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一班小作家   謝英玲老師指導 

【校外教學篇】  

           我們去看戲    97 年 3 月 19 日(三) 

                                          李銄 

         一早起床，我馬上穿上整齊的衣服、吃完美味的早

餐，把牙齒刷得亮晶晶的，然後，滿心歡喜的出門上學

去，因為今天是校外教學，我們要去看戲。 

    到了學校，我看到大家悠哉的在看書，沒有著急的

樣子，我心想：「還好，沒有遲到！」等到全班到齊了，

老師就帶著我們向國光劇校出發了！ 

    我們的路隊，就像一條大蛇，在人行道上爬來爬去。

走不到幾分鐘，我覺得心煩就開始和旁邊的同學七嘴八

舌的聊起天來。一開始，老師沒發現；第二次，也沒被

老師看到；第三次，我就被老師點名，老師要我站到最

前面跟她走在一起。 

    國光劇校到了，我們排好隊入場。我找到一個最舒

服的位子坐下。不久，戲就開始了。我以為今天演的是

歌仔戲，沒想到是布袋戲。大家都看得好像津津有味，

但是我卻看不懂！可能是他們講的話我聽不懂吧！第二

齣戲，我也只看懂一點點，我看得懂「耍茅」那一段，

有天兵天將和妖怪鬥法，同時看到「你踢我丟」這一幕，

看得我都眼花了，因為「你踢我丟」的速度實在太快了，

害得我「暈頭轉向」！ 

    戲終於演完了，老師要大家排好隊回學校，全班依依

不捨的向國光劇校道別。在回程的路上，我還是排頭，

我看著大大小小的房子，心想：「我好想再來。」這聲音

在我心裡不斷的呼喚著…… 

 



                                   
                                         凌敬恒 

         一大早，天色陰暗，天空下著毛毛雨，我因為貪睡

賴床，差一點就錯過這次校外教學的機會，我以最快的

速度，跳下床，套上衣服，快步的衝向教室。 

    我們一路上有說有笑，踏著愉快的腳步抵達國光劇

校。這次，我們被安排在最後一排的座位，和舞台的距

離有點遠。第一部戲是「火雲洞」，它以布袋戲演出，都

使用閩南語，我完全聽不懂，不知道有沒有國語的布袋

戲呢？ 

    第二部戲是「無底洞」它以京劇戲演出，表演的相

當精采，看到有趣的表演內容，我和同學哈哈大笑！ 

    表演結束後，走在回程的路上，我心裡高興的想：「今

天不用上課，真快樂！」希望以後可以常常去看戲！ 

【校內教學篇】 

    班際競賽~~跳繩比賽     97 年 4月 30日(三) 

                                         張耘翰 

   我是一年級才開始學跳繩的，當時同學大多會跳了，

而我卻像一顆重重的石頭，ㄧ直被絆到；接著，梁老師

也敎跳繩，但只敎一點點；後來，謝老師非常有耐心的教

導我鼓勵我，讓我慢慢來不灰心；現在，我已經可以跳

好幾下了！ 

        跳繩比賽的日子終於來臨了。八點就要開始舉辦比

賽，我很擔心自己會一直被繩子絆到，我好緊張。比賽

終於結束，我的腳實在太痛了，因為在跳時我被卡住兩

次，如果有下ㄧ次，我希望可以表現更好。 

        還好，現場加油聲不斷，雖然有一

些小狀況發生不過我們班很爭氣，在緊

張中我們拿下第一名，真是太高興了！

雖然我的腳因為跳繩而扭傷，但是一切

都值得，也因此留下美好的回憶…… 



                                   
                                         施智仁 

    我已經不記得自己是什麼時候開始學跳繩了，但是，

我沒忘記有誰教過我，最先教我的是媽媽，接著是耘翰

爸爸，然後是老師。愈到比賽愈是緊張，因為這是我第

一次參加跳繩比賽，我的目標是五十下。 

        今天上午八點，老師帶我們下樓參加比賽，我的心情

改變了，因為早晚都要比賽，所以我選擇放鬆。果然我

跳得比在教室好很多，我跳了五十下！ 

        比賽結果很快就公佈了，我ㄧ知道我們得第一名，就

連忙跑回教室報告老師。接著，同學們也紛紛趕回教室

跟老師說。老師為了慶祝我們第一名，

就讓我們看電影，還買布丁和餅乾請我

們吃，大家都非常開心。跳繩活動真有

趣，也讓我們全班的心都能凝聚在一

起！ 

                                      游葶姍 

        當我還是幼稚園中班時，看見哥哥在客廳裡練習跳

繩，也想跟哥哥學。哥哥就馬上跟爸爸媽媽商量，請爸

媽教我，當時我一心很想學，非常興奮，於是就開始了

我的跳繩的學習。ㄧ直到今天，我

已經有了充足的準備，面對學校即

將舉行的跳繩比賽，我的目標是二

十秒六十下。 

        四月三十日星期三終於來臨了！

早上八點將要舉行全二年級的跳繩

比賽。我的心情緊張得不得了！聽到哨音，比賽開始了，

輪到我時，我的心「ㄆㄨ ㄊㄨㄥ ！ㄆㄨ ㄊㄨㄥ！」跳

得好快哦！我總共跳了六十下，和平常比較起來，我很

滿意自己的成績。 



                                   
        最後，比賽成績公佈了，我們班得了第一名，大家都

開心的說「YA！」老師為了鼓勵我們，給我們看「長江

七號」的影片，而瑤筑媽媽知道後，也幫我們準備布丁

和餅乾，真是好吃極了！希望我三年級時，可以跳得比

現在更好！ 

                                       

                                        張家瑜 

         我記得我是從一年級上學期開始學跳繩的。當時是

原老師和一群愛心家長教我們的，當時我覺得自己跳得

不是很好。升上二年級以後，我就愈跳愈好。二下時正

好要舉行一場跳繩比賽，我準備得很充分，所以對自己

很有信心。原本我的目標是三十七下，但是經過不斷的

練習以後，我已經可以跳五十下以上了，比以前進步很

多。 

        今天上午八點，我的心情是既緊張又興奮，因為要開

始比賽了，我跳得很快，看幫我數的大哥哥一臉驚訝的

樣子，好像快要來不及數了，雖然中途被跳繩絆到腳，

但是，我還是很努力的跳，我覺得自己跳得不錯！ 

        今天的比賽，我們班得到第一名，大家都好高興哦！

老師說：「只要認真練習就會有好成績！」希望比賽結束

後，大家還可以一起跳繩，因為我覺得跳繩實在是一項

很好的運動！ 

 

