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魔豆 

       

 張浩東      許育堂      石美琪      余娉茹 

     

  黃崇宇   李羿昕     洪韶謙    張睿庭   陳貞甄 

二年一班  鄭惠玲老師指導 
 



 

健行                 二二二二 1111 林宏縉林宏縉林宏縉林宏縉 

星期三是陰天，我們全班一起去老師家，要走的時

候，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走了一會兒，到了魚最多的地方，我們就停在那裏

休息一下，順便看那邊的風景。但是我看到了魚在翻身，

我很好奇？我突然想起爸爸說：「魚翻身是在吃青苔，為

什麼會翻身呢？因為它用牙齒把石頭的青苔刮起來吃。」

原來大自然這麼神奇啊！ 

走了好久，終於到老師家，我們大家高高興興的跟

老師家的狗打招呼，不然他會咬人。進老師家的時候我

們緊張兮兮的，連一個東西都不敢碰。 

我心裡想：「如果我們住這麼遠每天都要走路，我一定

會累死的。不過老師好像又健康又幸福呢！」  

                         二二二二 1111 袁晨智袁晨智袁晨智袁晨智 

99 年 3 月 17 日天氣晴朗，我們全班一起去健行，我

高興得不得了，好想立刻出發。但是好景不常，當我發

現小袋子沒帶，我嚇得臉色蒼白，直冒冷汗，加上心臟

噗通噗通的聲音，當我頭腦快要爆炸的時候，在心裡浮

出了兩種聲音，一種是善良的聲音說：「要面對事實。」

還有一種邪惡的聲音說：「編個謊話不就成了。」 

老師處理完事情之後大家就出發了，我在路上摘了

好多的鬼針草，一直射我的朋友，沒想到他都沒發現，

哈哈！真是讓人捧腹大笑，笑掉大牙。後來我去招惹高

語彤，他就用他的鬼針草射我，我就把那根沒收，當他

發現的時候早就來不及了。 

到了老師家，首先就看到老師養的狗，我一看到狗，

就起雞皮疙瘩，因為我被狗追過，媽媽說是因為我太皮

了。接著老師請我們到地下室看畫。我看了這些畫，讓

我學到好多喔！我發現只要多看、多聽、多問、多嘗試，

就能增廣見聞。我覺得老師家有好多寶藏啊！ 



 

     健行             二二二二 1111 吳芝瑄吳芝瑄吳芝瑄吳芝瑄 

昨天早上，老師終於要帶我們去健行了。走了一會

兒我有點累，不過我們還是有說有笑的。 

到了半路，老師說先吃水果吧！之後我們又開始健

行了，於是我又帶著快樂的腳步往前走了，最後我們看

到了河，河流動的感覺真讓人身心舒暢啊！ 

最後我們還去了老師家，老師家的藝術品好多啊！

我們又吃了三明治，三明治的漢堡肉很香甜，因為酥酥

脆脆的，大家吃得好滿足啊！ 

我覺得今天真的很有趣，也要謝謝怡威、娉茹、浩

東媽媽以及老師、師丈的關懷與用心，我要跟老師、師

丈再次說：「謝謝。」 

舊愛新歡                二二二二 1111 高語彤高語彤高語彤高語彤 

星期五早上全校要舉行舊愛新歡的活動，這一天全

校的人都要到各班去買東西。 

剛開始，我只買了兩樣，但是後來我買了很多樣，

而且我還看到訓導主任，也遇到鄭老師呢！因為沒有什

麼東西好買，我就買了一面鏡子要送給媽媽，後來我就

回教室了。我看到教室裡的東西都快賣完了，所以我很

開心。我們班一共賺了兩千多元。後來我們決定把一些

錢捐出去，另外的錢留著需要用的時候再拿出來用。 

我覺得舊愛新歡這個活動很好玩，也可以順便把玩具

賣掉，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有意義。 

 

 

 

 



 

舊愛新歡                   二二二二 1111 方欣渝方欣渝方欣渝方欣渝 

星期五，我們學校舉行了一個舊愛新歡活動，我們

要把家裡不需要的物品拿去學校賣，把它賣掉就可以賺

錢。不過我們班把賺來的錢一半都捐出去給需要的人，

這樣，他們可以吃得比較飽了！ 

我買了很多東西呵！我買了四隻小熊，彩色的石

頭，一隻小狗吊飾，一個錢包和一種媽媽敷臉的東西，

那是母親節禮物呢！另外，我還要送她我買的錢包和其

中一隻小熊呢！ 

後來，要收攤了，所以我們就把東西收起來了！下

課時，我們就跟大家分享自己買了什麼東西，大家買的

還真多呢！ 

原來，舊愛新歡是這麼的好玩！下次我要帶更多東

西來賣呵！ 

 

  班親會活動    二二二二 1111 吳怡威吳怡威吳怡威吳怡威 

今天我和媽媽、哥哥一起去參加我們班的才藝表

演，我好期待這一天到來。 

到了那裡我看到好多好吃的東西，好豐盛喔！我們

進去視聽教室，很多人就已經到了。 

一開始睿庭媽媽帶我們一起玩遊戲，答對的人有禮

物。 

這次的主持人有四位，彈鋼琴的人有很多位，我覺

得他們都很厲害，講笑話的人說得很有趣，接著換老師

表演，老師彈著美妙和強而有力的曲子，真是讓我佩服。 

接著石詠瑩和她姐姐表演 Nobody，表演得很精采，所以

很多人都喊安可，他們跳第二次的時候，睿庭媽媽說要

兩位男生上去跳，還有兩位女生，我是其中之一，我到

了台上很緊張，過了一會兒我就不會緊張了。接下來是

呼拉圈的表演，我表演下跪、在膝蓋搖呼拉圈。最後我

們全班一起合唱三首歌獻給現場的爸媽，老師還送給我

們一份很貴重的禮物，今天真是開心的一天。 



 

