 優勝
三 孝 李沛婕 優勝
三 仁 李昀階 優勝
三 孝 林大齊 優等
三 愛 洪也然 優等
三 愛 顏筠珊 優等

 年級 班級 姓名 成績
五 孝 陳又寧 優勝
五 仁 陳竑維 優勝
五 愛 余光泰 優勝
五 忠 林千寗 優等
五 愛 羅海悅 優等
五 仁 謝昀達 優等

 年級 班級 姓名 成績
五 仁 張芷菱 第一名
五 忠 徐楷恩 第二名
五 孝 陳映諪 第三名
五 孝 彭楷勛 優等
五 愛 林奕岑 優等

 年級 班級 姓名 成績
五 孝 張銘豪 第一名
五 仁 盧穎竹 第二名
五 愛 余光泰 第三名
五 忠 尤貽樂 優等
五 孝 楊凱晴 優等

 年級 班級 姓名 成績
五 孝 林妤凡 第一名
五 孝 陳映諪 第一名
五 愛 余光泰 第三名
五 忠 温肇恒 佳作
五 仁 盧穎竹 佳作

 年級 姓名 成績

四孝 何宣磊、吳定謙、陳中仁
林軒惟、邱浩軒、高睿涵 第一名

四仁
王永勛、李晟豪、鐘芃淵
游家宇、芮雅希、許宜萱

陳玥彤、楊甯妘
第二名

 年級 班級 姓名 成績
五 仁 盧穎竹 第一名
五 孝 林序翰 第二名
五 忠 林子昕 第三名
五 仁 黃鉯婷 優等

( 一 ) 四年級書法比賽

( 三 ) 四年級國語朗讀比賽

( 五 ) 四年級字音字形比賽

( 七 ) 五年級國語演說比賽

( 九 ) 二年級英語朗讀比賽

( 十一 )   三年級英語朗讀比賽

( 四 ) 五年級國語朗讀比賽

( 六 ) 五年級字音字形比賽

( 八 ) 五年級國語作文比賽

( 十 )  五年級英語演講比賽

( 十二 )  四年級英語讀者劇場比賽

( 二 )  五年級書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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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班級 姓名 題目 名次
四 忠 林恩羽、施齡捷 自製濾水器 特優
四 愛 邱冠凱、黎光耀、吳美萱 重心對行車安全的影響 優等
四 忠 王琳雅、高欣儀 冰 晶 糖 佳作

年級 班級 姓名 題目 名次
六 忠 黃靖芯、劉安淇 看見聲音的形狀 特優

六 仁
愛

鄒佳祐
陳意晴、譚湘穎、顏絢禾、陳冠圻 水火箭動力學─不同水量對發射的影響 優等

六 愛 江宇耕、賴聖安、黃可鐘 搖搖發光棒 佳作

年級 班級 姓名 題目 名次
五 孝 劉子彤、唐品頡、楊凱晴 綠巨人養成秘訣─影響水培植物成長的因素 特優

五 仁 劉仲瑨、陳竑維、鄺立宸
蔡淳程、林威宇、謝昀達 媽媽的生活小幫手─除塵紙的應用 特優

五 忠
孝

韓承澔、盧翊萱
凌紫榕、黃奐淳、陳妤宸 啊 ! 雞蛋破了 優等

五 忠 尤貽樂、陳柏光、宋芃萱 神奇的細胞 佳作
五 仁 盧穎竹、張芷菱、黃鉯婷 磁浮列車的神奇秘密 佳作

( 十三 )   校內科展比賽
四年級組

六年級組

五年級組

四年級朗讀比賽

五年級字音字形比賽

二年級英語朗讀頒獎

四年級書法比賽

五年級朗讀比賽

五年級國語演講比賽

五年級書法比賽

四年級字音字形比賽

五年級作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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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英語演講頒獎 三年級英語朗讀頒獎 四年級英語讀者劇場比賽 -1

四年級英語讀者劇場比賽 -2 校內科展比賽 -1

校內科展比賽 -4

校內科展比賽 -7

校內科展比賽 -2

校內科展比賽 -5

校內科展比賽 -8

校內科展比賽 -3

校內科展比賽 -6

校內科展比賽 -9 校內科展比賽 -10 校內科展比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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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 新民小學作文獎勵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九月份作文【桂冠獎 】名單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十月份作文【桂冠獎 】名單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九月份作文【妙筆獎 】名單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十月份作文【妙筆獎 】名單      

年班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忠 高晨悅 程苡菡 孟芯羽 吳邵鈞 宋芃萱 林俐妏

洪語蓉 蘇晨偉 卓品宣 張昀靖 尤貽樂 林士翔

年班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忠 王祺淵 劉士維 鄭聿辰 高欣儀 程定捷 郭治磊

陳祐權 李艾霏 黃郁書 戴劭璇 林子昕 謝庭郡

孝 俞希璇 林彥紳 郭繼穎 施沂岑 莊翔云 黃琬瑜

陳家瑩 洪瑋駿 王翊潔 丁羿中 楊凱晴 莊翔伊
孝 徐嘉妍 丁川益 周子淇 許誌珈 林妤凡 林秉宏

謝馨言 呂昀庭 劉亮均 謝宥安 陳又寧 丁禹心

仁 邱業元 張穎蓉 張語琦 黃浩庭 門脇一華 蘇向昀

陳亮瑜 曾德瑔 王琦媚 李晟豪 盧穎竹 蔡宗諺
仁 曾睿晨 李淳峯 吳亭頣 邱妍溱 黃琨庭 陳栩煇

楊博棻 蔡雨桐 李昀階 湯仁煦 羅禹傑 陳忻田

愛 陳嫺庭 林家霈 曹言愷 江泮瑩 曾睿淵 譚湘穎

林昱丞 潘錫安 陳彥蓁 吳美萱 王子菱 洪楷勛
愛 林昱丞 莊和叡 杜宥萱 錢忻宜 羅海悅 蔡睿棠

陳彥希 賴品卉 賴汶雅 莊沛寰 余光泰 王敬圓

序號 1 2 3 4 5 6
班別 二孝 二孝 二愛 二愛 二愛 四忠
姓名 賴乙萱 陳湘韻 林家霈 蔡品澤 王永杰 溫怡崴

序號 1 2 3 4 5 6
班別 一孝 二忠 四忠 五忠 五仁 六忠
姓名 邱鐙嶢 林宥秦 蔡沁淞 盧翊萱 張芷菱 林士翔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十一月份作文【妙筆獎 】名單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十二月份作文【妙筆獎 】名單      

序號 1 2 3 4 5 6
班別 二忠 四孝 四仁 五忠 五孝 六孝
姓名 陳睿希 邱浩軒 林士澄 陳柏光 唐品頡 陳品卉

序號 1 2 3
班別 一孝 二愛 四仁
姓名 羅妍晴 李奕霆 湯仁煦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十一月份作文【桂冠獎 】名單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十二月份作文【桂冠獎 】名單
年班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忠 陳采潔 張橙宜 林家睿 蔡沁淞 温肇恒 陳思穎

林倪希 林宥秦 蕭令苡 施齡捷 陳柏光 劉安淇

年班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忠 蕭上晏 林昀臻 曾俞叡 張容杰 徐楷恩 李敏辰

孫嘉姮 林千渝 高晨欣 林晏宇 林千寗 曹妤亘

孝 張詠甯 黃宇廷 林大齊 許皓甯 鄭沂 李芷瑄

黃思璇 陳湘韻 李雨融 廖敏恩 陳映諪 李沛芸
孝 呂安 賴乙萱 廖奕澂 吳定謙 高芸庭 謝和雲

陳語彤 謝昕妍 王郁晴 邱浩軒 黃奐淳 蔡欣昀

仁 魏詡鈞 顏士皋 張舒喬 許宜萱 劉彥廷 何彥德

温彩妍 白雨嫺 李承澤 楊甯妘 林威宇 鄒佳祐
仁 陳品叡 徐浩倫 余姵誼 阮沄洋 謝昀達 陳致辰

吳梓榆 林采沂 楊曜丞 王永勛 黃鉯婷 葉妍欣

愛 廖辰耘 蔡品澤 李蔓立 關雅云 魏廷霖 李頤亭

林靖善 張綰芸 魏心妤 辜柏允 林奕岑 陳意晴
愛 劉韋寬 張耘瑞 洪也然 沈長融 林宥辰 辜柏鈞

胡詠晴 施淮媗 黃崴麟 鄭宇晴 詹詠琁 謝依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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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The Glory of Xinmin-Honor Roll



十一月份妙筆獎十月份桂冠獎 -6 年級

九月份妙筆獎 九月份桂冠獎 -1 年級 九月份桂冠獎 -2 年級

十月份妙筆獎 十月份桂冠獎 -1 年級

九月份桂冠獎 -3 年級

九月份桂冠獎 -6 年級

十月份桂冠獎 -2 年級 十月份桂冠獎 -3 年級 十月份桂冠獎 -4 年級

九月份桂冠獎 -4 年級 九月份桂冠獎 -5 年級

十月份桂冠獎 -5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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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The Glory of Xinmin-Honor Roll



十一月份桂冠獎 -1 年級

十二月份妙筆獎

十一月份桂冠獎 -4 年級

十二月份桂冠獎 -3 年級

十二月份桂冠獎 -6 年級

十一月份桂冠獎 -2 年級

十二月份桂冠獎 -1 年級

十一月份桂冠獎 -5 年級

十二月份桂冠獎 -4 年級

十一月份桂冠獎 -6 年級

十二月份桂冠獎 -5 年級

十一月份桂冠獎 -3 年級

十二月份桂冠獎 -2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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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The Glory of Xinmin-Honor Roll



新民小小動物園建立 3 個月囉 !!
56 年級自然科任 - 王柏凱

小小動物園是新民為了讓孩子們能在如今鋼筋水泥的都市叢林中，獲得一些跟大自然相

處的機會，在 108 學年度全新推出的小規模的活體展示。展示內容以較小型的動物為主，著

重在知識性、教育性及責任感的培養。

這是一個溫馨的迷你動物園，由自然老師策劃及維護，由於人力有限，目前由我獨立負

責，只有五種動物，除了喜文樂見的「可愛動物」，也不乏讓人聞之色變的蛇、蜘蛛等「危

險動物」，希望能藉由我的互動與陪伴，讓小朋友們在與小動物互動的同時，也能更正一些

動物相關的錯誤觀念，與大自然和平相處。

這裡和一般動物園最大的差別是，除了可以讓孩子驚喜外，還有完整的面板解說，深入

介紹這些動物的類別、生態、行為及所要呈現的教育意義，以獲得豐富的知識。除了數種動

物會固定長遠的展示外，之後也爭取不定期跟各組織團體合作，舉辦各式動物展覽，讓小朋

友們在新民的生活能有不同的驚喜及收穫。

雖然我們展示的小動物很吸引人，但文字展板更有許多知識在裡面。建議大家在觀察動

物的同時，也一起唸唸展板上的文字，相信這趟知性之旅一定更充實、更有收穫。如果對小

動物瞭解不多也沒關係，不妨和我們一起看看這些可愛的生物，先認識這些動物的名字。動

物的名字可說是生物學的單字，先認得單字，才讀得懂句子，才可以造句、作文，寫出動人

的文章。

自然保育也是如此，從認識開始。有認識，才會關懷，有了關懷，才能談保育。

正在享受加熱燈的斯文豪氏攀蜥

原先是野外個體，左腋下有寄生

蟲隱藏，人工飼養後食物豐富，寄生

蟲也因此快速成長，已於 11/13 手術

取出，，手術非常成功，目前術後恢

復期，狀況有待觀察。

取出的寄生蟲

人氣最高的小動物 -天竺鼠

攀蜥來新民後，很快就

給我們帶來了驚喜，生了 5 顆

受精卵，經過 1 個多月漫長的

等待，5 顆都成功孵化，剛孵

化的幼體需要捕食非常小的昆

蟲，我實在沒辦法，只能從爛

蘋果上挖蛆給他們吃，由於是

台灣原生物種，並無外來種入

侵疑慮，已於 11 月初野放於

校園內。

剛孵化的幼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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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學習的殿堂

In Love with Xinmin
-A Wonderful Place for Happy Learning



新民開心農場正式開幕
蔡寶俊

學校信義樓後方有一塊空地，原本是作為堆置雜物、廢棄物、資源回收及垃圾暫放的地

方，經董事長指示要重新規劃，結合教學活動可以使用的學習空間，再經張執秘的用心構思，

最後決定規畫開闢一處自然生態農場，讓原本閒置的空間變成了一處充滿生機的生態農場。

農場自暑假開始規劃，經過設計、發包、施工等工序，直至108年 10月 25日完工使用，

為符合讓孩子能夠在農場裡面開開心心的體驗農夫的農場作業，因此命名為「新民開心農場

(Xinmin Happiness Farm)」。

開心農場裡種植了許多木本植物、草本植物、蜜源植物香草植物及蔬菜，木本植物有紫

薇、九重葛、柑橘、柚子、芭樂、竹柏、四季檸檬…等，草本植物有荷蘭菊、秋葵、番茄…等，

蜜源植物有馬纓丹、大花馬齒莧等，香草植物有薄荷、薰衣草、迷迭香、羅勒…等，蔬菜有

韭菜、高麗菜、花椰菜、小白菜、芹菜…等，種類可以說包羅萬象，同時配合自然教材植物

種類，提供了孩子既多元又完整的學習素材。

農場同時劃分了二至五年級各班經營的區域，讓各班小朋友可以配合教學活動親身體驗

種菜、澆水、觀察、紀錄、採收過程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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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學習的殿堂

In Love with Xinmin
-A Wonderful Place for Happy Learning



iPad 精靈

主播營

武術

生活美語

巧手DIY

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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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課程

多才才 Knowledgeable and Talented-
Diversified Curricula



校外教學辣藝館

桌球 
桌遊營

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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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課程

多才才Knowledgeable and Talented-
Diversified Curricula



籃球營 

襪子娃娃

點心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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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課程

多才才 Knowledgeable and Talented-
Diversified Curricula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中年級平面設計類 佳作
    四孝  柯權恩  無法消化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中年級 漫畫類 佳作
    四仁  顏廷叡  三太子

▲ 臺北市學生美展 
    水墨畫  第二名
    四愛  李俐萱

▲ 臺北市學生美展
    水墨畫  第三名
    四愛  莊翊寧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高年級 平面設計類 第一名 
    六仁 梁書恒 慶讚中元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中年級 繪畫類 佳作
    四仁  陳玥彤  包粽子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高年級 版畫類 佳作 
    六愛 葉姷呈 可愛的貓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高年級 漫畫類 佳作
    六仁 王千華 中元普渡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高年級 繪畫類 佳作 
    六愛 楊筑涵 章魚屋

▲ 中年級組  繪畫類  佳作
    三忠  甘之怡

▲ 中年級組  繪畫類  佳作
    三仁  陳瑞瑩

▲ 中年級  平面設計組  佳作
    三忠  林忠緯

▲ 高年級組  繪畫類  佳作
    五忠  洪賀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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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出心裁
視覺、聽覺！肢動藝術創作品活動欣賞

Ingenious and Creative-
Beautiful Sights and Sounds! 
Appreciating the Art of Creative Activities



▲ 低年級組  繪畫類
    二忠  朱哲用

▲ 低年級組  繪畫類  佳作
    二孝  蘇子頤

▲ 中年級組  漫畫類
    三仁  王琦媚

▲ 中年級組 繪畫類
    三仁  余姵誼

▲ 中年級組  漫畫類
    三忠  李威霆

▲ 中年級組  平面設計類
    三忠  蕭令苡

▲ 高年級組  漫畫類
    五孝  林序翰

▲ 高年級組  漫畫類
    五孝  張銘豪

▲ 高年級組  繪畫類
    五忠  陳婕芯

▲ 高年級組  水墨畫類
    五孝  林妤凡

▲ 高年級組  水墨畫類
    五孝  高芸庭

▲ 高年級組  繪畫類
    五愛  王子菱

▲ 中年級組  平面設計類
    三忠  林家睿

▲ 高年級組  平面設計類
    五忠  林子昕

▲ 高年級  漫畫類
    五愛  林奕岑

▲ 高年級組  水墨畫類
    五愛  許芙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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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出心裁

