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與財富                         

                                                六六六六 5555 林冠宇林冠宇林冠宇林冠宇 

    健康與財富，到底哪一項比較重要？是健康？還是財富？我個人認為要兩者都

具備，才能有美好的人生！ 

    已逝世的王永慶，在世時非常注意健康，不僅每天固定運動，更有良好的飲食

習慣，及正常的生活作息。 

    這樣健康的身體，提供了他打拚的支柱，也為他掙得無盡的財富！「健康是金

子一樣的東西。」這句話果真沒錯，沒有基本的健康，要如何投資美好的未來呢？ 

    反觀一名風靡全球的歌星──麥可傑克森，他雖有數不清的金錢，不過，身體

衰弱的他，要如何才能享樂呢？ 

    健康與財富是相輔相成的，且缺一不可。現在，就拿出健康與財富兩樣食材，

用自己的方法烹煮，調理出美好的未來吧！ 
 

 

                                                  六六六六 5555 萬皓芸萬皓芸萬皓芸萬皓芸    

    愛默生說：「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財富。」這句話說得一點也沒錯! 

    有健康的身體，才有求學的能力，才能擔當起重大的責任；有健康的身體，才

有光明燦爛的前途；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創造偉大的事業，所以健康是成功的基礎，

有健康才有財富啊! 

    假使身體不健康，天天躺在病床上，不但要麻煩別人照顧，又無法去求學問、

求知識，還要浪費一大把的錢財用來當醫藥費，是多麼划不來啊! 

    只顧著賺錢的人也一樣，為了自己的事業、錢財捨棄了自己的健康，就算有了

財富，卻沒有健康，又有什麼用呢？ 

    所以我們平常就應該注意自身的健康，這樣不僅能替國家做事，也能得到適當

的報酬，所以健康往往比財富來的重要吧! 
 

 

 

 

 

六年五班  魏仁一老師指導 



 

    健康與財富                                                                                         六六六六 5555 宋宜蓁宋宜蓁宋宜蓁宋宜蓁 

    美國哲學家愛默生說：「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財富。」財富與健康就如唇和牙齒般

關係密切，有了財富卻沒有健康，又有何用？有了健康卻沒有財富，也只有庸庸碌

碌、無所事事罷了，兩者若能魚與熊掌兼得，豈不是兩全其美？ 

    瓊森曾說：「健康─富人的幸福，窮人的財富。」有健康的人，便是有希望的人，

便有了一切。健康是追求一切事物的根本，沒有了健康，一切事物、一切夢想都無

從談起。所以即使身價千億，也應該隨時隨地保養健康才行！ 

    英國有句諺語：「健全的身體比皇冠更有價值。」才辭世的王永慶先生，為何能

活到九十二歲高齡呢？因為他每天粗茶淡飯，而且自創「毛巾操」天天運動，這即

是王永慶先生延年益壽的不二法門。只有健康、財富兩項兼具的人，才是最幸福美

滿的。 

    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的身體很好，可是，一但生了病，就需要用很多錢來治療，

就需要花很多時間，所以，還是保護好自己的身體才是最重要的，一但發現了病，

就要趕快治療，萬一沒有治療，病情會更加嚴重，可能會造成死亡，我們也要一起

保護好自己的身體。 
 

 六六六六 5555 徐敏嘉徐敏嘉徐敏嘉徐敏嘉    

我有一個小小願望 

時間啊！你能答應我嗎？ 

 

時間啊！時間 

為什麼你走得那麼快 

為什麼你一去不回呢？ 

 

時間啊！時間 

我想永遠停留在童年 

永遠 

停留在這美好時光裡 

 

時間啊！時間 

你能實現我的願望嗎？ 
 

 



 

 
 
    六六六六 5555 張祐寧張祐寧張祐寧張祐寧    

 

畢業！ 

聽到這個詞 

心中湧現莫名的感傷 

看著時間一點一滴的流逝 

感傷的思緒 

漸漸的 

漸漸的 

占據了我的心 

 

朋友！ 

在這感傷的思緒裡 

是否意味著 

分離？ 

在這美好時光裡 

我和妳們的互動 

將成為回憶中 

最美好的回憶 

 

現在 

也許我該 

    快樂點 

也許我該 

    成熟點 

因為  我知道 

跟童年說再見的時候 

到了………… 

 

        
六六六六 5555 張力予張力予張力予張力予 

朵朵花瓣   飛舞 

順著風 

開啟了一片虛空的未來 

 

