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三三三 1111 林昱昕林昱昕林昱昕林昱昕    

    我有一個哥哥，他的個子不高，外型還算帥，他說話時常常會動耳朵，還會一

直眨眼睛，媽媽說這是他的壞習慣。但是哥哥的脾氣很好，個性認真負責又幽默，

同學和老師都很喜歡他，他是我學習的榜樣，我很以他為榮。 

    哥哥有許多喜歡的事物和興趣：他很喜歡打球，特別是籃球，他身邊總有一群

很愛耍酷的球友。另外，他還學武術，擁有一身好功夫；他打拳時很有力道，樣子

很威風呢！讓我看了也很想學武術。說相聲也是他的專長，他上台表演相聲時很有

氣勢，態度也大方，臺風很穩，常常把觀眾逗得哈哈大笑，我覺得他是很有才華的

哥哥。 

    生活中有了哥哥的陪伴，很多事情都變得更有趣了。例如：我喜歡和哥哥一起

看「神奇寶貝」，一起玩「神奇寶貝」公仔，就好像主角小智和小剛一樣，是默契十

足的好朋友。和哥哥一起上才藝課，有不懂的地方他也會耐心的敎我，這些都讓我

的生活變得很快樂。 

    我覺得有一位這麼棒的哥哥真的很幸福，我想要大聲的跟他說：「我愛你，你永

遠是我心中最棒的哥哥！」 
 

媽媽，謝謝您         

                               三三三三 1111 王薪翔王薪翔王薪翔王薪翔    

    母親節到了，我要跟我的媽媽說聲：媽媽，謝謝您！  

    我的媽媽有個可愛圓圓的小臉蛋，以及一頭烏溜溜的秀髮，當然其中有幾根頑

皮的白髮。有一對像檸檬般的大眼，生氣的時候瞪大眼，凶巴巴的模樣像隻母老虎，

我和弟弟都會嚇得不敢吭聲。 

    媽媽大多時都是很溫柔的，說話時會輕聲細語的慢慢講，笑起來的表情很美麗，

像是雨天後天邊的美麗彩虹。她高興的時候會用溫暖的雙手抱著我，陪我聊天、看

書、玩遊戲，讓我感覺很幸福喔！ 

    媽媽的職業是位老師，他的專長是教書，每天很早就要出門，有時很晚才回家，

看見媽媽很累的樣子，我想要跟您說；「媽媽您辛苦了！您是我最愛的人，我一定會

好好聽話，表現良好來孝順您的！」 
 

 

三年一班  柯芝嫻老師指導 

我的偶像我的偶像我的偶像我的偶像    



 

 

 

 

     三三三三 1111 楊榮中楊榮中楊榮中楊榮中    

    我的夢想是擔任動物救難隊隊員。 

    為什麼我會產生這個夢想，那是因為地球上有很多可愛的動物，因為人類的捕

捉，許多動物都瀕臨絕種，所以我想要保護他們。為了完成這個夢想，我必須多關

心動物，並且認識動物的各項生物知識，重點是保有熱愛生命的態度。從現在開始

多多閱讀關於科學和生命類的圖書，培養和動物和平相處的興趣。 

    目前我了解了大多動物的生態，也了解他們居住和棲息的特性，尤其是非洲動

物是我最喜歡研究的主題，我喜歡讀百科全書來更了解它們。 

    我相信，只要我能夠持續的努力，總有一天，我的夢想一定可以實現，成為一

位動物救難隊隊員，希望人類能夠與動物們和平共存。 

 

 

                                  三三三三 1111 趙俊凱趙俊凱趙俊凱趙俊凱 

    我的夢想是當一位醫生，因為常聽到大人說，在世界上許多貧窮的地方，有很

多人會因為沒錢看醫生而失去生命。這讓我覺得很傷心，所以我要當一位醫生，為

那些沒錢的人看病。 

    為了完成這個夢想，我必須持續的努力，來為自己打開一片天。我要從現在開

始充實自我，培養各種科目的能力，以及克服別人克服不了的困難。我可以做到的

是建立好學習的基礎，各科都要保持優良成績，並且要常常吸取新知， 以及奮發向

上的精神。因為治療人類的疾病和保持健康是需要豐富的學識的。 

    我相信只要能夠不停的努力，持續的用功讀書，總有一天，我的夢想一定能實

現，我會成為一位付出愛心的醫生，為那些沒有錢的人治療疾病。 

 

 

 

 

 

 

的 夢 我 想 



 

 

 

 

 

 

  

下課去走走    王永妍 大隊接力    林昱昕 

  

工程車設計圖    胡石信 母親節卡片    劉秋妤 

  

母親節快樂    邱郁善 練習說唱藝術    朱恩彤 



 

  

輕黏土作品    高語蕎 輕黏土作品-母親節快樂    陳昱絜 

   

燈籠-虎虎生風  陳翰瑀 營養午餐時刻  李如欣 素描-春天的樹  鄭惠文 

   

前庭的小葉欖仁  黃寀綾 素描-春天的樹  張書瑋 素描-春天的樹  林昱昕 



 

 

