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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耘翰】 

   今天是運動會的日子，我既開心又興奮。到

了學校，我看到舞團在跳舞，又聽到輕快的音

樂，心情也跟著跳舞。我慢慢的走進教室，等

待表演的開始。 

  鐘聲一響，老師帶我們到

排球場準備繞場，可是天空

正飄著小雨，很快的繞完

場，我們回到教室準備雨天

的備案---闖關遊戲。       陰雨天中準備繞場陰雨天中準備繞場陰雨天中準備繞場陰雨天中準備繞場    

   我先去一年二班，接著二年八班、一年三

班…等，我覺得最好玩的是一年三班的「頂上

功夫」，把一本書放在頭上走路，不讓書掉下，

並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很快的闖完了關，我回到教室，領了學校

為大家訂的餐點，我帶著微笑心滿意足跟媽媽

回家！    

【張家瑜】 

   今天有我期待已久的運動會。我一大早就

起床了，並穿上運動服，等著爸爸帶我去學

校，但是出門時卻下著毛毛雨，讓我有一點擔

心。還好老師講過，如果下雨的話，就改成闖

關遊戲，所以我還是高高興興的去上學了。 

 到了班上，我看見好多爸爸、媽媽也來了，

好熱鬧！老師先讓我們玩買東西的遊戲，爸爸

自告奮勇要當老闆，爸爸在賣東西時還一邊大

喊：「快來買喔！」讓我忍不住笑了出來！ 



                                      

 接下來我們去闖關，最喜歡的是套圈圈和

吹乒乓球的遊戲。套圈圈好簡單喔！我一下就

過關了；吹乒乓球時，有的小朋友很用力的

吹，可是還是吹不上去，那個樣子真好笑！ 

   今天雖然沒有賽跑，但我覺得闖關遊戲更

好玩。爸爸和我都玩得好開心，今天真是快樂

又難忘的一天。 

【凌敬恒】 

    今天是學校一年ㄧ度運動會的日子。一大

早，我沒有賴床，往窗外看，下著毛毛細雨，

心情有一點差，因為就不能跑步了。 

   爸爸帶我去學校，教室裏有許多家長也來

參加。我們全班一起去操場

進行開幕典禮，接著進行闖

關遊戲。到二年六班闖關，

必須兩人一組，我找怡霈跟

我同組，扮演大象互相餵對

方吃花生，同心協力就過關

了。                 

                    闖關遊戲闖關遊戲闖關遊戲闖關遊戲~~~~~~~~大象吃花生大象吃花生大象吃花生大象吃花生 

因為忙著闖關，沒有看到我最喜歡的國術表

演，感覺很失望，希望以後能有機會學國術，

一起參加表演。 

【許青純】 

    十一月十日(六)學校舉行一年ㄧ度的運動

會，本來有表演、賽跑和趣味競賽，因為下雨，

所以只有繞場，其他的改成闖關遊戲。 

我和張家瑜一起闖關。我們一直跑來跑去，

從二年二班「小鹿喝水」開始玩，我覺得二年

五班「老鼠鑽洞」最簡單，因為只要鑽兩次呼

拉圈，再鑽一次箱子就過關了，而一年八班「中

國式起床」比較難，因為要把兩個人的手勾起 



                                      

來坐在地上，再站起來，要兩個人配合才能成

功。我們一共闖了十六關，全部都闖過了，我

覺得每一關都很好玩。 

回到教室以後，老師發麵包和飲料給我們，

我覺得很好吃！欣芳媽媽還送我們棉花糖吃

呢！中午媽媽接我回家時，學校大門口旁邊還

有一些攤位，可以玩遊戲。我和妹妹完了很多

項，也領了很多小禮物和糖果，真是好玩的一

天！ 

【段彥安】 

      今天雖然下著毛毛細雨，但是我們還是表

演國術。我表演了螳螂拳、白猿偷陶刀、蟠龍

棍。我最緊張的是蟠龍棍，因為我沒有背熟，

可是我把棍子用力的打下去，結果水花噴上

來，感覺好像在外面洗澡一樣。輪到別人的時

候，我也很認真的看那些大哥哥大姐姐，我覺

得他們打得虎虎生風，就像神氣的獅子。 

 接著進行闖關遊戲，我發現走廊上有很多

大人陪小孩一起去闖關。人來來往往的感覺好

熱鬧，好像在市場裡逛街。我看到二年ㄧ班排

得很長，好像一條長長的龍。其中有一關是要

跳起來拍鈴鐺一下，我很厲害，我用力的拍鈴

鐺，繩子把電燈繞了一圈掉到投影機上，我覺

得自己很像一個彈跳超人！ 

 雖然下雨，今天還是玩得很開心。 

    

                                                                                                                

                                                                                                                        

                                                                            

                                                    商店買賣實況商店買賣實況商店買賣實況商店買賣實況        家家家家長長長長熱烈參與熱烈參與熱烈參與熱烈參與    



                                      

創意姓名詩畫創意姓名詩畫創意姓名詩畫創意姓名詩畫            猜猜是誰猜猜是誰猜猜是誰猜猜是誰的名字的名字的名字的名字？？？？    

我的畫裡有我的畫裡有我的畫裡有我的畫裡有：：：：    

會隱形的蛇會隱形的蛇會隱形的蛇會隱形的蛇    

ㄧㄧㄧㄧ隻可以把人吃掉的石斑魚隻可以把人吃掉的石斑魚隻可以把人吃掉的石斑魚隻可以把人吃掉的石斑魚    

每天會走到別人家的電視每天會走到別人家的電視每天會走到別人家的電視每天會走到別人家的電視        

還有怎麼灌還有怎麼灌還有怎麼灌還有怎麼灌    都灌不滿的都灌不滿的都灌不滿的都灌不滿的    輪輪輪輪    胎胎胎胎    

                                                                        我的畫裡有我的畫裡有我的畫裡有我的畫裡有：：：：                    

                                    在水上會在水上會在水上會在水上會彈彈彈彈跳的炸彈跳的炸彈跳的炸彈跳的炸彈    

                                                            從火星到海上探險的外星人從火星到海上探險的外星人從火星到海上探險的外星人從火星到海上探險的外星人    

                                                            飛在天上的指南針飛在天上的指南針飛在天上的指南針飛在天上的指南針    

                                                            還有還有還有還有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眼睛會動的眼睛會動的眼睛會動的眼睛會動的    骷骷骷骷    顱顱顱顱    頭頭頭頭    旗子旗子旗子旗子    

