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三三三 1111 陳彩薇陳彩薇陳彩薇陳彩薇 

     

    今天爸爸帶全家人去六福村玩，一路上，我欣賞許多美麗的風景。不久後，終

於到了目的地－六福村，進到遊樂區後，我看了一個大蛋糕，然後就去玩「蘇丹王

大冒險」，這個遊戲很恐怖，因為一進去就有許多恐龍和可怕的妖怪，嚇死我了！接

下來，我嚐試玩「沙漠風暴」，這是一種雲霄飛車，坐上椅子後就會開始旋轉，一直

轉，一直轉，害我差點吐了呢！ 

    之後，我們來到西部遊樂園區，我也玩了許多遊樂設施，其中有一個最好玩的

就是「急流泛舟」，因為水流中有漩渦和瀑布，過程中，我坐的小船一直隨著水波搖

搖晃晃的，很刺激！午餐，我們去吃了漢堡，因為玩得很過癮，肚子餓了的我也覺

得那裏的食物特別美味！ 

    玩得差不多了，時間也晚了，我們就踏上歸途，我在爸爸的車上累得睡著了，

今天真是開心的一天，希望下次爸爸還可以再帶我們到更多好玩的地方。 
 

 

 

                                                三三三三 1111    高明謙高明謙高明謙高明謙 

    十一月五日是全國中正盃武術聯賽的日子，有來自中小學校非多的隊伍前來參

加，分為兵器和拳術比賽，每位選手都為了獲得第一名而努力著。 

    這些日子，我也為了這次的比賽而努力練習，會場中，有人在看比賽，有人聚

精會神的不斷重複練習著，整個會場熱鬧無比，突然間，廣播聲中交出我的名字，

我便去排隊等候比賽，雖然心中還是有點緊張，但是我仍然專心的出場比劃拳術，

回到座位時，婆婆、爸爸和媽媽都熱情的給我鼓勵！ 

    比賽結果，我得到拳術第四名和兵器第四名，我覺得很開心，謝謝陳老師用心

的指導，下次我還要更加努力，希望可以獲得更好的成績！ 

福 村 六 

全國中正杯武術聯賽 

三年一班  柯芝嫻老師指導 



 

                                                

                                                           三三三三 1 1 1 1 林昱昕林昱昕林昱昕林昱昕 

    我們的生活週遭有許多人，他們都是有愛心、願意付出的人，所以我們的生活

環境才會如此美好，社會才會如此溫暖。我們不僅要向他們學習，也要懷著感恩的

心向他們說聲：「謝謝您。」 

    我覺得我們的社會能夠這麼和平有溫暖，要感謝許多人。像我的好朋友的爸爸

是一位勇敢的警察，他的工作是讓我生活安全，不害怕；還有我的奶奶，她年輕時

是一位溫柔盡責的護士小姐，在醫院幫醫生一起維護病人的健康，她現在可是我們

家專屬的「護士小姐」呢！說到總是在學校內盡心負責的老師們，我還記得小時候

幼稚園到現階段的每位老師，總是解決我們的疑惑，鼓勵我們，支持我們。生活中

有許多默默付出的無名英雄，我們應該大聲說：「有您真好。」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感謝自己的家人。每當我生病時候，親愛的媽媽都會在我的

身邊陪伴我度過難關；還有功課有問題時，媽媽也會用心的教導我。令我敬愛的爸

爸，他每天辛苦的工作賺錢，讓我們天天吃得飽，穿得暖。由於有他們的照顧，我

們才能無憂無慮的讀書，快快樂樂的長大。所以我要大聲對家人說：「我愛您們！」 

    有句話說：「受人點滴，報以湧泉。」如果社會上的人人有愛心，知足感恩，我

們社會就會平安又幸福！ 

（本文為三上康軒版國語課文，仿作並改寫練習之作） 

 

 

有 你 真 好



 