 

 

         

 

 

                                                                                                                                                                                                                                三三三三 2222 余慧焮余慧焮余慧焮余慧焮    

    我的妹妹很可愛，她有一頭烏黑的長髮，還有小小的眼睛。不過她每天都戴著

那一副粉紅色的眼鏡，我覺得不太好看。 

    她很活潑，總是在床上跳上跳下的，真可愛。可是，她最討厭的東西就是巧克

力，每次在幼稚園訂羊奶時，她不管怎麼樣就是不肯訂巧克力口味的；我想給她吃

巧克力，她都說不要，所以我只能自己吃了。 

    妹妹很愛看書，我回家時，她總是會問有沒有書可以看。她比較喜歡看漫畫書，

因為漫畫裡面的內容很有趣。 

    我很高興有一個這麼可愛、活潑又聰明的妹妹。 

 

 

                                                         三三三三 2222 黃鈺庭黃鈺庭黃鈺庭黃鈺庭    

    我的妹妹有水汪汪的大眼睛、可愛的櫻桃小嘴，還有一頭烏黑的長髮。身材瘦

瘦矮矮的，皮膚很白。我很高興有這樣的妹妹。 

    她的個性有點固執，常常不聽別人的建議，總覺得自己的想法才是最好的，別

人的想法如果跟她不一樣，她都會覺得那是錯的。 

    妹妹的興趣是畫畫，她常常拿著她畫的圖畫給我看。有時我會不知道她在畫什

麼，有時我會覺得她畫得很漂亮。因為她也很喜歡把畫完的線畫塗上顏色，所以我

的作業有要塗顏色的地方，她都會吵著要塗。 

    我想跟妹妹說—不要這麼固執，有時候也要聽聽看別人的意見，這樣我會更喜

歡她。 

 

 

 

 

三年二班  高明星老師指導 



 

 

            

                                                                                                                                                                                                                        三三三三 2 2 2 2 李潔祈李潔祈李潔祈李潔祈 

    我的弟弟很可愛，他有一頭烏黑的短髮，睫毛短短的，眼睛超級小，長得不高

不矮剛剛好。臉頰長得圓圓胖胖，嘴巴長得小小的，還有一雙看了就想咬下去的雙

手，走在路上人人都說他是一個小帥哥。 

    他的個性很霸道，想要什麼就要給他，如果不給他，他就生氣，這是他最大的

缺點。常常一到吃晚飯時，他就一直搶我的位子，這是我最頭痛的時間。 

    弟弟喜歡玩車子、看巧虎、去公園玩……等。奶奶常說弟弟很厲害，有一次她

抱弟弟到陽臺看車子時，看到一輛拖吊車，後面吊著車子。奶奶把他抱回客廳後，

弟弟就拿起一輛車，後面再放一輛小車，立刻成了小型拖吊車，弟弟真有想像力啊！ 

    弟弟是我們家的開心果，也是我的微笑玩具，讓我天天都開心。弟弟，謝謝你

陪我遊戲，在我難過時，當我的訴苦娃娃。自從弟弟出生後，家裡每天都充滿笑聲，

我們真是快樂的一家。 

 

 

            

                                                                                                                                                                                                                            三三三三 2 2 2 2 楊佩諭楊佩諭楊佩諭楊佩諭 

    我的弟弟今年只有兩歲多，他跟我一樣，有一對漂亮的大眼睛，鼻子上有一顆

小痣，真可愛，大家都說他是個小帥哥。 

    早上他都很早起床，如果我起得很晚，弟弟都會叫我快點起來上學。他就好像

一位管家婆，當我吃飯時，他都會拿碗筷給我，幫我盛飯。可惜他太矮了，盛不到

飯。 

    弟弟很調皮，每次我寫功課的時候，都會跑來拿鉛筆畫我的本子，害我要擦掉

重寫。家裡的東西都曾經被他破壞，包括電視機和電冰箱，真是讓全家傷透腦筋。 

    有時我和弟弟也會吵架，最後被罵的人卻都是我，爸爸真是重男輕女。可是爸

爸說：「弟弟還小，不懂事，當姐姐的要讓他，因為你們兩個都是爸媽的寶貝。」 

 

 

 



 

 

                                                                                                                                                                                                                                        三三三三 2222    高珮熒高珮熒高珮熒高珮熒    

            媽媽是我和妹妹最喜歡的人，她長得不高也不矮，還有一頭捲捲的頭

髮，看起來很有趣。她的身材雖然瘦瘦的，但她的身體很健康。 

    媽媽的動作有點慢，每次煮飯至少要煮一個小時，害我和妹妹肚子都很餓；打

掃的時候也很慢，而且都不讓我幫她，所以我只好坐在沙發上看電視。 

    媽媽生氣的時候，像凶巴巴的母老虎一樣可怕；但是她開心的時候就像小綿羊

一樣溫柔，還會做小點心給我們吃。 

    她的興趣是睡覺、工作和陪我們看電視、寫功課。因為睡覺可以養顏美容，工

作可以買自己的東西和幫我們繳學費。只有她休假的時候，才能陪我們看電視和寫

功課，因為她平時都很忙。 

    有時候我和妹妹會跟媽媽一起去河堤散步、去吃飯、去逛街和去聽音樂會或者

參觀美術館，這些是我們最喜歡的事。 

    我想跟媽媽說的話是：「謝謝您，當我生病時，您帶我去看醫生；功課不會時，

會教我怎麼寫。您真是全世界最好、最美麗的媽媽，希望您可以永遠陪在我們的身

邊。」 

 