我的畫裡有我的畫裡有我的畫裡有我的畫裡有：：：：    

在雨天會自己飛走的花傘在雨天會自己飛走的花傘在雨天會自己飛走的花傘在雨天會自己飛走的花傘        

在太陽下吃起辣椒的蟒蛇在太陽下吃起辣椒的蟒蛇在太陽下吃起辣椒的蟒蛇在太陽下吃起辣椒的蟒蛇    

在市場裡會爬動的紅蘿蔔在市場裡會爬動的紅蘿蔔在市場裡會爬動的紅蘿蔔在市場裡會爬動的紅蘿蔔        

還有還有還有還有        

ㄧㄧㄧㄧ直都點不亮的直都點不亮的直都點不亮的直都點不亮的    生生生生    氣氣氣氣    蠟蠟蠟蠟    燭燭燭燭        

                                                                            我的畫裡有我的畫裡有我的畫裡有我的畫裡有：：：： 

                                                                            永遠寫不斷的鉛筆永遠寫不斷的鉛筆永遠寫不斷的鉛筆永遠寫不斷的鉛筆 

                                                                            喜歡衝浪的馬陸喜歡衝浪的馬陸喜歡衝浪的馬陸喜歡衝浪的馬陸    

                                                                            撐得住大象的椰子樹撐得住大象的椰子樹撐得住大象的椰子樹撐得住大象的椰子樹 

                                                                            還有還有還有還有            

                                                                            威力無比的威力無比的威力無比的威力無比的    大大大大    蟒蟒蟒蟒    蛇蛇蛇蛇    



                                      

十月三日十月三日十月三日十月三日((((三三三三))))~~~~~~~~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全班去看戲全班去看戲全班去看戲全班去看戲    

【陳威守】 

    今天我們要去國光劇校看戲。走路上學的

時候，天空看起來很涼爽，我的心情是既期待

又興奮。期待是因為我從來沒看過劇；興奮是

因為我們全班要一起去看戲，以前只和家人去

看戲。 

    我們一出發就走得很快， 

因為很怕來不及看到戲。到的 

時候，時間剛剛好，要不然就 

看不到兩部好戲。兩位主持人 

站在台上，跟我們說明這兩部戲，一部是：《三

叉口》，另外一部是《盜仙草》。我比較喜歡

「三叉口」，他們的功夫很強。我覺得最恐怖

的地方是武丑差點用刀砍到我，因為我坐的位

置離舞台很近。最好笑的是武生跟武丑拿刀一

直砍來砍去，可是沒有一次成功。 

    我覺得三叉口裡面的武丑演得最好，他的

表情很有趣，動作很靈活，武功很高強。  

 

【施智仁】 

    今天我們去國光劇校看戲。天氣陰陰涼

涼，很舒適；我的心情緊張又興奮，興奮是因

為第一次去國光劇校看戲，緊張是因為要走好

長的路。 

    我們到了劇場，主持人先放一段影片來介

紹京劇。接著表演摸黑，是描述兩個人在黑暗

中打鬥的情形。有一齣戲是《盜仙草》，內容

敘述ㄧ個人為了救治生病的朋友，到天上偷仙

草的經過。 

    這是我第一次看京戲，有些雖然我看不

懂，但是表演者的服裝鮮豔、臉部的表情很

多、動作誇張、樂聲嘹亮、舞台效果突出，深 



                                      

 

深的吸引我們。京劇是我們的國粹，希望長大

以後可以了解得更多。 

【李銄】 

    今天我們到國光劇校看戲。看戲之前我們

走了ㄧ大段路，不會累，很開心。到了劇校時，

我看見其他國小的小朋友，我也很快樂，因為

可以和別的國小的小朋友一起看戲。 

    不久，出現了二位主持人，是ㄧ位男生和

一位女生，看到他們我很興奮，因為戲馬上就

要開演了。不久，先出現武淨用手鍊銬著一位

男人，後面跟著一位拿著棍子的奇怪男人，然

後主持人問武淨：「你是好人還是壞人？」武

淨說他是好人。主持人又問：「那為什麼要用

手鍊銬住他？」武淨說：因為他以前也銬住我

的手，把我帶進ㄧ家黑色旅館，半夜要用一支

匕首殺了我，是我的朋友武生救我的。 

    接著我看見武生原來是白白的臉、穿著功

夫衣服的帥氣男人，他ㄧ看到武丑就和他在黑

暗中打架，打得非常精采， 

    後來出現武功高強的白娘娘耍毛，然後又

看見很多天兵天將都出來了，天兵天將和白娘

娘一起耍毛。 

    說再見的時間到了，我們拖著沉重的腳步

回到學校，回想今天，真是快樂的一天。  

【周書瑜】 

    今天是十月三日星期三，我們去國光劇校

看戲。一起床，看見是晴天，好

開心。我的心情期待又興奮，期

待是因為我從來沒有去那裡看

戲，興奮是因為我們要全班去看

戲。我們全班都穿上班服，看起

來很有精神。 



                                         

 一路上，我們走得很快，因為怕趕不及。還

好，等我們到了才開始演，我們看了兩部戲，

一部是《三叉口》、一部《是盜仙草》。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三叉口》，裡面有武生、武丑、