片片落葉    碎裂 

在腳下 

像極了我那脆弱不堪的心 

 

我還來不及   道謝 

我還來不及   道歉 

為何就殘忍的 

要我跟童年   道別？ 

 

布幕掀起了 

一片新景象------在眼前展開 

這時    我驀然驚覺 

我   不再擁有   兒童夢 

     不再享有   任意門 

我 

將只能走向 

    另一個   沉重的   舞台 

 

淚水 

輕輕的劃過臉龐 

童年啊！童年 

請你繼續 

留在我心中 

 

 



 

      

 

                                             

六六六六 5555 李李李李怡怡怡怡姍姍姍姍 

最後一個夏天 

是我美麗童年的句點 

酸、甜、苦、辣……各種滋味 

齊齊湧上心頭 

只有我才可以領會 

 

最後一個夏天 

是我美麗童年的句點 

校園裡的 

   樹 

花 

     草 

窸窸沙沙的對我說再見 

正如我輕輕的 

和愈來愈遠的童年 

說------ 

再見 
 

 

 

 

 

 

 

 

 

 

 

 

 

 

 

       六六六六 5555 蕭允惟蕭允惟蕭允惟蕭允惟 

聳立的木棉 

落下一朵朵緋紅的花兒 

飄落在步道 

飄落在心扉 

伴隨著 

畢業的腳印 

 

蒼老的老榕樹 

垂下一綹細長的鬍鬚 

絮說著畢業的故事 

往事娓娓道來 

濕了眼眶 

是道別的時候 

 

翠綠的青楓 

灑下滿地星光點點 

傾聽著笑語片片 

紅了眼 

是道別的時候 

 

再多望一眼吧！ 

再多聽一遍吧！ 

再多走一趟吧！ 

下一回 

就不屬於我們了！ 

 

揮揮手  道一聲  珍重再見 

擦擦淚  道一聲  有緣再會 

但 

我多麼不捨 

  多麼不想啊！ 



 

 

 

 

                                              六六六六 8888 陳雅柔陳雅柔陳雅柔陳雅柔    

    在某天的下午，鐘聲打完後，全班就一起走到了走廊排隊，準備放學。ㄧ路從

三樓走道穿堂，全班嘻嘻哈哈，有說有笑的，ㄧ面走ㄧ面聊天。 

    到了校門口外，我ㄧ如往常，和陳心怡在外面聊天。但過了好久，同學剩下寥

寥無幾，又過了好久，都沒半個人來接我，打了電話也沒人接。於是，我坐在校門

口等。 

    時間ㄧ分一秒的經過，爸爸就像蝸牛ㄧ樣，慢吞吞的，還沒出現。看看時鐘，

已經是四點半了。「咕~」肚子開始唱空城計，對面紅豆餅店又飄來了陣陣香味，害

我肚子更餓了。 

   「你在等爸爸嗎?」抬起頭，以前我ㄧ二年級的導師謝老師問我。「你會餓嗎?」

我還來不及回答，謝老師就去買了一包紅豆餅給我。「謝謝老師。」我開心的接下裝

著熱騰騰紅豆餅的袋子。把紅豆餅分一半，裡面閃亮亮的紅豆餡，令人看了忍不住

垂涎三尺，想要ㄧ口吃掉。 

    我很感謝老師，但這時，老師的身影已經不見了。突然，摩托車的引擎聲越來

越近，回神ㄧ看，爸爸已經騎著機車在等我了。 

    我坐上機車，車子轉了彎後到了馬路，這時我看到老師，我向老師揮手，老師

也向我揮手。我ㄧ直揮，一直揮，揮到看不見老師為止。 

 

 

                                               六六六六 8888 劉晏菱劉晏菱劉晏菱劉晏菱 

當我在網路上查資料時，發現了一則有關於蘇花高興建正反意見的報導。 

那則報導是這樣寫的：「一條從宜蘭蘇澳到花蓮吉安的高速公路，自始至終

都是兩股力量中拉距。不贊成興建的環保團體和學生，認為這是條破壞好山好水

的死路，這湖光山色的美麗風景可能再也無法回到大家面前……。」 

「而這樣的意見，卻被贊成興建的當地居民和民意代表，批評是在阻斷走出

後山的出路。如果不興建高速公路，交通就無法順利通行，並且也會浪費時間在

開車的方面上。這條後山路依舊還在紙上談兵，但爭議卻從沒停歇。」 

我對於這篇報導的看法則是認為不要興建蘇花高速公路，因為地球只有一

個，現在又是全球暖化的高峰期，如果繼續破壞台灣這美麗的寶島，大自然會遭

受到更大的威脅，就連人類和動植物的生存機率，也會逐漸降低。 

六年八班  林婉娟老師指導 

不同角度看報導 



                                                        