 

 

                      



                                   

 二年一班小藝術家  謝英玲老師指導 

【【【【廢物利用之一廢物利用之一廢物利用之一廢物利用之一】】】】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舞龍舞獅舞龍舞獅舞龍舞獅舞龍舞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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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欣芳                   劉品妤 

 

 

 

 

 

     丁詩萍                       周孟萱 



                                   
          二年二班小作家       陳淑卿老師指導

   小乖    曾若聞 

小乖是珮姞帶來的一隻

活潑可愛的獅子兔，牠的毛

是橘色的，有一個短短小小

的尾巴，和一雙大大的眼

睛。 

 下課的時候，家都搶著

要看小乖，差一點

把籠子壓垮。大家

都想摸摸小乖、看

看牠，雖然牠有一

點臭臭的，但是大家

不嫌棄，還是愛看著牠、摸

著牠，牠十分很可愛。 

 因為碰到連續假期，而

且牠又會打翻飼料盆，陳老

師擔心萬一牠打翻盆子，牠

就會餓死，於是就請珮姞爸

爸把牠帶回家。 

   我很捨不得和小乖分

開，因為小乖太可愛了，我

好想把牠留下來，但是為了

小乖的生命安全，所以只好

跟她說再見。 

 

 

     

 

說故事比賽  沈柏安 

   今天早上我們全班去視

聽教室聽說故事比賽，老師

叮嚀我們，在比賽進行時要

安靜、選手上台時要鼓掌，

講完故事也要鼓掌。所以大

家都安安靜靜的，有禮貌的

聽故事。 

     每個參加比賽的選手

都表現得很好，因為他們回

家都有練習，加強語氣的強

弱和音調的高低起伏，讓故

事更好聽。 

     我學到說故事時要表

情豐富，要有忽高忽低的音

調，這樣才能吸引觀眾。 

     今天真的學到很不一

樣的知識，希望下次可以再

去當觀眾，欣賞說故事的表

演。 

 

 

 

 

 

 



        

  

小河     王筱淯

我是一條愛乾淨的小河 向陽農場一日遊  王芝婷

河水清澈又乾淨 

小魚自由自在的游 

人們喜歡到河邊釣魚 

我每天都好開心 

 

我是一條有點害怕的小河 

我為人們帶來快樂的生活 

人們卻把我當成垃圾桶 

我每天都好傷心 

 

我是一條骯髒的小河 

河水又髒又臭 

魚兒都中毒死亡了 

青蛙也都逃走了 

 

我想要有清潔乾淨的樣子 

人們終於反省了 

大家又把我清乾淨了 

我又是一條快樂的小河 

因為我非常非常乾淨 

 

 

 

 

 

    想起四月二十六日去

向陽農場玩的情景，我就特

別開心。那天我和同學們一

起坐遊覽車，在車上猜字

謎、唱歌，好快樂。 

    來到向

陽農場，我

覺得農場裡

的向日葵又

香又美麗。 

    向陽農場裡有小羊、鴨

子、魚…，我覺得他們都好

可愛。餵食秀的時候，小羊

一直跟著我，我又高興又害

怕的餵著小羊，我還學著小

羊咩咩叫。 

    下午，我吃了葵花籽冰

淇淋，還吃了葵花茶凍，好

吃極了。 

    下午四點半了，我帶著

花朵，快樂的回家。我好想

再去一次，因為向陽農場的

花田很漂亮。 

 

 

                                

 



                                   
 

  我考壞了 蓋雨辰 

    今天老師發考卷，當我

拿到考卷的時候，我嚇了一

大跳！ 

    我數學只考了八十七

分，我很緊張，也很害怕，

因為爸爸和媽媽一定會罵

死我的，獎金也泡湯了，我

好難過哦！ 

   我一整天心情都不好，

快樂不起來，老師叫我要勇

敢面對。我要徹底反省，希

望期末考不要再考差了。 

   玩水槍   翁煜翔 

  今天媽媽帶我和哥哥到

公園玩水槍。 

   哥哥拿最大號的水槍，

我拿小號水槍。媽媽一聲令

下，我們開始射擊，哥哥把

我的褲子射得濕答答的，我

把哥哥的頭髮射得濕淋淋

的。 

   媽媽看見我們變成「落

湯雞」，就快帶我們回家換

衣服。 

   

 

       

   跳繩比賽  

             游景淳 

    前天學校舉行二年級

跳繩比賽，大家為了得到好

成績，先前幾天大家都利用

下課時間加強練習，希望比

賽的時候能跳得又快又好。 

    比賽終於要開始了，二

年級所有班級集合在操場

上準備比賽，雖然我們都做

好準備，還是會覺得緊張。

比賽的時候大家都很努力

的跳！跳！跳！跳得又熱

又累。 

    比賽完回到教室，老師

請我們吃布丁。雖然我們沒

得名次，大家都盡力了，還

是覺得很快樂。 

 

 

 



                                   