       

                                                                                                                                                                                                                                    三三三三 2 2 2 2 何皓葳何皓葳何皓葳何皓葳 

    我的表妹有著金黃色的長髮，外表清秀，看起來很漂亮。她還有小小的耳朵、

美麗的櫻桃小嘴，身材瘦瘦的，全家都說她是個美女。 

    我的表妹每天課後都要去上才藝課----星期一、四上音樂課；星期二、五上英

文課；星期三上書法課；星期六、日則上芭蕾舞，真是忙碌啊。 

    我們有時候會在一起聊天和寫功課。我們聊天都是聊一些英文的單字，在一起

時，也總是歡歡喜喜的，所以大人常常帶著我們一起出去。 

    我很佩服她，她什麼東西幾乎都會，而我只會其中一兩樣而已，我真的應該要

跟表妹多多學習才對呀。 

 

 

 

妹妹妹妹    我我我我    的的的的    表表表表    

媽媽媽媽    我我我我    的的的的    媽媽媽媽    



 

   

方昱翔   郭沛緁 

   

張庭語 高茂倫 林雨宣 

   

林書亞 蔣子萱 陳亞彤 

 



 

 

 

 

 

 

 

 

採絲瓜 趣味行  李潔祈    

  

飛向天空  李綾芸    校園裡的樹 黃鈺庭 校園裡的樹 張哲維 

 

撕貼畫  林珈卉   



 

 

 

 

 

 

   三三三三 3 3 3 3 胡庭熙胡庭熙胡庭熙胡庭熙    

四月是螢火蟲和桐花的季節，爸爸決定開車帶我們去台中東勢林場賞花和賞

螢，因為螢火蟲是晚上才出現，所以我們中午才從台北出發。 

到達目的地時差不多是中午，我們先去吃午飯，爸爸點了一份野菜，它是涼拌

菜很下飯，一下子就被吃光光。吃飽飯後，我們去體能場玩及走繩索，我扶著旁邊

繩子小心的走過去，可是手腳卻一直抖抖抖，幸好後面有一位阿姨幫忙，才能平安

的走過去。後來我們要去侏儸紀公園，一路上有許多油桐樹，油桐花一片片飄落，

好像在下四月雪一般，拿起一朵聞，還帶著點清香喔！ 

在侏儸紀公園當一下「泰山」後，天色暗了，我們就要去賞螢火蟲，此時看到

好多人(至少有一、二千人)跟著解說人員要去賞螢火蟲，沿著山谷步道往下走著，

就有好多螢火蟲出現，一閃一閃的好像地上的星星，再往山谷深處走去就更多呢！ 

只要一轉身到處就有螢火蟲，後來我試著抓螢火蟲，結果真的抓到了！牠很輕，

停在我手上，輕到沒感覺，屁股亮亮的，有些比較亮還可以照清楚我的臉，此時，

忽然大家大叫了一聲，我們往叫聲的方向看去，哇！全體螢火蟲都飛起來了，短短

幾秒，同時閃了十多下，那真是奇特的景象，爸爸說他看過螢火蟲，但是都沒有這

麼多。這次能夠看到這麼多的螢火蟲，真是幸運。 

 

                  

心情心情心情心情       三三三三 3 3 3 3 張若苹張若苹張若苹張若苹    

 

心情變化萬千， 

喜怒哀樂無常， 

喜姐姐天天開心眉開眼笑， 

怒哥哥火冒三丈怒髮衝冠， 

哀弟弟淚如雨下泣不成聲， 

樂妹妹手舞足蹈樂不可支， 

快樂或悲傷決定在心海裡。 

 

     心情日記心情日記心情日記心情日記           三三三三 3 3 3 3 蔡昀珊蔡昀珊蔡昀珊蔡昀珊    

 

英語課， 

開開心心說美語， 

唱了一首首英語歌， 

感覺就像開心的小鹿， 

在草原盡情奔跑。 

 

三年三班  李勁昇老師指導 



 

 

                                 三三三三 3 3 3 3 林瑜真林瑜真林瑜真林瑜真 

 

今天爸爸說要帶我們去陽明山玩，因為現在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山上的花都

開了，美呆了！我們拍了非常多的照片而且還走了一段很長很長的路，累死人了。

本想我還想要走到山頂的，可是爸爸和媽媽他們都累了，所以我們就開車下山了！ 

下山的時候，我們把窗戶打開呼吸芬多精，我們一邊下山一邊說著在陽明山發生

的好玩事情，因為實在太累了，說著說著就在車上睡著了，不過我今天可是玩得非

常非常的開心。 

 

                                      