視覺、聽覺！肢動藝術創作品活動欣賞

Ingenious and Creative-
Beautiful Sights and Sounds! 
Appreciating the Art of Creative Activities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中年級 漫畫類 
    四忠 蘇士閎 妖怪出沒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中年級 版畫類 
    四愛 莊沛寰 金蟬脫殼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中年級 繪畫類 
    四忠 蘇士閎 扯鈴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中年級 漫畫類 
    四孝 柯權恩 空氣汙染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中年級 水墨畫類 
    四仁 陳玥彤 織毛線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中年級 水墨畫類 
    四愛 莊沛寰 可愛的松鼠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中年級 平面設計類 
    四孝 蔡斯羽 猴子布偶市集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低年級 繪畫類 
    一仁 藍心妤 我的牙掉了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高年級 水墨畫類
    六忠 洪毓蓮  超級大水母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低年級 繪畫類 
    一孝 呂安 繽紛派對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高年級 版畫類
    六孝 楊立丞 火車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高年級 水墨畫類
    六愛 李英頡 魁儡戲偶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高年級 漫畫類
    六仁 彭子宸 一日自由行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高年級 繪畫類
    六仁 徐紹穎 看煙火

▲ 108 台北市學生美展
    低年級 繪畫類 
    一忠 吳俊皓 動物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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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出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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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與全校校外教學活動

仁

孝

忠

愛

一年級
Grade 1

26

Journey of Study and Thought Development
-Class & School Outings



--班級與全校校外教學活動

仁

孝

忠

愛

Grade 2
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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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ey of Study and Thought Development
-Class & School Outings



--班級與全校校外教學活動

仁

孝

忠

愛

三年級
Gra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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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ey of Study and Thought Development
-Class & School Outings



--班級與全校校外教學活動

仁

孝

忠

愛

四年級
Grad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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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ey of Study and Thought Development
-Class & School Outings



--班級與全校校外教學活動

仁

孝

忠

愛

五年級
Grad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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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ey of Study and Thought Development
-Class & School Outings



--班級與全校校外教學活動

仁

孝

忠

愛

六年級
Grad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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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ey of Study and Thought Development
-Class & School Ou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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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主題課程

歡慶節日 Festivities-Course of Festival 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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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主題課程

歡慶節日Festivities-Course of Festival 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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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主題課程

歡慶節日 Festivities-Course of Festival Theme



白雪公主的婚後生活　　　

白雪公主和王子為了慶祝結婚周年，所以他們去約會，

王子買禮物給白雪公主。白雪公主邀請全部的公主和王子來

參加舞會。

他們玩得正開心的時候，後母出現了，她因為沒被邀請，

所以很生氣，她氣得把公主罵慘了，把舞會上的東西打翻，

結果公主很傷心的哭了起來。他們回到家，發現公主不見了，

大家一起哭，邊哭邊找。

聽到哭聲，公主說：「我在這裡。」公主覺得自己煮的

東西浪費了，很傷心。大家都說沒關係，希望公主不要再傷

心了。

模仿貓　　　

模仿貓把手張開，

在頭上插了樹葉，

站在旗桿上假裝自己是一棵大樹。

大樹上有小鳥，後來飛走了。

啄木鳥模仿了貓，牠覺得很癢。

▲ 一年忠班　林倪希

▲ 一年忠班　佘羿宣

35

一年級 -冰雪聰明   Grade 1  Resourceful & Brilliant

Exquisite Writing
-Cre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形狀詩　　　 

圓形是香甜的蘋果，

圓形是酸酸的橘子，

圓形是紅紅的西瓜。

方形是一格一格的格子，

方形是一片一片的窗戶，

方形是我的色鉛筆盒。

三角形是甜甜的蛋糕，

三角形是好吃的三明治，

三角形是好高的山。

▲ 一年忠班　曾莘甯

形狀的聯想　　　

圓形是圓圓的，

輪胎像圓形，

太陽也像圓形，

讓我覺得圓又圓。

正方形是方方的，

吐司像正方形，

桌子也像正方形，

讓我覺得到處都是。

三角形是尖尖的，

溜滑梯像三角形，

屋頂也像三角形，

讓我覺得刺刺的。

星形是尖尖的，

星星像星形，

星形也像三角形，

讓我覺得好美麗。

▲ 一年孝班　張詠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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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冰雪聰明   Grade 1  Resou
rceful & Brillian

t

Exquisite Writing
-Cre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 一年孝班　黃思璇

形狀詩　　　

圓形是圓圓的，

時鐘像圓形，

太陽像圓形，

讓我覺得很有趣。

正方形是方方的，

鳳梨酥像正方形，

盒子像正方形，

讓我覺得方方的。

三角形是尖尖的，

御飯糰像三角形，

三明治像三角形，

讓我覺得很好吃。

長方形是長長的，

火車像長方形，

櫃子像長方形，

長方形是長長的。

▲ 一年孝班　謝馨言

奇妙的形狀　　　

圓形是可以滾的，

輪胎像圓形，

太陽也像圓形，

讓我覺得有點眼花。

　

正方形是有角的，

吐司像正方形，

相片也像正方形，

讓我覺得很開心。

三角形是可以堆高的，

御飯糰像三角形，

三明治也像三角形，

讓我覺得很好吃。

長方形是長長的，

書套像長方形的，

獎狀也像長方形的，

讓我覺得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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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冰雪聰明   Grade 1  Resourceful & Brilliant

Exquisite Writing
-Cre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模仿貓模仿小狗　　　

模仿貓這次決定要模仿小狗，因為小狗跟牠一樣是

四隻腳，牠想模仿小狗的聲音，卻只是喵喵叫，小狗笑

牠說：「模仿貓，你跟我們的聲音完全不一樣。」模仿

貓心裡難過得走了。      

▲ 一年仁班　簡芮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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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冰雪聰明   Grade 1  Resou
rceful & Brillian

t

Exquisite Writing
-Cre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形狀詩　　　

圓形

是甜甜的糖果，

也是使人消暑的電風扇。

正方形

是平滑的白板，

也是軟軟的橡皮擦。

長方形

是透明的窗戶，

也是硬硬的鉛筆盒。

三角形

是方便的三角尺，

也是響亮的三角鐵，

星形

是天上閃爍的星星，

也是酸酸的楊桃。

扇形

是好玩的扇子，

也是切好的西瓜。

橢圓形

是彎彎的操場，

也是吃飯的餐盤。

▲ 一年仁班　王馨緯

形狀詩　　　

圓形

是圓滾滾的輪子，

也是可愛的鈕扣。

正方形

是明亮的窗戶，

也是堅硬的鐵盒子。

長方形

是長又長的電視，

也是隱形的斗篷。

三角形

是壯觀的金字塔，

也是聲音響亮的三角鐵。

星形

是天上閃耀的星星，

也是酸甜的楊桃。

半圓形

是透明的量角器，

也是令人喜愛的彩虹。

▲ 一年仁班　周杰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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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狀詩　　　

圓形

是會滾動的輪胎，

也是亮亮的太陽。

正方形

是高高的大樓，

也是長長的巴士。

長方形

是大容量的櫃子，

也是裝滿知識的書本。

三角形

是高大的山，

也是可以聞味道的鼻子。
▲ 一年愛班　李威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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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狀詩　　　

圓形

是會動的時鐘，

也是大大的摩天輪。

正方形

是一個空空的箱子，

也是一個堅固的籠子。

長方形

是透明的窗戶，

也是可以開的門。

三角形

是尖尖的箭頭，

也是小小的三角飯糰。

橢圓形

是治病的膠囊，

也是黑漆漆的地洞。

半圓形

是害羞的月亮，

也是切一半的南瓜。

星形

是天上閃爍的星星，

也是自己做的星形披薩。

▲ 一年愛班　林明翰 ▲ 一年愛班　楊詠晴

形狀詩　　　

圓形

是多種口味的甜甜圈，

也是紅紅的蘋果。

正方形

是有趣的積木，

也是脆脆的餅乾。

長方形

是高高的柱子，

也是大大的牆壁。

三角形

是好吃的飯糰，

也是漂亮的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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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人　　　

我家有四個人，爸爸、媽媽還有

哥哥跟我。

我的爸爸，他的臉曬得黑黑的，

頭髮短短的。他喜歡吃辣椒，不管多

辣他都能接受。但是他不喜歡吃甜的

東西。他的工作是體育老師，他看起

來很嚴肅，但是他其實很溫柔也很幽

默。

我的媽媽，她的眼睛很小，她有一頭棕色的頭髮，鼻子大大

的，嗓門也很大。她的職業是國小老師。她很喜歡吃手工餅乾，

不喜歡吃加工餅乾。她很愛逛街買東西，常常說沒有時間讓她逛。

雖然有時對我很嚴格，但是心地很善良。

我的哥哥，頭髮短短的，嗓門也很大。他不只喜歡運動也很

喜歡閱讀，尤其喜歡桌球和棒球。他特別喜歡吃咖哩飯，但是不

喜歡吃茄子。他在學校是老師的好幫手，在我們家是個耍寶高手，

有他在，每天都很歡樂。

我的個子瘦瘦高高的，有一頭不長也不短的頭髮。我超級喜

歡吃水果，尤其是番茄和草莓，大家都叫我「水果控」。我喜歡

上學，但是不喜歡寫字。

我的家人，雖然每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喜好的東西也不太

相同。但是，我很喜歡他們，也很感謝他們，因為他們都會照顧

我。

▲ 二年忠班　邱姮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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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溫泉旅館，溫泉又分「露天」和「湯屋」兩種，這次我

們選擇的是「湯屋」，湯屋是一種半露天的小木屋，我們全家人

脫光光泡在很大的木桶裡面，桶子裡的溫泉水也是臭臭的乳白色

液體，感覺很像泡在拉麵湯裡面。我和弟弟一起幫爸爸媽媽搓背，

爸爸開玩笑說：「在裡面放屁也沒人會發現，因為水本來就臭臭

的。」逗得我們大家哈哈大笑。

泡完溫泉後，想不到皮膚竟然變得滑滑的，身體也變得很輕

鬆暖和，回家的路上我跟弟弟都舒服的睡著了，好開心的一天喔！

期待爸媽下次帶我們去體驗泡露天溫泉，我迫不及待那天趕快來

臨。

▲ 二年忠班　李艾霏

泡溫泉　　　

往山上開的路上我聞到特別的硫

磺味，聞起來臭臭的，很難想像泡在裡

面的感覺，一路上也聽到溫泉區水流的

聲音。抵達地點時天氣有點冷，這種氣

溫似乎很適合泡湯。

走向溫泉旅館的路上，橋下的溪水

是乳白色的，而且味道越來越濃！

「大白鯊」，我們坐在一艘船上，有很多大白鯊從水裡冒出來，

我看到別人嚇得驚聲尖叫，我也受到了驚嚇。

我去禮品店看到了很多東西，有些是在台灣沒有的，讓我大

開眼界。然後我買了蜘蛛人Ｔｏｍｉｃａ，因為它很酷，我本想

帶去給同學看，但是學校不行帶玩具，所以我期待下次有機會再

帶去學校給同學看。

三天兩夜很快就過去了，我期待今年暑假媽媽能帶我去更好

玩的地方。

▲ 二年忠班　陳睿希

三日遊　　　

端午節的假期，媽媽帶我和哥哥去

日本玩，三天兩夜的假期，我玩得很開

心。我們搭飛機去，在飛機上，我往窗

外看，只看到一團團的雲朵，好像許多

棉花糖一樣。

在這三天兩夜中，我印象深刻的地

方是大阪環球影城。裡面有很多遊樂器

材，都十分有趣。其中我最難忘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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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是長頸鹿！長頸鹿的脖子很長，斑點很漂亮，眉毛長

長非常漂亮，簡直是動物界的模特兒。

最後一種是無尾熊！灰灰的很可愛，牠也會趴在樹上，就像

每次弟弟抱著媽媽一樣好可愛。

這些就是我喜歡的動物，希望大家都愛護地球，這樣動物才

不會滅絕。

▲ 二年孝班　呂沛恩

我喜歡的動物　　　

我喜歡很多動物園裡的動物，我每

次到動物園的時候都很開心。因為有三

種動物是我非常喜歡的動物。接下來我

就一一介紹。

第一種就是貓熊！我覺得牠們胖

胖的很可愛，我也覺得貓熊的寶寶小小

圓圓的很迷人。但是如果是剛生出來的

話，我就覺得很不可愛。

交到朋友的時候，我都跟她玩。她的興趣是搞笑。她每次都會搞

笑給我們看，我覺得她很有趣。

第三個好朋友是「賴乙萱」。她是我們班現在的班長，她很會

管秩序，她就像是小老師一樣。她的興趣是畫畫，下雨天時，我

們會在教室裡畫畫或是我們都不想出去玩時，我們也會在教室裡

畫畫。

▲ 二年孝班　陳湘韻

我的朋友　　　

我有很多朋友，但是有幾個是我最

要好的朋友。第一個是「陳綎琋」，她

是我上小一最要好的朋友，因為她跟我

妹妹的名字差一個字，所以我們有緣成

為好朋友。她的興趣是打籃球，跟我一

樣，有時我們下課會一起出去打籃球。

第二個好朋友「林芷彤」。她是我

幼兒園就認識的好朋友。暑期班我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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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有陳湘韻、陳

綎琋、謝昕妍和林芷彤等，

我喜歡和他們玩搶球，還有

投籃和拍球，從一年級到二

年級，都覺得好快樂。

黃于真、李佩純老師也

是我的朋友，老師們都很照

顧我，所以我覺得他們也是

我的好朋友，我也很喜歡老

師們。

 我好想念幼兒園的好朋

友們，有張芷ㄊㄨㄥ ˊ、張

采ㄒㄩㄢ ˊ 等，他們會和我

們一起露營、一起玩、一起

吃飯，希望我們能再和他們

一起露營。

 朋友很重要，在家靠父

母，在學校靠朋友，人生不

能沒有朋友，所以要好好珍

惜朋友。

▲ 二年仁班　陳俞安▲ 二年孝班　郭 珉    溱

小妹妹的禮物　　　

 從前從前，有一個很喜

歡動物的小妹妹，妹妹的願

望就是希望能養寵物，但是

不管怎麼做她都無法實現，

有一天，她的爸爸拿了一箱

盒子要送給妹妹，小妹妹說：

「這是什麼呀？」爸爸開心

的說：「我不知道，因為這

是要送給妳的禮物。」小妹

妹又說：「謝謝爸爸。」然

後她就打開了。

 結果，她發現願望實現

了，裡面有三隻寵物，分別

是：螞蟻、兔子和小狗，小

妹妹開心的說：「耶！」她

好開心，她覺得自己太幸福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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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人　　　

我的爸爸像魔術師，我請

他修理的東西，馬上就修好，

媽媽也稱讚說「你好棒！」所

以，我們什麼都給他修理，他

雖然很忙，但總是排除萬難、

精神抖擻地幫我們。他的個性

很幽默也很溫柔，和他說話總

是很開心。目前他的職業是在

香港上班，偶爾才能回來和我

們相聚，他的專長是數學，興

趣是收集照片。他討厭的事情

是抓蟲，只是我還是都要他幫

我抓。

我的媽媽像老師，每天都

教我功課，我想對她說：「謝

謝您這麼辛苦的照顧我。」看

到她每天都這麼累，所以我想

嘗試自己寫作業、自己複習，

希望能減輕她的負擔。媽媽長

得蠻高的，對人也很體貼，是

一間店的老闆，專長是英文和

數學，平時最喜歡看書。她最

討厭的事是幫我複習功課。我

從大班的時候就學跳舞了，媽

媽和爸爸都希望我能成為舞蹈

家，我也是這麼期許自己。除

了跳舞，我還喜歡畫畫，把美

麗的人事物畫下來，心情也會

很開心。

希望我的家人能一直身體

健康，快快樂樂的生活著。

▲ 二年仁班　吳海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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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誰最快　　　

在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有三種交通工具聚在一起，一

列是火車，一架是直升機，一部是坦克車。他們約好要去比

賽。但是時間到了，只有直升機和火車來，坦克車沒有出現，

所以直升機和火車決定先比賽。他們開始比賽了，是火車領

先，直升機在後，後來坦克車追上來了，結果坦克車後來居

上得到第一名。坦克車贏得獎盃，可是火車和直升機很傷心，

坦克車看到他們這麼難過，便跟直升機和火車分享獎盃，三

個人從此便成了速度最快的好朋友。

▲ 二年愛班　黃品勳

▲二年仁班　林禹任

美好的夢　　　

有一個非常愛睡覺的人在追蝴蝶，旁邊還有可愛的小花。

之後他又正去盪好玩的鞦韆，還有兩顆可愛兔子造型的氣球，

旁邊有轉得非常慢的旋轉木馬。玩累了，他開始吃著甜甜圈、

冰淇淋、糖果和棒棒糖。最後，他被生氣的老師叫醒了，原

來他在上課時睡著了。回家後，他被打屁股，還不可以吃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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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兔子和毛毛蟲同心協力　　　

