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五五五 1111 劉恩霈劉恩霈劉恩霈劉恩霈    

 假如我是一個旅行家，那該有多好啊！我可以去世界各地旅行、探險，可以跋

山涉水到炎熱的非洲沙漠，觀察那裏的動植物如何在這麼高溫又乾燥的環境下成

長；可以搭飛機到寒冷的阿拉斯加，詢問住在這裡的愛斯基摩人，如何適應這裡的

氣候，我可以住在冰屋裡，穿著毛皮大衣，吃一頓當地的美食，感受那兒寒冷的氣

候。 

 假如我是一個旅行家，我可以到蒙古，騎著馬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奔馳，體

驗住在蒙古包裡的感覺，聆聽「馬頭琴」彈出來優美的樂曲；我要搭飛機到世界上

地勢最高的玻利維亞機場，感受空氣稀薄的特性，那兒沒有街道是平緩的，逛街時

就像在爬山一樣，我想他們的肺活量一定很大吧！我也想去有「白象之國」之稱的

泰國，在那裡享受騎乘大象的樂趣，發現到處都是華麗莊嚴的廟宇，知道「千佛之

國」的由來；我還想去土地低窪的荷蘭，那兒的人們因為低窪潮濕的關係，大家都

穿著木鞋，還有像酒杯一樣的鬱金香，遍滿各處，香味十分濃郁；而比利時的巧克

力更使我食指大動，不停的流口水呢！ 

 假如我是旅行家，我可以到世界各國旅遊，滿足我的好奇心，得到豐富的知識，

了解各地的歷史人文，增廣見聞，在每個國家拍照，留下最美好的回憶，學習各國

的禮儀，品嚐不同國家豐盛的美食。 

 假如我是旅行家，我可以告訴親朋好友哪裡有好玩的地點，古色古香的古蹟，

也會帶他們品嚐各地的美食，介紹各地的文化，觀賞世界各地奇特的鳥類、植物……

等。 

 假如我是旅行家，我可以玩遍全世界，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欣賞全世界的美

景，讓世界奇觀盡收眼底，體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奧妙，將我在世界各地

所看到的奇聞趣事，和使我回味無窮的事物紀錄成冊。 

    想要成為旅行家，第一，必須要熱愛旅行，並具備十足的勇氣，因為在旅行當

中，會面臨許多困難，都要自己想辦法解決；第二，要擁有優異的語言能力，才能

和外國人溝通；第三，更要有良好的觀察力，才能發現奇特的事物；第四，當然健

壯的身體是不可少的，上山下海、翻山越嶺，都需要有很好的體力，才能辦得到；

最後，要存錢。所以，從現在開始，我要好好努力，將來有一天，我一定可以成為

一位真正的旅行家。 

五年一班  張崇仁老師指導 
 



 

 

 

       

                               之一 
                                 

                                                          五五五五 2222 吳家瑜吳家瑜吳家瑜吳家瑜 

    昨天晚上，正當我要上床的時候，突然聽到房門外咚咚響，我打開房門，發現

外面什麼東西都沒有，那時已經是深夜了，心裡覺得毛骨悚然。關上門後，又再次

傳來咚!咚!咚!的聲音，我一點都不想理它，但咚!咚!的聲音一直持續著，絲毫沒有

要停下來的樣子，我仔細聽了聽，發現聲音是從窗外傳來。於是，我悄悄的拉開窗

簾的一角，往外一看，天啊!怎麼有個白影在飄動，不會真的是妖魔鬼怪吧!我嚇到

全身不停的顫抖，想大聲呼救，但喉嚨卻發不出聲音，掙扎了許久，總算大叫出「媽！」

媽媽和爸爸慌張的推開了我的房門問我怎麼了。我嚇的說不出話來，顫抖的手指著

窗戶，於是爸爸拉開窗簾，推開窗戶，發現樹梢上掛著一件白色的被單及一個鐵罐。

頓時，大家都笑了出來，結束了這場「被單驚魂記」。 

 

                                之二 

                                                            