                                            三三三三 3 3 3 3 張瓊之張瓊之張瓊之張瓊之 

今天我們學校舉辦了「舊愛新歡」的活動，活動從八點半到十點，八點時班上

先將桌椅排成ㄈ字，並看自己有沒有什麼喜歡的可以先買。 

「舊愛新歡」終於開始了，有一波客人先進來，哇！一下子就有那麼多的客人

要買。因為我是一組一組來當老闆及老闆娘，轉眼間裝錢的盒子就已經裝不下了，

而且要找錢的時候，五塊、十塊及一元都混在一起，此時，我靈機一動，想到可以

用象棋的盒子當作零用錢盒。之後若苹把她的招財貓拿到結帳區，結果生意變得更

好了；校長也有進來我們教室，還買了一隻娃娃呢！她還請我們幫忙宅配到校長室

去。 

哇！今天我們的喉嚨叫賣到都沙啞了，光是早上就喝了一瓶半的水。雖然今天只

有賺到 1387 元而己，但班上同學都很有愛心，決定要把所有錢都捐出去，今天真是

有趣又有意義的一天。 
 

 

 

 

 

 

 

陽明山真好玩 

舊 歡 新 愛 

可愛的小動物 戈璘戈璘戈璘戈璘  



 

 

 

 

 

 
                                                      

邪惡的蚊子：                                                三三三三 4  4  4  4  林兆洸林兆洸林兆洸林兆洸 

    你總是愛闖進我家吸我的血，不過，你難道不知道我家是天羅地網嗎？任何蟲

子一進到我家就出不去了；你每次都趁我睡覺時，在我耳邊飛來飛去，吵得我不得

安寧，我一定要在天亮時把你殺死，如果你害怕，就快逃吧！如果你不怕，就跟我

決一死戰。蚊子啊！你每次都逃不過我家的連環追擊，你真笨，連我故意設下的陷

阱，都會自己去踩。 

    蚊子，你真可憐，希望你最好改邪歸正，這樣才不會被我們家追殺，別人才不

會一看到你，就好像看到通緝犯一樣，嚇得轉頭就跑。 

    祝 

改邪歸正成功 

                                                            林兆洸 敬上   

                                             98年 12月 11日 

                              

             

討厭的蚊子家族：                                             三三三三 4 4 4 4 高廷瑀高廷瑀高廷瑀高廷瑀 

    你們無時無刻的叮咬我們家人，讓我們的身體紅腫、癢得很難受，甚至抓到流

血去了！你們一直叮我們，吸我們的血，我們的血都快被你們吸光了呢！ 

    當你們叮咬我的時候，我生氣起來，就會使用殺蟲劑來殺死你們喔！不然就是

不讓你們生出小寶寶！懂了嗎？其實我有點同情你們耶！因為爸媽看到你時，都會

用電蚊拍電死你們，所以我希望你們能夠儘快離開這裡，到比較偏僻的地方，這對

你們來說比較安全，也讓你們感到非常安心！ 

  祝 

搬家成功、順利， 

也祝你們平安快樂 

廷瑀  敬上 

98年 12月 11日 

    

三年四班  陳淑慧老師指導 

 給蚊子的一封信給蚊子的一封信給蚊子的一封信給蚊子的一封信 



 

 

                                              三三三三 4444 陳昱廷陳昱廷陳昱廷陳昱廷    

 

可愛的北極熊： 

    你好嗎？聽說你的家不見了，食物也不夠，你的家人和朋友都陸續死亡，你一

定很難過吧！不要傷心，我可以當你的家人和朋友，從現在開始，你就不孤單了。 

    為了保護你，我一定會告訴大家關於北極熊所要面臨的絕種危機，還要請大家

一起來減緩全球暖化，包括隨手關燈、種樹、節約能源、多使用回收資源或盡可能

走路，不要開車。 

  只要大家同心協力，小小的行動就可以改變世界，所以，我的北極熊朋友，你

要堅強的活下去喔！ 

    祝 

       身體健康 

       平安快樂 

陳昱廷  敬上 

2010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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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情的颱風，就像一個大巨人，他害我們不能去郊

遊，把樹吹得東倒西歪，讓我們走路不方便，而且也不

能出門一步,不然就會被颱風帶到另一個世界去。 

颱風來的時候。我只能站在家門口，靜靜的聆聽風雨

聲，嘩啦嘩啦的大雨，好像是美妙的交響曲，雨大得連

成一條線，從天空上飄下來，風一吹，好像在跳舞一樣，

我看到好多車子都被壓壞。電視一打開，我看到很多人的家園都被水沖走了，我看

了心裡非常傷心，我希望他們能平平安安的度過難關。 

雖然，我喜歡颱風天的景色，可是我還是不希望颱風帶給我們的傷害，希望風大

哥不要再給我們大家困擾。 

給北極熊的一封信 

可怕的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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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是什麼？ 

