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詩  三 2吳筱晴 

 

鐘響沒下課， 

教室罰靜坐， 

聽著歡笑聲， 

心裡真難過。 
 

 

給 Heidi 老師的回信 
 

Heidi 老師： 

感謝妳給我的好信，我很感謝妳給的優惠，所以我在給妳的回信裡，會多寫國

字哦！ 

寫信就是一種多功能的事情，回信也就是回當日寄來的信，所以說，寫信、回

信都是好事。我跟妳說哦！國字是鑰匙，注音是門。 

我再告訴妳一個小小故事，妳要專心聽哦！有一個只寫注音的島，就是注音島；

另外一個島，是只寫國字的島。過去我都幫注音島的人說話，現在我讓他（她）們

和好了，還幫忙搭出了一個連接橋，所以國字變成了鑰匙，注音變成了一扇門，至

於筆劃，就變成了門把。所以說，國字、注音、筆劃一起合作，語文世界就會變得

更好。 
                                                      吳筱晴  敬上 

 

 

 

 

 

 

 

 

 三年二班  朱毓玢老師指導 
 



 

 

 

 

 

 

舊愛新歡舊愛新歡舊愛新歡舊愛新歡                                        三三三三 5 5 5 5 沈柏安沈柏安沈柏安沈柏安    

    今天是一年一度舊愛新歡的活動，

我昨天一直在想到底要買什麼，到了今

天，我想要的東西居然被別人買走了，

所以我根本就沒有買到我想要的東西，

後來只好回教室幫忙叫賣。我賣出了幾

個玩具，我覺得當老闆很好玩，因為每

賣出一樣物品，成就感就多一分。 

 

                    合奏曲合奏曲合奏曲合奏曲                                            三三三三 5 5 5 5 游子頤游子頤游子頤游子頤    

                今天，我在孔廟吹直笛時，遇見一

位爺爺，他看了說要教我，他拿著一枝

名叫「尺八」的樂器，和我合奏了一曲

「小星星」的歌，據說那枝「尺八」已

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呢！ 

         

      母親節母親節母親節母親節                                            三三三三 5555 李謙益李謙益李謙益李謙益    

    今天是星期天，也就是一年一度的

母親節，在這一天大家都會送各種禮物

給媽媽，有的送花，有的送媽媽一個大

擁抱……。而我的方法是在星期六晚

上，趁著媽媽睡覺時，把禮物放在桌上，

等到星期天時，媽媽就會發現我送她的

禮物了！那你呢？ 

 

        輻射飛椅輻射飛椅輻射飛椅輻射飛椅                            三三三三 5 5 5 5 陳智紘陳智紘陳智紘陳智紘    

    玩完了遊樂設施以後，我覺得原來

輻射飛椅沒那麼恐怖，只是恐懼一直擋

住我的視線。其實只要閉上眼睛，就好

像手拉著頭上的線，坐在椅子上吹風，

可是絕對不能張開眼睛，一張開的話，

就會感覺自己即將掉落，很可怕。 

 三年五班  楊玉珍老師指導 
 



 

                                上網上網上網上網                                三三三三 5555 翁雋凱翁雋凱翁雋凱翁雋凱    

    今天下雨沒辦法出門，所以媽媽就

教我上網，上一些很有趣的網站，有古

典魔力客、台北市立圖書館、台北市立

動物園、下課花路米和 e4kids。我挑戰

了一個英文單字遊戲，很難，可是很有

趣，原來上網不只可以玩遊戲，還可以

學到很多知識。 

 

       怪天氣怪天氣怪天氣怪天氣                                        三三三三 5555 段彥安段彥安段彥安段彥安    

    這禮拜的天氣好奇怪喔！因為禮拜

五上午還很好，可是到了下午，天氣就

變成了傷心的巨人在哭，結果，下了一

場可怕的巨人眼淚雨。來得又快又急，

巨人大概很傷心吧！ 

    禮拜六的晚上，我們穿著厚厚的衣

服上車。爸爸媽媽穿著羽絨衣，坐在前

座，好像兩個小雪人一樣，而且是一個

白的，一個黑的。 

 

                        

    水的浮力水的浮力水的浮力水的浮力                                    三三三三 5555    許維婷許維婷許維婷許維婷    

    今天上自然課時，老師讓我們用膠

泥做一艘船，因為原本膠泥是會沉下去

的，而老師讓我們做可以浮在水面五秒

的船，來認識水的浮力。我和我的夥伴

做了一艘很薄的船，沒想到居然成功

了，所以老師就送我們氣球，但是我希

望下次我的船還可以做得更大。 

 