詩情畫意閱樂------【惜福愛物】 

書名：一公分鉛筆             

◎ 我們要珍惜我們所擁有

的一切，不要常常叫爸爸

媽媽買玩具給你，因為跟

小丁子比起來，我們已經

很幸福了。    -----宇涵 

◎ 我覺得我們很幸福，我們

有好多用不完的鉛筆，而

小丁子他們卻連一公分

的筆心都捨不得丟，所以

我 們 要 手 上 所 有 的東

西，雖然我們沒有像他們

那麼窮，但是不可以浪費

東西，這樣你的東西就不

會沒有幾天就不見。我要

多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就

像書上說的一樣「只要有

愛，就有希望」。-----金源 

◎ 小丁子的姐姐好厲害，拿

著一公分的筆心也能寫

字。小丁子好聰明，羊都

不回家時，知道把一隻小

羊抱走，其它的羊也會跟

著跑回家。我覺得他們不

像我 們 要什麼就 有什

麼，而且明明已經有的東

西，還要求還要再買更好

的東西，所以我們應該要

珍惜我們所擁有的。 

               -----湘妍             

◎ 我覺得小丁子的姐姐很

孝順，也對哥哥很好，他

們道哥哥賺錢有多辛

苦，就算鉛筆只剩一公分

了，還是繼續用，所以我

們很幸福，但是我們最好

還是不要像小丁子的姐

姐用一公分 的千筆寫

字，不然眼睛會生病，不

過我要學學他，也要愛護

動物，珍惜物品。 

               -----玟曄 

◎ 我真得好想捐一些鉛筆

給他們。真希望他們能跟

我們一樣有好日子過。 

               -----維麟 

◎ 小丁子住的地方缺水、缺

食物…，什麼都缺，所以

我們不要浪費水、食物，

要愛物惜物，要懂得滿

足，有人連一枝筆都買不

起，而我們有鉛筆、自動

筆、原子筆…，很多很多

筆，我們真幸福，我們要

知足，東西夠用就好，不

要浪費。       -----若聞 



                                   
◎ 小丁子的姐姐好珍惜物

品，我也要珍惜物品，雖

然我們家沒有像小丁子

家一樣窮。我覺得小丁子

冬天滿幸福的，因為冬天

來了就有雪花，雪花變成

水，就能拿來喝和洗澡， 

 

 

 

另外的也能吃很多冰淇淋

了。不過我們比他們幸福，

因 為 我 們 要什麼就 有什

麼。我覺得小丁子的哥哥好

可憐，因為他小時候沒讀

書，長大就被老闆騙了，所

以我要用功讀書，長大才不

會被騙。---紘維

詩情畫意閱讀樂-------【生命教育】
書名：小 駝 背

◎◎◎◎了解別人了解別人了解別人了解別人： 

生活中，有些人是跟我們不

太一樣的，就像金豆，他是

一個駝背又身體有缺陷的駝背又身體有缺陷的駝背又身體有缺陷的駝背又身體有缺陷的

人人人人，，，，而且他沒有爸爸媽媽而且他沒有爸爸媽媽而且他沒有爸爸媽媽而且他沒有爸爸媽媽，

但他們跟我們一樣，需要被

尊重，需要朋友。 

◎◎◎◎欣賞別人欣賞別人欣賞別人欣賞別人((((給人讚美給人讚美給人讚美給人讚美))))： 

金豆的優點：別人取笑他別人取笑他別人取笑他別人取笑他，，，，

他都不會生氣他都不會生氣他都不會生氣他都不會生氣，，，，別人打他別人打他別人打他別人打他，，，，

他都不會回手他都不會回手他都不會回手他都不會回手。。。。他的個性很他的個性很他的個性很他的個性很

樂觀開朗樂觀開朗樂觀開朗樂觀開朗，，，，很聰明很聰明很聰明很聰明，，，，不和別不和別不和別不和別

人計較人計較人計較人計較。 

高看看的優點：很有愛心很有愛心很有愛心很有愛心，，，，    

很愛幫助別人很愛幫助別人很愛幫助別人很愛幫助別人，，，，會主動幫助會主動幫助會主動幫助會主動幫助    

弱小弱小弱小弱小，，，，會關心別人會關心別人會關心別人會關心別人，，，，願意出願意出願意出願意出

手救別人手救別人手救別人手救別人，，，，很勇敢很勇敢很勇敢很勇敢，，，，很有正很有正很有正很有正

義感義感義感義感。。。。    

    

◎◎◎◎關懷別人關懷別人關懷別人關懷別人： 

如果我遇到像如果我遇到像如果我遇到像如果我遇到像金豆金豆金豆金豆那種那種那種那種

人人人人，，，，我不會欺負他我不會欺負他我不會欺負他我不會欺負他們們們們，，，，我會我會我會我會

關心他關心他關心他關心他，，，，了解他了解他了解他了解他。。。。我會我會我會我會和和和和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做朋友做朋友做朋友做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

我也會多多幫助他們我也會多多幫助他們我也會多多幫助他們我也會多多幫助他們。。。。    

                                            --------------------翁雋凱翁雋凱翁雋凱翁雋凱    

如果碰到天生如果碰到天生如果碰到天生如果碰到天生和和和和我們不我們不我們不我們不

一樣的人時一樣的人時一樣的人時一樣的人時，，，，我會常和他說我會常和他說我會常和他說我會常和他說

話話話話，，，，教他一些功課教他一些功課教他一些功課教他一些功課，，，，下課時下課時下課時下課時

要多和他一起玩要多和他一起玩要多和他一起玩要多和他一起玩，，，，他有困難他有困難他有困難他有困難

的時候要多幫助他的時候要多幫助他的時候要多幫助他的時候要多幫助他，，，，有好東有好東有好東有好東

西也要分享給他西也要分享給他西也要分享給他西也要分享給他。。。。--------------------柏安柏安柏安柏安    

我 會 扶 著 視 障 的 朋 友 走我 會 扶 著 視 障 的 朋 友 走我 會 扶 著 視 障 的 朋 友 走我 會 扶 著 視 障 的 朋 友 走

路路路路，，，，還會告訴他該往哪裡還會告訴他該往哪裡還會告訴他該往哪裡還會告訴他該往哪裡

走走走走。。。。我會幫肢障的朋友拿東我會幫肢障的朋友拿東我會幫肢障的朋友拿東我會幫肢障的朋友拿東

西西西西。。。。我會幫天生我會幫天生我會幫天生我會幫天生和和和和我們不一我們不一我們不一我們不一

樣的人遠離障礙樣的人遠離障礙樣的人遠離障礙樣的人遠離障礙，，，，也會告訴也會告訴也會告訴也會告訴 

他們哪裡要小心他們哪裡要小心他們哪裡要小心他們哪裡要小心。。。。--------------------戈瑋戈瑋戈瑋戈瑋    



                                   

    

                