從前從前，有一隻小兔子，她在快樂森林裡散步，看到

地上有一條項鍊，她快樂的說：「如果我把這條項鍊戴起來，

不知道會不會很好看？」「不！我不是一條項鍊，我是一隻

毛毛蟲。」「原來你不是項鍊，對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尋寶？」「好哇！走吧！」小兔子和毛毛蟲走著走著來到一

個洞穴裡面，他們看到眼前的東西都很驚訝，有閃閃發光的

鑽石，還有耀眼的黃金。小兔子和毛毛蟲欣賞了好多造型奇

特的寶物，他們心滿意足開開心心的回家了！也和家人分享

喜悅。

▲ 二年愛班　劉韋彤

▲ 二年愛班　游欣儒

親愛的家人　　　

我的奶奶像一位魔法師，

常常變出好吃的餐點。她的頭

髮捲捲的，帶點咖啡色。她很

體貼，會幫我複習功課。

爸爸像一位幽默的小丑，

最愛說笑話，常逗得大家哈哈

大笑。他的頭髮黑黑短短的，

他常常戴隱形眼鏡。他的職業

是司機，工作雖然忙碌，但假日還是可以跟我玩。

媽媽像一隻蜜蜂，每天辛勤的上班。她有一頭短短咖啡

色的直短髮，個性很溫柔。她常常很晚下班，但奶奶都會先

煮好飯，她回到家我們還是可以一起吃飯。

我像一位小書蟲，最愛看書，我的頭髮直又黑，對人很

體貼、溫柔，我的專長是畫畫，可以畫出漂亮的彩虹。

謝謝家人們總是幫我複習功課，對我那麼體貼，謝謝您

們陪伴我，讓我一直好幸福、好溫暖，我愛我親愛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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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忠班　陳亮緁 ▲ 三年忠班　林睦凱

形狀詩

什麼圓，圓上了天？

什麼圓圓水中間？

什麼圓圓街上賣？

什麼圓圓姑娘前？

太陽圓，圓上了天，

荷花圓圓水中間，

籃球圓圓街上賣，

餅乾圓圓姑娘前。

什麼彎，尖上了天？

什麼彎彎水中間？

什麼彎彎街上賣？

什麼彎彎姑娘前？

迴力鏢彎，尖上了天，

吊橋彎彎水中間，

香蕉彎彎街上賣，

小船彎彎姑娘前。

形狀詩

什麼圓，圓上了天？

什麼圓圓水中間？

什麼圓圓街上賣？

什麼圓圓姑娘前？

太陽圓，圓上了天，

魚卵圓圓水中間，

石頭圓圓街上賣，

珍珠圓圓姑娘前。

什麼鬆，鬆上了天？

什麼鬆鬆水中間？

什麼鬆鬆街上賣？

什麼鬆鬆姑娘前？

雲朵鬆，鬆上了天，

海綿鬆鬆水中間，

衣物鬆鬆街上賣，

帶子鬆鬆姑娘前。

什麼尖，尖上了天？

什麼尖尖水中間？

什麼尖尖街上賣？

什麼尖尖姑娘前？

塔頂尖，尖上了天，

勾子尖尖水中間，

剪刀尖尖街上賣，

水晶尖尖姑娘前。

什麼長，長上了天？

什麼長長水中間？

什麼長長街上賣？

什麼長長姑娘前？

飛機長，長上了天，

橋長長水中間，

棍子長長街上賣，

毛線長長姑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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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孝班　廖奕澂形狀詩

什麼圓，圓上了天？

什麼圓圓水中間？

什麼圓圓街上賣？

什麼圓圓姑娘前？

太陽圓，圓上了天，

泳圈圓圓水中間，

籃球圓圓街上賣，

盤子圓圓姑娘前。

什麼方，方上了天？

什麼方方水中間？

什麼方方街上賣？

什麼方方姑娘前？

招牌方，方上了天，

浮板方方水中間，

書本方方街上賣，

毛巾方方姑娘前。

什麼長，長上了天？

什麼長長水中間？

什麼長長街上賣？

什麼長長姑娘前？

飛機長，長上了天，

海帶長長水中間，

繩子長長街上賣，

香蕉長長姑娘前。

▲ 三年忠班　孟芯羽

新七隻小羊　　　

羊媽媽生了七隻調皮的小羊，小羊們常

常一起玩丟蛋黃的遊戲、玩火、捉弄小狗和把

冰箱裡的食物埋起來，讓媽媽再也忍不住了，

只好找保母來了。

大野狼來到小羊家時，才發現原來他們

是一群調皮的小羊，因為他們在大野狼還沒來

前，就做好了三個可怕地下通道，第一個：只

要大野狼一經過門口，就會掉到黑漆漆的地下

室，接著大野狼只要再走一步就會掉到地下二樓，但是大野狼覺得這難不倒我，大野狼一

吹氣就飛上去了，可是他卻被大夾子夾住了。

大野狼再也忍無可忍，他決定只要七隻調皮小羊不乖，就要在時鐘下面罰站三十分

鐘，還要罰做家事，從此以後小羊們再也不調皮了。

最後大野狼不但成功當上一個好保母，還成了一個有名的保母呢！大家都爭相請他到

家裡當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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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孝班　王翊潔

新七隻小羊　　　

羊媽媽生了七隻小羊，但是牠們都很調

皮。所以羊媽媽想幫小羊們找保母。後來羊媽

媽決定選大野狼，因為大野狼很有耐性，也很

喜歡小孩，所以成為小羊的新保母。

大野狼來到小羊家的第一天，小羊就開

始捉弄大野狼，因為牠們不喜歡大野狼。第一

個惡作劇：小羊趁大野狼不注意時，用膠帶把

門口貼起來，大野狼要走過時就被膠袋給黏住

了。第二個惡作劇：小羊趁大野狼洗澡時，故意把浴巾換成羊毛，害大野狼沒辦法擦乾身
體，全身溼答答。第三個惡作劇：小羊趁大野狼看書時，故意把字遮住，害大野狼沒辦法
看書。

後來大野狼再也受不了了，大野狼開始懲罰小羊們，大野狼罰小羊不能吃糖果，但是
這招行不通，小羊還是很頑皮。後來大野狼開始小羊不能看電視，這一次小羊有變得比之
前乖一些了。大野狼還是不滿意，所以罰牠們不能打電動，終於小羊變乖了！大野狼很滿
意，所以處罰終於結束了！小羊好開心唷！

羊媽媽很滿意，給了大野狼保母費，然後大野狼就回家了。從此羊媽媽和乖巧的小羊
們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 三年孝班　郭繼穎

新七隻小羊　　　

羊媽媽生了七隻很調皮的小羊，但是小

羊太調皮了讓她很頭痛，所以她決定要找一位

保母幫忙照顧七隻小羊，她放了一面牌子徵求

有愛心的保母，很多人都去應徵了，但是小羊

真的太皮了，做最久的也只有三天而已。有一

天，阿力看到了這個牌子決定試試看，結果羊

媽媽竟然答應了，因為小羊實在太調皮了。

大野狼阿力來到小羊家的第一天，小羊

們就開始捉弄阿力，想把阿力趕走，例如：叫他去煮飯，路上放香蕉皮，讓他滑倒；叫他

去洗手，水開到最熱，害他燙傷；說要幫他搥背，叫他坐在沙發上，結果在沙發上把美工

刀立起來，讓阿力的屁股刺到流血。

為了讓七隻小羊乖乖聽話，阿力想到一個方法，阿力給小羊們訂了一串規矩，只要不

守規矩就懲罰，如果捉弄他就罰站三十分鐘，如果鬧脾氣、把玩具摔到地上就寫悔過書，

定了這些規則，阿力希望小羊不再頑皮。

阿力無論如何都想辦法完成羊媽媽的託付，好好的照顧七隻小羊，讓小羊們變成善良

體貼的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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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仁班　楊曜丞

驚魂記　　　

看到桌上那可怕的照片，我又想起了媽

媽帶我去日本的鬼屋，那是我記憶中可怕的回

憶。

那感覺宛如回憶的列車，帶著我穿越時

空隧道，回到二年前的鬼屋。記得我一進去那

個可怕的鬼屋，就傳來一陣陣的風聲，真是可

怕，走到一半時不知道為什麼，我跟媽媽一直

找不到出口，只找到一個可以打開的門，但打
開的卻都是窗戶，幸好我們後面還有四個台灣人，我們就小心翼翼跟他們找到出口走了出

去。

直到現在，那一天那可怕的感覺仍在我心中存在著。

或許這麼可怕，或許是我不想再去一次，但記憶中那可怕的經驗會永遠存在我腦海

裡。

▲ 三年仁班　王琦媚

三隻小豬　　　

有一天媽媽問三隻小豬一個問題：「小

豬啊！你們甚麼時候可以自己住？不能一直待

在媽媽的身邊，要是有一天媽媽死了，你們要

獨立生活。所以你們要早點獨立，不然你們沒

辦法好好過日子。」大豬說：「弟弟們，我們

今天準備好行李，明天準備出發。」二豬跟三

豬都說：「好！我們明天就出發。」

第二天，他們出發前，媽媽跟他們說：「要

小心大野狼喔！」媽媽說完他們就出發了。他們在路上看見一隻老虎坐在樹下。他們問：

「你怎麼了？」老虎說：「我一個朋友都沒有，我好孤單，你們願意做我的朋友嗎？」小

豬說：「好哇！」隔天他們一起去找材料，他們看到一隻獅子推著一些鋼鐵。他們問：「可

以給我們一些鋼鐵嗎？」獅子說：「可以。」他們開始蓋房子，蓋完以後，他們一起住在

那裡。

有一天，森林裡跑出一隻大野狼，他跑去三隻小豬的家，他並不知道裡面有一隻老虎。

大野狼敲敲門說：「三隻小豬你們給我出來！」他發現沒有人回應他，他很生氣用力一吹，

發現房子沒倒，他更生氣得吹了好幾個小時，房子都沒倒，老虎很生氣，便衝出來殺死了

大野狼。

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大野狼了，大家都很開心，小豬們以後可以好好過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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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仁班　吳亭頤

難忘的旅行　　　

看著桌上的照片，我又想起今年暑假去

新加坡環球影城遊玩的景象，那是我記憶中最

難忘的旅行。

今年，我們全家去新加坡環球影城遊玩。

我們玩得很開心，玩到都流汗了。

一開始，我們先去玩變形金剛４Ｄ對決，

排了兩個小時，結果設施居然壞掉，真是倒

楣。我和妹妹嘆了一口氣，說：「怎麼會這麼

倒楣？」我們垂頭喪氣的走出設施的大門，只好去玩別的。晚上，我們再試試去排變形金

剛４Ｄ對決時，發現只有少數人在排，我和妹妹興高采烈得手舞足蹈，忍不住想要趕快玩。

換到我們時，我們坐上列車開始啟動，設施會噴水和吹風，真是有趣。

直到現在，那一天那糟糕和開心的感覺仍存在我的心裡。

或許我想再去，或許不想再去，但是記憶中特別的感覺會永遠存在我的心裡。

了。但我還沒檢查，鐘聲就響了，時間是不等人的，老師總是這麼說。我擔心我的考試分

數可能不到九十分，但想想應該不會這麼糟吧！

考試後，全班的心臟都跳得很快，因為老師要發考卷。大家都像毛毛蟲一樣，緊張的

扭來扭去扭個不停。發完考卷後，我就迫不及待的要和爸爸媽媽說，我數學有進步了，只

有國語和自然考的不太好，我決定下次要認真的複習國語和自然。其實，最重要的是平時

上課就要認真專心的上課。

▲ 三年愛班　陳彥蓁

考試前後　　　

考試前，我很緊張也很害怕，但是老師

說：「只要緊張就會出更多錯，如果你不怕，

就會考好。」我認為老師說得有道理。所以我

放下緊張的心情，也更認真得複習，希望能考

好成績。

考試時，我有很多題目不會寫，我絞盡

腦汁得想才想出答案。時間過了一半，才寫到

第二頁而已，所以我必須加快速度，終於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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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和學習。當我數學不懂時，媽媽就會一步一步教我先做什麼、再做什麼。我記住媽媽教

我的數學計算技巧後，就可以很快的把數學算完，我可以深深的感受到她的疼愛。

姐姐是個讀書高手，有關歷史、物理和化學的書，她都會努力讀，並且認真的了解書

裡的意思。她經常會教我，怎麼讀才能懂書上的內容，也提醒我努力唸書，就能像姐姐一

樣，考試成績很好。希望我能認真努力，考試都可以考得很好。

爸爸是個開車高手，媽媽是個教學高手，姐姐是個讀書高手，他們都是教我的人，他

們都教我各種技巧和知識，我要記住高手教我這些博學多聞的事，我也要大聲的對他們說：

「謝謝你們教我這些重要的事。」，希望以後我也可以變成很厲害的高手！

▲ 三年愛班　賴聖欣

高手教我的事　　　

我常常希望自己可以成為很厲害的高手。

我的爸爸是個開車高手，有一天，他告訴我：

「打滑時要很小心處理，要不然打滑容易發生

車禍。」我從爸爸身上學到了做任何事都要

小心謹慎，尤其是在開車時，這樣才不會出車

禍。當然，我也希望未來可以跟爸爸一樣，開

車技術這麼好。

媽媽是個教學高手，她很會教我怎麼寫

「幸運」的一天　　　

在風和日麗的早晨，小愷快要遲到了，

他便以火箭般的速度來到公車站，沒想到天外

竟然飛來一隻不速之「鳥」，在小愷的頭上大

了一坨如冰淇淋般軟綿綿的鳥屎，臭的可以把

最會放屁的臭鼬都臭到逃之夭夭。不知道是不

是小愷的鼻子比春節的高速公路還塞，否則他

怎麼渾然未覺呢？

飢腸轆轆的小愷來到便利商店，決定買
▲ 三年愛班　曹言愷

一個三明治，因為小愷的五臟六腑都已經餓到在打鼓了。店裡的東西多到比百貨公司的東

西還多，人潮也擠得比「韓國瑜造勢晚會」還要擠，但眾多人潮卻因為小愷頭上的鳥屎臭

味，而紛紛退避三舍，反而讓小愷捷足先登買到三明治。於是小愷走到公車站牌，上了公

車後，乘客都望著他哈哈大笑。而司機則是跟「玩命關頭」裡的巨石強森一樣猛開快車，

車搖的比「９２１大地震」還搖，車上的人都暈得頭暈目眩和眼冒金星。

到了教室，所有的人都捧腹大笑，小愷只好去照比寶石還要亮的鏡子，才看到自己頭

上有一坨鳥屎，讓他害羞得想要跑到火星躲起來，臉也紅得比蘋果還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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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忠班　張昀靖

▲ 四年忠班　張容杰

橡皮擦的心聲　　　

大家好！我是圓圓胖胖的橡皮擦，我平

常住在灰色的鉛筆盒裡，那裡非常擁擠，和我

住在一起的同伴是會吐出泡沫的立可帶、頭髮

黏黏的口紅膠，還有圓圓胖胖的我。

在和主人相遇前，我住在文具店的架子

上，和細細長長的自動鉛筆住在一起，我是主

人的生日禮物，回家後主人把我放進鉛筆盒

裡，沒過多久他就把我的衣服脫掉，常常把我

拋到空中，弄得我暈頭轉向，後來還用尺把我切成兩半，身首異處。

漸漸的，我被主人越擦越小，到了後來主人就不使用我了，我很開心！因為外面的空

氣很新鮮，可以不用被主人虐待，我變得自由多了，這是我覺得最大的改變。

我想告訴主人：希望下一個橡皮擦能有更好的生活，不要再被主人虐待了。

子裡，有更多文具壓在我身上，而且我被壓得很深，所以我的前主人都只拿上面的鉛筆，

不拿下面的鉛筆，讓我都沒辦法大展身手，所以我覺得現在的環境比以前好很多。

我跟我的小主人已經生活了四年，雖然他的同學多數改用「自動鉛筆」，但他還是在

用我，讓我從一個不會被用的削鉛筆機，變成常被利用的削鉛筆機，而且還可以住在有特

殊地位的網袋，比以前的環境還要寬，天天派上用場，不過因為主人的鉛筆很多，所以削

一次鉛筆就像跑八百公尺一樣的累。

現在我想告訴主人說：「希望你能讓我天天削鉛筆，但一次不要一次削太多枝」。

削鉛筆機的心靈　　　

大家好，我是削鉛筆機，我住在黑黑的

鉛筆盒裡。一般的鉛筆、橡皮擦，和其他文具

都擠在下面，但我的主人會把特別的文具放在

鉛筆盒的網袋裡，而我也是其中一位。

我和我現在的主人相遇前，我住在現在

主人堂哥的家裡，是主人的爸爸出差時把我帶

回來的，在主人的爸爸把我拿給主人前，我跟

現在的鉛筆、橡皮擦、文具一樣住在一個大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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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忠班　戴劭璇 ▲ 四年孝班　許誌珈

