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1 林昱昕

從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就一直看著「說唱藝術」社團裡的哥哥、姐姐們，在台上大方的表

演，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掛著笑容，我越看越希望自己有一天能站上表演的舞台。

直到二年級參加說故事比賽後，我才慢慢的開始接觸「說唱藝術」社 。在學校的社團裡，我

學了順口溜、貫口活、打竹板、繞口令、相聲……等。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二年級暑假，我參加了

我的第一次的相聲比賽，那次比賽場地是一間普通教室大，只有參賽選手及家長各一位的場地，

所以我沒有那麼的緊張。那次，我和搭擋的學姊得到佳作。

而今年暑假，我再度參加相聲比賽。可是這一次的比賽場地是一個會議廳，場地大、人又多，

我就很緊張，第一次參加相聲比賽的搭擋，看起來也有些緊張。

我們坐在準備席時，我的心「砰！砰！砰！」的跳得好快，好像快要從嘴裡跳出來一樣。不

過上台時，我們還是用最甜美的笑容及大方的態度，順利的把所有台詞，用最有感情的語氣說完。

一走下台，我就好像剛泡完澡一樣，全身好放鬆。

比賽的隔天，因為我們得到第一名，所以被登在國語日報上。我很開心，因為這是我第一次

被訪問，還登在報紙上，全家人也都很為我高興。我覺得這次我們能得到第一名，除了先前很努

力的練習之外，還要謝謝指導老師李恆苓老師，為我們寫稿子，還有辛苦的訓練我們。當然還要

謝謝一直支持我的家人及所有的老師們，還有我的好搭擋潔祈及潔祈媽媽。謝謝大家。讓相聲與

我產生了甜美的回憶。

四年一班 柯芝嫻老師指導



動物園校外教學記 四 1王永妍

今天是校外教學的日子，天氣秋高氣爽，十分適合出遊，地點是動物園，一路上

大家抱著既興奮又期待的心情，前往動物園。

一進園，我們立刻在教育中心前看到白手長臂猿，他們靈活的盪來盪去，真可愛！

接下來，導覽人員帶我們去昆蟲館參觀，我們先看到蝴蝶，蝴蝶正在吸食鳳梨的汁液，

也看到枯葉蝶張開翅膀的樣子。蝴蝶的蛹有很多種顏色，顏色有時是為了保護蛹，不

要讓蛹受到其他動物的攻擊。經過導覽人員的介紹，我深深的了解蝴蝶的特性。吃午

餐前，我們去看貓熊團團和圓圓，團團一直把屁股朝向我們，而圓圓則是走來走去的，

看起來對這裡的環境不太熟悉呢！

吃完午餐後，我們分組進行參觀，我們這組坐遊園車去爬蟲館參觀，一進到館內，

我們馬上看到烏龜和魚兒正在游泳，往裡面走，我們陸續看到蟾蜍、青蛙以及各式各

樣的蛇，我最喜歡的是網蟒蛇，因為它雖然長得最大，看起來卻是最友善；再來我們

去企鵝館，館內只有兩種企鵝，一種是國王企鵝，另一種是黑腳企鵝，國王企鵝長的

比黑腳企鵝高大，胸前有黃橘色的光澤。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決定坐遊園車去教育

中心集合，在前往車站的路途上，我們看到了林犭曳（一ˋ） 、山獅、以及灰狼等動

物，下車後，因為下雨，我們先到室內的無尾熊館參觀，但是只有一隻無尾熊靜靜的

抱著樹幹正在休息。到了教育中心裡，我們先下樓看大象林旺爺爺的標本，館裡正有

虎年特展，裡頭擺著許多兇狠的老虎標本，真嚇人！最後我們去看史前生物特展，雖

然是假的恐龍，但看起來也很真實、頗有氣勢。

最後我們依依不捨的離開動物園，我覺得這次來動物園的感覺比上次二年級來時

更充實了，但是還是沒有走完全程，這點讓我覺得很可惜，希望下次來時可以走完全

程，欣賞更多可愛的動物！



呂承恩畫維德 高語蕎畫純婷 陳翰瑀畫子豪

黃寀綾自畫像 趙俊凱畫薪翔 李如欣 指偶

林昱昕 張書瑋



公園 王永妍 公園 施又寧

黥面的原住民老婦人 王薪翔

原住民勇士 趙俊凱



和平島之旅 四 2高茂倫

星期日那天，姑丈載著姑姑、我和妹妹去和平島看海。
那裡的景色優美，海風吹起一波波的浪花，海浪撲打著岸邊奇形怪狀的岩石，濺起的

浪花在天空中飛舞，美麗極了。
那時，我們都站在海水裡面，泡泡腳趾、吹風看海，還有抓螃蟹和魚兒。後來，我看

到海中央有一座島，姑丈說那座島叫做基隆嶼，因為它的形狀像雞的籠子才取的名子。
因為那天的天氣很好，可以看得很遠。天空是藍的、海水也是藍的，有時還會有海鳥

飛過，在加上海中的島和漁船，以及岸邊的浪花，真像一幅美麗的畫，希望還有機會能再
去欣賞一次。

幫爸爸遛狗 四 2高茂倫

每個星期日，我爸爸都會帶狗去散步。他一次帶兩隻狗出門，但是爸爸拉不了兩隻，
所以就叫我幫忙牽一隻狗。

以前我在帶狗散步的時候，原本是我牽著狗，結果變成狗拖著我，原因是那隻狗比我
還大，牠的體型是我的兩倍。有時不管我怎麼拉，牠還是一動也不動，只有爸爸過來拉，
牠才會動。現在我長大了，那隻狗我拉得動了。牠如果跑很快，我拉一下，牠就會停下來，
我可以像爸爸一樣了。