武淨，戲裡他們兩個打起來了，武生贏了，因

為他武功比較強。 

    我覺得白娘娘很厲害，因為她可以用腳把

棍子踢回去，我好想跟她一樣。我覺得這兩部

戲都很好看，我希望可以再看一次。 

【林玥婷】 

    今天是十月三日星期三，天氣陰涼，我很

開心又緊張，因為我一直都很想看戲，而且竟

然都沒有人忘記穿班服，老師開心，我也很開

心。 

    走了一大段路，終於抵達目的地，他們演

了兩部戲，一部是《三叉口》，另一部是《盜

仙草》。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盜仙草》。這部

戲裡有白娘娘、鶴童、鹿童、天兵，白娘娘是

裡面最厲害的人，因為每當有人把棍子丟過

來，她就把它踢回去，而且還從有一點高的台

子上下腰到地上，大家都看得傻眼了。 

    我長大以後，也想和白娘娘一樣厲害。 
  

                    

            

    

    

                                                    《《《《盜仙草盜仙草盜仙草盜仙草》》》》    白娘娘武功高白娘娘武功高白娘娘武功高白娘娘武功高    



                                      

繪 本 閱 讀 摘 記    ** ** ** ** 綠笛綠笛綠笛綠笛    牠不喜歡長大牠不喜歡長大牠不喜歡長大牠不喜歡長大,,,,那你呢那你呢那你呢那你呢???? 

喜歡喜歡喜歡喜歡長長長長大大大大  

因為未來還有很多快樂的事情在等著我，現在
我還有需要改進的地方。【李  銄】 

因為不長大就不能養 100 隻鍬形蟲，也不能到
世界各地玩，這樣太可惜了。【子皓】 

因為長大就可以當爸爸，但我必須賺很多錢，
才能當爸爸，這樣才會很完美。【耘翰】 

長大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認識很多字、可以
認識很多朋友，也可以跟女朋友聊天。【趙  
麟】 

 因為可以變得有智慧，也會變得很會寫字，
寫得快又漂亮，可以幫助別人，又會做好事。
【孟萱】 

不喜歡不喜歡不喜歡不喜歡長長長長大大大大 

 因為不行在家跟弟弟玩，還有看電視了，而
且還要寫好多的功課，不行跟媽媽去市場了。
【家瑜】 

 因為長大就會慢慢變老，慢慢變老，直到過
世。所以我想要永遠不長大，一直讀小學。【威
守】 

因為老師會越來越嚴格，而且功課也會越來越
困難，所以我才不喜歡。【奕心】 

因為我要跟老師玩，而且我也不想跟老師分
開。【怡霈】 

因為長大的話，表哥都會說沒那麼活潑可愛。
【玥婷】 



                                      

二年二班藝文天地二年二班藝文天地二年二班藝文天地二年二班藝文天地            陳淑卿老師指導陳淑卿老師指導陳淑卿老師指導陳淑卿老師指導    

            力行校樹力行校樹力行校樹力行校樹        

                                                    白千層白千層白千層白千層 

文：筱淯、侑震、凱翔、薇安、威霖、士德 

圖：凱翔、維麟、威霖    

你的皮膚白白嫩嫩的， 

摸起來好軟好舒服。 

我們常常忍不住， 

想拔下你的皮， 

真是對不起。                

                   

                             

                                  

                                                蓮霧樹蓮霧樹蓮霧樹蓮霧樹  

文：維麟、戈瑋、紘維、景淳、芝婷 

圖：湘妍、凱翔、筱淯 

蓮霧樹！ 

你是個大巨人， 

我們喜歡坐在你身旁， 

也喜歡爬在你身上。 

遠遠的看你像一把大傘，         

真好看！                    

風一吹來， 

你就像在跟我招手，  

你喜歡我，對吧？ 

我們也很喜歡你。                   

                           

                                              



                                      

                                                青楓青楓青楓青楓        

    文文文文：湘妍、姿璇、李昕、瑋恩、茹棻 

    圖圖圖圖：：：：煒翔、玟曄、金源、維麟、雋凱 

 

楓樹啊！                          

你是一棵苗條樹，     

細細的樹幹真好看！ 

楓樹啊！   

你的葉子真美麗，    

夏天綠綠的，       

秋冬就變紅。                                         

楓樹啊！ 

你是一棵愛心樹， 

用你的葉子做成卡片和書籤， 

寄給我的好朋友。                  

                                            

                                            黃椰子黃椰子黃椰子黃椰子    

文：雋凱、金源、家名、煒翔、煜翔 

圖：姿琁、凱翔、若聞、維麟 

啊！我的葉子是那麼美麗，          

像漂亮羽毛。 

啊！我的樹幹是那麼特別， 

又滑又硬， 

而且一節一節的。 

啊！我的身材怎麼這麼好， 

又高又細， 

好苗條！ 

 



                                      

                                        樟樹樟樹樟樹樟樹      

文：若聞、柏安、玟曄、文碩、珮姞 

圖：李昕、煒翔、珮姞、雋凱 

我的身體有特別的味道， 

所以能做防蚊油， 

你說香香，他說臭臭， 

不管香或臭， 

能幫大家把蚊蟲都嚇跑， 

所以你會喜歡我。 

我的葉子像眼睛， 

我的樹皮很特別， 

你能輕易認出我。 

    

                                        麵包樹麵包樹麵包樹麵包樹        

文：宇涵、旭景、雨辰、伃晴、怡春 

圖：李昕、煒翔、筱淯、維麟 

麵包樹！麵包樹！ 

你的葉子好大啊！ 

可以做成扇子和面具。 

你的果子好香啊！ 

有麵包的香味。 

麵包樹！麵包樹！ 

我們喜歡你。 

           

 

 



                                      

 小小美術家 

                        

 

 

  

 

 

 

 