如果碰到天生如果碰到天生如果碰到天生如果碰到天生和和和和我們不我們不我們不我們不

一樣的人時一樣的人時一樣的人時一樣的人時，，，，我要先自我介我要先自我介我要先自我介我要先自我介

紹紹紹紹，，，，然後我要表現友善然後我要表現友善然後我要表現友善然後我要表現友善，，，，讓讓讓讓

他對我有好感他對我有好感他對我有好感他對我有好感。。。。我也會隨時我也會隨時我也會隨時我也會隨時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多多幫助他多多幫助他多多幫助他多多幫助他。。。。    

                                                --------------------怡春怡春怡春怡春    

    

詩 情 畫 意 閱 讀 樂-------【友誼】 
書名：咪嗚與阿旺             

◎ 咪嗚和阿旺是感情非常好的朋友，他們會為別人著

想，不會吵架，做事都分工合作的把事情做好，別人

難過也會安慰別人。----煒翔 

◎ 大家要學習咪嗚和阿旺，要懂得報答別人，要懂得互

相體諒。----旭景 

◎ 好朋友是要人家不強迫你，才是好朋友。----侑震 

◎ 阿旺是個很好的朋友，他會泡茶給咪嗚喝，種花給 

  咪嗚看，還會說故事給咪嗚聽，我也希望可以找到這 

  樣的朋友，可以像阿旺一樣可以對我好。----芝婷 

◎ 我覺得阿旺好厲害，因為他知道咪嗚的心裡面想什

麼，因為他們是最好的朋友，就像我和吳瑋恩一樣，

也是最好的朋友。----紘維 

◎ 好朋友要互相幫忙，互相關心，如果你的朋友不幫忙，

你也不關心你的話，就不是個好朋友。----宇涵 

◎ 咪嗚與阿旺他們都不吵架，因為好朋友都是要互相照

顧，互相幫忙。友誼是很重要的，如果失去朋友，一

個人會很孤單，就沒有人和你一起聊天，一起分享玩

具了。---姿璇 

◎ 咪嗚與阿旺他們不會吵架，他們會互相幫助，也會讓

別人很開心。----伃晴 

 

 



                                   
◎ 咪嗚與阿旺他們感情很好，他們會互相尊重，他們不

會不尊重別人的想法，要不然他們就不是朋友了，要 

◎ 互相幫忙，互相尊重才是好朋友哦！----凱翔 

◎ 我覺得阿旺很善良，咪嗚很溫柔，他們是很好的朋友，

如果阿旺是我的朋友的話，我一定要讚美他泡的茶很

好喝，花種的很漂亮，讓他開心一點，高興一點。 

                                         ----雋凱 

◎ 朋友要相親相愛，互相幫忙，朋友做不好的事要提醒

他，不要跟著他去做。要尊重朋友，不要戲弄朋友，

如果朋友生病了或難過時要安慰他，不行嘲笑他。我

希望我有更多的朋友，也希望我可以學會怎樣交到好

朋友。----戈瑋 

孝親感恩活動 
 
 

 

 

 

              

 

 

 

 

 

                                                                                            

                         

 

 

 



                                   
繪畫世界  
 
 
 
 
 
 仙子之家 戈緯                    母愛  旭景                

                  楓香樹下 宇涵 

                  

 

 

 

 

 

    船  李昕      楓香樹下  維麟     柏安            

            

                                     

 

 

 

             

  

 

 

魔豆與巨人 

   金源        威霖        凱翔      外星人 瑋翔     

                                     



                                   
202 陶藝天地         陳淑卿老師指導 
 

 

 

 

 

 

 

 

     松鼠   煒翔               天鵝   李昕 

 

 

 

 

 

 

 

 

     兔子   珮姞              哈巴狗   伃伃晴 

 

 

 

 

 

 

 

 

    兔子   雨宸               刺蝟     維麟 

 



                                   
  二年三班小藝術家  李麗玉老師指導    
 
 

 

 

 

 

 

                      

花瓶中的世界   景美溪  游子頤  夢想中的家 蔡雨茜              

 

 

 

 

 

 

服裝設計 蔡雨茜  服裝設計 皮釩沅 天空之家 皮釩沅 

 

 

 

 

 

 

 

李謙益  我喜歡的小動物  林應強  我未來的家 胡謙行 

我未來的家 

 

 

 

                                  

 

    俞佩辰           柯詠馨          許雅晴 



                                   

二年三班小作家 李麗玉老師指導 

景美溪健行   廖化仁 

    為了響應世界地球日，愛護地球的活動，所以我們

二年級師生，一大清早就開開心心的從力行國小出發去

健行。 

    今天的第一站是政大校園的楓香步道，在那裡空氣

清新極了，路上除了看到一座座高低連綿的青山，一片

片綠油油的草皮，還有ㄧ棵棵高大的樹木。走過斜坡，

越過楓香步道，我們終於來到觀景台。在觀景台上，我

們盡情的跳繩，累了就坐在木板上休息。我閉上眼睛，

仔細聆聽，聽到一陣陣忽高忽低的鳥叫聲，嘩啦嘩啦的

溪水聲，我覺得只要仔細聆聽就能聽到許多有趣的聲音。 

    接著，我們來到政大操場，放眼望去，只見一片片

寬大的操場，在不遠處，還有一座司令台。告別政大校

園，我們就帶著滿滿的快樂，有說有笑的走回學校了。 

    今天，我們一起共度美麗的春光，這次的活動，令

我十分感動，將永遠留在我心中，希望下次，老師可以

再帶我們去健行。 

 

 

 

 

 

 

 

 



                                   
二年四班 小藝術家   黃子慧老師指導 
 
 
 
 
 
 
小狗 秦品宏       天鵝  楊善茵      打棒球 盧均 

 

 

 

                                 

 

 

水果  高于晴      水果   高振益     水果 高瑞妤 

 

                                  

 

 

 

水果 黃鵬溱       水果 鄭群瀚      玩電腦 林家程 

 

 

 

 

 

                

吃剉冰 陳智紘     老鷹   游智宇    熊     石美君 



                                   
兔子群相 

 

 

 

 

 

 

 

 高于晴        張照旻      黃鵬溱        黃鵬霖 

 

 

 

 

 

 

 