五五五五 2222 毛慕庭毛慕庭毛慕庭毛慕庭 

     昨天晚上，正當我要上床的時候，突然聽到房門外咚咚響，我打開房門，竟然

看見一支七仔抬頭望著我。我嚇了一跳，眨眨眼，牠還是在那裡。我把牠抱了進來，

牠一進到房間就開始打噴嚏，連忙鑽進我暖暖的被窩裡，沒多久就呼呼大睡。隔天

一早醒來，看到一隻小恐龍，我才發現我家變成了侏儸紀公園。有一隻綠色的小恐

龍在樹葉吊床上呼呼大睡。我匆匆畫下牠的樣子，吃了顆荷包恐龍蛋，就上學去了。

我在學校把畫拿給同學看，他們都不相信。回家時，我身旁多了一群「客人」。回到

家，一開門，一隻小小的綠色獨角獸衝了過來，咬著我的衣角不放。大家都被牠那

身美麗的毛所吸引，其它獨角獸一隻ㄧ隻靠近，全身披著星光似的毛美麗極了!我的

「客人」們在家裡玩瘋了，還有客人騎著獨角獸亂衝。客人回家時，各帶了一隻回

家。睡覺時，才發現床不見了！我一抬頭才發現家具全都不見了！原來，那些星光

似的白色獨角獸是我的家具變成的！早晨，我從床上摔下來，結束了這場惡夢。 

五年二班  陳娟娟老師指導 
 

龍龍龍龍    故故故故    事事事事    接接接接    

龍龍龍龍    故故故故    事事事事    接接接接    



 

         

 

                                之三 

                                                     五五五五 2222 盧亦庭盧亦庭盧亦庭盧亦庭    

     昨天晚上，正當我要上床的時候，突然聽到房門外咚咚響，我打開房門，我看

到了一隻小狗，牠說：「跟我走，就會得到意想不到的驚喜。」我的天啊！狗竟然會

說話，我看了一下小狗，發現這不是我們家的小白嗎？突然，小白跑走了，我緊緊

跟著牠，走著走著，出現一道白光，我的身體忽然變小了，小白也變小了，眼前突

然變出一座遊樂場，裡面的遊樂設施都是我從來沒玩過的，我發現每一個工作人員

都是狗狗，小白對我說：「我常常來這裡玩呢!」。我說：「原來你常不見就是來這裡

呀！」小白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我和小白在遊樂場玩了很久，接著又去水池玩，

才發現，原來小白是很厲害的游泳健將，正當我們愉快的玩著的時候，忽然一顆飛

球過來，打中了我的頭，我突然驚醒，這才發現原來這一切都是夢，但是感覺好像

是真的喔！ 

    

 

                                                     五五五五 2222 陳昱云陳昱云陳昱云陳昱云 

    從前，烏鴉的羽毛紅紅綠綠的，非常漂亮，因為擁有一身漂亮的羽毛，所以很

驕傲的炫耀自己。有一天，牠飛著飛著看到眼前有一堆火，太陽的光線照在火上，

散發出紅橙黃藍綠等七彩的顏色，比什麼都好看，烏鴉感覺自己被比下去了，所以

不服氣的想要跟火較量較量，於是牠鼓起翅膀就向火撲了過去，「ㄆㄨ」！的一聲，

他不小心掉進火裡，燒得牠「嘎！嘎！嘎！嘎！」直叫，痛得牠直在地上打滾，牠

那身漂亮的羽毛全都燒焦了。從此以後，烏鴉的羽毛就變成黑的，再也驕傲不起來

了。 

 

 

龍龍龍龍    故故故故    事事事事    接接接接    

動物狂想曲  之一 



 

 