                                                           六六六六 8888 張容瑋張容瑋張容瑋張容瑋 

    最近美國牛事件頻傳，無論是電視新聞、報章雜誌的頭版都是關於美國牛，許

多看法也跟著出現，所以想更了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才去查資料來深入了解。 

    報導是這樣的：美國農業部釐清強調美國出口到台灣的牛肉產品一定安全，對

於吃美國牛將感染庫賈氏病的問題，美國農業部解釋，三個得到牛腦海棉狀病變都

是在外國感染才進入國內。針對進口美國牛會引起牛腦海棉狀病變，使台灣成為感

染區，農業部回應，這是沒有科學家根據的謬論。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也聲明，只有

超過三十個月齡的牛腦、眼、脊隨為風險物質，其它都是安全的。 

    美國農業部一再說明美牛是安全的，也強調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已經給予「風險

評估」，要台灣人民安心食用。但還是有民眾質疑，美國將問題牛肉強銷給台灣，讓

台灣成為感染區。兩種說法僵持不下，就要看大家的想法了。 

    我認為，既然美國牛都經過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的檢驗通過，還怕美牛不安全？

且美牛進口來台，覺得不安心就不要吃，為什麼要反對進口呢？假如美牛真的不安

全，那美國人吃了怎麼沒事。我感覺美牛是安全的，不過是被謠言說壞而已。        

                   

      六六六六 8888 吳宗翰吳宗翰吳宗翰吳宗翰 

在世界的角落─台灣，正在為放寬美國牛內臟的議題吵的雞飛狗跳。美國牛內

臟真的可能致命嗎？真的安全無虞嗎？我決定上網查資料，我在搜尋時發現一些報

導。 

第一則報導是這樣的：「十月政府公告重啟美牛進口談判，學者認為美牛會帶來

狂牛病，而狂牛病潛伏期達 20年，且這神經病毒會侵蝕腦細胞，使患者腦部呈現海

綿狀亦即腦裡有很多空洞。他的特性穩定，不被高溫、輻射所殺害。此話一出引起

民眾的恐慌……。」 

在一旁的弟弟露出了不安的表情說：「吃美牛既然可能喪命，為什麼政府還要進

口呢？要人民自己把關？」 

另一則報導是這樣的：「得狂牛病的機率最高也只有十億分之五而已，且美國人

吃了 58％的牛肉，最重要的是，世界動物衛生組織證明了美牛絕對沒問題……。」 

我對這兩則報導有些不解，簽約的明明是總統自己，而又建議國人不要吃，不

是自相矛盾，為什麼他要改口呢？五認為是縣市長選舉的壓力，由此可知，美牛進

口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民生問題」。 

我們應該回到「科學」的角度看事情，至今，沒有一個吃美國牛得狂牛病的病例，

就因為政治的緣故，把好吃的美國牛抹黑成得病的元兇。食品安全應該超越黨派，

不要以個人利益著想。得病率之低的美國牛，是這麼的好吃，卻無法受到消費者的

青睞，是民眾的悲哀啊！明智的消費者不要人云亦云，要做出明智的判斷。 

美國牛─真的是安全的。 

不同角度看報導 



五顏六色的冰棒                六六六六 8888 黃惠慈黃惠慈黃惠慈黃惠慈    

    夏天是艷陽高照的季節，在這個季節裡，最適合吃冰品了！想到媽媽要買冰棒，

我不禁期待萬分，冰棒又香又軟酸甜的滋味，真是愈說愈想吃啊！ 

    上完課回到家，吃完晚飯後，我滿心歡喜的打開冰箱，哇！有百香果、汽水、

情人果等多種口味的冰棒，我還是選了汽水口味，一打開包裝，淺藍色的汽水冰棒，

旁邊還冒出冷氣，飄出淡淡的汽水香，咬一口，入口即化，這股涼意馬上透到心坎

裡。每次吃冰棒，透心涼的滋味，好像在舌頭上溜滑梯，或是在冰棒上跳啊跳，吃

完後回味無窮，還想再吃呢！ 

    除了冰棒，其他的也十分不錯，不過在我的冰品列單中，冰棒可是第一名，不

管什麼口味，滋味可都是不一樣，感覺也大不相同。另外，為了健康著想，媽媽還

買了養生冰棒，偶爾去木柵市場，還有賣養生冰棒的攤販，老闆說，挑一種口味，

只要在現場吃完可以免費、不用買，沒吃完的要付十元，天啊！怎麼有這麼好康的

事情，也因冰棒太好吃，我們還買了一大包呢！ 

    吃完冰棒後，不但體溫會降，還可以消消暑，冰棒在大家的眼中總是降火的好

幫手，帶給大家好心情；不過，冰棒吃多了，熱量太多，會增肥，還是少吃點好！ 

 