 

 

 

� 神奇的魔豆樹 

   

曾浩宸    陳玟伃   蔣心榆   戴家榆    邱垂謙    高凱恩   陳冠智   李昀恩 

                          

   

黃君颺   高語辰    周姿語   沈祐嘉    游可尉   丁于晏    林恩睿   沈毅全 

           

   

侯均葆  陳逸翎    周 敬     杜吉蕙    鄭巧忻    高語得   林郁軒   蘇琮涵 

二年二班  吳雪如老師指導 
 



 

� 最愛的小動物 

   

倪子涵                                  黃亭瑜 

 

   

曾浩宸                                邱垂謙 

 

   

    高語辰                               黃君颺 



 

� 最愛的小動物 

 

   

游可尉                                   陳冠智 

   

沈祐嘉                                 周 敬 

   

楊承浩                                  杜吉蕙 



 

� 最愛的小動物 

   

蔣心榆                               林郁軒 

   

高語得                                周姿語 

   

陳逸翎                                  陳玟伃 



 

� 最愛的小動物 

 

     

丁于晏                戴家榆             蘇琮涵 

     

鄭巧忻              陳妍庭                 劉慧敏 

     

高凱恩               李昀恩             侯均葆 



 

                                                                                                    

                              二二二二 2222 陳玟陳玟陳玟陳玟伃伃伃伃 

    我們家的羊肉爐，是爸爸和伯父的副業。因為湯頭

是用純米酒加中藥熬煮而成的，所以只有秋、冬兩季才

有營業。 

   我們姊妹會利用假日，回去幫忙一些簡單的端碗盤和

招呼客人的工作。看著爸爸站在火爐旁辛苦的模樣，讓

我有點捨不得，可是看到學校的老師們偶爾也來捧場，

再加上聽到客人讚美爸爸的好手藝時，心裡又覺得很高

興。 

   從小看著爸爸在店裡忙進忙出的背影，知道爸爸這麼

辛苦都是為了我們姊妹。所以，我要更認真讀書，孝順

父母。 

    

                                                                                                        

                                                                                                            二二二二 2222 邱垂謙邱垂謙邱垂謙邱垂謙 

星期六和爸爸、媽媽去碧潭

騎腳踏車，我們從公園出發，沿

著排水溝一直騎到河堤，再到碧

潭，沿路看到長長的吊橋，還有

美麗的風景。 

       我騎到河濱公園有看到專為

小狗設計的公園和遊樂場，旁邊

還有農夫種的蔬菜，我發現一種

最特別的蔬菜叫佛手瓜，它長得

形狀很像瓠瓜，表皮凹凸不平，摸起來刺刺的，不知道它

吃起來是什麼味道？ 

   看到各式各樣的蔬菜我覺得很開心，也很想把它們通

通採回家，但是媽媽說不可以，那是違法的行為，而且

農夫會很生氣。 

 

我們家的羊肉爐我們家的羊肉爐我們家的羊肉爐我們家的羊肉爐 

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腳腳腳腳腳腳腳腳腳腳腳腳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逛逛逛逛逛逛逛逛逛逛逛逛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潭潭潭潭潭潭潭潭潭潭潭潭            



 

         森林公園森林公園森林公園森林公園     二二二二 2222 高語辰高語辰高語辰高語辰 

  太陽公公難得露臉，我們覺得應該把握下午這段有

日照的時光，便直接開往大安森林公園。 

  溜冰場是我們主要的活動場所，我們在這裡練習直

排輪。另外，我們最喜歡來這裡盪鞦韆。台北市的公園

裡，鞦韆真的是太稀有太難找了。儘管要排長隊，我和

弟弟還是玩得很開心。 

  天色很快就暗下來了，我們也要打道回府了。我們

在農產攤位買了烤地瓜和果汁。汗流浹背之後，這些食

物特別好吃喔！ 

 

宜蘭龜山島宜蘭龜山島宜蘭龜山島宜蘭龜山島之旅之旅之旅之旅        二二二二 2222 黃君颺黃君颺黃君颺黃君颺    

    四月二十四日，我們全家參加媽媽學校去宜蘭龜山

島的旅遊活動。上午先參觀宜蘭酒廠、橘之鄉蜜餞工廠、

金車蘭花園，下午才坐船到龜山島。 

    宜蘭酒廠有很多製酒的機器，有一個紅麴館，專門

賣紅麴的相關產品：蜜餞、餅乾、糖果、酒…等。「橘之

鄉」是一個專門製作蜜餞的工廠，導覽小姐先帶我們參

觀蜜餞的製造過程，然後就帶我們去試吃。很多產品都

跟金棗有關，大家又吃又喝的，嘴巴沒停過。金車蘭花

園裡面有很多蘭花和蕨類植物，喜歡的也可以買回家。  

    午餐後，坐船到龜山島，去的時候天氣不是很好，

風浪很大，很多人都吐了，連我也很害怕吐出來。龜山

島已經沒有人住了，只剩下軍人駐守在那，但之前的人

住的房子還依然挺立在那。解說員為我們解說當地地形

及生態，然後參觀之前的軍事坑道。坑道最後面，有一

個打戰鬥機的大砲，但都已經壞掉了。 

    之後我們搭船繞龜山島，然後返回宜蘭的烏石港，

再搭車經過雪山隧道抵達台北，結束豐富的旅程。 



 