我覺得帶狗去散步真棒，因為可以到戶外欣賞美麗的風景，還可以讓狗狗散步，有空
我要多帶狗去散步。

做家事 四 2高晨瑋

平常家事都是媽媽在做的，偶爾我也很想體驗看看。
有一天晚上，媽媽拿著掃把準備掃地，我對媽媽說：「媽媽我幫你掃地。」媽媽很快的

答應了。後來我掃地時不小心打到自己的臉，媽媽在旁邊看了覺得很好笑。
除了掃地，我還曾經洗過碗。第一次洗碗時，媽媽怕我打破，所以只讓我洗湯匙。有

一天，我覺得我會洗碗了，就請媽媽讓我洗，她終於答應了。媽媽因為怕我受傷，所以在
旁邊看，看著我順利把碗洗完，她總算放心了。

我覺得家事雖然很辛苦，可是也有很多樂趣，我以前不知道原來這麼好玩，所以我以
後要繼續做家事。

四年二班 高明星老師指導



做家事 四 2余祐達

做家事真是件不容易的事。
有一天，媽媽突然叫我去廚房做家事。首先媽媽叫我去洗手，洗完手媽媽就開始教我

怎麼打蛋。第一個步驟是把蛋殼輕輕敲開，第二個步驟是把蛋殼裂開的部份輕輕扳開來，
蛋黃和蛋白就流出來了。

然後我站在旁邊，看著媽媽把蛋黃跟蛋白倒入鍋子裡快炒，才三秒鐘，蛋黃和蛋白就
合為一體，變成香噴噴的炒蛋。媽媽再加一點番茄醬，就完成一道美味可口的菜。

我覺得煮飯菜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為廚房裡面熱爆了，媽媽卻要在裡面煮菜。我
有時候真是有點佩服媽媽能在廚房裡那麼久。做家事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

幫忙做家事 四 2 高鵬宇

家事是大家都應該要分擔的，現在我來舉個我做家事的例子。
有一次，我寫完功課後，媽媽問我要不要幫忙煮菜，我很高興的回答：「好！」媽媽教

我做玉米濃湯。我先把玉米濃湯的粉倒進碗裡，再慢慢倒進鍋子。看著玉米濃湯在鍋裡煮
著，我也感覺特別高興。

回過頭來，看著哥哥煮的香腸，上面有些黑黑的。媽媽一看，趕緊把香腸夾起來，並
跟哥哥說：「香腸黑了代表燒焦了，要趕快拿起來。」

我們還幫忙煎蛋、炒青菜……等，最後菜跟湯都好了，我們端著香噴噴的菜上桌，我
彷彿是大餐廳裡的主廚，拿著客人點的菜上桌。

現在我知道媽媽和爸爸做家事是很辛苦的，我以後要多幫忙他們。

做家事 四 2陳辰為

我以前都沒有幫媽媽做家事，直到最近，我才開始學習幫忙媽媽。
我做的第一件家事是洗衣服。我覺得有一點複雜，要把沒弄好的衣服翻過來，也要把

會褪色的衣服另外放在小袋子裡，這些要分類的東西真的好麻煩喔！我覺得媽媽已經習慣
了，她做得好快喔！

我做的第二件家事是收衣服。我覺得曬衣架真的好重喔，我把它架上去要收衣服的時
候，還差點把衣服丟到樓下去呢，還好媽媽扶著我，不然那些衣服就完了。

我覺得媽媽一定比我還要辛苦，我終於體會到媽媽的用心了。我一定要多幫忙媽媽，
讓媽媽減輕負擔。



做家事 四 2林珈卉

暑假的時候，有一項作業是必需做家事才能完成的功課，所以我只好幫媽媽做家事。
有一次，我跟媽媽說：「我要洗碗。」媽媽就離開廚房讓我洗碗。我先加洗碗精，再用

菜瓜布把碗一個一個洗乾淨。可是我的手太滑了，所以洗到一半時，碗就掉了，還好那是
鐵碗。全部的碗都洗完時，雖然全身溼答答的，但是好好玩。

還有一次，媽媽的肚子餓了，所以她叫我去廚房煮麵。我先將水倒入鍋子，再把麵、
調味料和蛋放進鍋子，熟了之後就可以吃了。可是煮的時候，水放太多了，所以湯沒有味
道。

有了這些經驗，我終於知道做家事是多麼辛苦。

香港之旅 四 2李綾芸

翻開相簿，看著一張張美麗的相片，我便開始回想起那次去香港的情景。
那天，是我們全家最後一天待在香港，所以我們決定要搭乘太平山的纜車。纜車傾斜

的開，一路上，兩旁花花綠綠的。到了山頂，我們就去觀景臺，我往下俯瞰香港，人、房
子、樹木都變得跟螞蟻一樣小；另一邊，就是湛藍的大海，海上有一些小船，每一邊的景
色都不一樣，彷彿置身在這幅巨大的畫中。媽媽還讓我用望遠鏡看香港，我看到高山、看
到海上的船隻、看到大樓等美麗的景色。

這一次的香港之旅，讓我欣賞到這裡的風景，下次有機會，我一定要再來香港。

學做家事 四 2李綾芸

假日的晚餐時間，我常常看到爸爸辛苦的在煮飯、菜，煮完，他也沒有馬上就來吃晚
餐，所以我就想幫忙爸爸分擔一些工作。

這天晚上，我決定幫爸爸煮晚餐。我問爸爸：：「要先煮什麼呢？」爸爸說：「要先煮
香菇。」首先，爸爸叫我拿一些蒜頭，結果我卻拿了一大把。爸爸就先做一次給我看，原
來是要幾個幾個拿。接著，爸爸就讓我炒菜。剛開始我有一點害怕，因為油會噴上來，噴
到手就會痛，因此我感受到了主菜的辛苦。過了一會兒，一道香噴噴的菜就煮好了，我跟
爸爸都有先試吃幾口，我覺得非常好吃。

跟爸爸一起做菜真好玩，我也感受到廚師的辛苦。幫忙做家事，不但可以讓家人輕鬆
一些，也可以讓家裡更和樂哦！



海邊風光 四 2張庭語

今年的暑假，我們全家到淡水海邊。一看到美麗海岸，我和妹妹迫不及待脫下鞋子跑
向海邊。大浪撲打過來，真是舒服。大浪撲打岩石濺起的朵朵浪花，鹹鹹溼溼的海水味飄
來飄去，好像在引導人們下水痛快的玩，把煩惱的事全都清洗掉。