    小丑   芝婷        白鵝戲水  旭景 

              

 

                       

 

 

 

 

 

     秋   家名          海釣   戈瑋 

                        

 

 

 

 

 

 

 

 

 

 

                         綿羊  士德 

 

    蛇   煒翔 



                                      

我 們 的 樹 

放在教室裡的樹， 

佔據了我們的活動空間， 

而且只有二年二班看得到。 

今年來棵不一樣的樹吧！ 

到校園尋找我們的樹，  

掛上祝福小語！ 

繫上許願卡！ 

加上裝飾物！ 

看！ 

『他』變美麗了！ 

大家一起來欣賞！ 

一起來感受過節的氣氛！ 

 

 

 

 

 

 

 

 

 

 

 

 

 

 

 

 

 



                                      

食在健康食在健康食在健康食在健康從小開始從小開始從小開始從小開始    

11111111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金源媽媽來告訴二年級小朋友怎樣才日金源媽媽來告訴二年級小朋友怎樣才日金源媽媽來告訴二年級小朋友怎樣才日金源媽媽來告訴二年級小朋友怎樣才

會健康會健康會健康會健康，，，，小朋友的收穫多多哦小朋友的收穫多多哦小朋友的收穫多多哦小朋友的收穫多多哦！！！！    

煒翔說：金源媽媽告訴我們,如果不喝水的話就

會變笨,如果生氣的話細胞就會死,如果

睡前喝牛奶,晚上就會睡得像豬ㄧ樣 ,很

健康。 

紘維說：我知道吃飯至少咬 30下；睡覺睡得像

豬ㄧ樣最好；生氣會讓細胞變形,到最後

細胞會變癌細胞,吃掉自己的細胞。 

威霖說：要多喝水不然細胞會死掉.餅乾和糖果 

     要少吃。 

柏安說：不能吃太多的雞塊，要多吃青菜才會 

     變高。不喝水會變笨,所以要多喝水。 

維麟說：不可以生氣, 否則細胞會死掉。不喝

水會變笨。睡覺要睡得像豬ㄧ樣是好的。

不行吃垃圾食物。不行不吃早餐就去上

學。吃一口飯菜至少要嚼 30下。吃太多

甜食的話會把身體的營養消除。 

煜翔說：我知道不喝水會變笨；吃零食會影響

正餐和造成營養不足,也會長不高,會變

胖；睡覺要睡得像豬ㄧ樣才會健康。 

戈瑋說：吃太多的零食和喝太多飲料,會得很多

的病；要多喝水,才不會變笨,也不要生氣,

生氣的話會讓你的細胞"扭曲變形",還會

讓你的好細胞變成"癌細胞",所以以後要

保養身體, 不要讓身體變壞。 

家名說：我學到要多喝水,不喝水會變笨,不可

以每次都吃垃圾食物,不能每天喝飲料,我

要照上面去做。 

金源說：我學到不能天天喝汽水,因為這樣會變

笨,睡覺要睡得像豬ㄧ樣, ,我記得媽媽說,

這樣才不會太高或太瘦,才健康。 



                                      

凱翔說：我學到了不喝水會變笨,所以我們要多

喝水.要吃健康的食物才會健康,吃太多垃

圾食物不會健康而且又會肥胖. 

李昕說：我學到了不喝水會變笨, 而且睡覺要

睡得像豬ㄧ樣。 

雋凱說：金源媽媽告訴我不喝水會變笨,零食不

能吃太多,不能常常喝飲料,要常喝開水。 

文碩說：「我學會了甜食不要吃太多,要常常運

動才會健康,不能喝太多汽水,不然身體會

酸酸的,蚊子愛叮你。」 

旭景說：我學到不喝水會變笨,還有不睡覺會沒

有精神,要常常運動,不要吃垃圾食物. 

瑋恩說：不要晚睡. 睡覺要睡得像豬ㄧ樣.不要

吃甜食,也不要把食物剩下來. 

景淳說：我學到睡覺要睡得像豬ㄧ樣,不能吃太

多零食,因為對身體不好,要保持飲食均衡,

身體才會健康。 

侑震說：我學到不要生氣,因為生氣細胞就會變

歪。金源媽媽還說,如果我不要變胖,吃飯

就要咬 30下. 

雨辰說：我以後要多喝水, 不然會變笨,我不要

吃太多零食,不然會生病.我決定要多喝水,

不要生病,我是個健康寶寶。 

若聞說：常常生氣會死細胞。不喝水會變笨。

細胞需要氧氣和養分。不要喝碳酸飲料,

不然以後要洗腎。六大類食物要均衡吃。 

伃晴說：我覺得不要吃太油、太甜,這樣對身體

不好。不喝水會變笨。吃太多會變胖。吃

太油對身體不好。 

玟曄說：不要吃太多垃圾食物,這樣子會變胖,

心臟病,痛風就來找你。睡覺要睡得像豬

ㄧ樣,不然會睡不飽,會很累。要多吃青 



                                      

     菜、水果。我覺得我是健康小寶寶。 

湘妍說：我學到細胞裡面最重要的是養分跟氧

氣。不喝水會變笨。吃飯至少要咬 30下。

睡覺要跟豬ㄧ樣,而且睡前半小時喝一杯

牛奶,就不會一直做夢。 

姿璇說：不喝水會變笨。如果生氣,身體細胞會

扭曲。不吃早餐,上課會沒有精神。 

怡春說：我學到吃太多餅乾,糖果對身體不好,

也會變胖。我也學會了睡覺要睡得像豬ㄧ

樣最好。 

芝婷說：金源媽媽讓我們學到了「少吃糖,多吃

營養的食物,還有飲料少喝,要多喝水。」 

筱淯說：我學到了不喝水會變笨,零食吃多會變

胖,飲料喝多也會對我們身體不好,所以我

們不要吃太多零食,少喝飲料,而且要多喝

白開水,這樣我們才是一個健康寶寶。 

薇安說：我學到不能吃太多油炸的食物,也不能

吃太多甜的食物.最後我決定在我還小,身

體還好的時候,偶爾吃ㄧ次麥當勞就好。 

珮姞說：我學到不喝水會變笨,如果沒有吃早餐,

會沒精神,我我以後要早一點起床,一定要

吃早餐。 

茹棻說：吃垃圾食物就會變胖。 

宇涵說：要飲食均衡,身體才會健康。還要多運

動.不能吃太多麥當勞的東西和炸的食

物。常生氣,細胞會彎曲。我們聽完演講,

要自己保護自己。 

                   