  吳欣恩        林晏華     楊元瑗 

 

 

 

 

 

洗車  黃政齊       魚   吳欣恩      魚  林晏華 

 

 

 

                

 

   黃鵬溱           楊元瑗          鳥  廖秉洋 



                                   
 

 

 

 

 

 

 海豚  李御嘉     變色龍 林家程    貓  高振益 

 

 

 

 

 

                                   

 寫生  高瑞妤     獅子 陳俊廣   溜直排輪  吳欣恩 

 

 

 

 

 

 

 烏龜  高詩媛      烏龜 陶子瑜     逛街 李御嘉 

 

 

 

 

 

 

 

 



                                   
二年五班小藝術家    黃玉琳老師指導 
魔豆 

 

  

 

 

 

 

 

 

 

 

 

 

  汶倩       郁潔     詩敏      琮翔     紫絢        

 

 

 

 

 

 

 

                      

                                 

 

 

 

                                         

  靖媛          冠賢       凱雋         昱辰 



                                   
陶藝 

                                 

 

 

 

 

     晉韋           富達              易錦 

 

 

 

 

 

 

    靖媛             研希            泓霖 

 

 

 

 

 

     晉桓            鎮霆            昊彣伃 

圖形設計 

 

 

 

 

 

            

 

  琩霖        宇恬         琮翔        郁潔 



                                   
 

 

 

 

 

 

             

    冠賢       凱雋         汶倩        高彤 

晨光活動作品                        

 

 

 

 

 

 

      晉桓             劭恩            昊彣 

 

 

 

 

 

      晉韋            昱辰             懿萱 

 

                  

 

 

 

 

      郁潔            靖媛 



    

黃老師的叮嚀                               

晉桓：一年級時你是最守規

矩的「小警察」，也是模範

生，慢慢的，你開始跟老師

聊天，讓老師覺得，其實你

是位幽默的小孩。希望你升

上三年級後繼續努力，一定

可以成為老師和同學最欣

賞的孩子。 

 

富達：老師最喜歡看你畫畫

和做美勞時專注的神情，而

且每一件作品皆充滿創

意。老師也很欣賞你敏捷的

動作，很像位運動家喔！繼

續加油！ 

 

劭恩：每天老師最期待看見

你開心的跟老師問早安。希

望你上課要專心、也要用功

讀書，字更要認真書寫。要

聽老師和爸爸媽媽的話，成

為可愛的小孩。 

 

凱雋：你是位聰明又帥的小

男孩，國語、數學和畫畫皆

一級棒！可是老師希望你

上課還是要認真，要參與討

論與發表。這樣才能展現你

的潛能與聰穎，加油喔！ 

 

 

 

昊彣：你是位成語高手，也

是一位善體人意的貼心孩

子，老師希望你多運動，多

閱讀，多包容需要幫助的同

學，要減少跟同學的爭吵。

希望你成為師長和同學心

目中的好典範。 

 

敬庭：雖然你總覺得老師很

嚴格，喜歡糾正你的頑皮行

為，其實，老師真的很喜歡

你，尤其是你的圖畫細膩又

充滿創意，動作敏捷有活

力，是為充滿希望的陽光小

帥哥。加油！你是位潛力無

限的男孩喔！ 

 

鎮霆：一年級時，老師好擔

心你握筆的姿勢，但你總是

非常認真的寫每一個字。個

性溫和又有禮貌，讓老師捨

不得罵你，還好，二年級時

你不但執筆正確，功課也進

步許多，成為班上的模範

生，真的好棒！ 

 

易錦：第一次看你表演街

舞，老師好驚訝！你跳得真

好！你是位幽默的男孩，同

學都很喜歡你，老師希望你

上課要專心，這樣功課一定

會進步

 



                                   
晉韋：一年級時，你是位有個性又有點愛哭的小男孩，

讓老師很想知道，你那小小腦袋裏到底在想什麼？直到

你成為錦祥的好朋友，讓老師覺得你真是個善良的孩

子。又看見你不斷自我挑戰跳繩技能，讓老師看見你無

限潛能。老師相信你是位很有思想的孩子，但要學習忍

耐和等待，成功將會成為你的好朋友！ 

 

昱辰：你是米奇家族的開心果！雖然有時候會忘了規

矩，有時候會大聲說話，但每天笑瞇瞇，總是那麼令人

疼愛！上國語課時，你總是會將老師上過的課程融會貫

通，想出很棒的語詞和造句，成為很棒的小老師。升上

三年級，要提醒自己，說話小聲ㄧ點，而且，說話前要

先舉手喔！ 

                        

冠賢：每次看見你流那麼多的鼻血，讓老師好心疼，希

望你多運動，把身體鍛鍊強壯。老師最欣賞你做功課的

精神，認真又專注。作業品質百分百。老師要提醒你：

準時上學，不要遲到；要勇敢，不要常常流眼淚。 

 

錦祥：老師最開心的事，就是你開口說話！老師最擔心

的事，就是你沒來上學；老師最高興的事，就是你的功

課一直在進步，你真的真的好棒！答應老師，每天都要

上學，學校的老師和同學都很喜歡你，更願意幫助你。 

 

琩霖：得到二次美術創作金牌獎的小畫家，老師和同學

都好羨慕喔！尤其你有一位美勞和愛心都一級棒的媽

媽，真的好幸福！老師希望你要認真寫功課，字要端正，

成為人人稱讚的孩子！ 

 

懿萱：一年級時因為不適應小學生活，每天不願意上學，

讓老師好擔心。慢慢的，你不但適應，表現更是愈來愈

好，不但是老師的小幫手，也被同學選為模範生。老師

希望你要聽爸爸、媽媽的話，不但成為好學生，更成為

好孩子。 

 



                                   
琮翔：米其家族的班長，口令喊得很好，做事公正且負

責。是老師的好助手更是同學的好榜樣，從一年級到二

年級，才華不斷提升，是一位潛力無限的男孩。 

 
維仁：雖然有些迷糊但是心地善良，為人忠厚是位令人

喜愛的孩子。老師希望你多閱讀、多練習，功課一定會

進步。 

 