大浪一波一波，好像在和岩石說悄悄話。到了中午，我們坐在海邊吃著美味可口的午
餐，一邊欣賞著美麗的風景。吃完午餐，我們再到沙灘散散步。

看著天空中的太陽挪移著腳步，雲霞也散發出誘人光彩，像在跟我們揮手道別，我和
妹妹依依不捨的向這片美麗的海景說再見。

七股看黑面琵鷺記 四 2李潔祈

去年暑假，我們到臺南七股玩。到達目的地時，一片湛藍的海洋盡收眼底，漂亮極了！
黃昏時，我們來到七股潟湖，看到成群結隊的黑面琵鷺並排在溪口沙洲上，好像學校

舉行升旗典禮，各個班級排排站的樣子，非常壯觀。看他們聚在一起不斷的伸展及振動雙
翅，好像在洗澡、戲水、展翅、跳躍、追逐……，好快樂哦！我的心情也跟著飛舞起來，
整個人都放鬆了。

每年冬天黑面琵鷺都會到七股過冬，吸引了許多賞鳥民眾來訪，有時破壞了大自然的
生態。為了讓黑面琵鷺來過冬，我們要隨手撿垃圾，保護大自然。

大自然的美景，看不完也數不盡，等著你去欣賞，也等著你去保護。

墾丁風光 四 2陳亞彤

四年級暑假的某一天，是個風和日麗的好日子，我和家人一起去墾丁玩。
一路上，我看到一片片金黃色的稻田、一望無際的沙灘、翠綠的草地以及蔚藍的天空，

讓我腦海裡的煩惱全部都忘掉。到了目的地以後，我看到海水撲打石頭濺起的朵朵浪花，
也聞到鹹鹹溼溼的海水味。我迫不及待的跳下去玩水，海水冰冰涼涼的，舒服極了。

中午，我們吃著美味可口的午餐，一邊欣賞美麗的大海，一波一波的海浪，好像在表
演一首首輕快的音樂。

天色慢慢暗了下來，我們在海邊欣賞著美麗的夕陽。蔚藍的天空，在短短的時間內變
成了橘紅色，一下子又染成一片漆黑，這樣的變化真是奧妙。



402 藝廊

方昱翔 張宏道 陳擇安 陳品睿

張哲維 謝宜哲 高碩亨 高珮瑩

郭沛緁 楊佩諭



402 藝廊

余慧焮 何皓葳 高甄禧

蔣子萱 林書亞 林雨宣



402 畫廊

林珈卉 公園 李潔祈 公園

林書亞 公園 林珈卉 原住民圖騰設計

高甄禧 原住民圖騰設計 黃鈺庭 原住民圖騰設計



四年三班 李勁昇老師指導
到彰化遊玩 四 3 張若苹

爸爸在星期天時有重要的事情要回彰化處理，因為要在清晨六點以前到達，所以我們就決定前

一天晚上先到苗栗的大阿姨家住。

從苗栗交流道下來，經過彎彎曲曲的羊腸小徑，終於到了大阿姨家。大阿姨家位在一個山坡地

上面，空氣清新，晚上特別安靜，只有些許蟲鳴和鳥叫奏出美妙的樂章。第二天清晨不到五點，天

色還沒有亮，我們睡眼惺忪的就出發到彰化，在高速公路上，原本期待可以第一個看到日出，結果，

一直看著東邊的山頭，不知不覺就睡著了，等到醒來時，陽光已經照在臉上了。

到了彰化，爸爸忙完事情後，我們就去了田尾公路花園，那裡有一片片的花海和難得一見的巨

大黃金蠎蛇，讓遊客都目不轉睛。

這次回到彰化，體驗了清晨遊玩的感覺，也欣賞了美麗的花木和奇特的蠎蛇，雖然沒花到什麼

錢，但收穫滿滿。

百貨公司一遊 四 3 胡庭熙

今天我們全家要去參觀攝影器材大展，展場內的攝影器材先進，除了有超大的相機模型、稀奇

古怪的配備外，還有功能齊全的背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展場小姐，她們穿著清涼的打扮在臺子上

介紹產品，男士們就漸漸圍過去，真是特別的景象。

接著我們要去日本食玩大展，東西琳瑯滿目，有一家店的小東西做得很精緻，當中有一個小貓

頭鷹的吊飾很可愛，頭歪歪的不知道在想什麼？這家店還有賣一些來自日本的御守呢！

最後我們去阪急百貨的 OPEN 商店，商店前大排長龍，排了半小時終於進去了，雖然進去了，但

是還是人潮洶湧。我買了自動橡皮擦和 OPEN 將的膠帶，買完後我們在廣場跑跑跳跳，後來有參加

OPEN 將拍照會，我和姐姐與 OPEN 將開心的拍了一張照，就踏著歡喜的腳步回家去了。

生日快樂 四 3林瑜真

今天我們要去土城的外婆家玩，所以就以最快的速度「飛奔」到外婆家。

一到外婆家，怎麼沒有人呢？我們就大叫外婆，結果電燈一亮，原來是表弟生日，所以他想

給我們一個驚喜，真是可愛啊！我們首先幫表弟唱生日快樂歌，然後再把蛋糕平分一下，表弟是

壽星所以他當然是吃最大最好的那一塊囉！表弟因為吃了太多太多的蛋糕了，所以還因此而肚子

痛了起來，到了最後大家玩得不亦樂乎呢！

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玩，不但有吃到蛋糕而且還有一同歡唱，今天的收穫還真不少呢！



午餐時間 四 4馮阜弋

今天是運動會,因為我們家有三位運動員,於是爸爸媽媽安排要跟兩位從大陸來的叔叔
阿姨去吃美味的[越南餐] ,我和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吃了。

到了越南餐廳,我們先點了「蔗蝦」,蔗蝦外面是蝦肉,甘蔗包在裡面。再來是「薄荷生
菜」和「越南烤肉」,薄荷生菜是由九層塔、大陸妹和薄荷所組成的生菜,這道菜要沾酸甜
醬,才會有酸酸的味道。

越南烤肉是烤猪肉,非常香,而且旁邊有米粉,也需要沾酸甜醬。然後來的是「蝦醬炒空
心菜」和「雞絲涼拌」, 蝦醬空心菜又稱「馬來風光」,這道菜有加蝦醬,所以會比一般炒
空心菜香。咖哩雞跟一般的咖哩雞一樣,只不過它是整支下去煮。雞絲涼拌的雞絲吸到酸甜
醬,還有蔬菜的爽口,非常好吃。