                                                     五五五五 2222 姜沛妤姜沛妤姜沛妤姜沛妤 

    很久以前，有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孩叫阿巧。由於家境貧窮，很小的時候就被送

到富貴人家中當下女。有一天，阿巧到後院菜圃中澆菜的時候，突然，有一位衣服

破爛，全身骯髒，臭氣沖天地乞丐出現在她身後。「這位好心的姑娘，我已經好幾天

沒吃飯了，請你施捨一些東西給我吃吧！」乞丐求著阿巧。阿巧看到乞丐這麼可憐，

於是就把自己的午餐偷偷留下一半，送給乞丐，乞丐非常感激的走了。第二天，當

阿巧在洗衣服的時候，那個乞丐又出現。阿巧正準備去拿吃的東西給乞丐吃時，正

好被家中的女主人看到了，她對阿巧大喊：「阿巧，你在做什麼？還不快去洗你的衣

服。」阿巧只好回去洗衣服，女主人一看到乞丐就把他推向門外，一邊推還一邊罵：

「你這個臭乞丐，還不快給我滾，這裡沒東西給你吃，快滾。」乞丐一下子就被推

出門外。阿巧看到這個情形，心裡很難過，就趁著女主人不注意的時候，偷偷拿了

東西，送給已倒在門旁邊的乞丐。乞丐非常感動，一直對阿巧說：「謝謝妳，妳的心

地真好，好人會有好報。」乞丐三兩下就把東西吃完了，接著對阿巧說：「好心的姑

娘，妳就好人做到底，幫我把腳上包包中的膿擠出來，我已經痛了好幾天了。」好

心的阿巧一句話也沒說，就把乞丐腳上的膿給擠出來，膿濺得阿巧整臉和整身，但

是阿巧一點也不在乎，反而問乞丐:「現在好多了吧?」「好多了，好多了，姑娘，謝

謝。」乞丐說完，就笑嘻嘻地走了。乞丐走了後，阿巧在水槽邊把手腳和臉洗乾淨。

當阿巧走進屋裡時，女主人十分驚訝地看著她，並且問：「你是誰啊？怎麼穿著阿巧

的衣服？」原來阿巧已經變成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女主人非常羨慕，就問阿巧原

因。阿巧告訴了女主人，女主人找到乞丐，不但請他吃飯，還幫他擠腳上的膿包。

結果女主人不但沒有變的比以前更漂亮，反而比以前更醜了。而且她臉上，身上還

長出了毛來，好像一隻野獸。女主人傷心地大哭起來，乞丐就拿了一塊火熱的瓦，

對他說:「如果你要拔掉身上的猴毛，就坐到這塊瓦上吧!」女主人一聽，趕緊坐在

瓦片上，誰知道不但沒有把毛弄走，反而把屁股燒的通紅，痛的她哇哇大叫。從此

以後，女主人再也沒有臉在鎮上住下去，一個人跑到山中隱居起來。據說，這就是

猴子的祖先。 

 

 

動物狂想曲  之二 



 

                                                                                                                                                                                  

                                                       五五五五 2222 范竣哲范竣哲范竣哲范竣哲 

    在一個森林裡，有一隻頑皮的猴子，叫做皮皮，這隻猴子十分淘氣，無時無刻

不在搗蛋。有一次他把大象先生的鼻子給捲了起來，害得大象先生好幾天不能喝水；

又有一次他把貓頭鷹博士的眼鏡給藏了起來，害得貓頭鷹博士每天橫衝直撞的；還

有一次，他趁棕熊先生熟睡的時候，幫他畫了個「妝」，棕熊先生看了之後氣急敗壞

的走了。就這樣，大家每天都避著皮皮，而皮皮的媽媽也每天煩惱著，可是皮皮不

但不改過，反而變本加厲，一直在搗蛋。有一天，他不小心把孔雀小姐昂貴的花瓶

打破了，這回皮皮的媽媽火冒三丈，把皮皮抓來痛打一頓，皮皮的屁股就變成了紅

色，從此以後他再也不敢亂來了。 

 

 

                                                       五五五五 2222 鄭宇翔鄭宇翔鄭宇翔鄭宇翔    

 

    灰姑娘在夜晚十二點的鐘聲響後，匆匆離開舞會，不小心掉落一隻玻璃鞋後來，

王子決定要去找可以穿下玻璃鞋的女孩。後來王子找到一個比灰姑娘更漂亮的公

主，而且這位公主也可以穿下這隻玻璃鞋，當灰姑娘知道這個消息之後很傷心，決

定帶著她最喜愛的蘋果給王子吃，但是當王子看到灰姑娘時，以為她是壞心眼的女

巫，帶著有毒的蘋果，王子命令侍兵把灰姑娘抓起來，關在高塔中，直到她老死。

好心的麻雀銜著鑰匙來救灰姑娘，灰姑娘得到麻雀的解救後，因為她實在太愛王子

了，回家翻箱倒櫃找出另一隻玻璃鞋後，又回到城堡找王子，穿上兩隻玻璃鞋的灰

姑娘告訴王子，她才是王子心目中唯一的公主，王子最後終於和灰姑娘結婚，過著

幸福快樂的日子。 

 

 

動物狂想曲  之三 

新仙履奇緣新仙履奇緣新仙履奇緣新仙履奇緣 之ㄧ 



 