                       

 

 

 

看！金源媽媽(陳虹閒女士)賣力的教導孩子 



 

                                      

 

 

 

                      

 

感謝金源媽媽！讓我們知道飲食對身體的影響。 

 

感謝金源媽媽！ 

讓孩子知道，爸媽為什麼？？？ 

不讓我吃零食！ 

不讓我喝甜的飲料！ 

不讓我吃太多炸雞、薯條、洋芋片！ 

感謝金源媽媽！ 

讓孩子知道，爸媽為什麼？？？ 

要我多喝白開水！ 

要我多吃青菜和水果！ 

要我多多運動！ 

 

                                         

 

 

 

 

 

 



                                      

美麗的花美麗的花美麗的花美麗的花    二年三班游二年三班游二年三班游二年三班游子子子子頤頤頤頤        

                                                                                李麗玉老師指導李麗玉老師指導李麗玉老師指導李麗玉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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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四班藝文天地二年四班藝文天地二年四班藝文天地二年四班藝文天地            黃黃黃黃子子子子慧慧慧慧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    

        運動會      黃鵬溱 

   今天是令人開心又期待的日子，因為學校

有運動會。 

   一開始，老師先陪我們玩大風吹，然後再

去操場參加繞場活動。我和林晏華、鄭群瀚還

有朱映凱同一排，走著走著我看到司令台上美

麗的校長和許多來賓，好熱鬧哦！   

   最精采的活動是闖關遊戲。我們玩了單腳

站立、小鹿喝水和老鼠鑽洞，這些遊戲都很好

玩。 

  回到教室以後老師發下餐盒和小禮物，我們

就快樂的回家了 

  我覺得這次運動會真是有趣讓我非常難忘。 

 

 

 

 

 

 

 

 

           有趣的闖關活動動 

 

 



                                      

好朋友 

                             

 

 

 

 

 

 

  

 

    吳欣恩      李御嘉      汪嘉琪 

              

 

 

 

 

 

 

 

 

    林家程      陶子瑜       游智宇 

 

                           

 

 

 

 

 

 

 

     

    張騫         楊善茵      詹博惟 

 



                                      

故事繪本        

                            

 

 

 

 

    

       

    高于晴                高振益 

 

 

 

 

 

 

 

      高詩媛              高瑞妤 

 

 

 

 

 

 

 

   石美君                 黃鵬溱 

暑假生活 

 

 

 

                   

 

 

        張騫              鄭群瀚 



                                      

搖擺鳥 

 

 

 

 

 

 

 

     朱映愷               吳筱晴 

 

 

 

 

 

 

 

     楊善茵               石美君 

線條畫 

 

 

 

 

 

 

 

 

 

 

 

 

 

 

 



                                      

                    

 

 

 

 

 

 

 

我是…… 

 

 

 

 

 

 

 

 

 

 

            

      林晏華 

 

 

 

 

 

 

 

 

 

 

                       

                       黃政齊 



                                      

    二年五班藝文天地二年五班藝文天地二年五班藝文天地二年五班藝文天地            黃玉琳老師指導黃玉琳老師指導黃玉琳老師指導黃玉琳老師指導    

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                            方欣筠方欣筠方欣筠方欣筠    

   自從老師說要舉行運動會開始，我就很興

奮。為了讓運動會進行順利，所以大家努力練

習。 

   運動會的前一晚，我一直祈禱明天不要下

雨。第二天早上起床聽到下雨聲，我覺得很失

望，但是，我還是很期待的去學校，當天我們

只有去繞場，因為場地濕濕的，所以不能舉行

賽跑和趣味競賽。 

  雖然如此，我還是覺得

今年的運動會很好玩，因

為可以闖關遊戲，我在勤

學樓跑上跑下，腿都快斷

了！但是我很興奮，因為

我每一關都通過了。 

大家一起去看戲大家一起去看戲大家一起去看戲大家一起去看戲                    陳品絜陳品絜陳品絜陳品絜    

 我們全班在九十六年十月三日星期三的八

點四十分出發到國光劇校去看戲，我的心情既

期待又開心。 

 第一場的表演是「三岔口」，內容是有個人

開了一家黑店，有個武功高強的人，到他的店

住，於是故事就漸漸展開了。第二場表演的是

「盜仙草」，內容事白娘娘的先生生病了，所

以白娘娘要尋找仙草治病，可是卻受到鶴童的

阻擋的經過。 

 我很欣賞他們練出來的武功，因為要練這些

武功需要要很多耐心、自信心，所以我很欣賞。 



                                      

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                        吳昱辰吳昱辰吳昱辰吳昱辰    

  十二月七日是我們校外教學的日子，全班

都去。我被分到第一組，能和敬庭同一組我很

高興，我爸爸也參加這次的校外教學喔！出發

前老師告訴我們，不可以大聲喧嘩、要聽愛心

家長的話。 

  到了美術館，我們先在公園裡玩一下，然

後進去參觀，我最喜歡一樓展示的日本公仔，

和真人一樣。接著去士林官邸看菊花展，有很

多造型，花花草草很漂亮，我們在士林官邸吃

點心，大家都很快樂。 

    最後，我們到郭元益糕餅店，中午就在那

裡吃午餐，那裡的飯很好吃，簡直像五星級飯

店一樣，吃飽之後，先看製作餅乾的影片接著

做餅乾、玩遊戲和拋繡球。 

 我最喜歡的活動是到郭元益糕餅店，因為，

好玩又好吃，能夠吃到自己做的餅乾真的很

好！感謝老師和愛心家長的幫助，讓我們有美

好的一天。 

 