 

 

  

                                                                                                                                                                                        二二二二 3333 張席瑄張席瑄張席瑄張席瑄 

    星期天，媽媽帶著哥哥還有我去海洋世界玩。我們

先去看魚，魚游來游去的姿勢真輕鬆！接著，我們又去

看了海龜，海龜的動作真的是慢吞吞的，在水裡的姿態

也很優美，好像仙子一樣美。最後，我們去看海豚表演，

海豚跳出水面，大家都高興的幫海豚拍手。 

    我覺得海洋世界真好玩，只是媽媽很累，因為我的

腳受傷，所以她要背著我到處走，我以後要孝順媽媽。 

                                                                                                                                                                                    二二二二 3333 吳政遠吳政遠吳政遠吳政遠 

    今天老師帶大家到視聽教室去看掌中戲。我看到了

布袋戲的各種角色，有生、旦、淨、末和丑，生是男生，

旦是女生，淨是武功強的人，丑是小丑，末是老人。我

們也欣賞了精采的戲劇內容，大家看得目瞪口呆。他們

的表演棒極了！看完後，有「有獎徵答」活動，我們班

有一位同學得到了小丑的玩偶，大家都好羨慕他，我也

好想要一個，雖然沒有得到獎品，可是我還是學到很多。 

                                                                                                                 

                                   二二二二 3333 許紀柔許紀柔許紀柔許紀柔 

    星期二，主任說要票選校樹，接著星期三，全校要

將手上代表各年級或身份的不同顏色的圓形貼紙，貼在

自己滿意的入選的四種校樹之一身上，以得最高票就當

選校樹。下課後，很多人都將手上一票熱鬧的貼在樹上。

當全校投完票之後，我們全班都去看結果，果真是青楓

樹上被五彩繽紛的貼紙貼得滿滿的，真是美麗啊！我們

看了之後非常高興，因為青楓是我們的班樹，所以大家

對他特別有感情。我要謝謝支持青楓的哥哥姊姊、弟弟

妹妹們，讓我們的青楓有機會成為我們力行國小的校樹。 

二年三班  謝英玲老師指導 
 

海 洋 世 界 

布 

袋 戲 

票票票票 選選選選 校校校校 樹樹樹樹



 

    

                                                                                                                                                                                                                                二二二二 3333 王鵬安王鵬安王鵬安王鵬安 

    一年一度的說故事比賽又來了。說故事比賽對全班

來說是一件大事，因為每位小朋友都要準備一篇故事，

所以我可以聽到很多好聽的故事。第一次我選的是「夸

父追日」，因為故事太長，所以我又挑了另外一本「大

獅子和小蚊子」。這本書告訴我們：千萬不可以得意忘

形，以免遭到意想不到的危險和失敗。我經過一次又一

次的練習，媽媽讚美我說：「你有加動作，可惜的是常

忘記內容。」比賽結束，我得到最佳笑容獎，我對自己

的表現感到滿意。        

                                                                                                                                                                                                                                            二二二二 3333 鄭羽絜鄭羽絜鄭羽絜鄭羽絜 

  「熟能生巧」、「豈有此理」「蝴蝶和大雁」、「野

狼對月亮說什麼」……。一天之內，我們聽了三十個故

事，因為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班級說故事比賽。開學後第

一週，老師就要我們先選好故事。我選的是「變色龍不

變色」。為了能讓自己更加熟悉，我每天練習，還常一

邊睡，一邊背故事呢！快要輪到我時，我緊張得心跳加

速，但後來我就很融入故事，不再害怕了，同學們也都

講得各有優點喔！最後，愛心媽媽們給了大家一點建議

和稱讚，希望我們能把故事說得更好。我知道自己的聲

音有點小聲，我要提醒自己大聲點，希望以後能有比較

好的表現。 

 

                                                           二二二二 3333 王鵬安王鵬安王鵬安王鵬安 

    今天，全班去視聽教室看真快樂布袋戲團的表演。

「水滸傳—武松打虎」這齣戲的角色有分生、旦、淨、

末、丑，「生」的意思是英俊的男生，「丑」是指小丑

的意思。這齣戲的四個兄弟都不是老虎的對手，最後武

松出現了，他把老虎給打死。武松的勇敢，打敗了凶猛

的老虎，所以我們面對大困難和大問題要有勇氣去面對

它。真希望以後還可以看到真快樂掌中戲團的表演。 

班班班級級級說說說故故故事事事比比比賽賽賽   

我看真快樂掌中戲 



 

                                                                                                                                                                                                

                                      二二二二 3333 何佳臻何佳臻何佳臻何佳臻  

    星期二我特別早起，因為今天我們全班要去國光劇

校看「孫悟空大戰玉鼠精」。表演的人，他們說得話都

有捲舌，我聽不太懂，所以只好有時看旁邊的字幕說明，

有時看他們的動作表演，害我看得頭昏眼花，鄭至恩還

在我的旁邊說「好無聊！」故事中眾鼠精和玉鼠精用桌

子和椅子來當鼠窩地道，讓孫悟空、沙悟淨和豬八戒找

不到師父唐三藏。這一段我覺得很有意思。故事的結局

是唐三藏用迦紗來打敗玉鼠精和眾鼠們。我覺得學校給

我們安排這個活動，不但可以讓大家學到京劇的知識，

也可以學到如果遇到壞人不要慌張，要冷靜。 

  

 