依璇：老師希望提起精神，不要老是趴在桌上。更希望

你早睡早起，不要經常遲到。說話大聲一點，這樣老師、

同學才能懂你的想法也才能幫助你。老師覺得你很聰

明，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希望你多用功，將來一定會更

好。 

 

品絜：自從你當了小姐姐後，經常會和老師分享妹妹成

長的情形。而且各方面的表現也愈來愈好，尤其是造句、

寫作的語詞豐富，數學、美勞也很棒。最令老師感動的

是你用心督促錦祥背九九乘法，真是一位認真負責的孩

子。 

 

靖媛：圓圓的身材、甜甜的笑容，黃老師好喜歡你。數

學、國語都不錯，尤其是英文表現更棒，老師希望你繼

續努力，一定會更棒！ 

 

瑜莉：一年級時功課有點跟不上大家，但是你不斷努力，

慢慢的，已經進步了！老師希望你繼續努力，不但是好

學生更是弟弟和妹妹的好榜樣。 

 

呈璟：一年級時注音符號不會，但是你好努力的學習，

終於進步了，九九乘法也很認真背，現在的你，真的好

棒喔！老師希望你再加油，而且要好好照顧妹妹，成為

好棒的姐姐！ 

 



                                                                   

汶倩：你的功課慢慢進步，有時候也很認真打掃，尤其

是星期二，表現的最好。但是你的脾氣真的要改一改，

對同學要客氣，這要大家才會更喜歡你。 

 

詩敏：老師真的好感謝妳！因為你幫老師好多忙，真是

一位貼心又熱心的小女孩。每次看你耐心的教劭恩和錦

祥時，黃老師好感動。 

 

茹畇：一年級時的下課，你總是揹著水壺往操場跑，也

總是最後一個進教室，是一位活力十足的小女孩。還好，

二年級時你改變了！喜歡看書，成為我們班的語詞高

手，希望你繼續努力，上課更要認真，將來一定會更棒！ 

 

高彤：老師每一次看見你，心裡好高興，尤其是放學回

家時，你總是最熱情的跟老師說再見。你的課業一直在

進步，老師覺得你是一位很有潛力的女孩喔！加油！加

油！ 

 

紫絢：老師曾答應你，有一天會到爸爸開的薑母鴨店，

我想等你三年級時，老師一定會去。老師覺得你愈來愈

聰明也愈來愈用功，希望你繼續加油，將來一定會更棒！ 

 

宇恬：你的畫畫好有創意！每一次上完美勞課，老師最

期待看到你的作品。二年級時全班都好喜歡聽你說故

事，你真是一位說故事高手喔！老師希望妳要把自己的

書包、抽屜整理乾淨，這樣會更棒喔！ 

 

 

 

 

 

 

 



                                                                   

二年六班小作家   鄭惠玲老師指導 

         舊愛新歡   郭彥希 

  今天，學校舉辦舊愛新歡活動，昨天晚上我都一直

想著到底要買什麼東西? 

  我看見好多玩具，可是老師說：「要買需要的東西」

所以我只買了一個小汽車、小猴子和橡皮擦。有很多大

哥哥、大姐姐拿著一大堆玩具給我，他們還算我很便宜，

可是都是我不想要的東西，所以我就不買他們的。還是

有一個大哥哥不死心，一直給我玩具，最後也被我拒絕

了。 

  我今天好開心喔！因為今天雖然沒有買到很多東

西，可是只要買需要的東西就好了，感謝學校舉辦了這

一個活動。 

 

 

            舊愛新歡   張庭瑋 

  舊愛新歡的活動是我最喜歡的活動，因為可以買我

喜歡的東西，我從昨天就很期待可以趕快到學校。 

  活動一開始，我就到川堂跟哥哥會合，我們先到四

年級的教室選購，但是都沒有我們喜歡的東西，就到高

年級的教室。我先買一盒 1.2公厘的筆心，又買

一個鋼彈造型的鑰匙圈，我又想買風火輪賽

車，當我要去跟哥哥拿錢的時候，卻被買走

了，我心裡很難過。 

  回到教室，我看到同學都買了很多東西，每個人都

很高興，我覺得今天的活動很有意義，讓我們了解資源

回收還可以再利用，更要惜福，今天真是有意義的一天。 

 



                                                                   

                螢火蟲之夜  張瓊文 

   昨天，媽媽說要帶我去山上看螢火蟲，順便看舅公

的身體好不好，我們一家人一起去呵！晚上要吃烤雞

呢！ 

   到了舅公家，看見舅公好像蒙面俠，我問舅公你為

什麼要蒙著這一塊布呢？舅公說：「因為這裡有很多蚊

子。」幸好大家都穿長袖的衣服，可是表妹竟然穿短袖

的衣服！蚊子一定咬她。 

  坐在吊床上，天有一點黑，不久，一隻，兩隻、三

隻……數不清的螢火蟲飛來了！我第一次看見螢火蟲，

還好我有帶手電筒、容器、網子，我走向前一看，處處

都是螢火蟲，我剛開始很害怕，後來覺得很有趣，想要

多抓一點螢火蟲，才過幾分鐘螢火蟲就被我們抓光光，

回到屋子，把燈熄掉，讓螢火蟲自由飛翔。 

  雖然不行把螢火蟲帶回家，但是我學會分辨那一些是

公的，那一些是母的。到了夜深我們才踏著月光依依不

捨的回家。 

 

賞螢記    程偉軒 

  五月三日星期六的中午，爸爸買便利商店裡的涼麵

給我吃，吃完後，就開著車子開開心心的出發去馬拉邦

山。車開了好久，終於到營地。 

  晚上，解說員就一路帶我們去看螢火蟲。他說公的

螢火蟲有兩節發光器，而母的螢火蟲只有一節發光器，

而螢火蟲的幼蟲竟然是吃蝸牛的，還用肚子外面吃耶。

螢火蟲愈飛愈多，眼前好像出現一片星空喔！實在是太

美麗了。 

  我今天非常的開心，雖然媽媽沒有一起去看，但是

我會告訴媽媽螢火蟲的漂亮喔！ 

    



                                                                   

           