        巧克力心事                   六六六六8888周毅周毅周毅周毅 

    早上聽媽媽說她今天要去買巧克力，我忍不住滿心歡喜。巧克力吃起來香軟冰

甜的滋味，每一口都讓我覺得驚奇而且美好。 

    下午第二節下課，我正趴在桌上做我的「巧克力夢」，突然看見林璟成飛奔過來，

陳雅柔在後面吼叫著追打他。看他們兩人玩的好開心，我的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滋

味，很想加入，又覺得有點尷尬。 

    放學回家，我打開冰箱想吃巧克力，沒想到巧克力看起來都慘不忍睹，我氣呼

呼的去質問弟弟，弟弟說他在數巧克力有幾個時，不小心捏爛了。他一邊伸出沾滿

了巧克力汁的小手給我看，一邊紅著眼框楚楚可憐的說對不起。唉！真是拿他沒辦

法! 

    巧克力的香味令我口水直流，但是爛爛的模樣又令我無法入口。突然我想起冰

箱裡的鮮奶，頓時腦子裡生出了一個妙點子，我把被捏爛的巧克力丟進果汁機，倒

進鮮奶，再按下按鈕，巧克力和鮮奶很快就混合成漂亮的咖啡色果汁。我試喝了一

口，天哪！比外面賣的巧克力牛奶好喝一百倍！所有的壞心情通通不見了！我倒了

一杯給弟弟喝，他也說好喝極了。 

    我趕緊在筆記本上寫下我發明的新方法－把被捏爛的巧克力變成好喝的飲料，

我邊寫邊覺得自己像魔術師一樣厲害。老師常常叫我們要「心情轉個彎」，今天我總

算體會出這句話的道理。 



 

                                                                                                                                                                                                六六六六 8888    邱奕捷邱奕捷邱奕捷邱奕捷    

            

                一到夏天，我和弟弟就吵著吃冰品，可是媽媽就說下次再吃，所以我和弟弟等

了很久，終於有一天，我們可以吃了。我和弟弟一起去便利商店買冰吃，我們看見

了很多不一樣形狀和顏色的冰，有思樂冰、蘇打冰、草莓冰、棒棒冰和很多很多的

冰，我們選了思樂冰。 

    到了家後，我們先把手洗好，再來吃人間美味的思樂冰，思樂冰看起來有點透

明，聞起來有一種可樂的味道，吃起來香、冰、酸、甜，每一口讓我覺得快樂、涼

快，感覺真是太讚了。 

    某一天，媽媽買了四條棒棒冰和兩桶牛奶冰，我和弟弟一看到冰，就像猩猩一

樣瘋狂的亂叫，因為又有冰吃了。我先把棒棒冰的袋子拿開，把蓋子拔掉，接下來

就是品嘗冰的時刻了，我咬了一口，冰淇淋融化在一股甜甜滋味裡，我又再吃了一

口，這時又發出了多種味道。我和弟弟已經吃的心滿意足了，希望下次還可以吃人

間美味的食物----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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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有許許多多好吃的食物，但在這些食物中最特別的是-香蕉。 

    香蕉皮黃澄澄、果肉香味撲鼻，他雖然沒有梨子的脆嫩，沒有橘子豐富的維他

命C，沒有西瓜的汁多味甜，更沒有葡萄那晶瑩剔透、小巧玲瓏的外表；但是他最吸

引我的地方，莫過於鬆軟可口的肉質，還富有一點澀澀的味道，非要細細的咀嚼，

才能品嘗的出來。 

    每當媽媽從菜市場回來時，我總是三步並作兩步，一馬當先的跑到媽媽的身旁，

探頭向那菜籃裏望。若是看見那彎彎的一串香蕉，我便會高興的像發現新大陸一樣，

高興的手舞足蹈，兩三口就把一條香蕉吃得精光，接著又再拿一條，直到肚子脹的

像一顆圓圓的西瓜一樣，我才肯甘休。 

    香蕉是我每天三餐後不可缺少的水果，那種味道，使我吃了還想再吃，雖然比

不上其他的水果，但是，他就是能使我吃得津津有味! 