淡水教學遊記                      三三三三 1111    王永妍王永妍王永妍王永妍 

    十二月十五日是校外教學的日子，我一早就起床準備，到了學校，老師先跟大

家說明一些注意事項，就上車出發了，沿途我看見外觀顏色鮮豔的圓山飯店、四通

八達的高架橋、北投焚化爐……等，不久之後，就抵達了紅毛城。 

    我們先參觀了紅毛城的入口－南門，在南門上，灰白色的磚牆爬滿了藤蔓植物

的枝條，像是童話故事中的神祕城牆，之後，解說人員說明了整個紅毛城的構造，

我們先參觀地牢的設備，以及給犯人活動的放封院，我們再參觀二樓，裡面有銷毀

重要軍事文件用的焚化爐，還有取暖用的壁爐。隔壁是英國領事館官邸，房間內有

許多精美的擺設，其中還有些是當時英國人留下的家具用品，像是幾何排列的地磚，

老舊的鐵製電扇，都可以讓大家回想當時的生活情況。 

    在淡江中學裡，有這所學校著名的建築－八角樓，我們還參觀了馬偕墓園，墓

園之中有馬偕博士和他的家人，牧師朋友長眠在這裡，參觀完畢我們就往老街去。 

    各小組和愛心媽媽各自到老街參觀、品小吃，我們先去福佑宮拜拜，再參觀三

協成糕餅博物館，館中有些做糕餅的模型、器具，讓我們知道做餅的過程。我們買

了當地的名產，像是魚酥、阿婆鐵蛋，還有喝著傳統的酸梅湯，酸酸甜甜的滋味真

是好喝又解渴！ 

    最後，行程結束，大家都累了，我們坐上遊覽車依依不捨了回學校，回顧這一

天的活動，這真是一趟多采多姿的旅程。 
 

  

 

 

 

 

  

 

 

 

 

 

 

 



 

 

 

 

 

 

  

射箭    楊榮中  跳芭蕾的女孩    林昱昕  

  

保齡球    王薪翔  跑者    朱恩彤 

 

 

 

 

 



 

 

 

 

 

  

鏈球    劉秋妤 打棒球    趙俊凱 

  

媽媽在廚房的溫暖  黃寀綾 溫暖的火鍋  張書瑋 

  

撞球    胡石信 挖土機    胡石信 



 

 

 

吃火鍋的溫暖  呂承恩 

 
  

射門得分  鄭惠文  舞者  陳昱絜  接力的速度  林昱昕 

  

啦啦隊  朱恩彤 丟球    邱郁善 



 

 

 

 

 

                                                        三三三三 2 2 2 2 張宏道張宏道張宏道張宏道    

    小時候，我是一位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小孩子，剛開始上幼稚園時，每件事

都要媽媽幫忙呢！ 

    每次我想玩電腦，父母通常不會讓我玩，總是問功課做好沒？書讀好了沒？吃

飯了沒？洗好澡了嗎？……當時我很不懂事，臉上還會表現出不好看的表情，弄得

大家都很不開心。現在回想起這件事，我覺得自己不應該亂發脾氣，使爸爸、媽媽

傷心難過。 

    升上國小二年級的時候，邱老師常常跟我們說一些故事和做人做事的道理。因

為這個原因，所以使我懂事了許多，有時會自動自發替家人分擔家事，並且開始努

力用功讀書。從那個時候起，我成了家中的得力助手，父母也對我另眼相看。 

    現在我升上三年級後，覺得自己更懂事了，比以前更少發脾氣，能聽從爸爸、

媽媽的話，以及老師的教導。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長大了，我可以控制自己，

我能安排自己的作息時間，不但能玩，又有時間可以讀書。 

    我真的長大了。 

 

        日記一則----花蓮之旅                    三三三三 2 2 2 2 高鵬宇高鵬宇高鵬宇高鵬宇 

 

    98年 7月 22日  星期三  天氣晴 

    今天是個晴空萬里的好日子，我們一家人跟外婆一起去花蓮遊玩，我好期待喔！

我帶了行李準備出發，路上我們吃零食、看影片，真過癮！但有時頭會暈暈的，很

不舒服。 

    到了目的地，我興奮的下車。哇！有好多草跟樹。我們這次要住的民宿是在比

較高的地方，所以需要爬一層樓梯。 

    傍晚時，我和哥哥、爸爸去下面找鍬形蟲。我們找了好久，終於有收穫--三隻

鍬形蟲，兩隻很大，另一隻比較小，真開心！不過媽媽說回去時就要放生，好可惜

喔！ 

    晚上，媽媽訂了龍蝦大餐。第一次吃龍蝦吃到飽，感覺真棒！但是想到漂亮的

大龍蝦被我吃到肚子裡，真可憐！ 

    結束晚餐後，池塘傳來陣陣青蛙叫聲，卻都看不到青蛙，真奇怪！我們洗澡更

衣，和爸爸約好明天清晨去找獨角仙，大家在海浪聲的陪伴下入睡。 

三年二班  高明星老師指導 

我 
長 大 了 



 

        日記一則----                           三三三三 2 2 2 2 張庭語張庭語張庭語張庭語    

 