         假日休閒…..福田園  李承育 

  我期待已久的日子終於到來了，但天公不作美，外

面卻飄著綿綿細雨，但還是沒有減少大家的興緻，一大

早我們搭著巴士前往福田園，在車上我們唱著歌，帶著

歡笑到福田園。 

  那裡空氣清新，園裡種滿許多花草，旁邊還有小溪

流水，風景美麗，令人心曠神怡啊！在園裡大哥哥帶領

我們做竹筒飯，烤蕃薯和拓印明信片，還有水鴨竹笛，

中午我們享用自己 DIY香噴噴的竹筒飯，真是美味，用土

窯烤出來的蕃薯，又香又甜。我把自己做的明信片寄給

屏東的奶奶，把我的喜悅分享給她。 

  最後大家帶著疲憊身軀回家，這次的旅遊真是令人

難忘。 

       

            去板橋玩   高霈謙 

  今天我們搭高鐵去板橋玩，

高鐵的座椅又大又舒適，速度雖

然很快，卻不會搖晃，穩定性高

可媲美日本的子彈列車。 

  到了板橋，我們去百貨公司

逛街，琳瑯滿目的商品，讓人看

了眼花撩亂，到了美食街，我的肚子正鬧空城計了，趕

快找一個好位子坐下來，好好大吃一頓。 

  直到月牙高掛在天空中，我們才拖著疲憊的身子回

家！ 

 

 

 



                                                                   

            爬山  連耕毅 

  我今天要爬雞籠山，跟阿公、阿媽、三樓的伯伯一

起去，我的心情很好。 

  我們先坐 611的公車到松山火車站，再搭火車到瑞芳

站搭基隆客運的公車到登山口，我跟一個五歲的小弟弟

一起走，我們走到第二個休息站休息。我跟小弟弟玩他

帶來的挖土機，我們挖地上的土，幫挖土機挖一個大洞

給它住，玩好我們把土推回去。之後我們在廟旁邊的涼

亭吃午餐，我吃泡麵。吃完泡麵我就跟三樓伯伯玩酢漿

草，連續幾次都是我贏。後來我和伯公比賽，他說：「一

次你就輸」，結果我真的輸了，真厲害！ 

  這次的爬山很有趣，因為玩酢漿草的時候我心裡說

我會贏，真的是我贏。我希望下次還可以爬雞籠山。 

 

假日休閒……到台大做運動 廖爰禎 

  今天，陽光普照、微風徐徐，一大早，我們從家裡

出發到，到台大騎腳踏車和爬樹。 

  一開始我騎了三圈的腳踏車，我一邊騎一邊欣賞美

麗的花朵，看到蝴蝶在花叢裡忽上忽下的飛舞，好像正

在舉行一場舞會。 

  在廣場的旁邊，我看到一棵有著綠油油的葉子的大

樹，它的枝幹是深咖啡色的，相當粗大。不少小朋友在

樹幹上爬上爬下，玩得很開心。 

  我也試著爬爬看，剛開始，我因為樹幹太滑，一直

爬不上去滑了下來，心情很沮喪。後來爸爸和媽媽教我

腳要用力踩穩，不可以用膝蓋，不然會被粗糙的樹幹弄

傷。我試了好幾次，終於爬上去了，也享受到春天的涼

意。 

    今天真是愉快的一天，下次我還要到台大爬樹。 



                                                                    

雪霸國家公園遊記 南家妤 

  一個晴朗的星期六，我和爸爸、媽媽回苗栗探望爺

爺、奶奶和我可愛的妹妹，順便去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沿路上我們看見了許多美麗的風景，終於到達目的

地。下車後奶奶發現一棵楓樹的樹幹上有許多隻大大綠

綠的毛毛蟲，覺得有點怕怕的，沒想到爸爸還為牠拍照。 

    然後我們走進導覽館，原來雪山和大壩尖山是這裡

的二座大山，裡面蘊藏了許多珍貴的動、植物，像是台

灣黑熊、台灣山椒魚、台灣櫻花鉤吻鮭、台灣山百合、

細葉杜鵑花……好多需要被保育的動、植物。哎呀！我

終於知道剛才在外面發現的毛毛蟲，原來牠是四黑目天

蠶蛾的幼蟲，並不是普通的菜蟲，牠也是需要被保護的

呵！ 

  參觀完後我們走出戶外，坐在涼亭吃著玉米，欣賞

著風景，享受美好的下午，在這裡我學到了許多常識，

希望下次爸爸還可以帶我去其他國家公園玩。 

 

 

 

             做彈珠台   劉若凡 

  今天下午我和妹妹在我房間找到一個

大盒子，那個盒子大家都說把它扔掉好

了，不過我覺得那個盒子還可以用。 

  首先，我把那一個大盒子剪下了其中一

塊板子，接著我再把餅乾盒子裡的邊邊拔掉，當成轉彎

的地方，另外腳架、檔板和釘子也都是用廢紙做的，本

來我們的彈珠都會跑出去，好險天才的爸爸及時趕回家

來幫忙，兩三下就幫我改造完成這個彈珠台。 

  我覺得我和妹妹實在太幸福了，因為我們兩姊妹有

這個聰明又靈巧的爸爸才能幫我完成這個彈珠台，我好

高興呵！ 



                                                                   

爵士之夜   陳永杰 

  每次只要全家出去玩，爸爸都會在車上放一種聽起

來很輕鬆的音樂。後來我才知道它叫做「爵士樂」。這個

假日最棒的一件事，就是爸爸帶我去音樂廳聽「底細爵

士樂團」的演奏。 

  到了音樂廳，現場已經是人山人海。我們趕緊找好

位子坐下，同時，我也拿出隨身的小望遠鏡來欣賞。當

演奏一開始的時候，巨大的音樂聲音幾乎把我的身體從

裡到外都震動了起來。我注意到舞台上除了有爵士鼓，

還有薩士風、小喇叭……等一大堆亮晶晶的樂器，真是

漂亮極了！正當聽得入迷的時候，突然間，我發現吹樂

器的人都沒有在看指揮，真不知道指揮它在台上搖搖擺

擺手舞足蹈的在幹什麼？後來，可能音樂太美了，我竟

然不知不覺的睡著了。 

  我覺得這場演奏會真的是很精采，因為不僅他們的

樂器很多，而且選曲很優美，更重要的是，演奏時的燈

光和氣氛都太棒了。下次有機會，我一定還要爸爸再帶

我去聽爵士樂。 

 