有趣的是,以前店裡都是高朋滿座,今天人卻没有很多。而且店裡的裝簧、桌椅都改變
了,充滿異國風情。價錢也合理,真是物廉價美。

午餐時刻是我最喜歡的時刻,因為它是跟家人增加感情的時候,而且吃好吃的東西,會
讓我心情愉快。

月 亮 四 4仲庭儀

這學期老師開始教我們關於月亮的課程，我們知道了月亮不會發光，而是太陽反射的
光，也知道了月亮上没有空氣和水…等。而這一次的作業是觀測充滿神話的月亮，並記錄
下來。

隔一天，我和媽媽去頂樓觀測月亮時，發現月亮會移動，感覺很奇怪，這時媽媽說:
「月亮本身會移動，而且它是從東邊升起並朝西邊落下。」說完，我們就回家睡覺，這時
我突然聽見月亮姐姐的呼喚，它說要我去她的世界玩，我看見她們有一棵家庭樹，而且還
有許多奇怪的植物，我有些驚訝!

這時月亮姐姐告訴我說:「我們的月球跟別人不一樣，因為我們有團結的心」，然後月
亮姐姐突然問我說，那妳們的地球長得什麼樣子，我說:「我的家鄉是台北市，那裡有許多
房子，我是住在木柵，雖然没有大樹，但我們學校看得到山和河堤，偶然我們全家可去那
兒走走，真的不錯!」

突然間我聽到一聲”起床了”，太陽便升起來了，月亮姐姐也要回家了，這時我突然
清醒，才知道原來爸爸把我從睡夢中叫醒了，準備要去大賣場買今晚賞月的用具。說不定，
晚上我真的可以看見月亮姐姐哦!

四年四班 陳淑慧老師指導



雨中即景 四 4 吳庭瑄

這個禮拜二,下了一場雷陣雨,那時我沒帶傘,還好我跟老師借了一把傘,躲過了這場大
雨。

下雨時,天空灰濛濛的,地面也是濕濕的,南部地區還正在淹水呢!淹水的地方就像被雨

水吞沒了,好像莫拉克來時一樣,有人不幸死亡,有人重傷送醫,大地就變成了水的家。

放學時,每個人都穿著雨衣,撐著雨傘,就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

我覺得這場雨來的時機不恰當,因為剛好我沒帶傘。可是那天正中午天氣這麼熱,下場

雨真是涼快呢!

午餐時間 四4 林兆洸

在學校緊湊的課程中，總是使我們喘不過氣來，最期待的時間當然就是午餐時間囉！

每次接近午飯時，飢腸轆轆的我們聞到從窗外傳來陣陣迷人的香味，早已無心上課，蓄勢

待發準備盛飯。

我最喜歡吃的菜是翡翠蒸蛋，剛好這次的午餐有這道菜，聞一聞，哇！好香呀！我吃

了一點，發現味道不會太鹹，也不會太淡，真是美味又可口，這種味道讓我回味無窮，永

生難忘，真是一種幸福的感覺。

菜一搬好，大家都爭先恐後的去排隊，我們在排隊的同時，也七嘴八舌的在聊天，有

人會說笑話，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也有人在談論線上遊戲，互相交流切磋。開動後，大

家就迫不及待的狼吞虎嚥，但是課輔班老師都會叫我們慢慢吃，品嚐那美味的午餐。有時

青菜裡會突然多了一些「驚喜」，像是毛毛蟲、菜蟲、蟑螂的腳……等，都能把大家搞得雞

飛狗跳。

午餐時間真是我的「放鬆」時刻，因為上課時需要很大的專注力，午餐時，不僅可以

補充營養，還能談天說地呢！

懷念的老街 四 4吳亭葦

有一次，因為社會要調查老街，於是我和媽媽、阿嬤準備展開一場深坑之旅，終於放
學了，媽媽就立刻帶著我向深坑出發。

在前往深坑老街時，我看到了一間三合院，我問媽媽那間三合院算不算古蹟？媽媽回
答我，沒錯，這是棟古蹟。然後我們跑向一間叫做「大樹下」的餐廳，這時我的肚子也發
出咕嚕咕嚕的聲音了，當菜一上桌時，我就像一隻餓了很久的小野狼一樣，而且菜香味撲
鼻，我們準備大快朵頤一番。
雖然有些店面在重建，不過有一些店家還一直保持著古老的建築，後來逛到了一間專門賣
童玩的店，裡面擺滿了玩具，令我看到眼花撩亂。