     第一次當第一次當第一次當第一次當「「「「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三三三三 5555 張瓊文張瓊文張瓊文張瓊文    

    今天我媽媽上晨光時，發給大家一

人一個氣球，叫大家把氣球塞到衣服

裡，體驗媽媽懷孕的時候。過了不久，

大家就一直說好熱，而且下課時，大家

都不敢出去玩，因為怕被別班同學笑。

不過有了這次的體驗，我終於了解了媽

媽的辛苦，我一定要好好感謝她。 

 

 



 

                        奶奶的生日奶奶的生日奶奶的生日奶奶的生日                            三三三三 5555 方筱雯方筱雯方筱雯方筱雯    

    4 月 5 日星期日是奶奶的七十大壽，

那天我們在一家海產店，訂了一桌山珍

海味的佳餚，老闆還準備豬腳麵線，最

特別的是麵線不可以剪斷，這樣才能讓

奶奶長命百歲。最後我們還吃了一個可

口的蛋糕，奶奶今天真是開心極了！ 

 

 

        哆啦哆啦哆啦哆啦ＡＡＡＡ夢小人國夢小人國夢小人國夢小人國            三三三三 5555 李沛儒李沛儒李沛儒李沛儒    

    在寒假的期間，爸爸媽媽帶我和妹

妹去哆啦Ａ夢小人國玩。首先我們先去

玩雲霄飛車，還沒開始的時候我就已經

緊張不已，到一半的時候，我就驚聲尖

叫，終於玩完了，我的喉嚨都啞掉了。

後來又去坐旋轉木馬，轉啊轉，又配上

了好聽的音樂，好像在天堂般的幸福！ 

 

 

 

        

宜蘭行宜蘭行宜蘭行宜蘭行                                    三三三三 5555    簡佑安簡佑安簡佑安簡佑安    

    星期六，我們全家去宜蘭的明池森

林遊樂區。這段路非常遠，又彎彎曲曲

的，可以說是九彎十八拐，讓我頭昏眼

花，還吐了呢！在坐車的這段時間，非

常的不舒服，但我只要一想到明池，還

是堅持不放棄，經過千辛萬苦，終於到

達目的地了。看到了美麗的湖水後，就

覺得不虛此行。 

 

 

 

 

 

 

 

 

 

 

 

 

 

 

 

 

 

 

 

 



 

 

 

 

 

 

 

                     

                 三 6 廖爰禎 

 我有一位像超人一樣的爸爸，長得

高高壯壯的，他很喜歡運動，不但每天

會仰臥起坐一百下，假日一定會去爬政

大後山，即使下雨天也不例外。  

爸爸為了給我們高枕無憂的生活，他

每天早出晩歸，常常過了吃晩餐時間才

回家，非常忙碌又辛苦，但是爸爸還是

會撥空陪我們。每當我遇到不會的題

目，爸爸就像百科全書一樣，總有解決

的辦法。例如，他會利用電鍋做水蒸氣

的實驗，告訴我水蒸氣的原理。他也會

操作地球儀，告訴我每個國家的地理位

置。 

頭腦清楚的爸爸，還是做過一些糗

事。例如:有一次爸爸以為自己忘了帶黑

莓機出門，就打電話回家，搞得家裡天

翻地覆。結果，原來是他自己放在車上

忘了拿。爸爸是大事情精明，小事情就

和我一樣迷糊啦! 

我很感謝爸爸的養育之恩，只要每天

看到爸爸的笑容，我也就跟著充滿活

力，希望爸爸每天快快樂樂。               

 

 

 

 

 

 

 

      

三 6戈瑋 

    我媽媽的情緒像風一樣，爸爸的情

緒像山一樣。 

    媽媽溫柔時像微風，輕輕吹拂在我

的臉上，好舒服；憤怒時，像龍捲風，

雷雨交加，一會兒手心被打得通紅，一

會兒被罵的狗血淋頭。  

    爸爸親切時像大山擁抱著我；大發

雷霆時，像火山噴出來的石頭和灰，砸

下來足以讓人致命。光是這樣，就令我

心驚膽跳，接下來滾滾而來的岩漿，更

是讓人以為世界末日已經到來，再怎麼

逃也逃不掉了！ 

   雖然爸媽憤怒、生氣時都令人畏懼，

不過當我傷心害怕時，他們還是我最好

的避風港，也是我最好的靠山！ 

 