                                                                                                                                                                                                                                    二二二二 3333 鄭羽絜鄭羽絜鄭羽絜鄭羽絜    

    我一直想跟老師約會，所以第一天就把信寄給老

師，前幾天，老師寫了一封信給我，裡面還夾著一張邀

請卡，要跟我約會，我開心的快飛到雲端上了呢！那天

晚上，我躺在床上，期待著約會—五月四日的到來。 

    約會那天，我們打赤腳在草地上玩，有人還躺在地

上搞得全身都是沙呢！接著，全班回到教室為班上做一

件服務的事—親手用抹布拖地。每個人都像蚱蜢一樣跳

來跳去。然後，大家拿出自己的玩具和同學分享，我們

玩了很久很快樂。玩完後，老師捧著一大盒搓洞洞，一

人搓一個。有人搓到大獎—手錶一支喔！快放學了，我

們圍成一個大蛋糕，唱著給媽媽的歌，講了一句祝福的

話，還有人感動得流下眼淚，我也是。   

    我很謝謝老師為大家舉辦這個活動，這種歡喜，在

別的地方是得不到的。二年三班真是個幸福的家庭啊！ 

 

 看孫悟空大戰玉鼠精 



 

 

                                                                                                                                                                                                                            二二二二 3333 許紀柔許紀柔許紀柔許紀柔 

    我一直想要收到老師的邀請卡。當我收到老師的邀

請卡時，我忍不住想要趕快打開，超級興奮的，那是我

最快樂的一天！   

    約會這天，我們去踩草地，而且還是光腳ㄚ呢！老

師拿出搓搓樂和布丁，大家搓得很開心，還帶著布丁回

家。大家唱完媽媽的歌後，大家都對自己最愛的媽媽說

幾句話，有的人都感動得哭了呢！姿昀哭得稍微久一

點，因為她可能太感動了。最後，我要送老師一句話，

就是：謝謝您讓我們這麼快樂，我永遠記得您！ 

                                                                                                                                                                                                                                二二二二 3333 陳品先陳品先陳品先陳品先 

    當我收到老師的回信，我趕快打開看。裡面有一封

信和一張邀請卡。我收到時差一點昏倒！老師是親筆寫

的，我媽媽還以為是用打字的呢。 

    約會時，我們光腳ㄚ踩草地，躺在草地上看天空，

我們看見羊、兔子、小河……。回到教室後，老師叫我

們每個人要做一件服務的事，於是全班一起把教室地板

打掃乾淨。掃完後，我們就拿出最愛的玩具玩，最後，

老師還給我們搓搓樂和布丁。   

    謝老師，您每天教我們數學、國語、健康跟生活，

一定很累，平時都沒有辦法幫您捶背，希望我有機會為

您做！ 

                                                                                                                                                                                                                                二二二二 3333 何佳臻何佳臻何佳臻何佳臻 

    我一直想趕快收到老師的信，所以我就搶著第一個

寄信。當我收到回信時，我就興高采烈的把信打開看。

我看見老師裡面寫五月四日（二）下午一點到三點半約

會，我期待著。   

這天終於來臨了。大家睡完覺之後，老師就帶我們

去樓下，第一站是光著腳ㄚ草踩地。我們還有在草地上

玩荷花荷花幾月開。接下來大家就把教室的地擦得一乾

二淨，擦完後，我們就把自己帶的玩具拿出來和大家分

享。   

謝謝老師辦這個活動，不但可以讓我們玩得很 Happy，

還可以學習寫作文。 



 

 

    

    

                                                                                                                                                                                                                                二二二二 3333 王于軒王于軒王于軒王于軒 

    當我在家裡，我一直想要快收到老師的信。一收到

老師的信，我就很開心，把信打開看，裡面有青蛙的邀

請卡，我非常高興。 

    星期二的時候，老師帶我們去遊樂設施旁的草地上

打赤腳，還有踩草地，大家玩得很快樂。老師又帶全班

回教室，大家把桌子、椅子搬開來幫全幫擦地，大家擦

得真開心。接著，我們就坐在地板上玩芭比娃娃，全班

都覺得好幸福喔！我們還有對媽媽說一句感謝的話，每

個人更唱出媽媽的歌，大家想到媽媽的好都唱得哭得很

傷心。   

我覺得約會這天讓全班都很興奮，我希望老師下次

還可以舉辦一次，祝老師母親節快樂！ 

 

 

 

 

 

 

 

 

 

 

 



 

 

 

  

王靜儀 田克祥 

  

吳政遠 冼陞鳳 

  

陳品先 徐坤農 



 

 

 

 

 

   

莊智文 高靖堯 游妤婕 

   

趙佳美 吳政遠  莊智文 陳語杉  蘇妤欣 

 



 

  

 

 

  

陳姿昀 褚泓緯 

 

鄭羽絜   王于軒 

 

  

 

蘇妤欣 



 

 

 

精采的說故事比賽精采的說故事比賽精采的說故事比賽精采的說故事比賽                 二二二二 4444 葉睿哲葉睿哲葉睿哲葉睿哲    

這次的說故事比賽，我說的故事是「口渴的烏鴉」故
事內容是告訴大家，做事不能光用蠻力，也要動動腦。
我背這個故事背了好久，終於背熟了。我在比賽前很緊
張，可是，我還是鼓起勇氣把故事說完了。 
比賽當天，我坐在預備席時，心理很緊張，站在台上

時更加緊張，台下的老師和同學都面對著我微笑，那時，
我就不緊張了！聽完大家的故事，我覺得只要用心做事
情，很快就會完成了。 
經過這次比賽，我得到了好多好多收穫，多的數不清！