水果詩　　　

一顆大大的圓球，

刀子輕輕的切開，

打開後是個笑臉，

嘴巴還有幾顆飯粒。

　　

荔枝脹紅了臉，

撥開之後馬上蒼白，

加油！加油！不要害羞，

你是害羞還是害怕？

芒果是個圓滾滾的胖子，

總是吃得肥肥胖胖，

所以才得了高血壓，

要趕快開始減肥喔！

香蕉是天上的月亮，

香蕉是水面的小船，

香蕉是人們的笑臉，

香蕉是警察的回力鏢。

水果詩　　　

有個不會飛的小星星，

掉進黑洞被攪拌，

剁成一塊一塊肉，

黑洞的動作被停止了。

鳳梨是帥氣的人，

有綠色的頭髮，

穿著橘色的上衣，

看起來像搖滾歌手。

檸檬會玩水槍，

臉上長了一顆一顆痘痘，

穿了一身綠的衣服，

黃色的皮膚。

荔枝吃起來像什麼？

像甜甜的糖果，

荔枝長得像什麼？

像穿盔甲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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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孝班　葉瀚丞

橡皮擦的心聲　　　

我是一個有一頭烏黑頭髮的橡皮擦，住

在一個溫暖又充滿笑聲的飯店，那裡有許多我

不知道的文具，像可以印出名字的東西，我現

在才知道那個叫做「姓名印章」。身旁的夥伴

對我充滿好奇，問了我很多的問題，例如：他

是什麼時候買下我的？原本我剛來的時候，以

為新家跟以前的家一樣舒適，結果是在冷風刺

骨又不舒服的櫃子上。

一開始我是一個沒有頭髮的女孩，現在，我被主人擦過無數次，成了長出一頭烏黑頭

髮的女孩，但我被大家誤會是一個不愛乾淨的女孩，我告訴自己：給他們一次機會吧！我

是在開學時在文具店和主人相遇的，主人是因為他之前的橡皮擦用完了，所以才會來買我

的。但是，我不懂為什麼主人不買其他的橡皮擦，卻選中了我，後來我才知道，是因為我

太可愛了，所以我才被主人買了下來。

然而，其他文具們並沒有感受到我給他們機會，反而還集體笑我，我心情跌落到谷底

了！我完完全全不喜歡這樣的改變，我希望他們可以不要再笑我，但是，我沒有那個勇氣，

所以，我希望他們可以為自己的行為感到抱歉。

親愛的主人：我希望你可以叫他們不要再笑我了，讓他們明白：橡皮擦本來就是拿來

擦錯字的，我也是不得已才會成為現在這個模樣的。最後，我想跟你說：「請你用完我之

後，記得把我放在空白的地方，再擦一下。然後，謝謝你把我照顧得這麼好，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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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孝班　蔡斯羽

和平山的失蹤案　　　

在和平山上住著一群愛好和平的動物，

有一天鴨子媽媽在河邊覓食，看到黑熊昏倒在

河邊。黑熊是從附近的山來的，因為很多天沒

吃東西，累昏在河邊，善良的鴨媽媽給了他食

物和一塊地讓他住下來。隔天，鴨媽媽發現剛

出生的小雞不見了，大家一直找都找不到。第

二天羊媽媽的小羊也不見了！為了不再有動物

不見，大家成立了巡邏隊，晚上輪流巡邏。有

一天晚上，小狗隊長在山上聽到了尖叫聲，看

見兔子滿身是血，只說了：「兇手是．．．．．．」

就斷氣了！小狗隊長挨家挨戶的告訴他們要小心門戶，到了黑熊家，黑熊說話的時候，小

狗發現他的嘴角有血，手背上有白毛，就認定他是兇手了！狡猾的黑熊說：「下個就是你

了。」隔天，大家開會討論，鴨媽媽提議說：「給他食物。」但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

小狗說：「我們合力應該可以對付黑熊。」於是大家合力的抵抗，終於把黑熊趕走了！

我覺得黑熊很壞，但是鴨子媽媽太善良了！小狗隊長知道黑熊是兇手的時候，就應該

把他抓起來！這樣就不用受到黑熊的威脅了！

我覺得鴨子媽媽的提議不周全，如果黑熊反悔，這樣黑熊就一定會吃掉所有的動物

了！小狗提出來的方法很好，大家一起把黑熊趕走。黑熊恩將仇報的作法很不應該，他應

該做好事，和小動物相親相愛。

小狗便到各個動物家中，提醒這件事，但到黑熊家中時，發現他行動怪異，黑熊被發

現是兇手後，惱羞成怒就威脅大家。小狗立即召開大會討論，鴨媽媽提出妥協策略，但小

狗提出團結抵抗，大家覺得這主意不錯，就埋伏在大樹下，果然黑熊中計到樹下休息，動

物們團結一致，成功抓到黑熊，讓和平山再度恢復和平。

我覺得鴨媽媽很善良，但有時候太善良沒有原則，就會被利用，小狗的行為正義，可

以學習，而熊忘恩負義的行為則是不對的。

▲ 四年仁班　余光軒

和平山失蹤案　　　

和平山裡的治安非常好，動物也很快樂。

有一天鴨媽媽去河邊覓食時，看見黑熊昏迷不

醒，原來黑熊的家鄉發生飢荒，所以鴨媽媽幫

助他定居在和平山。但是黑熊住下來後，就

發生怪事了：鴨媽媽的蛋不見了，羊媽媽的

孩子也不見了。動物們成立巡守隊後，在黑

暗的樹下，隊長小狗發現兔子受傷，「兇手

是．．．．．．」還沒講完，兔子就斷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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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自動鉛筆的心聲

大家好，我是上面有著音樂符號、長長的

自動鉛筆，我和我的同伴：奇異筆（粗、細）、

紅筆、三色筆、螢光筆．．．．．．等，族繁

不及備載，一起住在長方型的鉛筆盒裡，裡面

很舒服，還可以跟同伴玩，那是我最喜歡的地

方了！

在我跟小主人相遇之前，我住在鋼琴老

師的家裡，常常可以欣賞她彈奏悅耳的歌曲。

有一天，老師帶著我和幾個長得一樣的同伴一

起到板橋的一個音樂廳。我看到有家長帶著小

孩走進來，接著，我的主人說：「ＯＯＯ請上

臺表演。」陸陸續續很多人都表演完了，主人

把我和同伴們都送給了來表演的小朋友們，因

此，我就跟我第二個主人相遇了，他對我非常

好，還會帶著我跟家人炫耀。

我想對我的主人說：「希望你不要喜新

厭舊，偶爾也要用我，幫我保養的亮晶晶的，

能設身處地的膫解我的心情！」

可是好景不常，慢慢的，主人開始疏遠、

忘記了我，他甚至不再使用我，讓我非常傷

心，因此，我決定去調查此案，結果發現是：

有一枝紫色的自動鉛筆搶走了我的寶位。我當

時怒氣沖沖的衝去問他：「你是誰，為什麼會

在這裡？」他洋洋得意地說：「我是珠心算老

師送的生日禮物，主人現在一直使用我，我覺

得好開心喔！」當他說出這樣的話時，我心裡

既憤怒又憎恨，忍不住想要打他、揍他，甚至

將他藏在主人找不到的地方，讓主人不要再使

用他，我雖然想這麼做，但是他實在太壯了，

我沒辦法這麼做。

▲ 四年仁班　李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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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愛班　莊沛寰▲ 四年仁班　林楷馨

收藏夏天　　　

聽說，

夏天躲在烏來，

熱鬧的街上，

人們都在尋找夏天。

找到了！

找到了！

夏天就藏在小溪裡。

聽！

夏天的歌聲，

迴繞在小溪，

讓小溪沉沉睡著。

看！夏天的身影，

在溪流中跳起舞來，

輕輕的，

掉出了滴滴水珠。

我捧起一滴，

藏在水杯裡，

夏天對我眨眨眼，

要我幫他保守──

冰涼的秘密。

水果詩　　　

紅紅的，

刺刺的，

長得像紅毛丹，

是楊貴妃的最愛。

身穿綠大衣，

臉蛋紅通通，

夏天才有我，

多汁又消暑，

名字叫西瓜。

長的像刺蝟，

臭得像生化武器，

砸得你頭破血流，

我就是榴槤。

長得像星星，

一身金黃的外衣，

和楊貴妃同姓，

猜到了嗎？我是楊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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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狗的心聲

我是一隻快樂又活潑的小狗，主人每天

餵我吃好吃的食物，有時會帶我去散步，還會

把我的家弄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讓我覺得

好幸福。

但是有一天，主人帶我去散步時，沒有

把狗鍊繫緊，剛好有一隻兇猛的流浪犬跑來追

我，我馬上拔腿就跑，直到甩開了那隻流浪

狗，才覺得安心多了。但是，我這時才發現，

我迷路了，找不到主人，我心裡好緊張，像熱

鍋上的螞蟻，我試著找路，跑回主人的家門

前，好不容易跑回去了，可是等到傍晚，他還

是沒回來，我只好放棄。

我肚子好餓，只好去垃圾桶翻找食物吃，

如果找不到，就得挨餓；我口渴時，只能乞求

下雨，喝雨水，如果沒下雨，只能忍受不喝水

的痛苦。現在是現在，以前是以前，以前那種

幸福的感覺，已經沒有了，變成了痛苦的感

受，好想回到主人身邊啊！有時候頑皮的小孩

會拿石頭往我身上丟，有時候也會有野狗找我

打架，我總是打輸。

幸好，有一個人將我的生命改變了，她

是位善良的人，她把我送到一家專門領養寵物

的店，我在那裡好開心，可以交到許多朋友，

有吃不完的食物，還可以和同伴們一起去公園

散步、玩樂，好像回到以前那種開心的日子，

真幸福啊！

▲ 四年愛班　吳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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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故事中學到的道理

我喜歡閱讀，不管是小說、寓言或是報

紙，全部都是我的最愛，最近每當夜深人靜

時，我都會想到最近讀過的那個故事。

那故事，叫做椅子樹，裡面是關於一棵

自私的樹，因為它不想被別人打擾，所以外型

變的很奇怪，像是樹幹只有一根、木頭表面變

得光滑等．．．，都是因為這棵長得像椅子的

椅子樹的自私所造成的，後來，椅子樹的主人

想休息時，便坐到它身上並誇獎它，情況就變

得不一樣了，它開始樂於分享，並成為森林裡

最受歡迎的大樹了。

這個故事主要告訴我們，不要自私自利，

要樂於分享，才可以交到朋友，像是有一次在

我幼兒園時，我覺得公園裡的盪鞦韆是我的，

所以當我看到別人坐在上面時，我簡直氣得發

火，一心只想著把她打下來，便衝過去，結果

我的頭就被她的腳踢到了。

那時的我只想著自己的利益，所以就受

傷了，是非常不對的行為。

生活裡，會常常遇到這種事情，但我一

想到椅子樹就會想到不要自私，所以這故事的

作者想要告訴我們「不要自私，要樂於分享。」

這是我從故事中學到的道理。

▲ 四年愛班　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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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忠班　徐楷恩 ▲ 五年忠班　陳柏光

自然之美　　　

這個假日，爸爸帶我們去奧萬大賞楓，

我看到許多橘黃色的楓樹，和持續流出山泉水

的瀑布，這些景物都是大自然用鬼斧神工創造

出來的。

遠看一大片楓樹時，看起來像一大片火

紅的烈焰，但是近看時才發現有些是紅色、有

些是黃色、橘色。當我靠近瀑布時，冰涼的水

花噴到空氣中，冰冰涼涼的，很舒服！

後來，我們還去了太魯閣峽谷。看到了

有如一線天的大峽谷，大器磅礡的樣子令人驚

訝！再加上谷底的小河，和岩壁上的斷層，簡

直美不勝收，我還看到了一大群小紫斑蝶，就

像紫色的牽牛花在天空飛，很美麗！

看完這些大自然創作的美景後，讓我覺

得心曠神怡，十分放鬆，讓我還想再去一次。

颱風後　　　

颱風當天風呼呼的吹，雨狂暴的下著，

交通嚴重堵塞，家家戶戶都淹水，人行道旁的

樹也都倒了，有些住戶甚至停電了。

颱風過後許多店家招牌掉落，也有許多

店家因為淹水而無法營業，許多菜也因為颱風

而漲價，還有班機因為颱風而停飛，所以需要

加開班機，也有很多河流因颱風而暴漲。

颱風過後，我從新聞報導中看到許多地

區受到颱風的波及，像是颱風造成各地區的淹

水，還有造成一些地區的停電，甚至還有人因

颱風而死亡，颱風還造成土石流，波及到一些

居住在比較近山邊的居民，颱風還真是可怕到

了極點呢！

雖然颱風很可怕，但是只要我們冷靜應

對，其實颱風是可以預防的！像是人們只要不

隨意砍伐樹木，就可以防止土石流；那如果是

怕淹水的話，就可以用沙包來減少水的進入；

如果要防止招牌掉落的話，先固定好招牌，這

樣颱風來時招牌就不會掉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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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忠班　洪賀榮

學做娃娃衣服的經驗　　　

我覺得做娃娃衣服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因為做娃娃衣服會讓原來沒什麼特別的娃娃，

變的華麗又美妙，也會讓我的心靜下來。

有一次暑假，我參加了「ＤＩＹ」課程，

我剛開始報名了「ＤＩＹ」課程時，一半緊

張，一半期待。上「ＤＩＹ」課程的第一天，

老師先教我們基本的縫針法。正式開始做娃娃

衣的時候我很緊張，老師說：「大家好！我們

今天要做的是娃娃的裙子和上衣，首先我們要

畫設計圖。」話說完老師就發了要設計的紙，

我開始想：我的娃娃要穿什麼衣服才會漂漂亮

亮呢？我一邊想一邊畫，不久我就畫完了設計

圖，老師忽然走到我旁邊說：「你很棒，你可

以開始先做衣服了！」剛開始縫的時候，我的

手會一直抖，一不小心就刺到手了，老師急急

忙忙地跑過來說：「你還好嗎？老師給你ＯＫ

繃。」我貼了ＯＫ繃之後，我有點怕又會被刺

到。後來縫一縫我覺得我找到秘訣了，最後我

順利的完成我的作品。

回家後我幫娃娃穿上了新衣，雖然我的

手被刺到了，但我做了衣服給娃娃，所以我很

開心。

我覺得縫東西雖然有點危險，但會讓我

的心靜下來。

▲ 五年孝班　陳又寧

學習畫畫的經驗　　　

「天啊！」當我將我的畫給媽媽看時，

她立刻大叫了起來。一年級時，老師要我們畫

「我的媽媽」，一開始我非常有信心，我心想

每天都看得到媽媽，雖然畫畫不是我的強項，

但這個題目一定能成功，可是．．．．．．我

錯了！一下筆我就覺得不對，加了一筆後，還

是不對，最後越畫越怪，將媽媽畫成了「包青

天」！難怪媽媽一看就叫了起來，最後，她將

我送到了美術補習班。

在補習班裡，補習班老師又讓我畫了一

張。畫完之後，要怎麼說呢？只能說那是一張

打敗畢卡索的奇怪畫，我把簡單的人畫成了一

張抽象畫，頭髮是三根直直的線、嘴巴是一條

紅色、鼻子成了一個圓形，其他部位連我自己

都看不出來是什麼。第二張也是，我把「我的

爸爸」畫成了孫悟空，把「我的寵物」畫成了

豬八戒。可是老師耐心的教我，告訴我要怎麼

畫出好看的素描，教我怎麼畫出可愛的插畫。

經過幾個月，「我的媽媽」成了我的溫柔媽媽，

「我的爸爸」成了我的開心果爸爸，「我的寵

物」也成了我的可愛小貓。

在學畫畫的過程中，我領悟到專業的重

要，如果老師不專業，「我的媽媽」恐怕會一

直呈現「包青天」的樣子呢！當然也要有持續

的動力，不能只有三分鐘熱度，才不會功虧一

簣，無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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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孝班　林妤凡