    媽媽常說：「我吃香蕉的樣子，就像動物園裏的猴子一樣，拿了就往嘴裏塞!」

香蕉，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是每日三餐後,不可缺少的水果，香蕉雖然外表、色澤，

沒有其他水果那樣奪目，但我還是深深的喜愛他。 

好好好好    
吃吃吃吃    的的的的    

冰冰冰冰    
品品品品    

吃吃吃吃    好好好好    的的的的    香香香香    蕉蕉蕉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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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早起床，看到媽媽把烤箱從櫃子裡搬出來，我忍不住跳了起來，因為我知道

媽媽又要做萊姆蛋糕給我吃了，蛋糕吃起來鬆軟香甜，那種味道讓我念念不忘，久

久不能忘懷。 

    蛋糕的香味一陣陣的飄到我的鼻子裡，讓我連寫功課都專心不了，我不斷的到

烤箱旁，看它變的怎樣，我看到它越變越漂亮，而且上面還有我最愛吃的葡萄乾，

真是絕配啊! 

    我聽到媽媽說蛋糕可以吃了，我迅速的衝向餐廳，可惡!陳諾已經開始吃了，那

我也不能輸她，我拿起了一個最大塊的長方形萊姆蛋糕，啊呀!好燙喔!管不了這麼

多了，我塞進了嘴巴裡，哇!真是人間美味，濃濃的酒葡萄乾味，加上蛋的香味，真

是太好吃了!我一口接著一口吃，直到媽媽叫我停，我才心不甘、情不願的走了，因

為還想吃，所以我偷偷的到冰箱拿了一塊，才心滿意足的去寫功課。 

    萊姆蛋糕真的好好吃喔！幸好偷吃的那一塊沒被發現，不然我下一次肯定吃不

到人間美味---鬆軟香甜、美味無比的超級萊姆蛋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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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的空氣、綠油油的草地、五彩繽紛的花朵，以及各種蟲鳴鳥叫，今天，我

們班要到陽明山戶外教學，享受這美好的景色。 

    早上，我們在前山花園玩，這裡有五顏六色的花朵和忙著吸食花蜜的蝴蝶。但

我們完全不在乎，一直一直玩，真是「人在『景』中不知『賞』」呀！ 

    到了下午，我們步行到擎天崗，一路上高大的樹木擋住了陽光，很涼爽，彷彿

在吹天然冷氣一般，我們還見到了一群正在享用鮮草大餐的牛群們，看他們吃的津

津有味，我的肚子也不禁開始叫了起來。 

    在擎天崗那片一望無際的草原上，有著一坨坨散發著草味的「地雷」，是群牛製

造的，大小有如一個人的臉般大，我們剛好就在那片草原吃午飯，吃午飯時有著「地

雷」陪伴，看你吃得下飯嗎？ 

    到了下午三點多，我們乘遊覽車返回力行，一直到今天，我還是忘不了陽明山

那充滿花香和滿天飛舞的蝴蝶的景色。 

 

 

超超超超    級級級級    蛋蛋蛋蛋    糕糕糕糕    

 陽明山一日遊陽明山一日遊陽明山一日遊陽明山一日遊 



                        露露露露            營營營營                                                                                        六六六六8888侯允侯允侯允侯允 

      今天爸爸和媽媽正在討論去露營的計畫，我和哥哥則躲在房間偷聽，等到爸

媽的露營計畫終於定案，我們就在房中歡呼起來。 

我們計畫去露營的地方是花蓮的石梯坪，到了以後，爸爸就把帳篷搭好，我們也

把食物、飲水紛紛拿出來擺好再去看風景，哇！海水不斷的拍打岩石，激起一波波

浪花，讓我感受到海浪的力量與美麗是同時存在的，頓時讓我在心頭警惕，對大海

要心存敬畏，可別只以為海邊很好玩而已！  

        很快的，天色開始暗淡下來，晚餐早已煮好，我們吃晚餐的同時，爸爸架

起一個美麗的火把，蜥蜴也聞香而來，星星一閃一閃的向我們招手。睡覺時分，媽

媽和哥哥怕被蚊蟲叮咬，便睡帳篷中，我和爸爸卻嫌帳篷熱，理所當然睡外面囉！

外面的月亮又大又圓，簡直像十個人臉一樣大，星星有亮有暗，最深刻的是，我還

看到流星呢！ 

    結束了美好的夜晚，大家坐著車、哼著歌，回到我們的家，真希望下次還能在

這裡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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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又可以和家人展開一趟充滿驚奇的旅程了，我真的非常期待今天的到來。 