我覺得鈞皓講的最好，他有非常多的優點值得我學習，
希望下次比賽，我跟他一樣棒。 
二二二二 4444 楊美榆楊美榆楊美榆楊美榆 
 星期三是說故事比賽的日子，那天我說的故事是「老
鷹報恩」。我講的故事重點是，我們要隨手幫助別人，別
人也會在我們需要幫忙時，幫助我們。比賽的前幾天，
我本來背不熟，但是我一直背一直背，終於在比賽的前
一天背熟了！ 
 比賽當天，我坐在預備席的位子上，我的心臟蹦蹦跳，
輪到我上台時，我比坐在預備席上更緊張。 
 當我在聽同學講故事時，我覺得，雖然他們也都很緊
張，但是，大家都講的很好。經過這次的比賽，讓我變
得更有信心，也讓我不再那麼害怕上台說故事。 
二二二二 4444 張鈞皓張鈞皓張鈞皓張鈞皓 
    我說的故事名稱是「一隻有教養的狼」，主要是告訴
我們，好的東西要與大家分享，而且也在告訴我們野蠻
的動物或人都可以變成有氣質有教養的。比賽前我的準
備是拿著稿子對著鏡子唸，然後試著背背看，一遍又一

遍的練習，比賽前我的心情很緊張。 
    當我坐在預備席和站在台上時，心臟跳的噗通噗通
的，真是緊張又害怕。同學都講得很棒，聽同學講故事
可以聽到很多沒有聽過的故事，也可以學到很多的知
識，但是我覺得當評審很累，卻很有趣。 
     經過這次的說故事比賽，讓我學到好東西要與人分
享的道理，這一次我覺得芷綺講得最好，我應該學她把
字說清楚。 

二年四班  黃玉琳老師指導 
 



 

 

 

                                     二二二二 4444 張全恩張全恩張全恩張全恩 

  學校要讓我們知道要分享、愛惜資源和知道當老闆及

顧客的感覺，所以舉辦舊愛新歡活動。我帶了一些玩偶

和存錢筒來賣，因為我的家已經不需要那些東西了。 

  活動當天我帶了四十元到學校，這些錢是媽媽給我

的。我買了一個玩具和一枝手電筒。因為我以前玩過那

個玩具覺得很不錯，至於那枝手電筒呢？是因為我沒有

手電筒，所以才買那枝手電筒的。我覺得當老闆非常開

心。 

  活動結束，我們班一共賺了二千三百六十六元。我覺

得要一半捐給孤兒院，一半留在班上比較好。 

  我要感謝那些愛心媽媽！因為他們幫我們收錢、叫賣

等，所以我要感謝她們！ 

二二二二 4444 陳開陳開陳開陳開 

 學校為了要讓小朋友學習怎麼當老闆和學習分享，

同時也要讓小朋友把家裡清一清。所以舉辦舊愛新歡。 

 我帶了一個馴龍高手的布偶、兩個陶笛和一個鬧

鐘。因為我家多出了一些東西，所以我把這些東西拿出

來賣，只是想清一清家裡而已。 

 活動的當天，我好高興呵！因為我竟然可以帶 60元

呵！活動開始了，我和高嘉瑜和章芷綺去買東西。一開

始，都是她們在買，後來我才買了一隻神奇寶貝的小火

龍，它好帥啊！我還買了兩隻鉛筆，他們都是新的。在

當時我好興奮呵！因為我從來都沒當過老闆，我覺得好

好玩啊！但是覺得好累啊！ 

 活動結束後，我們全班共賺了兩千三百六十元，我

們全班最後決定要把這錢捐出去，一半留在班上我覺得

這個方法很好！因為全部捐出去，好像有點太可惜，可

是全部留下來好像有點太貪心！，所比一半一半是最好

方法囉！ 

    活動整個結束後，我想要感謝愛心媽媽和全校的老

師！因為他們讓我們可以順利舉辦舊愛新歡喔！ 

          舊愛新歡活動感想 



 

 

 

 

                           二二二二 4444 劉若梅劉若梅劉若梅劉若梅 

上生活課的時候，老師告訴大家，四、五月要舉辦

社區巡禮，全班都好高興。兩次分別是四月二十一日和

五月四日，第一次我去了忠順廟、忠順超市、保儀公園、

烤鴨店、木新派出所和走過一五五巷，第二次去力行國

小站、郵局、力行分館、消防局、樟新公園、木新市場，

走過一壽街和木新路三段。第一次我和瑀芳同組，第二

次和語璠同組。 

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保儀公園，我最喜歡的地方

是木新市場，因為保儀公園有爬單槓，我覺得很好玩，

還有，木新市場裡有好多我愛吃的水果，所以，我喜歡

好玩又有吃的地方。 

經過這次活動，我想說，社區裡有許多幫我們服務

的人，我長大以後也要服務社區。我想感謝圖書館的阿

姨，因為，她幫我們借書和還書，還有，幫我們拿比較

高的書，所以，我要感謝他們的服務。 

 

 

 

 

                                                                                                                                        二二二二 4444 章芷綺章芷綺章芷綺章芷綺    

   我的好朋友是張瑀芳，她有閃耀的長髮和溫柔的心

腸，而且她攀爬的技術還很不錯呢！ 

   當我難過時，她不但會安慰我而且還會幫我解悶呢！

有時還會儘量配合我的意見喔！ 

   我有時會完全聽她的意見，如果她受了傷，我會扶她

起來，她如果遇到爭吵，我也會來幫忙解決。 

   我希望她更親切而且不亂發脾氣也不要常常把自己

當成老大，禮讓別人一下，體驗看當小妹妹的生活吧！

或是當小動物。 

 