學習空中瑜珈的經驗　　　

以前，我知道了空中瑜珈這個運動，平常在家裡，我就會和媽媽做地面瑜珈，聽到「空

中」瑜珈，就覺得很有趣，這就是為什麼我會上最愛的空瑜。

第一次上課，我完全不緊張，只充滿期待。開始上課時，我姿勢做得完全不標準，甚

至坐上掛布都不行，每次都要花很大的力氣才做得下去。後來我開始學倒掛，往後仰的一

瞬間，腳明明就鉤住了，手卻放不下來，上去時更是困難，要自己爬上去，再往下翻，這

根本就是前後兩難！好不容易下來了，我才發覺我把它想得太簡單了，我太小看空中瑜珈

了，雖然人們覺得因為有掛布的幫忙，所以把空中瑜珈想得比地面瑜珈簡單，現在我才明

白，在掛布上更要懂得平衡，甚至一個小動作就會更加艱難，這就是「空瑜」。

雖然我遇到很多想放棄的時候，但是我始終沒有放棄，我至少還是有努力的成果：做

完空瑜的隔一天，我的肚子、手和腳開始痠痛，這就代表我有用到力，這是努力的成果！

後來，因為我非常喜歡，連續上了好幾堂課，我的力氣也越來越大，讓我非常開心，接下

來幾堂課也很順利呢。

學習的過程中，我知道了如何用力，如何享受做運動的每一個瞬間，不管有沒有學到

東西，開心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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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美

何謂自然之美？美有很多種，如：自然、

風景、人文風俗、心情．．．．．．，不過，

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自然的美妙之處。

大自然是生活中最無價、最寶貴且最真

誠的藝術品。

還記得，在一個風和日麗、萬里無雲的日

子，我和家人相約去觀光，我坐著阿里山的小

火車緩緩上山，沿途的風景，我看到了一大片

的櫻花樹，甚至還看到了地上滿滿的櫻花瓣。

坐了大約半小時左右，終於到達了阿里山的山

頂，這裡比想像中的還壯觀，突然，我聞到了

陣陣花香，我回頭一看，竟然是一片美不勝收

的花海，有紅色、黃色、白色、粉色和橘色的 ▲ 五年孝班　陳映諪

花，我走到花海中輕輕拿起幾朵有黃白

色漸層的花，我小心翼翼地將它們捧在手中，

並將它們做成花環送給媽媽。爸爸說要先帶我

們去民宿，我走到一半時，我感覺口乾舌燥，

媽媽便隨手摘下一朵花，並叫我嘴巴張開，突

然，我的舌尖感覺到了一絲甜蜜和淡淡的花

香，甜甜蜜蜜且滑順的口感一瞬間朝我撲來，

口乾舌燥的感覺一下子煙消雲散，原來，這就

是花蜜的味道！就這樣，我們抵達了民宿。

這一夜我輾轉難眠，因為隔天要去看日

出，我興奮不已。清晨，我和爸爸以光的速度

衝去山頂，一顆半圓形狀的太陽烙印在我眼

前，彷彿時間靜止了，平日的鳥叫聲不見了，

我和爸爸在山頭上仰望著朝日，微風徐徐吹來，

太陽緩緩升起，天氣也從溫和清爽轉變

成溫暖舒適，本來濃濃的霧也漸漸散了，在我

著迷的觀賞這「國寶」時，爸爸叫我回去吃早

餐了，我依依不捨的希望下次還能造訪這令人

讚嘆連連的「大自然的藝術品」。

原來，自然之美一直都藏在我們的生活

中，像是路邊的小花，公園裡的小草，都是兩

位大名鼎鼎的藝術家──太陽和雨水，它們所

雕刻出來的傑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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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圍棋的經驗

那天是我第一次上小學，我拿到多元學

習的報名表，當我三思過後，我決定學圍棋，

目的是要培養耐心，不要總是坐下來兩三分鐘

了，還沒有辦法靜下來。

剛開始學習時，老師運用淺顯易懂的方

法，讓我們了解規則，但是我始終聽不太懂，

這是我感到非常挫折的一次，不但沒有聽懂老

師說什麼，還因為害羞不敢發問。但幸好老師

眼睛真好，他發現我不但沒有回答問題，也不

認真上課，他就問我發生了甚麼事，我說我聽

不懂，於是老師就重講了。更有一次在我和同

學Ｐ．Ｋ．時我輸，那一次我哭了，我好難過！

但在不斷學習當中，和姐姐一起練習時，我漸

漸的學會把心靜下來，去思考下一步的棋如何

下，慢慢的，在上每一堂課的過程中，我全神

貫注的聽老師說，發現自己好像學會了。

當然，在學習當中一定有挫折，但也一

定有收穫，我的收穫是如何看人臉色，例如，

當我下了那一步棋時，別人看似鎮定，但手卻

一直在抖，那就表示他很緊張；我還學會耐心，

想要好好的下完一盤棋，一定需要「耐心」，

順便克服好動的我；我也學會如何不粗心要細

心的道理，如果粗心下錯一步的話，就會壞了

這一局比賽；我更學到腦力激盪的重要性，因

為要思考下一步棋要下什麼。

學習圍棋我學會要有耐心、懂得看別人

臉色、細心和腦力激盪的道理，希望未來在學
習其他事務的路上，也能運用到這些道理。

▲ 五年仁班　張芷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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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美

臺灣最多珊瑚礁的美景是位於恆春半島

的墾丁。這個暑假，我、表姊、老師和老師的

家人一同搭環島之星前往墾丁。當我們抵達墾

丁時，我們先去墾丁國家公園的一個小小服務

中心，裡面卻像一個博物館，我們利用裡面的

望遠鏡看到雁鴨、白鷺鷥、蕨類植物．．．．．．

等等，不過如果仔細觀察，便會發現自然界中

暗藏著有趣的秘密，像天空的顏色與海洋很接

近，形成一望無際的美景；蕨類的葉片背面有

孢子．．．．．．等等，這些都是自然之美。

當天的天空很希臘，加上海洋的寶藍色，

颱風後

颱風來了，新聞報導花東地區有落石掉

落，山區坍方，政府緊急的將原住民撤走，風

在外面呼呼的吹，好像要把屋頂吹走了一樣。

隔天，我看向窗外，發現外面滿目瘡痍，

倒下的樹木、招牌，被壓壞的車子不計其數，

各種東西在前一天被吹到路上，這些物品猶如

層層難關，車子想通過它，就一定要通過它的

考驗，不及格的，就只能繞路。天氣雖然變好

了，但還是會有毛毛雨，我還看到電線桿倒在

路上，等著水電工們來將它修好。

這樣的配色彷彿把它們連了起來，讓我難以忘懷。海上的小船就像一點一點的星星，小小

的、白白的，有時也像行駛在海面上的車子，超可愛的！

另外，讓我更驚訝的是珊瑚礁原本的顏色竟然是白色的，是由許許多多的珊瑚礁蟲長

在上面以後，才會變成五彩繽紛的各種顏色，加上熱帶魚穿梭在美麗的珊瑚礁裡，就像在

玩躲貓貓。

經過這次的旅行，讓我學習到必須仔細去觀察，才可以發現自然中的神奇景象，也一

定要有耐性地去等待奇蹟發生。這次的旅行讓我回味無窮。

我打開電視，看到每個電視台都在搶著報導各地災情，採訪家園被摧毀、流離失所的

人們，播著山崩、土石流及淹水的畫面，有人的家裡成為了飼養吳郭魚的水族館，有人的

家具在水裡泡到壞掉，甚至還有房子被土石流沖走，真是太可怕了！

因為颱風的影響實在很大，所以我們應當做好防颱措施，我們可以在停車場入口堆沙

包，這樣就算淹水，水也流不進去了！同時在颱風天時，我們也不要叫外賣，不然送外賣

的人很可能被吹走。只要做好防颱措施，好好待在家裡，就不會有生命危險。 

▲ 五年仁班　吳宜亭

▲ 五年仁班　謝昀達

68

五年級 -敏而好學  Grade 5  Smart 
& Studious

Exquisite Writing
-Cre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阿里山之美

在我四年級的時候，爸爸和媽媽帶我、

弟弟、爺爺跟奶奶去阿里山玩。我和弟弟都很

期待這段旅行。

第一天的時候，我們做了好久好久的車，

才到阿里山山上的飯店。來到飯店的觀景區，

我們停下來去看風景，我看到有好幾個山峰連

續的排在一起，山腰上有好幾層雲朵。橘黃色

的夕陽在半空中照亮著，山上有著深綠色和淺

綠色的花草樹木。霧霧的山和橘色的夕陽就像

一幅擺放在美術館的畫作一般的美麗。

颱風後

颱風來了，縣市政府都宣布停班停課。前

一天，我和媽媽去買食物，避免萬一，我看到

所有的肉、菜都被一掃而空。颱風當天，我一

起床，就馬上看外面，果然風大雨大，連堅固

的電線桿都搖搖欲墜，對面的大樹也倒下了。

颱風過後，街道上都微微的淹起水來，

清潔人員都忙著清掃大街，感覺全臺灣都在替

颱風收拾善後。颱風走後，我鬆了一口氣，我

原本還擔心颱風會把東西亂吹打到房子，可是

還好房子並沒有損壞。

第二天凌晨三點，我們搭上阿里山小火車去看日出，火車上有好多人。在觀賞日出的

地方，有很多觀光客在等待日出。等了好久，從有一點深藍色過渡到有一點淺藍色的天空

中，太陽慢慢的往上升起，雲霧也在太陽出現的時候慢慢散開了。天空從深藍色變成整片

都是淺藍色了。早晨的美景像一個在紀念品店裡賣的明信片一樣漂亮。

我在看夕陽的時候，有溫暖的感覺，橘橘的夕陽的夕陽像溫暖的火苗；在看日出的時

候，我覺得令我充滿了活力。這次的旅行我看到了許多的美景，也得到了很多的收穫。

我從新聞報導中看到：許多地區淹水到腳踝，住在山腳下的居民，也有許多被土石流

傷害房子，當然也有民眾不幸身亡，造成許多遺憾，也有人的車子泡水因此作廢。

這次的颱風風強雨大，造成的意外也相當多，可是如果沒有做防颱準備的話意外也會

更多。做防颱準備，我們可以用膠帶在窗戶上貼一個大大的Ｘ，這是避免玻璃被吹破擊中

路人，造成民眾受傷，另外颱風天不要出門，以免發生危險，防颱準備雖然很重要，可是

颱風天也要注意安全。

▲ 五年愛班　林奕岑

▲ 五年愛班　王子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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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愛班　余光泰

礁溪之美　　　

「美」是什麼，是一大片五顏六色，還

是細微的小細節？我覺得數大便是美，於是

我們全家決定前往宜蘭礁溪。我們搭上了葛

瑪蘭客運，一上車，熱情的司機就向我們推薦

去佛光大道和長榮桂冠酒店，我們去了長榮桂

冠酒店，放下行李就先去了外面的農田。

一到達農田，一陣溫暖又潮濕的熱風潮

我吹來，一大片的溫泉番茄田映入我的眼前。

用力一聞，竟然有我最愛的絲瓜味，向左一

看。哇！竟然有一整片綠油油絲瓜田，絲瓜藤

上有一朵朵又美麗又可愛的白色花朵，仔細一

看上面竟然有小黃點，風一吹，小黃點都飛出

了絲瓜田，像在對我說再見，真令我感到傷

心。

我們又到石磐步道，映入我眼簾的是一

長條健康步道，往上一看，一大片綠油油的樹

葉讓我頓時神清氣爽，再往上一看，一片比海

還藍的天空馬上令我精神一振。我們很快就把

步道走完了，但在路上，我看到了一隻身穿彩

色衣服的鳥，牠一看到我就飛得無影無蹤，使

我覺得非常失望。

經過這次旅行，我知道了植物不但可以

美化環境，也可以令人身心舒暢，還知道了有

一些植物是利用風力授粉。希望大家也可以去

感受礁溪的美，也可以好好的去愛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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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忠班　黃靖芯

記憶中的味道　　　

還記得在去年的十二月接近聖誕節的時

候，我吃到了這世界上最好吃的一個造型杯子

蛋糕，這讓我想到了它的故事。

有一天，放學時我和同學約好要一起去

她家做杯子蛋糕。到了她家後，當我們打門時

就聞到了一陣陣香甜的味道。但在這香甜的味

道之中，混和了一種無法形容的蛋香味，原來

她的媽媽已經在等待我們了，我們便加緊腳步

去到廁所把雙手洗乾淨，我們用著非常綿密又

蓬鬆的泡沫把手搓得一乾二淨。

出去之後，我們把麵糰擠進杯子蛋糕的

模型內，然後放烤箱裡面，在烤箱正在使用的

時候，我們就把還沒打發過的鮮奶油用電動的

打蛋器打發，再用保鮮膜包起來，剛好這時的

烤箱也發出響亮的鈴聲。打開烤箱後，那香氣

布滿了整個家，接下來就到了裝飾的時候了，

我們先把做好的鮮奶油擠滿了蛋糕的頂端，然

後把新鮮的草莓切成兩份，因為聖誕節就快到

了，所以當然要做聖誕老公公！我把兩片草

莓之間擠滿了奶油，做完之後我們異口同聲的

說：「完成了」。

看到剛做好的杯子蛋糕，我們就想要大

快朵頤一番，當咬下去的那一瞬間，綿密的奶

油沾滿了我的嘴角；那鮮甜的草莓香布滿了嘴

巴裡的每個角落，那蓬鬆的蛋糕在我的嘴裡入

口即化，這將是我記憶中最好的味道。

經過了這一次的經驗，讓我品嘗到了蛋

糕的美味，希望下次的我還可以有這樣充滿回

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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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回憶

每次到籃球場，都會讓我感到開心，其

中發生在五升六的那年暑假的籃球課，最讓我

回味無窮，因為那堂課教練讓我們打了一場比

賽。

那場比賽真是讓我們意猶未盡，教練讓

我們打的是五對五的籃球賽，但卻跟一般打的

不一樣，我們是只打半場，讓我省了很多體

力。因為那天還下雨，上場前教練就叫我上去

和他一起拖水，好險只要拖一半，不然我就要

累倒了。比賽要開始了，教練拿著一顆有氣的

籃球，把球高高的往上丟，我方搶到了球，隊

友把球傳給我，我找到了空檔就投，「唰！」一球入網我們整隊都很開心。但是接下來就

沒有那麼好運了，對方一球接著一球，我們的士氣都沒了。

上半場比賽結束，我們落後了十幾分，但是身為隊長的我，怎麼可以眼睜睜看著球隊

輸掉呢？因此我決定，要帶著球隊逆轉超前，把比數追回來。下半場比賽開始，我先在籃

下取得了兩分，隨後隊友一看到我有空檔，就會傳球給我，現在換我們接二連三的得分，

讓對手忙得不可開交，第三節結束，我們只落後四分了，第四節我決定火力全開，在第四

節我們超前了比數，最終我們以兩分之差，帶走了勝利。這場我個人得了三十二分，是我

有史以來最高的紀錄，我非常興奮。

經過了這場比賽，我對我的籃球技巧多了一點信心，畢竟以後還有更重要的籃球比

賽，所以信心是很重要的。我一直到現在還可以回想到當時的那一顆致勝球，還有當時場

邊的歡呼聲，至今都讓我回味無窮，是我至今感覺最棒的回憶。希望下次比賽時，我能拿

出最好的表現。

▲ 六年忠班　謝庭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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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外公的一封信
親愛的外公：

您最近身體好嗎？好久沒見到您了，我也已經長大了。

還記得我大班的時候，您常常帶我到公園散步和做運動，您知道我很喜歡玩具車、組
樂高，所以也常常帶我到百貨公司買樂高讓我組合，像電動船、電動車．．．等，買到媽
媽都生氣了，您說：「組樂高可以激發創造力、空間能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花錢是
值得的。」

外公您還有一身的好手藝，像是修理家電、做麵食，我尤其喜歡您親手做的包子、麵
皮真是Ｑ彈，內餡真是豐富多樣，一連吃兩顆也不膩，您還會自己做擀餃子皮和剁餡料，我
會包餃子也是您教的，我最懷念和您一起包餃子的時候了，因為您包餃子時還會說一些故
事給我聽。

親愛的外公，我已經六年級了，再過不久我就要升國中了，您放心我會記得您對我說
過的話：做任何事都要對自己負責，要腳踏實地，不可投機取巧。我會用功讀書，聽媽媽
的話，在天上的您請放心，我會永遠記得您的。祝您

永遠快樂
愛您的孫子 治磊上

▲ 六年忠班　郭治磊

記憶中的味道
我的生命一直以來都是酸的，直到有一天，開始有了波折，而這些生命的味道，有的

來自於和妹妹玩鬧的辣，有的來自於和爸爸辯論的苦，有的來自於和媽媽撒嬌的甜。

至於為什麼和妹妹玩鬧是辣，而不是甜呢？因為我是家中的長女，又和妹妹差六歲，
所以和妹妹玩，就像吃辣椒一樣，步步驚心，要時時刻刻注意，擔心她的安危。這就像吃
辣椒時要小心挑選，吃到很辣的辣椒，就會想哭，後悔選它。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沒有
後悔的餘地，也不能將時間倒轉，所以我常常被罵，這種感覺就像是又酸又辣的味道。