這次的深坑之旅，真是好玩呢！這次最大的收穫就是讓我知道以前的童玩大部分都需
要用到體力來玩，幾乎都是手工製作，不用耗電，也不會有輻射線，比較環保。



雨中即景 四 4邱子洋

記得有一天，我和媽媽在等公車的時候，突然下起一陣大雨，大家都急急忙忙的拿出包包裡的

雨傘，機車上的騎士也都紛紛停在路邊穿上雨衣。

這時，我和媽媽發現等車的人群中，有一位老爺爺沒有傘，媽媽就過去問老爺爺要不要一起撐

傘？結果老爺爺高興得一直道謝，還說媽媽好心會有好報。沒想到一個小小的舉動，可以為自己

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

一般人都不喜歡下雨天，但我卻很喜歡跑到樓頂去玩水、看雨景。當細細的雨絲被風吹拂時，

就像被抖動的面紗；山上的大樹左右搖擺，好像在歡呼大雨幫他們洗淨了身上的灰塵。我也喜歡

下雨天，因為它是最好的消暑秘方。

四 4陳昱廷

今天下午，正當我要去上美術課時，天空突然烏雲密佈，接著颳起大風，不一會兒就「滴答

滴答」下起雨了，一時之間，我的衣服上、手提袋多了無數個斑點，只好穿上雨衣，才不會變成

落湯雞。

這次的雨像個愛哭的小妹妹，眼淚一直流個不停，路上的行人紛紛打開雨傘，像一朵朵美麗

的花，盛開在雨中，給雨中的街道帶來熱鬧的色彩，機車騎士雖然穿著雨衣，但也躲不過車子濺

起的水花，臉和腳都濕透透，只有賣雨傘的老闆笑得合不攏嘴，生意好得不得了。

雨天是個音樂家，什麼樂器都難不倒他，到處表演打擊樂，屋頂是他的大鼓、車子是木琴、

招牌是鈴鼓，演奏出大自然的雨天進行曲。

我喜歡雨天，雨中的美景充滿歡樂，帶給我們朦朧的美感，將大地清洗乾淨，讓我清涼又解

渴。

四 4陳羿雯

當我們在上課時，突然下起一陣傾盆大雨，沒想到，這場雨只下了短短的十幾分鐘，讓大家

不禁鬆了一口氣，不再擔心會變成一隻落湯雞。

我發現，平常走在路上可以看到的小狗、小貓和天上飛的小鳥，這一會兒都不見了，原來他

們都去躲雨了。

我發現樹會搖來搖去，好像和每個人揮手問好一樣。我還發現原本髒兮兮的汽車被這場傾盆

大雨沖刷後，變得乾淨無比；骯髒的街道，也變得非常明亮。走在路上的人們撐著雨傘、騎著車

的人們穿著雨衣，這時 街道上出現了五彩繽紛的景象。

這場可怕的傾盆大雨，不但讓我欣賞到美麗的彩虹，也讓我了解了雨水的重要。

四 4陳渝雯

才剛睡醒就要上課，我們只好帶著快睡著的心情上完一堂課，第二節課窗外突然傳來響徹雲

霄的打雷聲響，我們才清醒過來。

嘩啦嘩啦的雨像大大的珍珠，一粒一粒的掉下來；響亮的雷聲，像母老虎的吼叫聲，大家聽

了都害怕，同學們都沒帶雨傘，有的人和朋友一起撐傘，有的人淋著雨跑回家，大家都像遇見黑

貓的老鼠一樣的著急。放學時，校門口擠滿了家長，我們就要被擠扁了。回到安親班時，看到我

的書包就像淋濕的落湯雞，唉！真是討厭。

這場雨下得真不是時候，希望我有預測天氣的魔法，那就不會如此溼答答，冰涼涼的回到家



了。

雨中即景 四 4高廷瑀

星期六早上，天氣還很好，我和媽媽帶著一把傘出門。誰知道，買完菜時，天空突然烏雲密

佈，發出一陣打雷聲，我們正在聊雷公為什麼生氣時，突然，下雨了！

開始下著淅瀝淅瀝的小雨，我們當時覺得幸好有帶傘，可是賣菜的人就不好了，他們急著把

食物收起來。可是過了不久，哇！竟然下起傾盆大雨，賣菜的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更慘的是

我和媽媽共用唯一的一把傘開花了，我們像兩尊銅像呆呆的站在遮雨棚下看著開花的傘，等到回

過神來時，沒有辦法，只好跑回家，我們就像馬拉松選手一樣，很快跑回到家，不過因為雨很大，

我們還是淋得跟落湯雞一樣，真討厭！等到我洗好澡、換上乾淨的衣服之後，突然聽到轟─轟─

的聲音！原來是樹幹被吹垮了呢！聽起來就像打鼓的聲音！呼─還真可怕！

這天的天氣實在恐怖，幸好風還不算大，不然，我早就咻─的被風吹走了呢！

雨中即景 四 4高竺暄

九十九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二，最後一節社會課，老師講故事講得正精采時，突然天色暗了起

來，刮起大風，把我們的本子吹起，大雨下了下來，把我們都嚇壞了。

雨越下越大，像老天爺在鬧脾氣，『轟 !』我們全班驚聲尖叫，雷像老虎的怒吼。

放學時，雨勢稍微小了一點，但是我沒有帶雨傘，所以只能和同學撐，但是她根本沒撐到我，

害我變成落湯人呢！到了安親班，我看見老師在幫大排長龍的小朋友吹衣服和褲子。

英文課上完時，雨停了，老天爺沒再鬧脾氣了，老虎也不再怒吼了，我想他們都睡著了吧？

回到家，奶奶就說趕緊去洗澡，怎麼一身溼呢？我說老天爺又再鬧脾氣了啦！

我的鞋子 四 4高靖哲

從小時候到現在我有好幾雙鞋，但只有兩雙鞋讓我印象最深。

小時候，我有一雙卡通人物的拖鞋，我穿了很長的時間，漸漸的，我和鞋子的感情愈來愈深，

有一次，我因為跌倒而磨破了，我還是繼續穿；鞋子開口笑了，我為了要和它在一起，還會在神

不知，鬼不覺的時候拿膠水來黏；後來，我的腳慢慢長大，也穿不下了，我就用硬塞的，雖然露

出了腳跟很不舒服，但是我和它相處了很久，所以我就表現得不痛，捨不得丟掉它，最後，那雙

拖鞋居然被我保住了！到現在，那雙鞋子還在我的「佑護」之下「生存」了下來。

我的第二雙鞋是一雙藍色和黑色的氣墊鞋，它因為很好跑，成為我的「好麻吉」，它的前面有

幾個被我磨破的地方，原本，我不是它的主人，因為爸爸不讓我買，是媽媽在爸爸不知道時，帶

我偷偷去買，所以它成為我和媽媽之間的秘密。

有人說鞋子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它讓我們不用夏天在滾燙、髒亂的柏油路上走而被燙傷，

冬天不用被冰冷地板凍傷。它陪我們走長遠的路，讓我們健康成長。



運動會 四 5 黃靖

大家最期待的運動會終於來臨了！學校為了準備運動會的到來，做了許多布置，還做

了許多次的排練，運動會對學校來說，好像很重要呢！

運動會開始前，我們先將椅子搬到休息區，可以在其他年級表演時，坐下來休息一下。

一開始，我們先進行一到六年級的繞場，接著各自回到休息區，進行開幕典禮。開幕典禮

舉行到一半時，突然下起了大雨，大家匆匆忙忙的把椅子搬回教室，雖然沒辦法舉行表演，

不過老師說我們在室內玩闖關遊戲，這讓我高興得跳了起來！

首先，老師發下了闖關卡，上面有三、四年級各班的關卡，我盡力闖過每一關，我覺

得最難的是三年五班的『中國式起床』，因為遊戲是要兩個人背對背、手拉手，一起站起來，

我的手差點扭到呢！

天氣終於放晴了，學校進行了幼稚園的七彩天空、親師趣味競賽，以及六年一班的勁

歌熱舞。最後，在晴空萬里下舉行了閉幕典禮，為運動會畫下了完美的句點。雖然有點不

如意，下起了大雨，不過我相信這場運動會在每個人的心裡，都留下了一個美好的回憶！

四年五班 王怡玲老師指導



《岩崎知弘畫展》 四 7 祝君瑋
今天(99 年 8 月 14 日) 我們全家去「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雙和藝廊」，看岩崎知弘畫展，