春天是一個能為大地塗上顏色的筆。 

春天是什麼？ 

春天是一位能讓地上的枯草換上了新衣裳的裁縫師。 

春天是什麼？ 

春天是一個能讓我聽到大自然美妙的音樂演奏家。 

  我能看見蜜蜂在花園裡飛舞，也聽見鳥兒與蟬在樹上歌唱，春天就如同是一齣

音樂劇，能讓我們聽到好聽的歌聲、看到華麗的舞姿。 

  春雨過後的天空加上彩虹的陪襯，令人覺得格外的美麗，破蛹而出的蝴蝶很快

的向天空飛去，像是把我看到的美景和美妙的樂曲與春天分享。 

  我看見了阿公的背影在田園出現，阿公又開始種菜了！看見阿公滿頭大汗的樣

子，以後我不敢挑食了。 

  春天讓萬物又活過來了，我最喜歡春天了。 

   

 

神奇的季節魔術師神奇的季節魔術師神奇的季節魔術師神奇的季節魔術師                                    三三三三 4 4 4 4 高靖哲高靖哲高靖哲高靖哲    

    

太陽甦醒了, 

花開了, 

草綠了, 

大樹也長出嫩芽了; 

花兒在運動, 

草兒在做早操, 

大樹也在和風中跳舞, 

快樂的春天來了! 

 

 

 

 

 

春天來了, 

天氣變暖和了, 

動物們出來工作了, 

蝴蝶、蜜蜂也飛呀飛, 

松鼠從樹洞裡探出頭來, 

小鳥群聚在枝頭歡唱; 

蝴蝶、蜜蜂忙著採花蜜, 

松鼠忙著收集松果, 

小鳥也忙著找蟲兒餵寶

寶, 

勤勞的春天來了! 

 

 

冬風走了,春暖來了, 

大家都換上春衫嬉戲, 

爺爺在打太極拳, 

奶奶在跳舞, 

小朋友在盪鞦韆、溜滑梯, 

活潑的春天來了! 

 

 

 

 

 

 

 

春 天 



 

給「北極熊」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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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憐的北極熊： 

  你們真是可憐無比，聽說全球暖化，造成你們的困擾，害你們沒有食物吃，只

好吃自己的小寶寶；害你們居住的環境被毀滅；還讓你們的同伴，沒多久就去世，

好可憐喔！ 

  我希望人類能想出辦法救回你們。如果沒辦法，我只希望你們活在沒有人類的

地方，好好的過日子，不會受到人類的傷害；不會因為全球暖化而去世。我真為你

們感到難過，相信我們人類一定會改進的。 

  現在我所能做的，就是維護好居家的環境，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希望政府

加強宣導，讓所有的動物們都有好的環境品質。 

 

祝  保重                                                    陳渝雯敬上 

98年 12月 11日 

 

 

                                            善變的風善變的風善變的風善變的風                                                        三三三三 4444 邱子洋邱子洋邱子洋邱子洋   

春天的風， 

緩緩的吹著， 

就像媽媽溫柔的雙手， 

輕輕撫摸著我的臉頰； 

也像室內芳香劑， 

帶來了淡淡的花香， 

讓人聞了心曠神怡。 

 

夏天的風， 

是消暑的仙丹， 

為我們驅除身邊的熱魔， 

可是當他翻臉時， 

會颳起強烈颱風， 

不但房屋倒塌， 

樹木也連根拔起， 

真是一場可怕的災難。 

 

秋天的風， 

像是一位魔術師， 

把樹葉染成了紅色， 

也讓葉子掉落滿地。 

 

冬天的東北風， 

又乾又冷， 

不但凍裂了媽媽的手， 

也讓我的皮膚又乾又癢， 

還有可怕的寒流， 

讓大家都冷得甘拜下風。 

 

風啊風！ 

你可不可以好心一點， 

不要那麼善變， 

這樣， 

我們就會更加喜歡你了。 



 

    

                                 

                                 三三三三 4  4  4  4  陳羿雯陳羿雯陳羿雯陳羿雯    

     

 

    我的夢想是開一家美術館，我會有這樣的夢想有

三個原因。原因一是因為我從小就很愛畫畫，而且我

還很喜歡收集一些東西，然後將它做成作品；原因二

是因為我喜歡把我的作品跟別人分享；原因三是因為

有一次，我的幼稚園同學來家裡玩，她帶了青林美術

館的書借我看，看完以後，我就更加確定我的夢想。 

    我想把我的美術館的外觀，建成阿拉丁皇宮，皇

宮上的顏色要色彩繽紛，花樣也要很多，走進去裡面

時，要讓客人覺得好像進了童話世界一樣，而且是進

了阿拉丁的故事裡，然後裡面要放阿拉丁故事裡的雕像、別人的畫、作品……等等。 

    我的夢幻美術館有個特色是有客房跟餐廳，如果有客人無法在當天回家的話，

可以先住進客房，如果肚子餓的客人，就可以去餐廳吃大餐喔！而且餐廳旁邊還有

遊樂設施跟賣紀念品的地方喔！ 

    我該怎樣完成我的夢想呢？我想應該可以從兩個方向去做。第一個方向是加強

提升我的能力：多觀察欣賞別人的作品、多練習自己畫畫的技巧、多看有關藝術的

書籍、影片；第二個方向：找願意投資我的人。 

    真希望我的夢想有實現的一天。 

 