而和爸爸辯論時這個苦，真不知道該怎麼用文字形容。每次和爸爸辯論不是贏得尷
尬，就是輸得一蹋糊塗。因為我和爸爸講話時，我已換到下一個話題，而爸爸的思緒還在
上一個話題，牛頭對馬嘴，接不起來。好不容易接上了，他又把我想表達的意思誤解，我
常在心裡想：「到底是我是外星人，還是他是外星人，怎麼說的話都聽不懂？」這種苦，
真的不是一般的苦啊！

和媽媽撒嬌是最讓人窩心的，因為總能得到自信，彷彿就是充電站似的，能讓軟弱無
力的我，充飽電，繼續向前邁進。

記憶中的味道，像一部電影，就算再重播一千次，一萬次甚至一億次，都不會膩，反
而越看越覺得是一個溫馨、感動的家庭片。

六年孝班　蔡欣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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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回憶

回憶有成千上萬個，而且還有分不同的種

類：開心的、難過的．．．，一定也有讓你印

象深刻，而且回憶是積沙成塔，會越來越多，

然而讓你記住的往往只有不到十個。

我心中最美的回憶，是在某天與我好友

一起去平溪玩。那天早上會合之後，我們就坐

著公車上山，原本穩穩地站在公車上，遇到上

坡時，公車突然開得很快，可見司機很熟練。

一路上，我們經過了九彎十八拐，就像在玩雲

霄飛車，左搖右晃，讓坐公車增添了刺激又好

玩的樂趣。

到了目的地之後，我們先去看十分瀑布，

在那之前我們先走過了瀑布的步道，一路上綠

意盎然，非常漂亮，最後終於到了瀑布。從遠

處看過去，瀑布的景色與身旁的綠樹相得益

彰，真是美不勝收；從近距離觀看，瀑布直瀉

而下，非常壯觀，而且這裡十分涼爽，真希望

能多留一下，可惜我們就要去下一個地點了。

接著就要去放天燈了，天空下起了綿綿

細雨，但也沒有澆熄我們的興致。大家撐著雨

傘走到放天燈的地方，再把希望的事情都寫上

去，做了一個只屬於我們的天燈。我們和天燈

拍了幾張照片，看著它底下的烈火熊熊燃燒，

緩緩的上升，也帶著我們的夢想起飛了。

一路上發生很多有趣的事，看了很多美

麗的風景。雖然下了雨，但是在我心中這麼美

好愉快的一天，絕不會因為天侯不佳而有所影

響，我一定會好好珍惜這最美的風景，這段最

美的回憶。

▲ 六年孝班　莊翔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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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孝班　楊立丞

力跳繩，補充鈣質努力長高、長壯，然後增強心肺功能，才能夠打滿一整場比賽，最後我需要

一個舞台讓我表現，讓我發光發熱。

最後，貪心的我想對體育署提出一個要求，就是多給有夢想的年輕人一些表現的舞台。

我的夢想還沒實現，我要多加努力這個夢想。

我的夢想

每個人應該都會有夢想，而我的夢想可

能有一百個、一千個，甚至無限多個。

如果，我是一隻動物，我的夢想是自由；

如果，我是一個物品，我的夢想是被保護。但

我是我自己，我的夢想是成為厲害的籃球員。

每次看籃球賽，觀賞球員們在場上奔馳，

就讓我十分羨慕，好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他們

一樣。在我認識ＮＢＡ之前，我覺得籃球不過

就這樣，但我認識ＮＢＡ之後，我才發現，自

己只是一隻井底之蛙。

ＮＢＡ的球員高的像猩猩，是籃下霸主；

矮的像泥鰍，善用各種花式運球在人群中鑽來

鑽去。從後場「咻！」的一下子就得分了，所

以我的夢想就是成為場上的泥鰍。

在完成夢想之前，我必須努力練習和見

習，反覆練習教練傳授的技巧，並且多看電視

上球員們的動作；還要多找人練習，在對戰中

吸取經驗。

球技練好了，體型和體能也是一大問題，

籃球是一種肢體碰撞十分激烈的運動，以我現

在嬌小如鼠的體型在球場上馬上就會變砲灰，

另外，我只要一進入冬天就會支氣管炎，咳嗽

咳個不停，令我十分困擾，所以，首先我要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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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仁班　葉妍欣

給姊姊的一封信

親愛的姊姊：

在日本生活過得怎樣？我已經好久沒有聽到妳陪我聊天的歡樂笑聲了！妳什麼時候會回來

找我呢？

自從妳去日本留學之後，我每天都在想妳，我們全家都很擔心妳會不適應日本的環境，我

知道從臺灣飛到日本學習當牙醫是一件非常辛苦跟忙碌的事情，但我還是希望妳有空可以回來

找我們，雖然妳之前常常說：「我不回來了！我不想妳。」之類的話，但是我相信那些話都是

假的，妳也很想我吧？

既然妳無法回來臺灣，那我去找妳吧！我們之前也有討論過我自己一個人去日本找妳玩，

我現在已經得到媽媽的允許了哦！妳去日本之前我們也有約定說要一個人去找妳玩，希望妳可

以抽出時間來陪我。

如果有空的話希望妳可以打電話給我，而且妳的生日快到了，妳想要什麼禮物呢？我真的

好想妳，希望妳在日本可以一切順利！祝妳

學業順利

最愛妳的妹妹 妍欣上

一零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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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仁班　梁書恒

▲ 六年仁班　鄒佳祐

最美的回憶
四年前在某一間婦產科傳來了一陣響亮的哭聲。沒錯，那就是──我的妹妹梁書旼誕生

了！

那天是一年一度的父親節。我和爸爸一大早就搭乘計程車往媽媽所在的婦產科趕過去。一
路上十分艱辛，因為我們正好碰上了颱風，路上的水已經淹到車子的輪胎了。費盡千辛萬苦之
後我們總算到達了。

到了之後，媽媽已經在手術室裡了。那時我還很小，根本不知道媽媽在裡面幹嘛，我只有
看到爸爸看起來很著急的在手術室外走來走去。突然，我聽到了一陣哭聲，那音量真的是響徹
雲霄啊！當我還在想到底是誰哭得那麼大聲時，就有一位大姐姐抱著一個小嬰兒走了出來。爸
爸在一旁和我說：「那是妳的妹妹喔！」從那一刻開始我才知道原來我當姐姐了。我真的非常
興奮。

某一天我放學後，我看到了媽媽和妹妹已經出院在家裡等我了，那時，我有一種怪怪的感
覺，好像家裡多了一個陌生人一樣。

在那之後妹妹就一天一天地慢慢長大，現在她也已經中班了。雖然她已經長得很大了，但
我認為那天的回憶是再多時間也沖淡不了的。我還記得那時候她躺在包巾裡的樣子，臉上感覺
皺巴巴的，好像一個小小的老人。超可愛的！現在我每次和她吵架時，都會想起這個畫面，然
後心情就會變好喔！

記憶中的味道
在一個月光皎潔的星期五，我們一家三口去宜蘭旅遊，一路上暢通無阻，一下子就到旅館

了，但我已經疲憊不堪了，於是我一到房間，就去睡了。

第二天，和煦的早晨陽光輕輕的將我從睡夢中喚醒。經過簡單的梳洗後，我們一家三口一
起前往餐廳用餐。一進餐廳，琳瑯滿目的美食讓我目不暇給，所以我就每道佳餚各拿一點，但
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炒吻仔魚，將吻仔魚放入嘴裡，鮮甜的海味在口中散發出來，有如煙火
綻放的瞬間，在口中爆發出不凡的美味。鮮甜的滋味可以讓我連吃五碗飯，這種滋味，我擔心
以後再也吃不到了！

在酒足飯飽之際，忽然想到吻仔魚是魚的幼苗，還來不及長大，就被我們吃掉了，雖然牠
們的味道很鮮美，但也要顧及生態平衡，才能永續享用魚類。

在享受美食的同時，不僅僅要珍惜食物，同時要注意生態的平衡發展，才能取得源源不絕
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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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愛班　王敬圓

給同學的一封信

親愛的雅勻：

最近幾天你過得好嗎？我過得非常開心，但你最近看起來很疲憊，是不是沒睡飽？要多多

休息，最近天氣不穩定，小心感冒；大考要到了，讀書不要讀太晚了，不要讓自己壓力太大。

自從上星期，你的情緒就不太好，一直悶悶不樂，也不知道你在想什麼，如果你有需要什

麼幫助，我都很樂意幫助你。我知道你作文比賽沒有得到好成績，希望你不要因此而灰心，我

會在你身邊幫你加油打氣，只要你再接再厲、努力不懈，總有一天會成功。

下個星期天，我想邀請你來我家玩，順便做科展。早上我們先查好資料做科展，中午就去

吃大餐，下午去海邊玩水，所以記得帶泳衣、毛巾，晚上再去逛夜市。我想，出去外面走走，

你的心情應該會好多了吧！希望你可以來玩，請在這個星期天前回覆我！祝你

身體健康

關心你的同學 敬圓上

一零八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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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愛班　蘇靖傑 ▲六年愛班　蕭雅勻

最美麗的畫面

我見過許多美麗的畫面，有杜拜的沙灘、

澳洲的雪梨歌劇院、北海道的雪景之點等。但

我認為最美麗的畫面是我小時候第一次看海的

情景。

當我五歲時，爸媽帶我搭上花蓮的賞鯨

船，來到海邊，我被它的氣勢鎮住了，那數丈

高的巨浪拍打著礁石，捲起一片片浪花，當時

的我在想 : 深不可測的海底，到底藏了多少祕

密？隨著賞鯨船移動，我看見不遠處一隻隻鯨

魚在海上跳躍，忽隱忽現地與我們躲起迷藏，

真的是好有趣。

海，有著夢幻般的藍色，遠遠望去，海

天相連、無邊無際，看似沒有盡頭，藍藍的天

和海融為一體，飛翔的白鷗掠過藍藍的海面；

夕陽西下的大海又像披了件金縷衣，這景色更

令人如癡如醉、流連忘返，這美景教人印象深

刻，也讓人充滿感動。

將來無論我走到哪裡，這幅美麗的畫面，

都會永遠存在我記憶中的，最美麗的畫面莫過

於此。

記憶中的味道

記憶中的味道是什麼？我想答案有千千

萬萬種。味道是一種股舌尖的感受，而那種感

受，也可能是視覺、聽覺、觸覺引發難以忘懷

的事情，而銘記在心中。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個難忘的味道。對

球員來說，慶功宴可能是他們記憶中的味道；

對漁夫來說，可能抓到大魚滿載而歸，吃到自

己釣的魚時，那條魚鮮嫩多汁的味道讓他此生

難忘；而對已經挨餓很久的人來說，就是在聞

到撲鼻而來的食物香，並一口咬下食物，那既

開心又感動的味道罷了。

有的人難忘的味道只是日常生活中的

小事，但背後卻有極大的感觸。以日常生活

為例，可能因為是美味或特別的味道讓人記

住，例如：歷史悠久的肉燥飯、媽媽親手煮

的Ｑ軟烏龍麵、搬家前在家附近吃的義大利

麵．．．．．．等等，有的具紀念性，而有的

只是美味可口罷了，但那種「味道」都會在心

中，不停的環繞。

無論是酸、甜、苦、辣、感動、喜悅、

安心、感激．．．．．．，各式各樣的味道，

都不免讓人反覆咀嚼。只要用心感受，每個不

甜的味道都能變甜，只要細細品味，每個味道

都能成為記憶中美好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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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About Me
My name is Luna. 

I am six years old. 

I like red and blue.

Apples and bananas are my favorite food.

I don’t like candy or anything spicy.

My best friend is Iris.

All About Me
My name is Kevin.

I am seven years old. 

I like playing basketball. 

My favorite fruit is grapes. 

I don’t like eating vegetables. 

My best friend is Ariel.

Hungry Cat
A long time ago, an old cat had no 

food.  The cat ran in to a castle to find 
food.  The cat knocked on the door.  One 
man came out.  The cat said, “I need 
food.”  The man gave the cat some big 
fish and the cat was happy. 

▲Class 101 Luna

▲Class 101 Kevin

▲Class 102 Deve

Seal Tricks
One day Bob and Little Seal went to 

Japan.  The seal did magic tricks. The 
seal did the trick with Bob. Bob helped 
Little Seal. Seal and Bob went home.  
Then, a bad guy tried to take Little Seal.  
Bob helped the seal. The bad guy went 
away.

▲Class 102 Ang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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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ground Fun
Once upon a time, Jacky and a chick 

went to the playground to play. One day 
a bad guy came.  Jacky and the chick 
kicked the bad guy into space.  

Alicia and the Cat
Once upon a time, Alicia had a cat.  

They played at home. At six, Alicia felt sick 
and the cat drove Alicia to the hospital.  
She felt better. Alicia and the cat played 
together forever later.

▲Class 102 Shawn

▲Class 103 Chris

Tina and Joy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girl 

named Tina. Tina had a cat named Joy.  
Joy is a magic cat.  It can do tricks.  Joy 
jumped in the air and flew. One day, Tina 
was late for school. Joy took her and flew 
to school. Tina had no food. Joy cooked 
for her. Tina cannot swim. Joy can teach 
her.  They are good friends.

▲Class 103  Alyssa

Chicken and Chips
Once upon a time, Homata and Spider 

went to the supermarket. Spider wanted 
chicken and chips. They got chicken and 
chips. They were happy.

▲ Class 103 C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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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nosaur and a Lion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happy lion and 

an angry dinosaur. One day the lion ran to the zoo 
hospital and told a vet the dinosaur hit him. The 
vet said, “Go tell the dinosaur not to hit everyone.”  
The dinosaur said, “Sorry,” and the lion said, “No 
problem, but next time I will not forgive you!”

The Cat and the Airplane
Once upon a time, a man had a white cat. 

The white cat flew an airplane in the sky. But, the 
airplane fell. The man fixed the airplane and the 
white cat said, “Thank you!”  Now the white cat is 
happy.

Trip to the Zoo
Once upon a time, Hank Lin and the tiger went 

to the zoo.  The tiger cooked some hot meat for 
Hank.  Hank was happy.

▲ Class 104 Ian

▲Class 104 Jessie

▲Class 104 Hank

My World is Full of Shapes
I wake up by the square alarm clock in the morning.

I open the window then I see the big and circle sun.

I eat a rectangle bread for breakfast.

I put on my triangle dress to go shopping.

I’m so hungry that I buy an oval cake for dessert.

Today, I play all day, so I feel tired.

I fall asleep on my rectangle bed.

▲Class 201 Be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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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202 Louis

▲Class 203 Abigail

▲ Class 203 Dana

▲ Class 203 Polly

My World is Full of Shapes
Good morning, lovely circle sun!

I wake up from my rectangle bed.

Turn on the star lights and the circle fan.

“Come and have breakfast.” Mommy says.

“Wow! It’s a triangle rice ball. Yummy!!” I say.

Then I go to school with my square lunch box.

By the way, I hate to put on my diamond mask.

However, I like to see my Teacher Sandra look at me 
with heart.

How fun! My morning is full of shapes.

Alligator: No Thank You!
I would not like to have an alligator as a pet 

because they are stinky.  I think they are too scary 
and messy.  They are very noisy and dangerous.  
They are too big and fat.  It is very hard to teach an 
alligator.  I would need to buy things like toys for the 
alligator. I need to spend most of my money.  They 
are not cute, so I don’t really like them. They will 
splash the dirty water on me. 

My Swimming Friend, the Alligator
I would like an alligator because it’s cute.  I’m 

unable to swim but I like to play with water.  So I can 
ride on it and I’m safe when I play with water.  When 
I’m sad, it’ll give me a hug and tell a joke to make me 
laugh.  When I’m alone, it will play with me.  So we 
could be best friends and go everywhere together.

Alligator:  Yes Please!
I would like to have an alligator for a pet.  If I had an 

alligator as my pet, I would need a huge garden with 
a big pond so it can live in it.  I would have to feed it 
a lot of meat everyday so it would not be too hungry 
to bite me.  I would like to play ball with it.  When I 
throw the ball into the pond, the alligator will swim 
into the pond and bring the ball back to me.  When I 
get very tired I would ride on it and it could take me 
to any place I want to go.  I want to call it “Mr. Soda” 
because we enjoy drinking soda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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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 Movie Class – 

The “Inbestigator”
I started the literature and movie class with The 

Inbestigator in November.  I really enjoy reading and 
watching this mystery story.