我們搭捷運到永安市場站，出了捷運站再走一段路，就到達了目的地，然後我們就進去參觀。

到了會場看到展出了很多畫，每一幅畫都很好看，而且很多畫都是以「孩童」為作畫的主題，

還有特別的是，她都是用渲染和淡彩作畫。我最喜歡的畫有奧登賽、安徒生之家、把信投入郵筒

的男孩、打掃的小孩、演奏樂器的小孩，其中最特別的是用手托著下巴的女孩，因為這幅畫沒有

畫出全部的線條，但是卻能看出這幅畫的主題，最後還有岩崎知弘的絕筆作 — 「嬰兒」，她畫完

這幅畫就去世了。

媽媽說：「日本有些書和雜誌都是用岩崎知弘的畫作插畫」，我和岩崎知弘一樣也是用左手畫

畫，希望以後我也可以像她一樣畫出好看的畫，並且也會用我的畫作插畫。

《我的好朋友》 四 7顏聞呈

我第一個好朋友是瑞伸，而我們都是轉學生……，所以在輔導室就認識了。

我和瑞伸進了班級以後，就覺得他好像殺氣騰騰。可是後來慢慢認識後，就覺得他是「超ㄅ

ㄧㄤˋ」的朋友，而且還有其他同學喔！

我的第二個朋友丞翊,,但我忘了是怎麼認識的，可是我的第三、第四、……個朋友，都是在

排球場踢球認識的，我們在操場踢球，再來是丟球，最後才變成打籃球。〈但是我們遇到下雨天，

會玩鬼抓人或是……〉

現在，我和以前一樣在打球，雖然會有糾紛，但是我們都把它當沒有這回事，或者說一說就

過去了。

我最後覺得，有很多朋友是好事。而且以後瑞伸要當歌手，叫我幫他伴奏，但是我們以後各

有各的生活，偶爾會約出來玩、逛街或是開生日派對，但是我更希望能時常保持聯絡，或是約一

個地方碰面。

《變天了》 四 7 林琬真
今天(99.10.27)一大早，我發現變天了！整個大地變的冷颼颼的。

到了學校，我覺得溫暖了些，便把大外衣脫下來。這令我感到校園好像被施了魔法！但是，

老天爺不知怎麼了，偏偏就在這時又讓大地開始冷起來了？我趕快把外衣穿上，今天上課令人感

到不太愉快，因為天氣實在太冷了！回到安親班後，媽媽說我看起來弱不禁風的樣子呢！

四年七班莊玉明老師指導



《溪頭之旅》 四 7祝于晴
今天是九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四，我們一家人和奶奶、伯父、伯母、姐姐一起去溪頭森

林遊樂區玩。

第一天伯父開車前往溪頭森林遊樂區，途中我們到清水休息站上廁所，之後我們繼續前往目

的地，開了好遠的路終於到了南投縣鹿谷的溪頭森林遊樂區，停好車我們先走到露營區，那裡有

很多用木頭做的遊樂器材，再來我們往空中走廊的方向走去，我和哥哥領先走在前面，我們走了

好久才到空中走廊入口，我們迫不及待的想要快點走上去，但是，其他人還沒到達，一分一秒過

去，終於，大家都到了空中走廊的入口，於是，我們一起上去，站在上面距離地面有七層樓高，

往下看會覺得很恐怖，走到了中間會感覺不斷的搖晃，真嚇人!走完空中走廊，天色已晚，我們就

下山前往停車場開車回小木屋，之後我們去餐廳吃飯，吃完飯我們就各自回小木屋休息了!

第二天我們先去吃早餐，吃完早餐我們回小木屋收拾東西，收拾完行李我們去喝下午茶，喝

完美味的下午茶，我們就搭車前往鳳凰谷鳥園，首先我看到一個許願池，許願池上面的說明寫著

要先報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再許願然後手拍三下再把錢丟進池裡，之後我們到了介紹鳥類的室

內園區，我看到許多鳥類，二樓有各種鳥類、鶴類，我覺得牠們的骨頭都好像喔!不容易分辨，再

來我們去鳳凰谷鳥園步道，走到 c區，我和哥哥看到很多大型的鸚鵡，走到 a 區也有許多鴕鳥，

在途中，我還看到一隻很大的蜘蛛呢!去完鳳凰谷鳥園，伯父開車帶我們去日月潭看風景，看完風

景已經是傍晚了，奶奶歸心似箭，催促我們回台北，於是我和哥哥就依依不捨離開，希望下次有

機會再來這裡玩。

《奶奶跌倒了》 四 7武品蓁

今天(99.7.2)哥哥和奶奶去吃龐德羅莎，回家時奶奶竟然滑倒了！哥哥立刻去找警衛
伯伯來幫忙，警衛伯伯就叫救護車來，哥哥也打電話給爸爸、媽媽。

到急診室時，奶奶先照 X光，醫生才發現奶奶的左腳和左手都骨折了！當天不能開刀，
所以辦住院。第二天早上，奶奶就被送到手術室開刀 ，從七點到十一點，醫生先把奶奶的
手撥正，打了鋼釘、再打石膏。奶奶出來後，眼睛還沒睜開，大概過了一小時，麻醉藥才
消失。奶奶打石膏前，跟打石膏後不一樣，因為現在奶奶很不方便，像上廁所需要護士阿
姨推輪椅，再扶奶奶上廁所，真不方便！