    98年 11月 14日  星期六  天氣 陰 

    今天是學校的運動會。運動會之前大家都在練習比賽的項目，我也不例外。我

都和子萱、鈺庭她們去操場比賽跑步，因為我希望運動會個人競賽可以跑第一名。 

    運動會開始了，我們先繞場。我看到了很多來賓，他們來觀賞表演和幫忙加油。

比賽跑步時，我得到第一名，真開心！班長沒跑第一名，她傷心得哭了起來。大家

一起安慰她，她還是一直哭。有一位同學她跑最後一名，她卻高興得跟老師說：「你

看！我跑最後一名喲！」大家都開心得笑著，連在旁邊哭的班長也都笑了起來。 

    接下來是三年級的趣味競賽。第一位同學把球放到桶子裡，然後再搖呼拉圈到

對面，把呼拉圈放在桶子的外圍，再把球傳到對方手上。等全部三年級最後一棒跑

完，再用時間去除以全班人數，就知道誰贏了。我們這一班得到第二名，好開心喔！ 

    最近天氣一直下雨，大家都希望運動會當天的天氣能放晴。結果今天是個沒下

雨又沒出太陽的陰天，讓大家期待已久的運動會圓滿成功。 

 

 

        日記一則----                      三三三三 2 2 2 2 何皓葳何皓葳何皓葳何皓葳    

 

    98年 10月 29日  星期四  天氣 晴 

    放學後，我懷著興奮的心情到音樂中心，上我最喜歡的音樂課。因為在這裡能

夠看到我所喜歡的音樂朋友們，尤其是心地善良的瑾熙。雖然她的媽媽不在她的身

邊照顧她，但她仍然克服了許多的困難。她曾經告訴我：「我好希望能夠和媽媽住在

一起喔！」我要持續為她代禱，盼望有一天這個願望能夠實現。 

    在這段音樂課的時間中，我可以和奇妙的音符玩捉迷藏。雖然有些曲子的挑戰

性很高、節奏很快、手指要非常靈活……，但我深信，只要努力面對它、克服它，

一定會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 

    記得我三歲半的時候，媽媽就開始栽培我，付出很多時間和金錢，開著車帶我

東奔西跑，讓我參加各種音樂比賽……。雖然我很沒有耐心，動不動就發脾氣，但

是媽媽總是鼓勵我、陪伴我，這是一直深深印在我腦海中的一件事。我要好好珍惜

這樣的福分，使我能夠彈出更優美的音樂來報答媽媽。 
 

 

 

 



 

 

 

 

 

                                    三三三三 3333 胡庭熙胡庭熙胡庭熙胡庭熙    

 

        九十八年九月廿七日 星期天 天氣 雨   

 

    今天晚上吃完飯後，我們全家一起去河堤散步，外面的風很涼爽也很舒服，而

且還看得到夜鷺和白鷺鷥在空中飛翔。天上的雲看起來很柔軟，就像是棉花糖般，

不禁讓人想咬上一口呢！「唧-唧-」的聲音，聽起來像是樹林的蟲兒在為我們演奏

音樂；風兒「咻-咻-」的吹，彷佛也想來參加這場大自然的音樂呢！我喜歡散步，

不但能欣賞風景，還能順便健身一下。 

 

 

 

 

 

 

      鉛筆   三三三三 3333 張若苹張若苹張若苹張若苹 

又細又長像竹竿， 

天天運動不長高，  

寫字畫圖不能少， 

又寫又畫精神好。 

 

 

 

 

三年三班  李勁昇老師指導 

 
 



 

 

 

 

                                                            
                                三三三三 4444 陳昱廷陳昱廷陳昱廷陳昱廷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老師的手， 
是簿子的偵查機， 
看起來好忙喔！ 
是不是作業讓老師忙不停？  
老師的手， 
是粉筆的終結者， 
摸起來好粗喔！ 
是不是教書把老師累壞了？  
因為有老師的手， 
我們學會更多知識。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小朋友的手， 
看起來好靈活喔！ 
寫字打球一級棒；  
小朋友的手， 
摸起來好軟喔！ 
音樂美勞好厲害， 
因為有小朋友的手， 
大家可以開心做朋友。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愛心媽媽的手， 
看起來皺皺的， 
是不是指揮交通太辛苦？  
愛心媽媽的手， 
摸起來暖暖的， 
應該是充滿愛心散播愛。 
因為有愛心媽媽的手， 
學校才會更美好。 

                