 
 

 

 

 

 

 

 

 

 

我的夢想 



 

 

 

 

 

                                          三三三三 7777 顏聞呈顏聞呈顏聞呈顏聞呈 

     之前放寒假，我好希望一直住在花蓮，因為住在那裡可以和別的小朋友玩，但是

我又想了一遍，如果我住在那，就不能和學校的朋友玩了。於是我決定，還是不用了。 

    我們寒假去花蓮看外婆，是因為外公過世了，我們趁寒假的時間去陪外婆，我們除

了陪外婆，還要到那邊寫作業，我們也有帶外婆去外面玩，我們也有去光復糖廠吃冰和

花蓮市看電影，最後兩天，我們去了瑞穗牧場餵鴕鳥和牛呢！ 

    我覺得花蓮真好玩，還可以讓我學到花蓮的原住民生活，還有許多公園和圖書館，

都可以讓我散心和寫作業，所以我當初說要去花蓮是對的！ 

 

                               三三三三 7777 武品蓁武品蓁武品蓁武品蓁 

    上學期的課本第七課有提到砂卡噹步道，因為我對砂卡噹步道蠻有興趣和好奇心， 

所以我和爸爸在寒假前，一起計劃好要去，我們不但要去那邊看風景，還要看看能不

能遇到太魯閣族人。 

    在路途中，我們經過六個隧道，其中最長的是雪山隧道，它全長是 12.9公里。我

們出發的很早，所以一路上都很順利，沒有塞車。才十一點多我們就到了太魯閣遊客

中心吃午飯，看看地圖，遊客中心裡有一個巨大的模型，有十多座山，中間是橫貫公

路，合起來叫中央山脈。 

    吃完飯，我們就去砂卡噹步道走路看風景，那裡的水很藍，草很綠，石頭也很大；

走著走著，看到了階梯，我們走下去看到了溪水，起先我們把鞋子脫下，把一隻腳下

去試溫，再看看石頭滑不滑，之後，才放心的走下去。一開始我不敢走下去，後來膽

子變大，就一直爬上爬下的，像隻毛毛蟲。我撿石頭的時候，石頭在水裡看起來很潔

白，可是一拿出來，就是灰色的，還把我的衣服弄濕了，最後，我選了三顆不同顏色

的石頭回家作紀念。 

    接著我們去五間屋，那裡有人在賣香腸，是太魯閣族人，上面就是五間屋，是他

們住的房子，旁邊還有許多鴨子走來走去，真可愛！賣香腸的人還問我們要不要吃，

我們當時不餓，就說不用，現在想起真後悔。 

    這次到花蓮旅遊，不但有實現我的願望，還跟太魯閣族人講話。東部的山景很優

美，裡面還有許多動物，也長了很多學校沒有的植物，這麼美麗的地方，我還要再來

一次！ 

三年七班  莊玉明老師指導 

花 旅 之 蓮 

砂 卡 噹 步 道 



 

 

                                     三三三三 7777 鄭欣昀鄭欣昀鄭欣昀鄭欣昀    

     

    星期五，我、妹妹、媽媽和爸爸去鹿港找媽媽的同學－淑娟阿姨。 

    去到那兒我們的小導遊淑娟阿姨的女兒－彥珍，帶我走進「摸乳巷」，再鑽進「九

曲巷」，走到老街裡面去看「天后宮」和「半邊井」。我還買了一個小紀念品。 

    星期六，我們很優閒的去鹿港國小玩，然後去「龍山寺」，最後去看寺廟裡的海綿

寶寶。結束鹿港之旅後，我依依不捨的離開鹿港，也開開心心的畫下句號。 

 

 

 

                                   三三三三 7777 陳柏諺陳柏諺陳柏諺陳柏諺    

    昨天我們去內灣搭火車，那裡離家裡很遠，我們坐車過去要兩個多小時。我們先

到一個休閒農場，那裡的解說員說他們的農場是全台灣種最多蕃茄的休閒農場，而且

他們的農場裡有三十幾種國家級的蕃茄品種，農場主人請我們吃ㄧ些蕃茄，然後我們

又採一些蕃茄帶回家。 

    接著我們就由合興車站搭乘火車到內灣；到了內灣，我們看到很多賣吃的攤販，

記得老師說過內灣有很多客家人，還有，最有名的是野薑花粽子。最後，我們走吊橋，

吊橋搖搖晃晃的，看到有些人很害怕，但是我不怕。 我覺得今天很好玩，希望下一次

也一樣好玩！ 

 

                                   三三三三 7777 劉珈妤劉珈妤劉珈妤劉珈妤 

     