 

 

 

 

 

 

 

 

 

 

三年六班  沈佩芳老師指導 
 

的 爸 我 爸 



 

 

 

 

 

 

 

 

 

 

   

 

                                                            三年七班集體創作 

◎ 媽媽您是我的守護神。每天保護著我上下學，肚子餓了，煮飯給我吃；天氣涼了，

給我衣服穿，我的功課沒寫完，陪在我身邊教我。（梁世運） 

◎ 媽媽您是我心目中的萬靈丹。每當我功課不會時，您就像一本活字典，讓我找到

答案；當我生病時，您就會帶我去看醫生，使我的病快快好起來。（邱子祐） 

◎ 媽媽您是我的「萬能超人」。可以煮好吃的飯，是個廚師；可以幫我把功課教好，

是個老師；可以好好開車，是個計程車司機，讓我生活舒適。（凌敬恒） 

◎ 媽媽您是仙女。當我做錯時，您溫柔的告訴我「不要這樣做」；當我考試考不好時，

您安慰我說「沒關係，下次再努力！」您給我的鼓勵，讓我成為全世界最幸福的

人。（蓋雨辰） 

◎ 媽媽您是我一生中的萬靈丹。您的關懷，使我身體健康；您的照料，使我成長茁

壯；您的支持與鼓勵，使我信心滿滿。（程偉軒） 

◎ 媽媽您是我身旁的靠山。當我不懂得時候，您不辭辛勞的教我；當我不會做的時

候，您耐心細心的教導我，讓我平安順利沒有憂愁。（林廷珍） 

◎ 媽媽您是我的大富翁。每天我只要肚子餓，您就會買我喜歡的食物；文具用完時，

您就會隨時補充，讓我永遠不缺少。（高于晴） 

◎ 媽媽您是美麗的天使。當我傷心難過時，您總是唱著好聽的歌來安慰我；當我不

懂事時，您不斷的教我做事的道理，讓我到處受歡迎。（張家瑜） 

 

三年七班  呂淑芬老師指導 
 

媽媽媽媽媽媽您您您是是是…
………

……   



 

 

 

 

 

 

快樂的一天   三 8 周書瑜 

 

   當我不高興時，我常會回憶以前去日本的環球影城玩的情形。 

  我記得我在環球影城裡玩了「水世界」和「大白鯊」，而且我和爸爸還有看「機

器人」和「蜘蛛人」的電影，我覺得這兩部電影都好可怕喔！我很想玩雲霄飛車，

但是媽媽卻叫我不要去坐，因為媽媽覺得很危險，所以我只好聽媽媽的話，没有去

坐雲霄飛車。 

  那時，我在日本還看到了雪花和櫻花，我覺得雪花和櫻花都好漂亮喔！ 

  我回到臺灣之後，覺得臺灣應該多學學日本，因為日本的馬路上都没有垃圾。 

  現在，我只要一想起去日本的事情，心裡就希望下次暑假或寒假，可以再去日

本玩，所以全家一定要努力的存錢。 

 

 

幸福的我         三 8 葉宇婕 

 

    幸福到底是什麼呢？幸福是一種會讓大家開心的感覺，它可以讓你就算沒有金

錢也會很快樂。 

    我曾幫辛苦工作的爸爸把洗澡要用的的東西洗乾淨，讓爸爸很開心；還曾在媽

媽生日的時候幫媽媽拖地，讓媽媽開心度過這天；我也曾幫妹妹找到她最心愛的娃

娃，讓她很開心。 

    那有誰給我幸福呢？我想起來了！媽媽曾在我發燒的時候辛苦照顧我，當我睡

醒時看到媽媽在我旁邊睡著了，讓我很感動；妹妹曾在我吃藥時鼓勵我吃藥一點也

不苦，讓我很感動；醫生還曾幫生了重病的我看病，讓我的病快好，讓我的很感激。 

    原來幸福是大家給我的，也是我給大家的感覺，我也要多把幸福帶給別人。 

    

三年八班  楊兆琪老師指導 
 



    

                                                                                                                

 

                                                                                                                                                                                    三三三三 8888 盧玟惠盧玟惠盧玟惠盧玟惠 

 