 

 

 

 

 

  

林芯如 高梓玲 

  

張全恩 梁語詠 

  

陳  開 劉若梅 



 

 

  

丁源泰 朱冠宇 

  

黃念暉 王榆桂 

  

吳明軒 高維妘 



 

 

 

 

  

吳妙玲 周妤珊 

  

林宗元 林詩樺 

  

高啟洋 高詩媛 



 

 

 

 

  

高嘉妤 高語璠 

  

張瑀芳 張鈺泰 

  

葉睿哲 廖堃智 



 

 

 

 

   

蘇琮博  張鈺泰 賴慈慧  高梓玲 盧慶維  張鈞皓 

   

葉睿哲  高啟洋 吳明軒  丁源泰 朱冠宇、廖堃智 

 

 



 

 

 

 

 

  

趕快來買 我是最棒的老闆 

  

我是小小消防員 好大的水柱 

  

邊烤邊聊好快樂 米奇家族烤肉 



 

 

 

 

 

 

 

 

 
 

葉馨云 謝弘志 

 
 

陳冠諭 吳劭倫 

  

謝秉翰 周筠軒 

 

二年五班  李麗玉老師指導 
 



 

 

 

 

 

 

林弈廷 陳柏璋 

  

陳子庭 姚和緻 

  

李靜如 陳姝諺 



 

 

 

 

林嘉珮    黃彥婷 

 
 

周筠軒    姚和緻 陳陳陳   蘇惟寧 

 
 

謝秉翰     吳宜軒 謝弘志   蔡捷倫 

 



 

 

 

 

 

林嘉珮 吳宜軒 

 

 

葉馨云 陳羿安 

 

 

吳岱倫 莊艾偉 

 



 

 

 

 

 

  
 

姚和緻 蘇惟寧 蔡捷倫 

 

  

陳  芊 林羽芯 林弈廷 

 



 

 

 

 

 

 

 

 

城市裡的大樓   陳陳 大蛋糕  李湘晴 

 

 

城堡   黃彥婷 夢想家  邱晉寬 

 
 

長頸鹿吃草     徐康皓 城堡      謝秉翰 

 



 

 

 

 

  

李靜如 吳宜軒 

 
 

林嘉珮 黃彥婷 

  

陳姝諺 陳冠諭 



 

 

 

 童詩     

                                                                                                                                            二二二二 6666 方芝羚方芝羚方芝羚方芝羚 

             我是一隻有公德心的小熊。 

             一面撿垃圾，一面掃樹底下， 

             走過聖母峰，越過草地； 

             撿到了骯髒的垃圾， 

             掃到了掉落的葉子， 

             留下了一片片乾淨的草原。 

 

                     二二二二 6666 藍挺中藍挺中藍挺中藍挺中    

         我是一隻愛上學的小熊。 

         一面寫字,一面喝水， 

         走過學校,走過斑馬線； 

         寫下了感人的文章， 

         上了有趣的一堂課， 

         留下一篇篇好玩的日記。 

 

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社區巡禮社區巡禮社區巡禮社區巡禮   二二二二 6666 彭瀚宇彭瀚宇彭瀚宇彭瀚宇 

          99 年 4月 23 日  星期(五)  天氣(晴) 

    今天我們先去了力行分館，裡面的阿姨向我們介紹

借書證資訊，讓我們知道借書和還書其實是很簡單的。 

    接著我們去消防局，消防人員為我們介紹消防車和

救生艇的用途，最後消防人員跟我們玩有獎徵答，答對

的人可以穿消防衣。我答對了之後就穿上消防衣，原來

消防衣又重又熱，這時才體會到消防人員的辛苦。 

    最後我們去了菜市場，買了各式各樣的蔬菜、水果。

今天真是充實的一天啊! 

二年六班  林育如老師指導 
 



 

去碧潭玩      二二二二 6666 黃奕奕黃奕奕黃奕奕黃奕奕   

99 年 5月 9 日星期日 天氣：晴 

    因為我生日已經過了，為了補慶祝，所以，今天爸

爸帶我去碧潭玩，我高興的手舞足蹈出發囉! 

    到了那邊，人山人海的，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來了，

我走上了橋，東搖西晃的好暈呵！到了對岸，我玩了好

多遊戲，而且我還邊吃冰淇淋，一邊打彈珠，真爽快! 我

也贏了好多玩具，我覺得我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孩子。 

    我在碧潭，還遇見二年來沒見面的幼稚園好朋友沈

瀚，踓然很久都沒見面，不過還是有一大堆話要說。 

     做披薩      二二二二 6666 黃柏翰黃柏翰黃柏翰黃柏翰 

  星期六，我們決定要自己動手做披薩。我們到街上

買材料，買了鳳梨、培根、玉米和起司。 

  回到家，我和哥哥幫媽媽把材料準備好，在餅

皮的上面放起司，然後，再放上一層餅皮，再加上番茄

醬、玉米、起司、青椒和培根，就可以把披薩送進烤箱。

一下子，香噴噴的披薩就出爐了。 

  我覺得我們做的披薩很好吃，我也學到怎麼做披

薩，希望下次還能發明更多口味的披薩。 

 