                                                  

      

                                                                                                                                                                                                                    五五五五 2222 李偉銍李偉銍李偉銍李偉銍 

    灰姑娘在夜晚十二點的鐘聲響後，匆匆離開舞會，不小心遺落了一隻玻璃鞋。

隔天，王子和大臣們就去找灰姑娘，但是他們整整找了三天都還沒找到，正當他們

回到城堡打算要放棄的時候，有一位大臣發現了有一條秘密通道，他們走進去後，

看到灰姑娘和灰姑娘的姐姐，王子覺得她的姐姐比灰姑娘還漂亮，於是灰姑娘的姐

姐就嫁給了王子。灰姑娘非常生氣，就去霍格華茲學魔法，變成了一位法術高強的

女巫師，把她的姐姐變成了一隻青蛙，後來王子就親了一下青蛙，灰姑娘的姐姐就

變了回來，從此王子就和灰姑娘的姐姐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而灰姑娘也因為心腸

不好被放逐邊境。 

 

 

                                                     五五五五 2222 楊琇瑾楊琇瑾楊琇瑾楊琇瑾    

     

    灰姑娘在夜晚十二點的鐘聲響後，匆匆離開舞會，不小心遺落了一隻玻璃鞋。

著急的王子，拿著玻璃鞋挨家挨戶的詢問，希望可以找到自己心愛的公主。某一天，

灰姑娘正在打掃臭氣薰天的廁所時，壞心的後母悄悄的進入灰姑娘的房間，她發現

一隻既乾淨又漂亮的玻璃鞋，放在灰姑娘的床上。後母發現了灰姑娘其實就是公主，

於是便把玻璃鞋藏起來，還誣賴灰姑娘是小偷，把她遺棄在森林裡。有一位壞心的

大臣，趁王子不注意的時候，把玻璃鞋給丟到海裡，企圖不讓王子結婚。失望的王

子，不但找不到公主，還遺失了鞋子，使他天天都悶悶不樂的。有一天王子去森林

散散心，剛好遇見了面容憔悴的灰姑娘，當場認出了他心目中的公主，不但帶他回

皇宮結婚，還帶給他美好幸福的未來。 

 

 

新仙履奇緣新仙履奇緣新仙履奇緣新仙履奇緣 之二 

新仙履奇緣新仙履奇緣新仙履奇緣新仙履奇緣 之二 



 

 

 

 

 

 

                                        

                                                                                                        五五五五 5555 林芳葶林芳葶林芳葶林芳葶 

                          樂器， 

 能發出許多美妙的聲音， 

 能讓我進入音樂的世界， 

                          它是個小精靈， 

     能讓我在無限的世界裡飛翔， 

 讓我生存在音樂的世紀。 

 

 

 

 

 

 

 

 

 

 

 

 

 

 

五年五班  張榮賢老師指導 
 



 

 

                                    

 