時鐘滴滴答答的響著，我的心情也隨著時間搖擺著。 

    首先我們一行人來到了奧地利的機場，那冷颼颼的寒風吹來，讓人毛骨悚然!原

本以為這兒一定是有著吵雜的街道，喧鬧的人群，結果竟然是寧靜的街道，優美的

建築，彷彿置身在童話故事裡一樣!還有座雄偉的城堡，好像是在述說著王國以前的

繁榮一樣，城堡裡有著水晶大吊燈!美麗的裝飾品等，真是美不勝收啊! 

    一路上我看到了雄偉的建築，古老的街道和許多沒看過的驚奇事物，例如:令人

難以想像的大教堂，刺激且好玩的鹽礦區，回憶起來真是津津有味啊! 

    郊外自然景觀深深吸引著我!那翠綠的樹林，不但可以聽到蟲鳴鳥叫，更是可以

聞到那淡淡的植物清香，多而美麗的鬱金香更是著名，那有如一個個彩色酒杯的鬱

金香佇立在花園裡，把大地點綴的像個花俏的小姑娘一樣。最令我難以忘記的是金

黃色的油菜田，油菜田有如一波波的金黃色的海浪，真是美麗! 油菜田給大地穿上

了一件美麗的小洋裝，那金黃色的油菜田真是一塊寶。 

    我終於結束了令我難以忘懷的奧地利之旅，那裏不管是人文，自然的風景都永

遠刻在我的腦海裡，永不忘記,這一趟旅程真是令人留連忘返。 

 

難 忘 程 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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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稀有動物，都在澳洲的土地上，不但我天天盼望可以去澳洲，連爸媽也

十分希望。這個暑假，我們終於存夠了錢，搭機前往遠方的土地。 

這時，澳洲正好是寒冷的冬天，到了布理斯班動物園，導遊帶大家餵袋鼠，袋

鼠的小寶寶看見我，立刻縮進袋子裡，好可愛！兩隻麻鷺跑過來，看起來好像鴕鳥，

牠們也跑來搶食物，還打起架呢！我們餵鸚鵡、看蟒蛇和買紀念品，最後，我們抱

無尾熊。無尾熊乖乖的坐在我手上，歪頭看鏡頭拍照，還打哈欠呢！ 

隨著時間的流逝，遊覽車載我們到了雪梨歌劇院。裡面的裝潢，充滿了藝術氣

息，連廁所都超級豪華。旅行團正好看見一場音樂會的預演，歌劇院裡的音樂廳，

竟然音效這麼好！我們到處逛逛，拍了一堆照片，也看見人類藝術奇蹟的一刻。 

一路上，經過了以前的奧運會場，坐船到外海賞鯨，現在正好是鯨魚洄游經過

澳洲附近的季節。一隻又一隻鯨魚在船的附近躍出海面，每隻的姿勢都不太相同，

有如為我們特地表演的秀，所有旅客都看得不亦樂乎。 

遊覽車繼續向下一個目的地前進，也就是著名的「夢幻樂園」。我們搭了許多把

人倒過來的雲霄飛車，也坐了全世界最高的自由落體。「箱子」把我們送到最高點，

掉一點、掉一點，就是沒有掉下來，心也鬆懈下來。突然，「箱子」飛快的掉了下去，

叫也叫不出聲來，瞬間，我又在地面上了。我還坐海盜船，甩來甩去、轉來轉去的，

頭暈死了！ 

這次八天七夜的澳洲之旅，讓我更認識各種動物，更了解偉大的建築，更知道

動物的習性，更大膽體驗刺激的事物，這趟旅程，讓我大開眼界，我也體會不同國

家的文化之美。相信，有一天，我們還會再度光臨這個「大島」，再為我的一生添加

一些五彩繽紛的色彩！ 

 

 
 

 

 



 

 

 

 

 

 

 

                            

 

 

 

 

 

 

 

 

 

                                                

 

 

 

 

                                        

 

 

 

 

蘆葦    張主芸 

眼神  張主芸 

波瑟芬的舞衣  陳雅柔 

羽毛   陳雅柔 

天空/力行  林璟成 小黃花   林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