採海芋    李沛儒 

  今天天氣很好，爸爸開車帶我們去陽明山的竹子湖

採海芋，經過了很久才到採海芋的地方。 

  我們選了開滿一大片的海芋田，換好了鞋就下去田

裡，老闆教我們採海芋的方法，手要握住底部的莖，然

後再轉兩圈，就可以拔出來了，我正要拔的時候，媽媽

告訴我要選花已開三分的，回家才不會枯萎。 

  看著一朵朵白色的海芋，一枝枝的站在田裡，就像

數千把喇叭站在田中央，非常的好看。採了一會兒，我

們就把手中的海芋交給老闆算錢，我們買了很多，滿滿

的一大把，真是漂亮！ 

  不久，我們就下山了，今天採海芋經驗是很棒的，

不僅可以聞到新鮮的空氣，還可以親手採海芋，真是快

樂的一天。 



                                                                   

二年六班小畫家     鄭惠玲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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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七班小作家   林育如老師指導 
             說故事比賽      陳昱彣 

    說故事比賽快到了，大家拼命練習，希望能得到好

成績。 

    比賽開始，全班都很緊張，我抽籤抽到八號，很快

就輪到我。一上台，我的心臟噗通噗通的跳著，但是我

把大家想成好多大西瓜，就不害怕了。下台後，我聽了

其他同學說的故事，我覺得陳琮霖最好，因為在練習賽

時他哭了，但是真正比賽時，他沒哭也很大方，說故事

比賽時，聲音也很大聲。老師公佈第一名是賴昱堯，他

真的好厲害! 

    這次的比賽，我雖然沒有得名，但是下次比賽我要

再接再厲，把故事講得更流暢，希望下次能拔得頭籌。 

 

 

             說故事比賽      賴昱堯 

    這學期當老師公佈要舉行說故事比賽時，我就每天

不斷的準備，希望得到好成績，代表班上去參加比賽。 

    在比賽當天，我非常的緊張，輪到我時，我想起媽

咪的叮嚀，深吸一口氣後，勇敢的走上台，慢慢的把故

事說完，等我全部講完時，聽到大家的掌聲，終於鬆了

一口氣。完成自己的說故事比賽，後來在台下聽其他同

學說的故事，也都非常的精采有趣。 

    當比賽結束，老師公佈我得到全班第一名，我興奮

的差點心臟都要跳出來呢!  

    我覺得這次的「說故事比賽」，讓我學到做任何事情

都要全力以赴，努力不斷練習，比賽時也要勇敢不要害

怕。另外，希望在學校的比賽，我一樣能好好表現，為

班上爭取最好的名次。 



                                                                   

                說故事比賽      陳琮霖 

    明天就是說故事比賽了，老師叫我們先上台練習，

我在家裡練習了好久好久，終於背起來了，我好高興喔! 

    比賽當天我好緊張，因為後面坐著四位評審在打分

數，快輪到我時，我心裡七上八下的坐立難安。終於輪

到我了，我差一點就哭了出來。我一上台，覺得心臟跳

得好大聲，但是講完以後，就不會覺得緊張。老師還叫

我們自己練習當評審，幫同學打分數，專心聽同學講故

事。 

    我覺得這次的說故事比賽，我比以前講得好，也讓

我變得更勇敢了，所以只要有充分的時間準備，就能把

故事講得很好。今天也讓我學到怎麼當評審？怎麼打分

數了？我好喜歡今天的說故事比賽。 

 

 

            吵架記    陳語良 

    我是一個有愛心的人，我喜歡幫助別人，並不喜歡

與人吵架，除了有一天上午，與陳尊玄發生了一件讓我

覺得很不愉快的事。 

    我和黃昱凱利用下課的時間，到操場玩遊樂設施

時，陳尊玄無緣無故拿了一把沙子，丟到我們的身上，

身上的汗水和沙子和在一起，好像一朵朵的泥巴雲，讓

我感到心裡非常痛苦，我立刻飛奔到教室告訴老師。 當

然，他們都受到老師的處罰。 

    我覺得一切的錯誤都是因為缺少愛心和耐心，如果

我們都能互相讓對方一步，學習關心別人，就不會發生

讓自己和別人受傷的事了。 

               

               



                                              

二年七班小小藝術家  林育如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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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設計 

 

 

 

 

 

 

 

 

    秉憲     咨凱           威霖         璟容 

 

 

 

 

 

 

 

 

    

   靖翎       偉丞          宜妡       琮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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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耍  郁淳             祈福卡   佳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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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豆   令蓁    秉憲         富豪     明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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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昱萱     子豪           靖翎      佑昇 

    

 

 

               

  

 

 

 

 

 

    鄧蘋     昕澔             慧雯     佳暘 

 

 

 

 

 

 

 

 

 

 

 

     



                                   

二年八班作品集   吳雪如老師指導 

  水果造型 

 

 

 

 

 

  各式各樣的水果 

  作者：邱子祐、周千又、張珈綺、高寧、 

        許維婷、葉佩其、高鵬翔。 

         

魔豆  

 
 
 
 
 
 
 
 
 
    高寧             邱子祐            張煜 



                                   
   
 
 
 
 
    
 
 
    盧玟惠           洪瑋廷            許維婷 

   

 

 

 

 

 

 

 

     

    黃琳荃            劉凱心            高鵬翔 

   

 

 

 

 

 

 

 

 

    葉佩其            葉威華            張珈綺 



                                   
 
 
 
 
 
                                   
 
 
 

    張吳新            熊于瑩            劉彥鈞 

     

 

 

 

 

 

 

 

     

  周千又            何佳鴻           張珈云           
� 雪景 
                           
 
 
 
 
 
 
    張珈綺                     洪瑋廷 



                                   
 

  

陳泓維 高鵬翔 

  

周千又 許維婷 

  

何佳鴻 張紫葳 

 



                                  

  

張煜 劉彥鈞 

  

高勖倫 葉威華 

  

葉佩其 劉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