There are four main characters from the story, and 
I like Maudi the most.  She is smart, and she is a 
good observer.  I wish I could be like her because I am 
not good at solving mysteries and I am not good 

My Favorite Song – Rescue Me
In Ms. Rowena’s English Class, we learned some 

new songs.  My favorite one is the song, Rescue Me, 
by One Republic.

Rescue Me is a good pop song.  I also like the MV 
very much because it is creative. Also, the main boy 
character danced very well.  My favorite part of the 
MV was where that boy became brave and ready to 
stand up for himself.  Then he used his magical force 
to defeat the bullies.  In the end, the leader of the gang 

at observing things.  Some day, I wish to have her skills.

If you enjoy mystery stories, check out the series of Inbestigator, and I’m sure 
you will enjoy it.

decided to quit and the boy was free from fear.

I like the song, Rescue Me, and I hope you will like it, too.

▲Class 204 Jason

▲ Class 204 Pin

My Favorite Commercial – 

Doritos Slingshot Baby
I joined the Tuesday 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One of the lessons is discussing some fun commercial 
clips.

One of my favorite commercials is the Doritos’ Baby 
vs Dog.  Dad invited his friend to his house to watch 
a sports game.  The friend was eating a bag of Doritos 
and the baby asked to have a bite, but the dog also 

wanted one bite, too.

When the baby was about to talk, the dog put his foot on the baby’s mouth and 
said, “Doritos”.  I laughed so loud because it was really funny!

▲Class 204 Aud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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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Types Of Drinks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drink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drinks, but I like milk the most. 
Milk comes from cows. A cow makes 6.3 gallons of 
milk each day. Milk is healthy because it has lots and 
lots of nutrients.

People like to drink cold juice in summer to stay cool 
and they like to drink warm tea and coffee in  winter to 
stay warm.

Fruit, vegetable juice, and milk are good  for you. 

My Dream Came True
When I was five, I had a dream. My dream was to 

get a pet. And why did I want a pet? Because I was 
very, very bored.

One day my school said 3rd grade had to go on 
a field trip to a farm, and l am a 3rd grader so I went 
on the field trip. When I got to the farm, I was very 
happy and excited because I had never been to a 
farm before! I found out they had a store full of toys, 
animals, birds, butterflies, and fish. It was so interesting. 
What’s more is I even got a bottle and there was water, 
a piece of seaweed, and two shrimps inside it. I was so 
happy that my dream came true!

They have a lot of vitamins and minerals for our bodies. Soda has a lot of sugar, so it 
is not good for you.

It’s refreshing to drink juice. In summer my favorite juice to drink is apple juice. I 
like to drink juice with my family. Some drinks are good, some are not. We shouldn’t 
have too much sugar in our drinks!

They were my first pets ever! I was very careful with my pets so I asked many 
questions. Every day I saw their cute and wonderful eyes and their little tails. I was 
very happy that they were alive but after one week both of them died, so I was very 
sad. 

Even so I am still very happy because this field trip gave me the chance to get 
a pet. It made my dream come true. I hope my next pet is a turtle because a turtle 
can live longer.

▲Class 301 Alston

▲Class 302 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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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Weekend
Saturday, November 2nd

This weekend, I read a book named, “Eye, Eye, 
Captain!” It was talking about a captain and pirates 
going to Treasure Island and finding out treasure. First, 
in the morning, Captain Cutlass and the other pirates 
were ready to sail. Captain Cutlass didn’t want other 
people to know that he needed to wear glasses, so he 
told Peggle the parrot to be quiet.

Fearsome Fergus asked Captain Cutlass why he

The Weekend
On Saturday, I went to the drawing class and I made 

a picture about castles. In the afternoon, I went to 
English class and after English class, I went to Lego 
class with my friends, it was a lot of fun!

At night, I went to my mom’s friend’s house to 
have BBQ and I played a PS4 NBA game with my big 
brother.

On Sunday,  in  the morning,  I  went to have 
basketball class. We needed to play until 10:00 am, 
but I only played until 9:23 because I had the Chinese 
competition.

After, I went to eat lunch. Then, I went home to write 
my English journal.

said glasses. Captain Cutlass hid his glasses and said, “Pirates don’t wear glasses.” 
Captain Cutlass and the pirates were going to Treasure Island. Captain Cutlass 
was cutting the squid’s legs, because the squid was trying to sink the ship. Captain 
Cutlass thought the whale was another pirate ship because he didn’t wear glasses. 
During the fight, the whale threw Captain Cutlass and Peggle in the crow’s nest. 
Captain Cutlass climbed down the rope. The ship was near Treasure Island.

They arrived at Treasure Island. Captain Cutlass said, “Pirates wear glasses.” 
Captain Cutlass began to dig the treasure. Last, the pirates and Captain Cutlass 
found the treasure. 

I learnt that I need to be brave to tell bad things.

▲Class 303 Aubrie

▲Class 303 Ber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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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een’s Dress
Once upon a time, in a small country, there was a 

Queen. The Queen had a beautiful dress. Everyone 
liked it. It had shiny diamonds and lots of flowers on it. 

One day, a bodyguard came and said to the Queen, 
“Lots of people were wearing the same dress as 
yours, now your dress is not beautiful anymore!” The 
Queen was very upset.

She talked with the northern country’s King James.

The Weekend
I participated in a Chinese composition contest 

this weekend. At first, I didn’t plan to take part in this 
contest. But my teacher wanted all classmates to try 
to do it. She told us that it is an important experience.

Though I am not good at writing, I was serious 
about it and I did my best. The topic was the love of 
my family. It was not hard for me.

After the contest, my mom took me to have roast 
steak. I told the waiter that I would like my steak to 
be well-done. Then, we went to a bookstore to read 
some books. I enjoy reading because it helps me learn 
new knowledge.

He was her big brother. James told her that a bad witch was making dresses like 
hers. She thought for a long time, then she finally had a good idea. 

First, she bought a ship and went to the witch’s land -- Witchland. Next, she 
went to buy a ticket to see the oldest witch because people liked to listen to her 
wise answers. She went inside and saw lots of witches were waiting for her. Then 
she told the witches all about the bad witch who was making copies of the Queen’s 
dress. 

The witches agreed with her because the bad witch was too proud. And she 
caught the bad witch and threw her to the sea. The Queen and the witches 
became good friends.

▲Class 304 Coral

▲Class 303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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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mily
I have a happy family. There are four people in my 

family -- my father, mother, younger brother, and me. 

My daddy is a doctor. He works very hard and is 
always busy. My mommy is a nurse. She is very kind 
and nice. My younger brother is five years old. He likes 
to play soccer. He is very playful. 

I am a student. I study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I study very hard. I like to draw pictures. I’m always 
happy. I love my family.

▲Class 304 Molly

The Sun Spirit and Sansky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girl called Sansky. 

She was a brave girl. One day, an old man came to 
talk to her and said, “Please go to ask the Sun Spirit to 
send us a sunny day.” 

Sansky knew she must take a gift for the Sun Spirit. 
“But I don’t know where he is, ” Sansky replied. 

“I will give you a map,” the old man said.

Sansky took a gift and wore a hat and went up the 
narrow path. She knew there were snakes and dinosaurs. There were also scary 
flowers, fish, and birds that eat people, but Sansky was lucky because an eagle 
guided her to find the Sun Spirit. After a day’s journey, Sansky found the Sun Spirit. 

“Why have you come? The Sun Spirit asked. 

“I came to ask you for a sunny day,” Sansky said. 

“Your people forgot to give me a gift and have forgotten about me.” the Sun 
Spirit replied.

“I didn’t forget you and I brought you a gift.” Sansky answered.

Sansky uncovered a box and inside was a beautiful pair of sunglasses. The Sun 
Spirit was pleased and said, “You are a brave girl, I will give you a sunny day and I will 
give you a gift. You may have the strawberry in my farm.”

Sansky was very pleased and collected the strawberries and went home to 
share with her family. 

▲Class 304 S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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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ther hand, I ride a bike and turn on the bike light at night. It’s really cool. I’d 
like to say’ Thank you, Mom and Dad.’ This bike will be my best friend forever.

My Lovely Pet
Dear Garfield, 

How are you? Is everything good for you? I have 
some little green plants in front of your window 
because I want to show them to you. Will you come 
back this Chinese New Year? I miss you and love you.

                                                                   Love from Mia

Hello everyone, I’m Mia and I am a girl who loves 
animals very much. I had a pet cat. His name was 
Garfield. He was twelve years old. He was yellow and 
brown. He liked eating meat sticks, but he didn’t like 
bananas. Mom said he went to Mars to study. He was 
going to be a veterinarian. I miss him so much and he 
is the most beautiful memory in my heart.

My Birthday Gift
Who’s going to be ten this year?

It’s me! This September I’m ten years old. On my 
birthday, my parents gave me a surprise! I was so 
grateful that they gave me the beautiful memory. 

That day, when I was doing my homework, the door 
bell rang. I opened the door to see my dad standing 
with a bike saying loudly to me “Happy Birthday, 
Darren.”  I was so surprised and excited. That’s my 
favorite gift. It’s a blue and fantastic bike.

Riding a bike is interesting and also makes me 
healthier. I always ride a bike with my family on 
weekends. I can feel the breeze on my face while I am 
riding a bike. That really makes me feel relaxed.

▲Class 401 Mia

▲Class 402 Dar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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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orable Reptile
A long time ago, there was a compassionate 

tarantula, who liked to help people. However, he didn’t 
help people one week because he would like to focus 
on the girl that he wanted to give a zillion kisses.

One week later, he went to buy a dresser for the 
girl named Iguana. He thought Iguana would be glad 
to receive this gift, but she didn’t like it. The very next 
day, Tarantula had a good idea. He cooked some 
spaghetti and put it in a lovely jar. But Iguana didn’t like 
the spaghetti either. Tarantula felt disappointed, but he 
didn’t give up. He went to a supermarket to buy some 
lettuce, and he visited Iguana’s place again. When 
Iguana opened the door, Tarantula said, “You are such

The First Butterflies
A long time ago, butterflies had enormous feathers. 

One man had a collection of butterfly feathers. They 
used it to make napkins and scarves. Butterflies think 
they are very useful. But, the enormous feathers 
are heavy. So they get rid of extra feathers, and the 
feathers became fungi scraps. Nowadays, butterflies 
don’t have rare feathers anymore.

▲Class 403 Maggie

▲ Class 403 Ray

an adorable girl. Would you marry me?” and he gave Iguana a bunch of green 
lettuce. This time, Iguana answered yes because she loved to eat lettuce. “Yes, I will 
marry you, and I’ll not be lonely anymore.” But I don’t have enough food for both of 
us,” she told Tarantula in a concerned way. Tarantula said, “Don’t worry, I’ve stored 
a lot of foods for this winter.” Iguana said,“You are heroic, I love you, but rememeber 
if I see a jar of spaghetti, I’ll get grossed out.”

After their wedding, Iguana and Tarantula had two babies. One is Iguana junior, 
and the other is Tarantula junior. They took really good care of their children and 
provided for their needs. When their kids won a trophy, they felt so happy for them.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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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rocious Teachers
Once there was a ferocious teacher. If anyone 

wasn’t patient during her class, she would use her 
magical whistle to make children patient. How did 
it work? First, her super whistle is made of frozen 
oxygen. She can blow it, and the echo can travel 
a hundred miles away. If it doesn’t work, she has a 
super steel stick, that can poke you very hard, and so 
students will continue to focus. One time, the students 
were reading an article about a species of penguin 
that is endangered, but they are still in Antarctica. 
One student couldn’t focus during the lesson, so the 
teacher took out the frozen oxygen whistle. “BEE---
BEE----,” that deafening BEE--- made all the people in 
school deaf. All the parents appealed to the teacher, 
but failed. They were all angry, but there was no way 
to let the group of parents vent. Finally, the teacher 
slipped on the slippery ice, and now that legendary 
teacher can no longer make anyone deaf.

▲Class 403 Ryan

But, the case can’t end so quickly! The new teacher—Mr. Smith, was more 
ferocious than the old teacher. He didn’t have an oxygen whistle or a metal stick; 
he had 10,000 pages of CLASS RULES! Like this:

1725. Don’t bring your allowance to class.

1849. You will be in trouble if your desk is messy.

1927. You can’t trick your teacher.

There were a lot of rules. But when Mr. Smith yelled at you, you would sit up 
straight, read your textbook, and not be unfocused. Once, Mr. Smith got grossed 
out, but he still yelled at a student. And all the gross stuff came out on the student. 
Then Mr. Smith’s health was in trouble, and he had to leave the school. 

Later, another ferocious teacher came, but he was compassionate too. He 
became a new grade 3 teacher. He had three iguanas and four other reptiles. One 
day, a tarantula got into the class. Mr. Harwood roared at the tarantula, and the 
tarantula quickly burned up. This is how the roaring works. Now, we all hope he 
doesn’t need to roar a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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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arctica
I t  is beautiful in Antarctica.  There are many 

icebergs, mountains, animals, and a lot of floating 
ice.  There are amazing Emperor Penguins and Giant 
Petrels.  There are even volcanoes there.  The penguin 
families love each other.  The father penguins can 
stand in the freezing snow when hatching the eggs.  
They are great parents.

The icebergs in Antarctica and other places are  
melting due to global warming.  The animals are struggling

The Pet I Want
Many people like to have pets with them because 

people can stay with pets like family and play with their 
fur.  I also like this.  I would like a small puppy with big 
eyes and soft hair with white color.  I think the puppy 
would sit beside me when I am reading or writing.  The 
puppy also can have fun with me on the weekend, 
playing with balls or riding a bicycle.  If I am feeling 
upset or unhappy, the puppy also can jump into my 
arms and lick me to encourage me.  So, what pet do 
I want? I really want to have a cute puppy to be with 
me.  It will help me feel very happy every day.

▲Class 404 Ariel

▲Class 404 Elene

 to live.  We can help reduce global warming by using less electricity.  For example, 
we can decrease the use of air conditioners, airplanes, and other things.  

Another thing is that some animals in Antarctica are in danger of extinction.  We 
should help preserve these animals.  Otherwise, our kids will not be able to see 
these in Antarc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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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 Cream and Poppins
Once there was a land called Candyland. There, 

you’ll never find salt. There is candy shaped like lettuce 
and even spaghetti. Everything there is sweet!

The place our story starts is in the town square. Five 
intelligent fairies lived there. Their names were Coco, 
Maria, Susan, Ocean, and Pearl. Every citizen there 
was a fairy. The mayor of Candyland said that there 
would be an “Ice Cream and Poppins” competition. 
The winner would get a trophy. Five people could be 
in a group. There were 15,000 fairies there, so there 
would be 3,000 groups! Every fairy was excited and 
waited for weeks.

▲Class 404 Melody

Of course, the five friends were in a group together, and they made a special 
recipe. They were making chocolate waffles with chocolate or maple syrup and 
a choice of strawberry, vanilla, chocolate, mocha, marshmallow, or yogurt on top! 
Their number one enemy, Sleuthn Sally Camaca, was making small delicious cakes. 
Pearl used scoops to put the ice cream flavors in separate jars, while Coco used 
her allowance money to buy ingredients for the waffles. Maria put a zillion scoops 
of sprinkles into a dresser for storing food. Susan and Ocean started working hard 
on making the chocolate waffles once Coco came back with the ingredients, and 
they decided to make some other flavors too.

It was time for the Ice Cream and Poppin’s competition. Colorful butterflies 
flew around and bird feathers fell from the sky. The contestants tied their glowing 
shoelaces. The contestants displayed their yummy food on stall tables. Cute 
napkins were provided for guests. They were used for the judges, who needed 
to wipe their mouths after eating. It seemed like a market. Everyone wore lovely 
scarves around their necks. Pearl organized the stuff neatly. The judges, Sherly 
Mactomac, Masala Manasa, Chana Camasca, Tolan Tonny, and Moe Loc Homes, 
navigated their way through the many stalls. They looked like tourists, and they 
thought all the stalls were fascinating. But they all realized that the five intelligent 
fairies’ dessert was just indescribably good. “Now, we should award the only 
unique winner----Team Pearl!” The five of them had won! It was the best day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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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hobbies
My hobby used to be playing video games. When 

I was 3 years old, my dad taught me the first video 
game, and it was a car racing game. Then, I became 
addicted to gun fighting games. That was how I 
relaxed myself after school at home. But every time, 
when I started to play, I just couldn`t stop it, I couldn’t 
even hear anyone talking to me because it was too 
exciting and so much fun.