       校外教學    二二二二 6666 張芷菱張芷菱張芷菱張芷菱 

星期三那天，是力行國小全二年級的校外教學日，

我很期待。 

    我們班去的第一個地方是力行分館，第二個地方是

消防局，第三個地方是樟新公園，第四個地方是菜市場。 

    當我們走出力行分館的時候，陳妍如和黃怡晴都開

心的說：「終於可以大聲講話了！」在消防局，我看到消

防車和救生艇。最後，我們到菜市場買菜，老師把全班

分成五組。我們這一組買了一人一顆蘋果和一條小黃瓜。 

    我覺得消防人員很辛苦，因為他們可能半夜要起床

救火，而且還冒著生命危險，真是了不起。 



 

           二二二二 6666 陳陳陳陳姸姸姸姸如如如如 

99 年 4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是個風和日麗的好天氣，

林老師和濬傑媽媽、品翔媽媽、閎振媽媽、厚昕媽媽和

聖捷爸爸，帶我們全班去逛木新市場，我們全班都很興

奮。 

木新市場裡人山人海，很熱鬧，有各式各樣的青菜、

水果和魚肉。我買了小白菜、玉米和芭樂，愛心媽媽請

我們這一組喝紅茶。接著，我們去參觀力行分館，裡面

有很多故事書。我們又去樟新公園玩溜滑梯和騎木馬。

最後，老師又帶我們全班去參觀消防局。 

我覺得今天的校外教學很好玩，我希望木新市場能

夠乾淨一點，地上不要有垃圾，大家都幸福開心。 

                             

                            二二二二 6666 張翔喻張翔喻張翔喻張翔喻 

    上個月大阿姨的腳受傷，上了石膏，今天我們去看

她，媽媽提議順道去承天禪寺爬山、看油桐花，但是遇

到路上大塞車，只好改道而行，最後，我們上了高速公

路前往深坑老街。 

  每到假日，深坑老街都車水馬龍，遊客絡繹不絕，

人山人海的老街很擁擠，兩旁的美食讓我肚子咕咕叫，

我們找了一家大排長龍的商店，點了二碗地瓜冰，吃得

清涼又舒暢。 

  這次沒看到油桐花盛開的景色很可惜，但是看到老

街的新風貌，悠閒走在鄉間小路上，也不錯呵！  

       

     

                              二二二二 6666 傅鼎超傅鼎超傅鼎超傅鼎超 

    今天一早，我們看天氣不錯，決定去慈湖走一走。 

    慈湖有山有湖，風光明媚、鳥語花香。我們走到陵

寢外面，看見雄壯威武的衛兵站崗，連眼睛都不眨一下，

好像假人一樣，真是厲害。接著進行交接儀式，他們的

動作整齊化一，令人喝采。 

    離開後，我們在回程的路上買了大溪名產－豆乾，

準備和親友分享。 

逛木新市場 

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            

慈湖半日遊 



 

 

                               二二二二 6666 黃宇宣黃宇宣黃宇宣黃宇宣 

 

今天是一年一度『舊愛新歡』的日子，我興奮的到

學校。我看到了每班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玩具，當『舊愛

新歡』快要開始時，訓導處倒數：三、二、一，『舊愛新

歡』就開始了。 

我們迫不及待的衝進別班，我們看了許多玩具，我

買了卡通圖案的貼紙和可愛的小猴子玩偶。再一下子，

就換我當小老闆，我們大聲的叫賣，到最後沒人買的時

候，我們大喊『買一送一』，結果我們一喊『買一送一』

時，桌上的物品漸漸變少，同學都好高興。最後愛心媽

媽把錢算好，總共是一千九百九十六元，哇！大家開心

的歡呼起來。 

我覺得『舊愛新歡』很有意義，因為玩具如果玩完

就丟掉太可惜了！所以『舊愛新歡』的活動，可以讓我

們透過買賣來交換物品，讓物品再利用，才不會浪費。 

 

                            二二二二 6666 陳璿文陳璿文陳璿文陳璿文 

今天是全校「舊愛新歡」的日子，一大早，我就跑

到了學校。 

當老師說：「開始！」我們就已經迫不及待的想買玩

具，我一直看著我想要買的玩具，我有著興高彩烈的心

情去買玩具，一直到最後我想買玩具的時候，才發現只

剩下五元的硬幣。 

我最喜歡當老闆，因為當老闆可以賣出很多有趣的

玩具，而且我們班賺來的錢一共有壹仟九百九十六元

呢！只要辛苦的付出，就會有很好的收穫。 

 

 

 



 

  

小貓  胡濬傑 兔子  黃怡晴 

  

馬    祝品翔 動物  吳品萱 

  

魚    詹昊諳 魚   陳玫潔 

  

魚  江厚昕 魚  許宜婷 



 

 

魔豆 
 

   

余庭萱  李宗妮  周祉妤 林維恩   蔡妤瑄 

   

祝品翔  陳聖捷 陳芊文 曾羽銘  高若菱 

 

 



 

 

 

 

 

  

王婕 泡溫泉   游兆愷 

  

郊遊   林子榆 張文潔 

  

哈密瓜   楊詠喻 香蕉   麥琳 

二年七班  黃子慧老師指導 
 



 

 

 

  

逛動物園  陳羽莛 陳正耀 

  

葡萄  林恩陞 廖真 

 

 

綜合水果   張軒睿 傑克與魔豆趙晨希 廖祖恩 

 



 

 

 

  

鳳梨  石宇辰 鞋子筆筒  史睿哲 

  

鞋子筆筒  姚佩君 鞋子筆筒  趙晨希 

  

橘子   夏靖旻 橘子  陳語彤 

 



 

 

 

                     

     