醫生說兩個禮拜後回診，看看奶奶的骨頭長的情況如何？情況如果好，六個禮拜後就
可以拆石膏，但是如果要真正恢復，就要六個月。

奶奶如果沒有跌倒，他就可以想去哪裡，就去哪裡，就不會被關在家裡，真希望奶奶
趕快好起來。



日本五日遊
四 7林怡君

日本五日遊 99.7.7 (一)
今天是我最高興的一天了，因為今天我們全家要跟著旅行團去日本玩，而且，團員全都是爸

爸公司的同事，大家都相互認識。

到了桃園機場，我們很開心，因為我們就要到日本開始五天四夜的旅程，上了飛機後，我滿

心歡喜，結果飛機遇到了亂流，我和媽媽都以為是在坐雲霄飛車，真是有驚無險啊！最後，終於

平安的抵達成田機場，然後，導遊就帶我們去搭遊覽車，來到喜來登大飯店，到了喜來登大飯店，

導遊先告訴大家各自的房號，再給大家各自的房卡，之後，我們就把行李搬到我們的房間，我們

今天都想好好睡個覺，明天就要去我夢想的「東京迪士尼樂園玩了！」

日本五日遊 99.7.8(二)
今天，我們來到東京迪士尼樂園，導遊先告訴我們一些注意事項，然後給我們門票後，就讓

我們自由活動。

我們先到西部沿河鐵路，再去叢林巡航，然後是去加勒比海盜，令我最難忘的遊樂設施是巨

雷山，因為巨雷山超刺激！以上這些設施就是在西部和探險樂園玩的。接下來，我們到了動物天

地，我們玩的設施是飛濺山，玩飛濺山讓我的心臟一直怦怦跳，再來，是去夢幻樂園，我們是去

幽靈公館，啊～好可怕喔！嚇死我啦！

最後，我們跳過卡通城來到明日樂園，我們有玩怪獸電力公司，還有巴斯光年星際歷險，和

大賽車場，令我覺得最緊張又刺激的設施是太空山，超級宇宙無敵刺激的遊戲！天色漸漸暗了下

來，媽媽說我們要留下來看花車遊行，過了不久，花車遊行終於要開始了，我們趕緊坐了下來，

這時，剛好花車遊行開始了，哇～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這麼漂亮的花車遊行，我感到很開心！

看完花車遊行，吃完晚餐後，我們就回飯店了。

日本五日遊 99.7.9 (三)
今天來到的地方是東京迪士尼海洋樂園，導遊先給我們地圖，並且提醒我們一些事情及給我

們票後，就說我們可以自由活動了。

首先，我們來到發現港，我們玩了水上逗趣船後，來到了失落河三角洲，我們玩了印地安那

瓊斯—水晶骷髏頭魔宮，還有最刺激最驚險的忿怒雙神，它有 180 度大回轉，接著，我們來到阿

拉伯海岸，我們有去玩辛巴達傳奇之旅，和神燈劇場，然後，我們到了美人魚礁湖，我們有玩小

胖的飛魚雲宵飛車和室內遊戲區的跳躍水母、河豚氣球競賽和旋轉海藻杯，最後，我們來到神秘

島，我們玩了海底兩萬哩後，就到火山餐廳享用午餐，接下來，還有一個地方，它叫地中海港灣，

在這裡，我們只有玩一個遊樂設施，那就是威尼斯貢多拉遊船。

後來，我們決議要離開迪士尼海洋樂園，搭上日本捷運到舞濱站去吃拉麵，我覺得拉麵好好

吃喔！

美好的一天就這樣結束了！希望明天又是好玩的一天！



日本五日遊 99.7.10(四)

今天，導遊帶我們去採水蜜桃，下了遊覽車，走了一小段路後，就可以看到高大的水蜜桃，

導遊先教我們技巧，然後我們就開始各自採各自的水蜜桃，採完後，我們去櫃臺付錢，然後，我

們再搭遊覽車去大石公園，園內雖然只有一小片薰衣草田，但是在這片紫色薰田後面，有日本第

一名山－富士山作配，看起來就更美了！

接下來，我們到了河口湖音樂之森，我們聽了一場美妙的音樂會，這音樂讓我感到很舒暢；

再來，我們到了富士箱根國家公園，首先，我們前往蘆之湖，續往大涌谷，然後，終於到了我們

的新飯店，導遊給我們房卡後，就給我和哥哥一人一件和服，並提醒我們，要記得穿和服下來吃

飯，因為爸爸和媽媽的和服已經在房間的櫃子裡了，所以，導遊都只發給小孩和服，導遊還說吃

飽飯休息一下就可以去泡湯了，泡湯的時候我跟媽媽一起去女湯，哥哥和爸爸則是去男湯，泡完

後，導遊還說明天早上清晨還可以來泡。今天真愉快!

日本五日遊 99.7.11(五)

今天早上清晨的時候，我們全家一起去泡湯泡完後，我們回房間準備一下，到了 7：00，我們

就下樓去吃早餐，吃完後，我們又回到房間把行李整理好，然後就拿著行李下樓去找我們的集合

地點，然後，導遊就把我們的行李拿到遊覽車上，我們也就上車了。在路上，我看見了富士山，

哇~ 富士山好高大喔！

到了目地的，導遊先帶我們簡單的繞一下這裡的商店街，還帶我們去吃一頓美味的午餐，然

後，就讓我們去逛一逛那裡的商店街，或去參觀富士電視台。後來，我們先去參觀富士電視台，

再去逛一逛商店街，我們這一團就搭著遊覽車到了機場，然後依依不捨的離開了日本。

今天真是難忘的一天，我一定會記得這五天的美好時光！

《我的夢》 四 7許程程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我夢見我、于晴、姵儀和昱展來到了一棟大豪宅的門前面，