幸福到底是什麼呢？是花？還是草？都不是！它，是一種會帶給我們美好、快樂

的東西，而且不一定只有有錢人才可以得到。 

記得我曾經在家幫做媽媽家事，像：洗碗、摺衣服……等等，姊姊還會說：「妳

好討厭ㄛ！都不留給我做！」哈！「有量才有福」呀！睡覺前，我都會穿睡袍且準

備明天的衣服，也常常在１０點３０分前睡覺，爸媽都很放心，不怕我第二天起不

來；我和姊姊不會常吵架，加上姊姊也不會罵我，爸媽都不會生太多氣。 

那麼哪些人曾經帶給我幸福呢？「玟惠別哭了，我們去玩，好不好？」他就是這

麼好心，叫張珈綺，在我傷心時陪我散心的好朋友，所以我要珍惜第三年和她同班

的時光。還有，「快一點！」「不要！」從幼稚園就一直同班的劉彥鈞，他陪我度過

三年的時光。 

沒有錯，幸福就是一種很美好的感覺，從生活中發現，而且還要惜福，才會真的

很幸福。 

 

 

 

 

                                       三 8 蕭郁潔 

                          

   幸福是什麼？幸福是一種美好的感覺，要從生活中去體驗、感覺、發現。 

   我曾經為翁煜翔拿過東西和撿過東西,幫助別人的感覺也很好;我還曾經幫媽媽

煮過飯和切過菜,讓她很感動,和媽媽一起做菜也會有一種幸福的感覺;我也曾經還

為哥哥洗過便當盒,他非常感謝我。 

   我要謝謝爸爸和媽媽,因為他們每天照顧我.關心我,而且每天都會幫我準備便當;

我要謝謝哥哥,因為他教我寫我不會寫的數學作業簿,還有我無聊時伴著我;我要謝

謝宇婕,因為她下課會陪我玩耍。 

   原來幸福是一直在我身邊環繞,我真的是一個幸福的人,我也要多幫助別人,把幸

福帶給別人。 

幸福幸福幸福幸福的滋味的滋味的滋味的滋味 

幸福幸福幸福幸福的的的的感覺感覺感覺感覺 



 

 

 

               三 8陳彥彤 

 

    今天媽媽為我煮了一碗雞湯，我心裡問自己幸不幸福。我自己在心裡回答說：「我

很幸福，因為我有一個很愛我又慈祥的媽媽。」 

    這讓我想起我曾經在同學傷心難過的時候，安慰他，讓他不再那麼難過了。我

還曾經在媽媽家事很多的時候，幫她分擔一些家事，還幫媽媽泡一杯茶。還有 

一次， 同學不小心在學校跌倒了，我就趕快帶他去保健室擦藥，讓他感覺幸福又 

溫暖。 

    媽媽曾經在我生病的時候，一直陪在我身邊，給我勇氣和鼓勵；哥哥曾經在 

我功課不會寫的時候，教我怎麼寫；同學曾經在我筆沒帶的時候，借我一枝筆。 

    我現在終於知道幸福在哪裡，幸福就在我們身邊，原來給我幸福的人不只是 

我的家人，還有在我身邊的阿姨、伯伯等。而我也能帶給大家幸福，讓大家快樂。 

 

 

 

 

 

                                              三 8鄭群瀚 

回憶是一顆又好吃、又香甜的泡泡糖。 

我記得在去年放寒假的時候，爸爸安排全家人去日本度假，大家開開心心的搭

上飛機。到了日本，大家看了白雪佔領了整個山坡，雪花都長了翅膀飛到臉上，令

我們既興奮又驚喜。 

那時候，大家在山頂玩滑雪盆，從山頂滑雪盆下來，哇！好好玩啊！就這樣一

次又一次的拉著雪盆往下滑，即使是在寒冷的雪地，也流著滿身汗，一直到風雪太

大，關閉雪場時，我們才依依不捨的離開山坡。 

之後，大家就回去飯店泡溫泉，泡溫泉的時候爸爸和媽媽在休息，我和哥哥卻

在找還有沒有雪可以堆成小雪或可以打雪仗。 

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日本是一個風景很美又很冷的地方，我要謝謝爸爸和媽

媽帶全家人去日本度假，因為這次外公和外婆也有一起去，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日本

之旅特別好玩，也特別留下深刻印象。 

 

幸福幸福幸福幸福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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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