三三三三 4444 高竺暄高竺暄高竺暄高竺暄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那雙手摸起來粗粗的，因為為我做很

多事而受傷。 

每次煮飯時，一不小心熱氣就會噴到

那雙珍貴的手， 

那是奶奶的手。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那雙手摸起來乾乾的，看起來大大的。 

每天早上，他都會做美味的早餐給我

和姊姊吃， 

那是爸爸的手。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那雙手摸起來滑滑的，看起來小小的， 

每次放學時，牽著我的手，保護我的

安全， 

那是姑姑的手。 

 

謝謝奶奶為了我而自己受傷， 

謝謝爸爸早上做美味的早餐， 

謝謝姑姑放學時會接我回家， 

這都要感謝他們的雙手， 

讓我有個美好的人生。 
 

三年四班  陳淑慧老師指導 



 

          三三三三 4444 高靖哲高靖哲高靖哲高靖哲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那雙不怕髒, 

不怕臭的手。 

因為那雙不怕髒、臭的手， 

廚餘桶裡的腐食才能重得生機。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那雙手持鍋鏟, 

烹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的美食。 

因為它 

我得以大快朵頤人間美味。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那雙手持粉筆, 

孜孜不倦的教導我, 

使我得到智慧的根源; 

得以成長、茁壯。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那些讓我在生活中得以便利的手, 

有了它 

我的生活充滿色彩, 

我的心也充滿溫暖。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也謝謝每一位默默耕耘守護的人。 
 

 

 

三三三三 4444 高廷瑀高廷瑀高廷瑀高廷瑀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那雙手粗粗的，是勤勞的清潔工的手， 
它每天時時刻刻辛苦的幫大家倒垃圾；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那雙細心靈巧的手， 
那就是老師的手。 
無時無刻的改作業和教導我們作美勞；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那雙粗壯和有力的手， 
這些警察天天在馬路上指揮交通， 
讓我們可以安心的過馬路。 
 
這一切都要感謝清潔工、老師和警察的
付出， 
讓社區能夠變得更安心； 
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三三三三 4444 黃詠沂黃詠沂黃詠沂黃詠沂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爸爸的手又大又粗， 

那雙手為我們辛苦賺錢， 

我很感謝爸爸為我們賺錢養家。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奶奶的手充滿了皺紋， 

那雙手為我們種菜、種米， 

我很感謝奶奶幫我們煮飯、炒菜。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媽媽的手又細又嫩， 

那雙手為我們洗衣服、曬衣服， 

我很感謝媽媽對我的照顧。 



 

 

                                                                                                                                                                                            三三三三 4444        劉家名劉家名劉家名劉家名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那雙溫柔的手，那雙溫柔親切的手，他總是在我身旁照顧

我，安慰我，那就是「媽媽」的手！ 

    媽媽的手看起來很粗糙，但是摸起來卻很舒服，有大人的香味，所以我很喜歡

媽媽的手，因為那雙手，是慈愛母親的雙手啊！ 

    媽媽的那雙手像是二十四小時努力工作的機器手臂，為我們這個家努力打拼；

媽媽的那雙手像神奇的手一樣會做很多好吃的菜，讓我口水直流，一天可以吃三碗，

很厲害吧!媽媽很厲害像是一個老師，教我一些我不懂的事情，讓我變成天才小神童。 

    我要感謝媽媽，教我那麼多事情，還幫我們做家事，謝謝媽媽，我愛你！ 
 

 

                                                                三三三三 4444    吳亭葦吳亭葦吳亭葦吳亭葦    

媽媽的手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那雙手看起來小小的，摸起來卻粗粗的。 

媽媽的那雙手為我們做了很多家事，從我還是嬰兒的時候她就細心的呵護我。 

所以我最喜歡摸媽媽的手了！因為摸起來很溫暖！ 

 

爸爸的手 

我很少看到爸爸的手， 

因為爸爸都在外地工作， 

這次我認真的看爸爸的手， 

爸爸的手真的很大， 

喜歡爸爸抱我在他懷裡撒嬌！ 

 

爺爺的手 

爺爺的手很厚、很大又長滿了繭， 

因為爺爺每天都會種新鮮的蔬菜給我們吃， 

我喜歡和爺爺在田裡拔菜的感覺，更喜歡和爺爺大手牽小手的在公園裡散步。 

 

我感謝我親愛的家人， 

無怨無悔的為我做了那麼多的事情。 

如果你們老了！我還是會牽著你們的手。 



 

                          

                                                                                                                                                                        三三三三 4444 陳渝雯陳渝雯陳渝雯陳渝雯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那雙手粗粗的，那雙手大大的。 