What was worse, I always played them before doing 
my homework; in the end, my parents were so angry 
about my wasting too much time on them.

▲Class 501 R.J. Cheung

One day, my mom made a decision, she told me, “ RJ, if you can’t control the 
time of playing, no more video games from now on!!! You must find something 
different and better to spend your happy hours with your dad!”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die without video games in my life! But one week later, I 
couldn’t believe it, I was still alive!!! 

Now, my new hobby is to go cycling with my dad. During the weekends, we 
explore many places around Taipei City, such as Tam-Sui, Da-An Park, Treasure Hill 
Park, and Hua-Shan Park….etc. We also try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exotic snacks 
on the way to enjoy our boys’ happy hours together; just two of us, without my 
mom! 

Nowadays, I am not only alive, but also full of energy. Once in a while, I may still 
play some good video games with my family or friends.

After all, good video games can also teach us something useful. There ar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bout playing video game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need to be a “smart player”!!! We’d better choose good games and 
manage our time well. Do you agree wit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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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 of What Is Lurking 
inside My Room

One day I got very greedy and decided to eat. There 
was an Iced Cupcake with large M&M on top. I knew 
I wouldn’t be able to sleep after I ate the cupcake but 
I still ate it anyway. At night I tossed and turned. Then I 
heard a creak and I froze, but nothing happened. Then I 
heard two more loud creaks and the door opening, next 
a clacking of claws on the floor, then a scratching sound. 
Finally it got closer and closer and even closer. Then great 
claws sank into my flesh. The movement proceeded up 
to my chest. My heart started beating fast. My chest got 

▲ Class 502 Ashlyn

Cats have always been a sacred animal for the ancient Egyptians .They treated 
Cats like kings and queens they even mummified them like they did with their rulers. 
You could see with this that cats were very special in ancient Egypt .Cats were 
respected because they caught rats and ancient Egyptians didn’t like rats but in our 
home Butter caught cockroaches whenever he caught a cockroach. We would 
congratulate him happily and hug him and rub our cheeks against his but now that 
I think of it .Ewwwwww. His Claws were full of cockroach slime. I should’ve washed 
his paws first how disgusting he was. Also treated like a king it is not very hard to 
please him because he was adopted and used to life with other cats with food that 
didn't taste so good. He is also very used to use a litter box with other cats so he 
sometimes goes to our other cat Apples litter box and uses it. Instead of his own 
he also helps himself to Apple foods And Apple is a 20 year old granny cat who is 
usually very grumpy and she gets very angry at butter because of it .So now he 
helps himself to our food sometimes if I see a piece of meat disappear magically 
from my plate at dinner time. I know it is Butter that took it last time we even started 
a tug-of-war with a bag of potato chips. He pulled with his teeth and tugged back 
and ending up with a bag of exploded potato chips plus a very angry. My mom 
yelled at me although it was totally Butter’s fault you can probably hear her shrieking 
all the way in America.

tighter and tighter. I couldn't breathe!  I gathered up the rest of my courage and I let 
out a desperate scream of helplessness and the so-called monster jumped right off 
and cowered. I turned on the light. Wait a minute that furry body is no monster .It’s 
my cat B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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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onto the ground. We went to buy a new one but decided to get a smaller one 
this time. After we finished our ice cream, it was time for us to go back to school. 
On the bus, one thing scared me. Mrs. Li took my umbrella while I wasn’t looking. I 
heard the sound when it was pulled from my bag, but I couldn’t see it. I started to 
look for it. I was worried. One minute later, Mrs. Li gave it back to me. I was afraid 
that I had lost it. I think this trip was very fun because it was free. I hope I can have a 
fun trip next time!

told her about this. “Me too,” Coco said.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in common. 
We played many things that day. We played piano, practiced dancing, practiced 
singing, played with slime, and watched a movie. I ate dinner with Coco. Coco’s 
mom is Japanese, so the dinner was great! “I’m very happy to spend time with 
you,” I said. Coco said, “Me too!” The next morning around 9:00, her father told 
us it was time to wake up. We went to a boxing class. This is how I found out that 
Coco’s father is a boxing coach. Boxing is really fun. My mom came to take me 
home. We were sad to say goodbye, but it was a very happy day in my life.

The School Trip
Last week, I went to Danshui to play with my 

classmates. First, we played games and won many 
stuffed animals. Ingrid is good at this. When she won 
prizes, she shared them with us. We went to a shop, 
and Ingrid bought many strange things. We went 
to 7-eleven to eat lunch, and I saw a very big dog. 
Next, I bought some seafood to eat. All of the boys 
were playing shooting games at that time, but we 
decided not to. Instead, we decided to do some more 
shopping! We bought a big ice cream cone. The bad 
thing is that the strong wind caused the ice cream to 

Best Friends
I remember that day was a holiday. My mom told 

me that I could go to Coco’s house and stay for one 
day. I was very excited. In the afternoon, my dad drove 
me to Coco’s house. It took us ten minutes to get 
there. When I got out at Coco’s house, my dad said, “I 
see Coco! I see Coco!” Once inside, Coco and I played 
for a while. I remember Coco taking me to the highest 
place in her house, and we practiced our singing. No 
one else was there, “You sing very well,” said Coco. 
Coco is a great singer too! When I was in first grade, I 
didn’t know anyone, and Coco was my first friend. I

▲Class 503 Coco

▲Class 503 Sop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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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PORT

Next, we went to Portland, Oregon. When we arrived in Portland, it was 
nighttime, so we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tel and went to sleep. The next day 
we went to visit a famous bull statue that is very tall and beautiful. The sound the 
fountain makes is very good to listen to and there are many white bubbles.

The following week, we visited a mountain. It was covered in very soft fluffy 
snow. My dad told me to taste the snow, so I tasted it. I thought it was very cold, 
and it quickly melted on my tongue. I think snow is good to eat.

  On the last day of our trip, I went to see a gum wall. It had many different colors 
of old chewing gum stuck in it. I liked it there, but we had to go back to the airport.

I will go there again someday. I will do many things in Portland. I enjoyed being 
there very much. Next time I visit America, I would also like to go to New York City 
and Yosemite National Park.

I learned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from this movie. It is that everyone is valuable 
and worthy to be loved. Nobody is useless trash.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oys 
was really touching to me. It is an interesting story and I like it very much.

Experience of Going to America
When I arrived in America, my heart was pounding 

because I was so excited to be there. I was finally in 
Seattle, Washington. The next morning, I went to the 
first Starbucks located in Seattle. I saw many pictures 
and waited a long time in the line. After we got our 
coffee, my sister decided that she wanted to get a 
doughnut, so we went to a doughnut shop. I ate an 
M&Ms doughnut. It was very yummy! We walked 
down the street as we talked looking at many pictures 
that artists had drawn.

Toy Story 4
Last week teacher Zanne played the video of Toy 

Story 4 for us. The most impressive character for me 
is Forky.  In the beginning he believed that he is trash 
and that nobody loves him. Forky just wanted to climb 
in the trash can and didn’t want to play with the other 
toys. He met up with Woody, one of Bonnie’s oldest 
friends.  Woody couldn’t believe that Forky just wanted 
to be in the trash and that he thinks of himself as being 
trash. He explained to Forky that he is very important 
to Bonnie and that he must never leave her. 

▲Class 503 Doris

▲Class 504 N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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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race.  He was very sad, and he tried even harder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race.  

He was running so fast and everybody cheered him on. At last Steward won the 
second and third race and became the champion dog of Taiwan. His owners were 
very proud of him and he also won many prizes when he was crowned as the 
fastest dog in Taiwan.

didn’t read? I was very worried, but after 3 seconds somebody began to read. I 
thought it was someone from another group, but luckily it was someone from our 
group. Fortunately for us the judge didn’t seem to notice.

After returning home, my grandmother’s phone was ringing non-stop because 
of all the messages. It was all my friends and my teacher calling us to give us the 
good news that we received third place in the competition. I was so happy! It was a 
happy day and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for me.

The Fastest Dog in Taiwan
Once upon a t ime, there was a dog named 

Steward.  His family was very proud of him because he 
could run very fast.  He was the fastest dog in Taipei.

One day his family challenged the fastest dog 
in Taiwan and organized a race for Steward to run 
against the fastest dog in Taiwan. When Steward saw 
the fastest dog, he became very scared because the 
dog was very big, bigger than a tig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ace, Steward ran very fast, but the big dog was 
faster.  The competition had 3 races.  Steward lost the 

The Reader’s Theatre Competition
My classmates Luke, Minnie, and I went to take 

part in the Taipei City Reader’s Theatre competition 
in September. The story we read was the rewrite of 
the famous story, Cinderella.  When we arrived at the 
venue, we were nervous wrecks. My teacher told us 
that we would be the ninth group to perform.

I watched the board, and when it showed 9, my 
heart nearly leaped out. I took a deep breath and 
began to read. When Luke finished his sentence we 
stopped, but Oh dear! Somebody didn’t read!  Who 

▲Class 504 Adrian

▲Class 504 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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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I experenced the beautiful and amazing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My mother helped me make an appointment to take a helicopter tour of the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I was a little nervous when I first stepped onto the 
helicopter. We waited for all the people to get on the helicopter, then the captain 
started the engine and got ready to take off. The violent shaking at the beginning 
made me feel a little dizzy. My aunt sitting next door was very nervous and took 
my hand. When the helicopter flew to the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I saw the 
Rock of the Grand Canyon appear orange and huge. This landscape seems to be 
a natural geography classroom. The guide told me that the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is about 277 miles long and 1 inch deep. The main cause of this formation is 
the terrain cut by the Colorado River. And after 300 million years of spontaneous 
change When the sun shines on the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giving the canyon 
rocks a different color. I am thankful to be able to experience the greatness of the 
world.

I hope I can come back to this place in the future.

Unforget tab le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The day was the last day of tra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 arrived at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I just felt that is a big world. The tour guide first took us 
to visit the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I unexpectedly 
discovered a cute squirrel which moved quickly and 
was not afraid of people. I quietly followed the squirrel 
and suddenly walked to the edge of the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When I watched the end of the extensive 

▲ Class 601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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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Field Trip to Leofoo Village
On the day of the field trip, I got up at 6:10. I was 

excited because I would like to go to Leofoo Village 
with my classmates. Before we set off, I talked with my 
classmates about which rides we should play at first. 
When we got there, we couldn’t wait to play. However, 
we had to take 10 pictures first because our teacher 
wants to keep for our memories of Elementary School.

After that, we decided to play Pirate Ship first. When 
taking the rides, I felt my heart almost jumped out of 
my chest. Then, we went to Arabian Kingdom, but the 
rides over there were under construction. Therefore, 
we went to the area of South Pacific. We played on 
many rides in this area, they were all fun. 

After lunch, we headed to African Safari and Wild 
West areas where we also had fun playing on rides 
and watching wild animals. At about two o’clock, we 
met up with the rest of the class in a square in the 
theme park and we went back to school. It was a tiring 
but fun day. I really enjoy it.

▲Class 602 Shane

Amusement Park
We get into the bumper cars.

I sit in a cool red car.

My friend and I bump over there.

We’re having fun in this hour.

I sit on a roller coaster.

I’m not sure if I should do this, ever.

I scream and shout really loud,

as I faint in the clouds.

▲Class 603 Ash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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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Don’t Eat Me
Hello everyone. I’m Sophia. 

Today I’m a little mouse and I just met a big hungry 
cat – Mr. Greg!

“Hey, big guy, it’s you again!”

I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met a year ago.  Time 
flies so fast.  How have you been recently?  Is your wife 
alright? I guess your wife must cook a lot of delicious 
food for you every day! From your body shape, you 
are fatter than before! 

Look at me! I am fatter than before too! I don’t like 
that you have a wife who can cook so well, because I 
have a mouth that loves to eat. 

▲Class 603 Sophia

The school health report said that I was overweight last month. So I’m worried 
about how to lose weight now. I still remember how slim and nimble I was, and how 
easily I escaped from your paws last year. But now, ugh – I’m too fat to escape from 
you anymore.

Hey, my dear friend, I suddenly had a good idea. For modern people, there is 
nothing more important than health. Do you agree? So we can be partners at losing 
weight!  We can plan together and exercise together. Then losing weight will be 
more interesting and more efficient. 

Firstly, we need to vegetarians from now on! We all eat too much red meat. 
Eating too much meat is not only bad for health, but it also causes global warming.

Doctors say that eating a lot of fresh vegetables and fruits is good for your health 
and reduces the risk of cancer.

Exercise is also important! If we want to lose weight, doing regular exercise is 
necessary. We can meet here every day. You can try to catch me, and I will try to 
escape from your chasing. We will run and run every day, then both of us will have 
enough exercise. 

Your skill at catching will improve and my skill at evading and escaping will 
improve. What a great idea that is. 

What do you think my dear friend? Will I see you here tomorrow at the same 
time? Don’t be late.   (Ha Ha – I’ll never be back you silly cat!) 

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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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usement Park
Roller Coaster

The roller coaster is so old,

and it’s a never ending road.

Up and down, it goes.

How long before it’s over, I need to know.

Haunted House

As I entered this decrepit house,

I was immediately greeted by a giant mouse.

None of this scared me.

I think I want back my money!

▲Class 603 Shine

Amusement Park
We went to the amusement park last Wednesday.

We were all excited to get to play.

I rode on the roller coaster. 

I was as happy as bread in a toaster.

We went into the haunted house.         

I tried to be as quiet as a mouse.

We kept going on our way. 

But I saw a ghost and couldn’t stay.

We rode on the merry-go-round.

We were moving round and round. 

It was a happy day.

We will visit again another day. 

▲Class 604 Ja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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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foo Village
The teachers say

We are going to play

Now we are on the way

This is going to be a great day

Today there is lots of sun      

And I know the roller coaster will be lots of fun

It will loop and turn, and I will scream

When it’s over, it will be time for ice-cream

We will play on the merry-go-round

While the boys are running all-round 

The merry-go-round is very slow

And last we will see the Halloween show

A Bad Experience
Last month, my mom and I visited a Chinese 

restaurant. Everything went wrong that day. My mom 
ordered some noodles, pizza, soup and some drinks. 

First, the waiter brought us the pizza. But it wasn’t 
the pizza we ordered, so we sent it back. It was going 
to take them another 30 minutes to make another 
one. 

Second, the waiter brought us the noodles. The 
noodles were cold. We asked the waiter to change 
them.  

Then the waiter brought us the soup. As he was 
putting the soup on the table, he accidentally spilt 
some soup on my mom’s beautiful skirt. She was so 
angry that we just went home without paying any 
money.

▲Class 604 Melody

▲Class 604 Jas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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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dventure Story: 

“Neptune’s Kingdom”
Everyone knows that Neptune is the god of the 

seven seas. But does he really exist? Well, I can tell 
you, he does. Let’s start from the beginning. 

 Archeologists had found an ancient scroll in the 
ruins of a great temple, which was dedicated to 
Neptune. On the scroll, it said, “There lies the great 
city Atlantis, once great and glorious in its time, now in 
ashes deep under the sea. To those who find the city, 
great treasures and riches are to be found.”  Would 
you want to find those treasures? Well, I did too.

▲Class 604 Tommy

 I quickly put together an expedition team, made up of myself and some brave 
volunteers. We jumped onto a motor yacht, and set sail to find Atlantis. But little did 
I know what would lie ahead… 

I put on my wet suit and my flippers, then checked my oxygen tank. After putting 
on my SCUBA gear, I jumped into the icy water. First, I saw some fish and coral.  
Nothing.  Our hopes were down and we were exhausted. We were about to turn 
back when we saw a shipwreck. And beyond the shipwreck … Atlantis.   

It was as if fate told Neptune we were coming. There was a welcoming 
ceremony, and we were led into the palace of Neptune. The palace was large and 
comfortable, fit for the gods. Outside Atlantis glimmered in shimmering light, and 
people wandered around happily. They could all breathe underwater. Neptune 
threw a feast for us, with all kinds of delicious seafood, such as roasted lobsters, 
and grilled fish of every kind. One of my crew was greedy and tried to steal some 
jewelry from one of the mermaids. The mermaid cried out and guards quickly 
caught him. Neptune banished him from Atlantis forever, returning him to land with 
no memories. 

For rest of the expedition, we were treated well, and we were all given gifts; gifts 
were more valuable than we could ever dream of. After returning home, I kept a 
small treasure box, given to me by Neptune himself. It was full of diamonds, but I 
can see it only when I open it. For all others it appears empty. It is my reminder of 
my time spent in Atlantis. 

Years passed, and I tried to go back to Atlantis again, but it was nowhere to be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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