                                          五五五五 7777 劉皓文劉皓文劉皓文劉皓文 

         今年暑假時，爸爸、媽媽帶著我和妹妹到國立歷史博物館參觀漢景帝的地   

      下王國特展，也就是「微笑彩俑」的展覽。 

    一進到展場內，映入眼簾的是在透明玻璃下的陶製牲畜陪葬坑。那些陶製牲畜

有陶牛、陶馬、陶豬、陶雞、陶家犬、陶綿羊以及陶山羊，不但種類繁多，數量也

非常多，可以顯現當時的生活富庶，連陪葬的牲畜都十分眾多。 

其實，這一次的展覽，主要是介紹漢景帝和王皇后所埋葬的陵墓內的文物。展覽

的名稱叫做「微笑彩俑」，是因為那些陪葬的陶俑，各有不同的表情和動作，而且有

幾尊女陶俑的表情還呈現微笑的緣故。我們租借了語音導覽器，才知道這些彩色的

陶俑能夠有微笑的表情是因為當時是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也就是說，在漢文

帝和漢景帝統治的年代，是太平盛世，沒有什麼戰爭，百姓的生活十分富足，犯罪

的人也很少。 

再繼續往前走，就可以看到許多武士俑。這些武士俑非常特別，他們都沒有手臂，

而且是裸體的。那是因為他們的手臂是木製的，身上原本穿的是絲綢做的衣服或是

皮革做的鎧甲，但是因為年代久遠，木頭和絲綢、皮革早已腐朽，只剩下赤身裸體、

沒有雙臂的陶俑。 

除了展出陶俑之外，展場還有許多當時所使用的青銅器和陶器。像是官印、士兵

用的武器、鏡子、錢幣和裝飾品等，都是青銅做的；而飯碗、盆子、穀倉、灶、水

管和瓦當（一種建築用品）等，就是陶土做的。 

展場裡最吸引參觀民眾目光的，就是被列為中國一級文物的「塑衣式彩繪拱

手女俑」，那個女俑採跪坐的姿勢，將手藏在寬大的袖子裡，還含羞遮面，笑不露齒，

表現出古代女子的禮節。另外還有兩個特別的男侍俑和侍女俑，男侍俑也是將兩隻

手藏在衣袖內互握，採取站立的姿勢；侍女俑身穿白色長袍，繫著朱紅色腰帶，面

露微笑，她的身分應該是貴族身邊的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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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所有的陶俑中最誇張的是女騎兵俑，她們梳著圓扁髻的髮   

         型，原本乘坐的木馬已經腐朽，只留下一雙角度誇張的 O 型腿。另外還有 

       宦官俑，數量較少，一個個都眉清目秀，但缺乏笑容，這讓我們後人對於中 

     國最早的太監形象有所了解。 

    展覽看到一半時，我就在想，這些彩俑和秦朝的有什麼不同。正好，牆面上整

理了這兩個朝代陶俑的差異，我就記錄下來： 

 

秦兵馬俑與漢陽陵俑比較表 

 秦兵馬俑 漢陽陵俑 

高度 180公分以上 60公分左右 

作法 塑衣式 著衣式 

外觀 軍容整齊 裸體、無臂 

軍陣 步兵、軍兵 步兵、騎兵 

性別 清一色男性 有女性，也有第三性 

風格 寫實 寫實 

表情 端莊威武 微笑祥和 

姿態 直立或跪姿 多樣化，有行進中動作 

色彩 原有彩繪多脫落 髮鬚眼珠墨黑，身塗橙紅色 

 

漢陽陵俑製作過程複雜，我也大致的寫了下來： 

1. 篩泥：篩選合適的陶土。 

2. 模製：將陶泥嵌壓進模具。 

3. 加塑：黏上鼻子、耳朵等細節部份，避免表情呆板、千篇一律。 

4. 成型：將俑體各部位黏接成型。 

5. 焙燒：粗胚完成後，入窯燒成硬陶 

6. 著色：根據真人樣貌，為陶俑彩繪。 

7. 燒烤：第二次入窯，使色彩附著更緊。 



 

8. 雕琢：製作可以活動的木頭胳臂和手。 

9. 組裝：將木製的手組裝在肩部圓孔上。 

10. 穿衣配飾：為陶俑穿上絲綢衣服或皮革鎧甲，戴上帽冠，加上武   

            器或樂器。 

 

雖然整個展場的面積不是很大，但是有這些雕琢精細、表情祥和的陶俑，再

加上淺顯易懂的文字解說，讓我沉浸在歷史的時空隧道中，不知不覺就看了一整個

下午。看完了這個展覽，不但讓我對於中國的歷史和文物又多些了解，更讓我有興

趣繼續探索其他歷史的遺跡。 

 

 

 

 

 

 

 

 

 

 

 

 

 

 

 

 

 

 



 

 

 

 

 

                                              五五五五 8888 顏永明顏永明顏永明顏永明

          （一） 

          有一朵小小的百合， 

          生長陡峭的懸崖上。 

          他心裡有一個想法： 

          我要開出美麗的花朵， 

          因為我不是一株野草！ 

 

          （二） 

          百合努力的吸收水分， 

          在一個春天清晨， 

          百合結出第一個花苞。 

          但雜草卻嘲笑著百合， 

          蜂蝶鳥雀也勸他， 

          不用努力開花。 

 

 

 

 

 

（三） 

百合終於開花了！ 

他的種子隨著風， 

落在山谷、草原和懸崖邊上。 

許多人千里迢迢 

來欣賞百合花， 

那裡被稱為百合谷地。 

 

（四） 

百合永不放棄的信念， 

讓雜草不敢再嘲笑他， 

讓這個懸崖變美麗， 

也讓他完成了 

他想開花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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