              它會叫醒睡夢中的我，它會幫我記錄鋼琴功課， 

              那雙手就是外婆溫柔的手。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那雙手黑黑的，那雙手很有力。 

              它會保護我們全家的安全，它還會提供全家的生活所需， 

              那就是爸爸正義的手。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那雙手摸起來軟軟的，那雙手看起來細細的。 

              它會把我們家整理得乾乾淨淨的，它會認真的為家庭工作， 

              那就是媽媽辛苦的手。 
 

              外婆、爸爸和媽媽的手，都讓我感到幸福和快樂， 

              我要謝謝它們為我做的許多事， 

              它們讓我每天無憂無慮的過日子。 

 

 

 

 

                             三三三三 4444 仲庭儀仲庭儀仲庭儀仲庭儀 

哇！我的牙齒好痛呀！它又告訴我該去看牙醫了。

雖然我不喜歡去看牙醫，但是我還是得請媽媽帶我到牙

醫診所去看診。 

當我坐在沙發上等的時候，我越來越害怕、越來越

緊張。但是我看到上一位小朋友很勇敢，那我應該要更

勇敢才對。 

後來媽媽就帶我到看診台上，我緊張的快要哭起來了，媽媽安慰我說：「那只是

一下子而已。」我聽媽媽的話放輕鬆，就比較不害怕了，而且爸爸說：「每隔六個月

還是要再檢查一次啊！」我只好乖乖地看診。 

雖然我有得到牙醫診所送的小禮物，我好開心！但是我仍然不喜歡看牙醫，因

為每次拔牙，都要打麻醉針，很不舒服。我覺得看牙醫是一件不好玩的事情，我不

喜歡別人動我的牙齒，所以我決定要把我的牙齒刷乾淨，免得又因為蛀牙而去看牙

醫。 

 

 

看  牙  記 



 

 

                                            三三三三 4444    邱子洋邱子洋邱子洋邱子洋 

從小，我就對牙膏很敏感，不管是草莓、橘子、青蘋果、薄荷口味的，只要一

聞到牙膏的味道就會反胃。媽媽擔心我不用牙膏會蛀牙，就去請教牙醫，醫生說：「只

要好好的刷牙，不用牙膏也沒關係。」 

有一天，我正在吃葡萄的時候，牙齒突然痛了起來，媽媽就帶我我去看牙醫，

當我聽到醫生在幫別人磨牙的聲音時，嚇得我毛骨悚然，輪到我的時候我非常害怕，

只要醫生的手一靠近我的嘴，我就想把他的手推開，醫生只好拿一面鏡子給我，讓

我可以看到他在我的嘴裡做什麼，說也奇怪，這樣子我就不害怕了。 

這次看牙齒的經驗雖然很緊張，但也非常有趣，還讓我知道了要仔細刷牙才不

容易蛀牙。 

 

                                                 三三三三 4444 陳羿雯陳羿雯陳羿雯陳羿雯 

我家一共有十個時鐘，因為每個地方都有時鐘，就讓我為您一一介紹吧！ 

客廳的時鐘是乳黃色滾金邊的吊鐘；餐廳的時鐘是灰色花型，鐘裡還有一隻小

狗；爸媽房間的時鐘是黑色計算機形的；而他們房間廁所的時鐘是藍白色小魚造型

的；爺爺奶奶房間的時鐘是藍色正方形綠色的數字，而他們廁所的時鐘剛好跟玩具

室的時鐘一樣，淺藍色的小正方形，小巧可愛；我房間的時鐘是全家最可愛的造型

時鐘粉紅色小屋；最後要介紹的是廚房的時鐘，外框是金色的圓形掛鐘。 

家裡雖然有很多時鐘，但是我最喜歡的時鐘是粉紅色小屋。因為它會唱歌，裡

面有一首曲子叫巴海貝爾卡農，這首歌是我最喜歡的一首歌，它還會用歌聲叫我起

床呢！ 

    如果沒有時鐘我們就不知道現在是幾點，就不知道要做什麼事，希望大家

要珍惜時間，不要浪費光陰，這樣生活會更幸福。 

                                                                                                                                                                                                                            三三三三 4   4   4   4   林兆洸林兆洸林兆洸林兆洸 

我們家的時鐘有很多個，有圓形、正方形、長方形……等，圓形的時鐘掛在客

廳，它是用原木做的，其他鐘都是用塑膠做的。 

我最喜歡的鬧鐘是綠色的小鬧鐘，它的指針和數字都是螢光綠色，所以我叫它

「綠青蛙」。它會告訴我正確的時間，每天早上，它都會像盡職的管家似的，拉開嗓

門大喊，讓我很快的從美夢中醒來，展開新的一天。                                                                                           

我覺得時鐘很重要，因為時鐘提醒我，只要鐘上的秒針移動一下，就經過一秒，

那過去的一秒鐘，永遠再也追不回來了，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光陰。 

牙 記 看 

時時時時    我我我我    家家家家    的的的的    鐘鐘鐘鐘    



 