    今天我們去歷史博物館參觀「燃燒的靈魂－梵谷」展覽，我非常的期待，前幾天

我還和姊姊一起上網查詢有關梵谷的資料呢！ 

    一走進展場，我看到第一張畫是「雪地裡的礦工」，我覺得很普通，那為什麼梵谷

可以成為偉大又有名的大畫家呢？我還看有些素描圖畫都是用暈染和碳筆畫成的，我

從來沒有看過炭筆是什麼樣子。 

    展場的作品中我最喜歡的是「薊花」，因為是他死前一個月畫的，聽說梵谷因為和

好朋友吵架，所以割掉了自己的左耳，我聽了覺得好恐怖喔！ 

    我覺得我們要學習他的毅力，但不要和他一樣，精神不穩定。其實梵谷不是從小

就想要當畫家，他經過許多挫折，直到三十七歲才想立志當畫家，我覺得梵谷好可憐。 

    這一次的戶外教學，讓我認識了梵谷的一生以及他當畫家的過程，還欣賞了許多

名畫，真是大豐收啊！ 

鹿 港 之 旅 

內灣搭火車 



  

 
                                   三三三三 7777 林琬真林琬真林琬真林琬真 

    初四一大早，我們一家人和外公、外婆去太平山煮蛋，順便泡溫泉。 

    還沒到煮蛋的地方就看到煮蛋區飄上來的煙，當我聞到這煙的味道時，你知道我

說了什麼嗎？我說：「這煙裡有蛋香味耶！」也許大家都會知道，煮完蛋的煙本來就

有蛋香味，我們把玉米和蛋放到網子裡煮，當早餐吃。 

    接著我們一行人去泡頂頂有名的「鳩之澤」溫泉了！一開始我因為不適應高溫，

一直不敢下水，最後因為媽媽的鼓勵，我才敢慢慢下水，泡了一陣子因為下大雨了，

所以便起身洗澡。 

    鳩之澤溫泉因為日本皇太子曾親臨泡湯過，所以赫赫有名。今天我也親自體驗了

一番，除了感受大自然環抱的泡湯之美，也泡了一次舒服滑潤的川湯呢！ 

 

                                  
                                                     三三三三 7777 祝君瑋祝君瑋祝君瑋祝君瑋 

                                                   

    今天爸爸媽媽帶我和弟弟去故宮，我們坐爸爸的車，經過高速公路到了故宮。 

    我們第一個參觀的是故宮最有名的「翠玉白菜」，上面有兩隻紡織娘。「肉形石」

像是肉皮浸過醬油一般，令人聯想到「東坡肉」。接著我們又去看「玉人與熊」和「翡

翠松鼠葡萄」，看起來真的很像實際的東西。 

    中午我們吃飯看到別人點的東坡肉，好像故宮裡的肉形石。下午我們看「子范和

鐘」，它有八件，可以當樂器敲擊。最後我們還去紀念品店買東西，我們買了一個翠玉

白菜形的門鈴、景泰藍的皮包掛鉤和書法餐墊。 

    故宮的東西太多了，一天看不完，希望下次還能再來看。 

   我們在故宮的地下一樓看到兒童學藝中心，所以我們吃完中飯後就去看看裡面有什

麼。在兒童學藝中心我們第一個去的是活字版區，活字版是古代印畫的技術，我和弟

弟就拿自己的本子去印，可是我第一次失敗了，因為印的時候我把紙弄歪了；接著我

們去看影片，影片都有介紹翠玉白菜，可見它是很有名。後來我們去線裝書區，線裝

書是古代裝定書的一種方法， 媽媽說我們的寒假作業可以這樣裝訂。最後我們去清明

上河圖區，那裡友介紹古代的橋是如何搭的，古代的橋有兩種材料，一種是石頭，一

種是木材，還有我們可以自己練習如何搭一座橋。 

    我是第一次去兒童學藝中心，在兒童學藝中心，我學到了古代書籍的印刷與裝訂，

還知道古代橋的結構，真是收穫豐富的一天啊! 

 

 

豐富的故宮行 



 

 

                            三三三三 7777 紀雲隆紀雲隆紀雲隆紀雲隆    

    安親班老師說我寫的字又大又醜，一定要握好筆才會寫的又小又美麗，我聽到了，

但是字還是很大，老師叫我改很多次，但是我還是不改，因為我沒有照老師的話去做，

所以都改不了，現在我要開始學習正確握筆。 

    我每天寫日記和閱讀心得的時候，我都在發呆，然後勾手指挖鼻子，不然別人講

話，我就轉頭看別人，所以功課寫的很慢，老師要我專心的寫，但是我都不專心，所

以我要學習專心做事。 

    老師教我寫作業要專心，要練習好正確握筆寫字，這樣寫作業才可以寫的又快又

漂亮，我要好好學習，下決心要改好。 

 

 

 

                            三三三三 7777 趙呈瑄趙呈瑄趙呈瑄趙呈瑄 

    今天我跟媽媽去木柵農會辦事情，回來的路途中站在公車站牌時，我跟媽媽一直

聊天，聊的好開心。 

遠遠的看到 10路公車來了，媽媽就直接上車，上車後，我跟媽媽繼續討論寒假的

計畫。不知過了多久，突然發現眼前的景色很陌生，才發現我們搭錯車了。本來是要

搭回景美女中，結果竟然搭到深坑了。 

媽媽就臨時提議，乾脆就順便逛深坑吧！我們就逛深坑老街，沿路每家都是賣豆

腐料理，尤其是麻辣鴨血，紅紅的看起來好辣喲！我最喜歡吃炸臭豆腐，酥酥脆脆的，

好香喲！ 

當然每次來老街，最喜歡的就是逛「古早味」店，雖然我們小時候沒有玩紙牌、玩

搓搓樂、吃涼菸糖，但看著那些玩具也很好玩，今天的搭錯車經驗讓我們享受一趟「古

早尋寶記」囉！ 

 