    

    

    

    

    

    

    



                                      

    

                                            考試考試考試考試                陳凱雋陳凱雋陳凱雋陳凱雋    

 十月三十一日是我升上二年級第一次期中

考的日子。考試前老師先讓我們複習課本，那

時候我好緊張，但是我還是很認真的看書，希

望能考好一些。 

 昨天晚上，爸爸還幫我複習功課，今天早上

上學前，爸爸提醒我要看清楚題目仔細作答，

最後還要仔細檢查。 

 當老師發下考卷時，全班都靜悄悄的，感覺

大家都很緊張的樣子。我準備好鉛筆、尺、橡

皮擦，開始作答。 

 今天考了英文、國語和數學三科，我覺得國

語是最難的，數學和英文比較容易一些，希望

這一次的考試，我可以有好表現。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心得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心得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心得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心得        

江冠賢 

這齣戲讓我學到遇到困難的事情，要跟爸爸、

媽媽或是老師說，讓他們來幫忙解決，我還學

到了要懂得照顧別人。 

張維仁 

 這齣戲告訴我們，遇到困難要勇敢說出來，

如果不說出來，媽媽和老師怎麼幫我們呢？ 

 

 

一句話的繪本故事心得一句話的繪本故事心得一句話的繪本故事心得一句話的繪本故事心得    

爺爺一定有辦法爺爺一定有辦法爺爺一定有辦法爺爺一定有辦法    

王靖媛 

如果東西舊了，不要把它丟掉，可以想辦法把

舊的東西變成有用的新東西。 

 

南宇恬 

我覺得約瑟的爺爺很珍惜東西，我也要學他珍

惜東西，這樣就可以節省很多錢，不用浪費。 

 

潘晉桓 

壞的東西有時候還可以做成別的東西，有時候

卻不能，那時候我們就要想辦法，讓自己不要

太難過才可以。 

 

施研希 

我覺得約瑟的爺爺真的很聰明，居然想出重複

利用東西，所以我學到了用過的東西，也可以

重複利用，這樣才不會浪費。 

 

蕭郁潔 

我想說：廢物利用，可以讓環境更美好，也可

以做很漂亮的東西。 



                                      

十二生肖的故事十二生肖的故事十二生肖的故事十二生肖的故事    

吳昱辰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玉皇大帝」，因為，他很

聰明想出了好辦法，讓大家記得出生在一年，

也知道自已幾歲。 

 

鍾富達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鼠做弊」，因為牠把自

己的好朋友—貓咪推下水，也騙了牛，害牛到

現在都還瞪著大眼睛。 

 

劉鎮霆 

我不贊成故事中老鼠的作法，因為好朋友應該

要互相幫忙，可是老鼠卻把貓推下河，真是不

應該。 

 

 

 

 

綠笛綠笛綠笛綠笛    

 

黃琮翔 

我希望自己快點長大，因為長大可以製造對人

有用的東西，也可以幫別人修東西。 

 

劉鎮霆 

我不想和綠笛一樣，我想快點長大，因為，長

大後可以做現在做不到的事情，而且可以帶著

家人一起去玩，也可以賺錢照顧爸爸媽媽。 

 

陳泓霖 

我希望長大，因為這樣我也可以變成爸爸，可

以看見孩子長大。 



                                      

 

劉懿萱 

我希望自己快一點長大，因為長大以後，我可

以照顧生病的媽媽，如果上班工作是醫生，我

會幫人家看病。 

 

邱晉韋 

我希望自己快一點長大，因為長大就不被別人

取笑為矮冬瓜。 

 

 

 

 

 

 

 

 

 

 

 

 

 

 

 

 

 

 

 

 

 

 

 
 



                                      

  二年六班藝文天地二年六班藝文天地二年六班藝文天地二年六班藝文天地        鄭惠玲老師指導鄭惠玲老師指導鄭惠玲老師指導鄭惠玲老師指導    

     中秋假期   吳奕帆 

   九月二十二日我們一家人到日本的北海道

玩。 

   一大早爸爸帶我們去機場和媽媽的同事會

合，坐長榮飛機。 

   到了北海道，我們去摘蘋

果，導遊告訴我們最多只能摘

兩顆蘋果回飯店去吃，可是在

那裡想吃幾個就摘幾個來

吃，我吃了四片蘋果喔！ 

   我覺得日本的北海道很好

玩，因為可以吃到我愛吃的蘋

果。 

 

           中秋假期 李沛儒 

   星期日我和爸爸、媽媽、妹妹一起去新竹

烤肉。一大早我們便出門了。不久，就到了要

住的飯店。 

   中午，到樓下吃午餐，吃過飯後去樓上休

息、看電視。等到天黑我們就去吃烤肉。到了

現場，看到東西都準備好了。媽媽先把肉一片

片的擺在網架上，然後再沾醬料。不久，就聞

到一陣陣的香味。 

   這次的烤肉活動，我最喜歡吃香腸，吃了

很多很多，希望在明年的中秋節，也可以和全

家人一邊團圓、一邊吃烤肉。 

 

 

 

 

 

 



                                      

        運動會      高霈謙 

   十一月十日是我們學校運動會的日子，我

好期待趣味競賽。早上，我走進校門就看到很

多人在表演，好熱鬧。 

   一直下著小雨，我們繞完場，就不能比賽

了，所以大家在教室玩闖關活動。我先去一年

七班玩百發百中，第二關玩小鹿喝水，可是我

怎麼吹也吹不上去，最後好不容易才

吹上去。之後我去別班玩遊戲，我

看見很多人玩金貓獨立，有好多人

還沒闖玩就結束了。 

   我最喜歡趣味競賽，可是外面

下雨，好可惜啊！我好希望媽媽

可以來看我們的運動會。 

 