 

 

邱子洋 

   

洪薇檸 陳羿雯 簡澔瑋 

   

鄭仕承 吳亭葦 林兆洸 



 

    

    

    

    

    

                                                        

                                                                                                                                                                                            三三三三 7 7 7 7 武品蓁武品蓁武品蓁武品蓁    

 

每當夜闌人靜時，我常常想：二十年後的我，會是什麼樣子呢?是提著一個大

行李，跟客人到處去旅行的導遊?還是穿著制服的空中小姐?或是有三個可愛女兒的

媽媽? 

二十年後的我，或許是一位令人敬佩的科學家，發明一些讓生活更方便的東

西，讓人愛不釋手。除了當科學家之外，還要當一個聰明的老師，旁邊有一群活潑

亂跳的學生，常常聽到他們在課堂上抱怨著：「老師，這個字怎麼寫?」、「老師，功

課怎麼這麼多? 怎麼可能寫得完?」 

二十年後的我，應該結婚了吧!有關心我的先生和三個活潑可愛的女兒，我會

每天煮美味又營養的食物給家人吃，讓他們吃得開開心心。 

真希望二十年後的一切，都能美夢成真!從現在起，我一定要努力讀書，讓夢想

一一實現。 

 

 

                                                                                                                                    

 

三三三三 7777    劉珈妤劉珈妤劉珈妤劉珈妤 

上個禮拜，爸爸帶我們去鹿港玩，還參觀半邊井。因為剛好就在爸爸的家鄉--

台中旁邊。半邊井是著名的景點，這個巷子的兩邊都是攤販。我和姊姊看到一位吸

管達人，桌上擺著風車、鴨子、籃子……等，全部都是用各種不同顏色的吸管做成

的，好厲害喔！ 

最後終於來到了半邊井，爸爸以為那個房子可以進去，可惜沒有開放。不過我

好開心，因為可以和半邊井合照。我好想認識這口井的主人，因為它既有智慧又善

良，我覺得鹿港真有趣，它帶給我許多知識也帶給我許多歡樂，真棒！                      

 

三年七班  莊玉明老師指導 

   二二二   十十十   年年年   後後後   的的的   我我我   

去看半邊井 



 

        去看故宮文物         三三三三 7777 祝君瑋祝君瑋祝君瑋祝君瑋 

暑假時有一天，外婆、小舅舅和小舅媽來台北玩，我們就和他們一起去故宮博物

院參觀。我們搭公車前往，坐了很久的車，最後終於到了故宮。 

故宮裡面有展出許多古代的文物，有書法、國畫、古代的兵器和石雕等。最有

名的是翠玉白菜，上面還有二隻紡織娘呢！書法有楷書也有草書，草書我雖然看不

懂，但是我覺得很漂亮。故宮展出的文物我都很喜歡，但是實在太多了，一天看不

完，希望下次還可以再來。 

 

                      

乳齒   三三三三 7777    鄭欣昀鄭欣昀鄭欣昀鄭欣昀    

大家好，我是鄭欣昀的乳齒。我想

留在鄭欣昀的嘴裡，可是鄭欣昀一直弄

我，我努力不要掉下來。可是，還是被

弄下來了。但是，鄭欣昀把我弄丟了，

我一直大聲的叫著：「鄭欣昀！我在這

裡！」可是鄭欣昀一直找不到我。 

 

 

第一次拿毛筆寫字       

            三三三三 7 7 7 7 趙呈瑄趙呈瑄趙呈瑄趙呈瑄  

今天老師教我們寫書法，這是我第

一次拿毛筆寫字。毛筆軟軟的，好像掃

把喔！我覺得古代人好辛苦，因為用毛

筆寫字很慢。不過媽媽說練習毛筆的用

處是讓我們平靜心靈。 

 

 

 