 

                              三三三三 7777 陳奕安陳奕安陳奕安陳奕安 

我的志願是當一位棒球球員，因為我喜歡打棒球，我覺得棒球很好玩又可以運動，

也可以賺錢。 

棒球有很多出場的球員，向右外野手、左外野手、中外野手、投手、打擊者、一

壘手、二壘手、游擊手我都想當。我最喜歡棒球是因為，投手有很多球種，有指叉球、

變速球、螃蟹球、曲球、直球、伸卡球、彈指曲球等等。 

我現在要認真練習以後成為偉大的職棒球員。 

日記一篇 

車 
錯 

搭 

我 的 志 願 



 

生活日記                     三三三三 7777 林柏承林柏承林柏承林柏承 

今天上午第二節課是 MV，老師要我們跳的是 NO BODY，這是現在最紅的舞蹈，大

家聽到要跳這首歌都非常興奮。 

老師一個動作一個動作教，然後在一排一排的站起來練習配音樂跳，再全部站起

來一起跳，但是音樂太快了，我都跟不上速度，可是我覺得很好玩。 

老師今天只教前面的一小段而已，下一次，我一定要全部學會，表演給全家人看。 

  

《春天》三三三三 7777 毛荷芳毛荷芳毛荷芳毛荷芳 

春天是冬天的小太陽 

讓土黃色的土地 

變成綠色的皮衣 

讓凋謝的花朵 

變成美麗的鮮花 

春天呀 

帶給我們清淨的好空氣 

 

《海洋》 
海洋啊 

海洋 

你怎麼這麼廣大 

你像魚兒的家 

你像慈祥的媽媽 

海洋啊 

你為什麼千變萬化 

 

《土撥鼠》 
土撥鼠啊 

土撥鼠 

你為什麼沒洗澡 

你怎麼一天到晚都 

在藏果實 

你難道是在為冬天 

而準備嗎 

 

《蝴蝶》 
蝴蝶呀 

蝴蝶 

你讓人喜歡 

你在花園翩翩飛舞 

蝴蝶你真的好漂亮 

 

 

 

《螢火蟲》 
螢火蟲在夜晚都會 

閃閃發光 

好像是一盞盞明亮的小路燈。 

螢火蟲照亮了每一個人的心 

就好像是人生中的指路明燈 

 

 

 

《鳥》 
鳥啊鳥啊 

飛飛飛 

飛到田野吃稻米 

飛到山頂看風景 

鳥啊鳥啊 

你是不是飛到哪裡 

都可做你想做的事呢 

 



 

 

 

 

 

 

 

    三三三三 8 8 8 8 李康宇李康宇李康宇李康宇    

我的心情 

有時晴天有時下雨 

晴天時 

心情像小鳥飛高高 

下雨時 

心情就像掉落的紙飛機 

啊！心情，心情 

我真希望每天都是 

晴天的好心情。 

 

 

 

 

 

                                    三三三三 8 8 8 8 許芸愷許芸愷許芸愷許芸愷 

         

新年新年真快樂 

家家戶戶來恭喜 

大家聽了好開心 

滿臉笑容 

恭喜恭喜掛嘴上 

新年新年好開心 

每次新年好熱鬧 

每次過年放鞭炮 

鞭炮放完換煙火 

 

 

 

 

 

 

            三三三三 8 8 8 8 鼎傑鼎傑鼎傑鼎傑 

       

皮球皮球真頑皮， 

有時候，很安靜， 

有時候，很愛跳， 

跳來跳去跳真高， 

真想和你來比賽。 

 

 

 

 

  三三三三 8 8 8 8 陳妤婕陳妤婕陳妤婕陳妤婕    

 

今天呀今天， 

你到底要我做什麼？ 

要畫圖?要寫字？ 

啊！我知道了， 

你要我考試， 

今天──你真不乖。 

 

 

 

 

 

三年八班  顏國雄老師指導 

心 情

新年快樂 

皮皮皮皮    球球球球    

今 天 



 

      

                              

 

 

 

  

 

 

 

 

  風 
三三三三 8 8 8 8 陳俐妏陳俐妏陳俐妏陳俐妏 

風真頑皮， 

在城市哩， 

鑽來鑽去， 

讓我們冷颼颼， 

風真愛玩, 

在我們家裡, 

跑來跑去, 

讓我們越來越冷。 

 

金魚   
三三三三 8 8 8 8 吳佳芸吳佳芸吳佳芸吳佳芸 

金魚 金魚 

真可愛 

鯨魚 鯨魚 

真大隻 

鯨魚愛吃金魚 

金魚水缸 

鯨魚在大海 

兩個唸法不一樣 

而且大小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