 

 

           運動會    陳湘婷 

   十一月十日是我們學校運動會的日子，那

天早上我一直想著：「今天跑步要第一名。」 

   可惜一直下著小雨，我們繞完場，就不能

比賽了，所以大家在教室闖關。第一關我玩呼

拉圈，我一下子就搖完了。第二關我玩小鹿喝

水，我吹也吹不上去，那顆球真重。第三關我

玩火箭船，我一跳就打到那顆球了。第四關我

玩中國式起床我和一位小妹妹一起玩，最後我

和她成為好朋友。 

   雖然天氣不穩定，可是這個運動會是我有

史以來最開心的一次。 

 

 

 



                                      

         運動會   陳彥彤 

   十一月十日是我們學校運動會的日子，我

很早就到學校，我看見許多大哥哥在川堂表演

扯鈴。我覺得他們很厲害。希望長大可以跟他

們一樣厲害。 

   可惜一直下著小雨，我們繞完場，就不能

比賽了，所以大家在教室闖關。最令我難忘的

是一年八班的中國式起床，因為那是我覺得最

難的一關。最好玩的是一年七班的百發百中，

因為我一丟就丟中了。最簡單的是二年五班的

老鼠鑽洞，因為只要鑽三個

洞就算過關。雖然這些關都

很簡單，可是我今天還是玩

得很開心。 

   希望下次的運動會不會

下雨，這樣就可以比賽跑步

了，也希望跑步可以得到前

三名，這樣媽媽也會替我高

興。 

 

            運動會           洪筱媛 

    十一月十日是我們學校運動會的日子，我

一直睡不著，因為我在想我一定要贏。我很快

吃完早餐，媽媽就帶我們去學校。 

    一直下著小雨，我們繞完場，就不能比賽

了，所以大家在教室闖關。闖關的時候我覺得

好簡單，我最喜歡一年七班的百發百中，因為

他很困難，我下次一定要射準一點。我也喜歡

二年五班因為鑽來鑽去的也很好玩，我還喜歡

二年四班海豚表演，因為他很有趣。很可惜我

還有兩班沒有闖。 

   我覺得每一個闖關活動都很好玩，很有

趣。希望三年級的闖關會更好玩。 



                                      

       暑假生活 張瓊文 

   這個暑假我學會了游泳，所以可以去滑水

道，還有去花蓮摸蛤蠣，真希望暑假能長一點。 

   我最難忘的事就是去花蓮摸蛤蠣了！因為

不但第一名有獎品而且親子競力賽前三名還

有禮物喔！所以我們大家都全力以赴。 

   日子過得真快呀！這圓滿的暑假結束了！

希望以後還能去花蓮玩。 

 

 

         暑假生活   南家妤 

   暑假我和媽媽、爸爸去溪頭、烏山頭玩，還

有去白河看了蓮花，我還吃了蓮花冰。 

   我們在溪頭森林遊樂區看神木，途中有經

過空中走廊、孟宗竹林、大學池，風景十分優

美。 

  在白河吃蓮花冰、去溪頭看神木是我這次旅

行中最難忘的回憶。 

 

 

           暑假生活 李承育 

    這個暑假我邀請我的朋友，去屏東爺爺家

玩，住了三個禮拜。那裡是鄉下有山有小河，

還有許多花花草草，空氣非常新鮮，感覺真舒

服。 

    有一次爺爺帶我去摘了一科神奇的果

子，那種果子，竟然能讓酸溜溜的檸檬變成甜

甜的，原來他叫神秘果。 

    歡樂時光總是過得特別的快，明年我還要

再去。 

 

 



                                      

           暑假生活      朱宸儀 

    期待的暑假終於來了！兩個月的假期，我

去了劍湖山、墾丁，還去七股爬山，我撿了一

小塊的鹽做紀念。 

    我最難忘的事是去墾丁海邊玩熱熱的沙

子，逛好長好熱鬧的夜市；在劍湖山坐好高好

高的摩天輪，真恐怖喔！ 

   這個暑假玩的好開心喔！明年的暑假我還

要去這幾個地方。 

 

 

          暑假生活      高華妤 

    這個暑假媽媽帶我去劍湖山世界、小人

國、王子飯店、還坐麗星郵輪去日本的那霸和

石垣島。 

    我最難忘的是在麗星郵輪上吃免費的冰

淇淋，還參加了小小航海家，也看到十分精采

的秀，晚上 12點還可以吃宵夜。我得到麗星郵

輪的袋子還有船長的親筆簽名。 

    麗星郵輪的游泳池真好玩，冰淇淋又好

吃，希望能常和媽媽坐郵輪去不同的地方玩。 

 

 

             暑假生活     高瑜均 

    我暑假上了很多很多有趣的課，有氣球

課、神奇泡泡秀、小廚師還有去許多地方玩

耍，很開心。 

    我最難忘的是氣球課，因為氣球可以摺成

很多動物，我摺了兔子、帽子、天鵝和寶劍，

真好玩。 

    暑假過得很愉快，好高興放暑假可以這麼

好玩。 

 



                                      

  小畫家 

看表演 

                                    

 

 

 

 

 

     魏駿庭               程偉軒 

 

 

 

 

 

 

     程  祥            連耕毅 

 

 

 

 

 

 

    李玟彥 

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 郭彥希 

  

 

 

 

              

 

  林育廷        方東華        李曉昂    



                                      