                                                    二二二二 8888 劉人瑜劉人瑜劉人瑜劉人瑜 

      我是紅色帥氣的小汽車，我跑得像閃電一樣快。 

    小朋友在玩具店發現了我，他一下子就被我吸引住

了，於是他買下了我。 

    他每天看著我快快的跑，跟我開開心心的玩著，他

連睡覺、吃飯、出去玩都抱著我，我和他是要好的朋友，

我們過著快樂的生活。 

    有一天他的哥哥來他家玩，他粗魯、暴力的玩著，

把我摔壞了。 

    我被拋棄以後，他就去買壹架白色帥氣的小飛機，

我很傷心也很想回到以前的時光。 

 

 

 

                                                    二二二二 8888 林家林家林家林家伃伃伃伃 

      我是一條乾淨的小河，河水十分清澈，小魚兒在河

裡自由自在的游來游去，人們最愛到河邊釣魚、玩耍，

我每天都過得非常愉快。 

      我是一條大方的小河，我給人們乾淨的河水，人們

卻把垃圾一個又一個、一包又一包的丟給我，每天我都

在擔心，我的好朋友會離開我。 

      我是一條孤單的小河，河水髒兮兮的，沒有朋友。

魚兒漸漸的不見了，可以走的青蛙跳走了，只剩下我一

個人，我好想念我的同伴。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人們終於知道我的痛苦，

大家同心協力一起幫我撿垃圾，我又變得乾乾淨淨的，

我的朋友又回來了，我是一條開心的小河。 

 

二年八班  陳淑卿老師指導 
 



 

 生活日記    

                                                  

     

                                                                                                                                                                                                                            二二二二 8888 羅詩妤羅詩妤羅詩妤羅詩妤 

      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三，老師帶領我們去 社區巡禮。

暮春時節，陽光卻十分強烈，炎熱如夏天一般，我們心

裡充滿了期待與興奮。 

    我們先去木新市場參觀，聽到許多攤商的叫賣聲，

此起彼落非常熱鬧。老師說每組都可以到市場逛街買東

西，但不可以超出二百元額度。我們先買水果，討論了

好久才決定要買水梨，六顆六十元。我們繼續逛，又買

了梅子，結帳後就去集合了。接著去寄信，寄信前我覺

得好緊張，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寄到我家。我們再去樟

新公園休息，那裡有許多好玩的遊樂設施，我們分享了

從市場買來的水果，和自已帶來的零食後，就去玩各種

遊樂設施之後，準備去市圖力行分館。 

    到了力行分館，義工阿姨去解說使用圖書館的注意

事項，借書證和家庭借閱證不同的功能。約在那裡待了

三十分鐘，就去消防局。聽說衍安爸爸在那裡上班，他

有幫我們講解，我們也學到很多消防上的知識。隨後進

行有獎徵答，我答對一題，他們就讓我體驗穿消防衣，

它又厚又重，我跟本不能走路，更遑論進火場滅火救人，

消防員真了不起。 

    今天舉辦社區巡禮活動，學到很多知識，增進了人

際關係，讓我更明白社區的功能便利與美好，心中十分

愉快。 

 

 

 



 

 

     

 

                                                      二二二二 8888 趙趙趙趙子子子子毅毅毅毅 

      今天學校舉辦舊愛新歡的活動，從昨天我就興奮的

睡不著覺，很期待今天的活動。 

      我先去大哥哥、大姐姐那裡買東西，我帶了 72 元去

買我想要的東西，我買了：書本、玩具…..等，用很少的

錢購買商品，真是太划算了。 

      輪到我賣東西了，我拿了一個鉛筆盒和一捆鉛筆去

叫賣，可是都沒有人要買，做生意真是辛苦啊! 

      今天的活動讓我學到怎麼找錢、叫賣….等，我覺得

今天很開心，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二二二二 8888    曾曾曾曾季香季香季香季香 

今天學校舉辦舊愛新歡活動，這是我期待已久的日

子，我總共帶了七十一元到學校，準備到各班的教室去

逛一逛，看看有沒有我喜歡的「新歡」。 

來到大哥哥、大姐姐們的教室，我看到了有小印章、

貼紙、吊飾、玩具及錢包，許許多多、各式各樣等待銷

售的物品，看得我真是心花怒放，在現場傳來嘰嘰喳喳

的說話聲與殺價聲好不熱鬧，因為是義賣，所以商品標

價都很便宜。我也買了許多我喜歡的東西，有貼紙、生

日卡、亮亮筆等等，共花了五十六元。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舊愛新歡活動，上一次是當消費者

來購物，這一次是除了購物身份之外同時也是店員呦！

我很喜歡這個活動，因為可以學到買東西、賣東西及價

錢的算法。而且我覺得這是一個有意義的活動，除了能

夠做愛心，也同時兼作環保，讓大家養成不浪費舊有資

源的習慣。今天的我超開心的，希望學校每年都能有一

次這樣的活動。 

 



 

 

 

 

  

小狗   邱玟暹 小鳥   王雍善 

  

兔子   陳昱璇 烏龜   林旻諼 

  

烏龜   柴有擇 烏龜   黃振寬 



 

 

 

  

豹  洪維禮 豹  陳證傑 

  

魚  張瑀倢 貓咪  李武晉 

 

 

臘腸狗  林宜臻 綿羊  陳廉芳 



 

 

 

  

我和我的好朋友   張蘊 汽車    李勁陞 

  

船   朱奕愷       城堡  賴嘉彬 

  

 我種的魔豆 林承禧 啄木鳥  林家伃 魔豆   林為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