      彩虹  三三三三 7 7 7 7 游宜瑾游宜瑾游宜瑾游宜瑾                

昨天早上下著小雨，中午過後又是大

太陽，而且很悶熱！媽媽在後陽台看到

一道淡淡的彩虹，趕緊叫我和弟弟去看

彩虹！我看到彩虹的的顏色越來越清

楚，漂亮的彩虹，彎彎的跨在天上真漂

亮！ 

 

 

 

 

 

 

 

 

 

 



 

          

      三三三三 7 7 7 7 林怡君林怡君林怡君林怡君 

今天是運動會，我還以為今天會下雨，結果沒下雨，真是天公作美啊！所以運

動會還是照常舉行，我感到非常開心又非常的歡喜。 

運動會是全校都必須要參加的一個活動，我們先繞場，繞玩場之後，我們就到

我們班上的休息區去坐著。 

等待著我們全三年級的演出，其中我最喜歡的活動是 60公尺跑步比賽，因為我

跑步的時候，我跑第一名，所以我很開心。另外，還有跳健康操，跳健康操的時候

我都跳到瘋了一樣呢！真好玩！ 

我覺得今年的運動會跟去年比起來更好玩了，因為三年級能夠參加項目變的更多

了，還可以看到中高年級的跑步比賽--大隊接力，真是精彩。還有看到哥哥的 100

公尺跑步決賽，他還拿到第三名，真厲害！今天的運動會真精彩，希望下次的運動

會也會是晴空萬里的好天氣，我們也會有好心情的！ 

 

 

                    三三三三 7777    丁宇昕丁宇昕丁宇昕丁宇昕  

今天上體育課的時候，體育老師跟我們說了許多有關聽障奧運的事情。我們以

為他們都很可憐，而且認為他們不能幫我們做事情。其實，他們都很能幹的！像其

中一位選手，早上五點去清下水道，上午十一點下班後再去騎腳踏車練習。從十一

點練到傍晚回家，真的比一般人都還要厲害呢！ 

 

  觀     貓 
     察      咪       三三三三 7777 祝于晴祝于晴祝于晴祝于晴  

今天放學，我走在路上的時候，我看到一隻貓咪正在吃貓飼料。我覺得那隻貓咪

很可愛，而且貓咪在打哈欠的時候超可愛的！貓咪會用舌頭舔自己的身體來洗澡，

貓咪在晚上眼睛就會變圓。下次我還要再觀察貓咪！ 

運動會 

聽障奧運 



 

 

     騎單車記---挑戰淡水    三三三三 7777 林芷熠林芷熠林芷熠林芷熠     

八月二十五日早上六點我就起床了，整理好今天要用的東西後，我們便在六點

二十幾分出發到淡水。今天是個陽光很大的日子，我們騎到自來水博物館時，擦了

防曬油後又接著到了大稻埕。之後，準備直達淡水，不過到了關渡宮我們稍事休息

了一下，就直達淡水老街。到了目的地，我們找來找去就是找不到冰店，最後選擇

在一家店裡喝酸梅汁，並打電話跟媽媽說我們挑戰成功了！媽媽直誇我們怎這麼厲

害，九點半就到了。我們在老街買了思樂冰和飲料，我抽到一元的卡，想必是老天

犒賞我辛苦的獎勵吧！十點半我們就啟程回家了，回家時因順風加上太陽很大，而

且中午天氣正熱，不過經過了爸爸的鼓勵，繼續往前行！一點就到家了。 

途中發生了一件有趣的插曲，就是爸爸問了在休息的阿伯方向，好心的阿伯指

明了方向後，我們父女倆便繼續往前快騎，沒想到約三十秒後就看到那位阿伯騎著

他那台很炫很貴的腳踏車全速追趕我們，為了他報錯了方向而熱心的陪同我們前往

正確的道路走。 

今天熱斃了！不過既刺激又好玩。因為我們成功到了淡水老街，這是很有成就

感的！我還真不是蓋的呢，我真棒！而且那位好心的阿伯真熱心，竟然可以為了二

位陌生的路人而花一番力氣，多騎了那段路，真佩服他的責任心和好人心：這也提

醒我，知道如果以後遇到需要幫助的人，一定要盡力幫忙才行喔！ 

這一趟親子騎單車挑戰淡水，真是令人回味啊！ 

 

 

 



 

 

 

 

發射飛彈       三三三三 8 8 8 8 周子鈞周子鈞周子鈞周子鈞  

     軍事秘密基地， 

     飛彈準備發射， 

     小兵一進門， 

     炸的滿頭灰！ 

 

     春眠不覺曉， 

     小雞到處跑， 

     夜來轟炸聲， 

     炸雞炸多少？ 

 