       二年七班小作家二年七班小作家二年七班小作家二年七班小作家        林育如老師指導林育如老師指導林育如老師指導林育如老師指導        

     一起去看戲        江明遠 

    今天老師帶我們去國光劇校看戲，因為颱

風來了下大雨，所以我們搭品蓉爸爸的車。 

    我們欣賞的表演是「三叉口」和「盜仙

草」。我看到美麗的白娘娘在台上跳舞，演員

們拿著刀甩來甩去，他們的動作很靈活，大家

看了都拍手叫好。舞台上還冒出一陣一陣的

煙，好漂亮哦！ 

    最後有一個抽籤活動，我們班被抽到可以

上台和演員合照，大家都很開心。回到學校同

學們還很興奮的討論劇

情，我覺得白娘娘最厲

害，因為她修練了一千

年，法力最高強。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國

光劇校看戲，我覺得很精

采，謝謝老師安排這樣活

動！                照片取材自戲曲學校網站 

        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                                        呂秉憲呂秉憲呂秉憲呂秉憲    

    運動會上，我們要表演繞場、四十公尺賽

跑和趣味競賽。所以，在運動會前我們就常常

練習。大家都很認真，希望拿到好成績。 

    舉行運動會當天，大家都很興奮，但是因

為下著雨，所以我們只有繞場，剩下的時間都

在玩闖關遊戲。我跟鄧蘋一起完成所有的遊

戲，只要通過十關的人，就有小獎品。所有的

遊戲都很好玩，我最喜歡「老鼠鑽洞」的遊戲，

我們班的「曼波熊」遊戲，我也很喜歡。 

    今天我們都玩得很高興，闖關遊戲真是有

趣，有些遊戲還很刺激，希望每天都能玩這麼

有趣又刺激的遊戲，今天真是難忘又好玩的一

天。 



                                      

       去皇后鎮森林    陳昱彣 
   今天爸爸帶全家人去皇后鎮森林旅行。 

   皇后鎮森林位於三峽，我們到達目的地之

後，拿著地圖開始探險，發現

皇后鎮森林好大。有游泳池、

風車造型的房子，還看到鴯

鹋、用木頭做的鍬形蟲和獨角

仙。 

   他們已經幫我們準備好烤

肉用具和食物，還有三個遊戲。第一個遊戲是

柔軟比賽、第二個遊戲是踩氣球、第三個遊戲

是喝啤酒，真是好玩！我還去餵羊吃東西，小

羊一口就吃掉了，雖然感覺黏黏的，可是非常

有趣。 

   今天，這個地方真好玩，下次我還想來這

裡玩。 

 

 

      騎腳踏車         謝宜妡 

    今天我和爸爸、弟弟去河堤騎腳踏車。途

中爸爸看見有一隻狗在河裡游泳，而他的主人

居然在一邊釣魚不管狗，我覺得那個主人好狠

心，養狗就是要好好照顧牠，這樣才是最好的

表現。            

 

 

 

 

 

 

 

 



                                      

                做麻糬做麻糬做麻糬做麻糬                     陳佑昇陳佑昇陳佑昇陳佑昇 

    今天老師和郁淳媽媽要教我們全班做麻

糬，我很開心，因為我們全家都很愛吃麻糬（尤

其是哥哥），所以我很認真做和聽。 

    做法是：先把圓糯米放到電鍋裡煮，等煮

熟了以後，再把它放進沾了沙拉油的袋子裡敲

一敲，敲到看不見飯粒時，再加花生粉就完成

了。 

    我把該準備的材料

寫在便條紙上給媽媽

看，媽媽還說要找個時

間做給我吃呢！ 

         

 

                            陳語良陳語良陳語良陳語良    

    今天郁淳媽媽要教我們全班如何做美味

可口的麻糬。 

    原來麻糬是用糯米、花生粉…等等做成

的，我們每個人都發

揮出自己的創意，每

個人做的形狀都不太

一樣，有的像月亮，

有的像太陽，有的像

電視，雖然外型很

醜，可是很好吃的

ㄛ！ 

 

 



                                      

二年二年二年二年七七七七班小小美術家班小小美術家班小小美術家班小小美術家                    林育林育林育林育如如如如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    

    

    

                                                            

    

    

    

    

    

    

            鍾昱萱       何富豪        吳柳錚 

 

    

    

    

    

    

    

    

    

            林郁淳        高子豪       高佳暘 

                                                        

    

    

    

    

    

    

    

    

                張咨凱      張鈺慧        許嘉紘 

        

    



                                      

 

 

 

 

 

 

 

 

 

 

     郭祐瑋        游昕澔        黃昱凱 

 

 

 

 

 

 

 

 

                                                  

   葉慧雯         鄧蘋        蘇俊國 

 

 

 

 

 

 

 

 

 

                                                      

   王令蓁        陳語良       陳品蓉 

 



                                      

 

 

 

 

 

 

 

 

    

   陳威霖        陳尊玄       陳琮霖 

 

 

 

 

 

 

 

 

  

    張靖翎                 廖偉丞 

 

 

 

 

 

 

 

     王璟容            嚴崇嘉 

 

 



                                      

二年八班小小美術家二年八班小小美術家二年八班小小美術家二年八班小小美術家                    吳雪如老師指導吳雪如老師指導吳雪如老師指導吳雪如老師指導    

    

    

    

    

    

    

    

    

    

      劉彥鈞              張珈綺    

    

    

    

         

    

    

    

    

    

    張珈云                葉佩其 

            

 

 

 

 

      高鵬祥                 張煜 



                                      

 
 
 
 
 
 

 
 
 
    梁世運                  邱子祐 

      

 

 

 

 

 

    

    盧玟惠               劉凱心 
 
      

 

 

 

 

 

 

  

   葉威華                 熊于瑩 



                                      

 

 

 

 

 

 

 

 

 

 

    許維婷                 謝秉成 

 

 
 
 
 
 
 
      

高寧                周千又 

 
 
 
 
 

 
 

張珈綺              高鵬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