 

雨天      三三三三 8 8 8 8 林姸融林姸融林姸融林姸融  

     雨啊！雨啊！ 

     你不要下小又下大， 

     就算你要來， 

     也不要帶你的朋友---風， 

     如果它要跟你一起去逛大街， 

     我們就要遭殃了。 

 

 

        冰箱   三三三三 8 8 8 8 林鼎傑林鼎傑林鼎傑林鼎傑    

冰箱冰箱你真好， 

每天辛苦的工作。 

好像偉大的媽媽， 

照顧好多蔬菜和水果。 

冰箱你真好。 

 

冰箱      三三三三 8 8 8 8 修若慈修若慈修若慈修若慈     

冰箱啊冰箱， 

你的肚子為什麼這麼大， 

肚子每天吃飽飽， 

永遠不怕肚子餓， 

再多食物也能裝， 

冰箱是個大肚婆。 

 

 

 

天氣      三三三三 8 8 8 8 修若慈修若慈修若慈修若慈  

天氣啊天氣， 

為什麼有晴天和雨天， 

可不可以今天雨天， 

明天晴天， 

天氣真奇怪。 

 

 

 

彩虹    三三三三 8 8 8 8 許芸愷許芸愷許芸愷許芸愷  

彩虹！ 

五彩繽紛的彩虹， 

很漂亮！ 

但愛偷懶， 

不常常出來， 

露露臉， 

可是人們卻喜歡它。 

 

三年八班  顏國雄老師指導 



 

 

    火車   三三三三 8888    陳妤婕陳妤婕陳妤婕陳妤婕 

     寬寬的鐵軌， 

     綠綠的小草， 

     龐大的火車， 

     快快開。 

 

     寬寬的鐵軌， 

     綠綠的小草， 

     龐大的火車， 

     ㄉㄨ ㄉㄨ ㄉㄨ! 

 

 

    彩虹   三三三三 8888    陳妤婕陳妤婕陳妤婕陳妤婕  

 

     彩虹彩虹， 

     你的顏色真鮮艷， 

     紅橙黃綠藍靛紫。 

 

     彩虹彩虹， 

     你的形狀真可愛， 

     彎彎彎彎像座橋。 

 

 

雨水   三三三三 8 8 8 8 陳俐陳俐陳俐陳俐妏妏妏妏     

      

     雨水雨水， 

     你真壞， 

     把我們淋的溼答答。 

     雨水雨水， 

     你真壞， 

     讓我們， 

     變成落湯雞。 

 

 

 

 

 

 

 下雨天   三三三三 8888 陳芷琪陳芷琪陳芷琪陳芷琪  

 

藍藍的天空， 

忽然下起大雨， 

雨來了！ 

讓我家淹水， 

雨來了！ 

讓衣服全溼透， 

雨啊！ 

你怎麼那麼狠心呢? 

 

 

 多變的天氣  三三三三 8 8 8 8 曾靖媛曾靖媛曾靖媛曾靖媛  

 

天氣呀天氣！  

你為什麼多變， 

有時候是陰天， 

有時候是晴天， 

為什麼不能一半陰天， 

一半晴天， 

到底為什麼？ 

 

 

鉛筆   三三三三 8 8 8 8 黃紫瑜黃紫瑜黃紫瑜黃紫瑜  

 

鉛筆， 

你真辛苦啊! 

你每天陪我擦擦寫寫， 

都不會覺得累。 

你被我削， 

也不哭， 

真奇怪! 



 

 

 

 

                                       

                                         三三三三 8 徐睿桐徐睿桐徐睿桐徐睿桐  

    今天，我和弟弟心血來潮，從書櫃中拿出一疊厚厚的相簿， 

        相簿上一張張一頁頁，都是我們共同的回憶。 

    打開相簿，我看見爸爸媽媽帶我們到七星山上洗溫泉，弟弟 

        一想到那熱呼呼的泉水就笑得合不攏嘴；還有，當兵時的爸爸當 

        了排長，手上拿著長槍，一腳跨在大石頭上，帥極了！我還看到 

        去年暑假全家人一起去武陵農場，第一次露營搭帳篷的情景，照 

        片中我們又叫又跳，好不開心，現在回憶起來還是很興奮呢！ 

          隨著時光流轉，我們一年年長大，幸好當初爸媽拍了許多照 

        片，不然我就無法看見自己小時候的樣子和這些珍貴的回憶了！ 

 

 

 

 

 

我 全 們 家 的 相 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