過了一會兒......鐵門突然自動打開了！一輛又大又豪華的白色馬車出來迎接我們，我們上了馬

車......哇！裡頭有四張大床、廚房還有裝滿禮服的衣櫃呢！

就這樣我們坐著馬車進到了豪宅裡。剛開始道路都是暗的，路邊有火把把路照亮。最後，我

們到了一個大廳，再通過出口到一個秘密花園，那時候已經晚上了！我們就在馬車上睡了一晚。

到了早上，我不知不覺從夢裡醒來。



難忘的親子騎腳踏車之旅 四 7鄭欣昀

騎腳踏車之旅 part1 99 年 7 月 7 日 天氣：大太陽
今天，我們一家四口正式迎接了超高難度的挑戰─騎腳踏車之旅，四天三夜的旅行。

共有兩百二十多公里，我信心滿滿的，很快就騎到了！不久後我們就去了立川漁場，那裡是「黃

金蜆」的故鄉，只要抓到的蜆都能吃，而且每隻都很香甜，太讚了！

騎腳踏車之旅 part2 99 年 7 月 8 日 天氣：大太陽
今天，我們來到光復，光復有特別的地方─花蓮糖廠。

糖廠內最有名的，當然是冰囉！而且，點餐的方式非常特別，是每樣冰品有自己的「座號」，

只要跟櫃台的小姐說要幾號後拿著發票去換冰就 OK 了！到那天指定要到的瑞穗，很輕鬆，因為一

直下坡，一溜就到了！

騎腳踏車之旅 part3 99 年 7 月 9 日 天氣：大太陽
今天，可稱做是「便當日」。

因為今天我們吃了兩種便當，分別是用富麗米和池上米做的，富麗米是花蓮富里的名產，那

軟軟、QQ 的口感，讓人看了就「食指大動」。而池上便當，大家一定聽過，也非常有名，那 QQ 的

口感，當然會有名啦！

騎腳踏車之旅 part4 99 年 7 月 10 日 天氣：大太陽
今天，騎車之旅正式結束了！我不知覺的，有一絲絲難過，因為這幾天的風景、美食和許許

多多的人情味、回憶都即將消失在我眼前，這難得機會都像流水一樣流走了。

我的眼淚也一樣流啦！流啦哇啊啊啊(哭聲)，很快的一家人來到了臺南的奶奶家，我的暑假

真的開始了！

《動物園之旅》 四 7劉珈妤

今天(99.10.14)早上教室裡都七嘴八舌在討論著戶外教學，心情充滿期待。

令我印象很深刻的動物有：長棕山羊、熊貓和台灣獼猴。導覽人員李伯伯先為我們介紹長棕

山羊，牠是台灣特有種，而且是我們國家最有代表性的動物。他們住的地方比較特別，是懸崖峭

壁，牠的腳會分泌一種黏液，就可以輕鬆的爬上去。

接著，我們去看台灣獼猴，他們在繩子上面盪來盪去的，有些猴子在石頭上面打架；有些猴

子還會幫同伴「理毛」呢！

下午，我們去貓熊館，一上去，就看到團團和圓圓了。雖然他們在睡覺，但是還可以看到他

們的眼睛，好大喔！園方還設一座盪秋千可以讓牠玩呢！真有趣。

雖然今天的行程緊湊，也走的好累，不過幸好老師讓我們搭車下山。非常謝謝老師及愛心家

長陪我們，讓我們擁有美好充實的一天！



美國遊學英語演講稿 四 7丁宇昕

What special or unusual experiences have you had?

The special or unusual times I have had are when I come to Dallas (TX), and I can’t wait to see Kayla, 
to play with her. I‘m so excited, I really, really, really can’t wait, maybe it is not special to you, but my 
Taiwanese friends can’t believe I‘m going to Dallas (TX), and I have friends there. But, if I have 
something Ican’t say in English, then that will be terrible, but that’s ok. Because my friends will help 
me, and we can have fun.

My Favorite memory of summer at QD Academy

My favorite memory of summer at QD is when I see Kayla at the first time. Maybe Kayla was thinking
about “she finally came to QD”, and I was thinking about” I finally see Kayla”, I was so-so, so,
so-happy, I don’t know how to say how happy I am. I mean it’s very hard to say it, and my second 
favorite memory of summer at QD is to go to the field trip, I like roller blading. I like roller blading
because I can buy candies or cookies. And I like swimming too, because I like to play in the water, it
is very fun, sometimes I go into the water, and I don’t want to come out, because is too fun. 

I have a dream

My dream is to be a teacher. If I want to be a teacher, I need to be very smart and work very hard to be
one. But, if I am a funny teacher, then I don’t need to work that hard. Because, I don’t need to teach 
lots of things and I can say something funny to my students. Like, ”one day, outside is cold and the 
window has a picture. But–nobody drew the picture. Was it magic? No, it is the snails drew the picture,
by crawling on the glass! ”I think the snails have a dream to be artists, just like my dream to be a
funny teacher. --- THE END!!!

What can I invent to make my family’s life easier?

 If I can invent something to make my family’s life easier, I would make a work machine. If I have a 
work machine, then I don’t have to wake up early, go to school and write my homework. And my Dad
and Mom don’t have to go to work and make money, because the work machine will make it for them. 
Because when my Dad and Mom come back home, they are very tired, but nobody makes dinner, then
the work machine will make it for us. And if sometimes they don’t want to go to work, then the work 
machine will work for them. If work machine can work for them, then work machine can work for me
too. Work machine can go to school for me, and write my homework and speech. Just kidding! But if I
have a” Hana 2”, then I don’t have to wake up early because ” Hana 2”will go to school for me. 
Maybe I will invent one for all of my friends, then we can play together.



棲蘭森林遊樂區之旅
四 8蔡緯霖

好久沒有回宜蘭看阿嬤，而且我們體力也變差了，所以我們決定帶阿嬤去棲蘭森林遊

樂區走一走，如果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看到臺灣獼猴。

棲蘭有很多血藤，是其他地方少見的，為什麼叫血藤呢？是因為它受傷時會流出紅色

汁液。我看見最長的血藤大約有十幾公尺長，三十幾公分粗，泰山真的可以用它在森林裡

擺盪。

沿途都沒有看見猴子，我心裡想，今天看不到猴子了。但是就在最後一小段路的時候，

我們終於看到一大兩小，三隻猴子。如果你不要拍照，牠就會看著你；如果果你要拍他，

牠就把頭轉開，看來猴子也很注重「肖像權」。

看完獮猴走完山，我們就到露天咖啡座喝飲料、吃點心，為今天畫下完美的句點。

椅子 四8石星瑩

我有四腳

但不會行走

我有張臉

但不吃不喝

每天期望

和你親近

但是熱臉迎接到的

卻是你的臭屁股

四年八班 顏國雄老師指導

時間 四 8 黃紫瑜

時間

時間

不等人

考試的時間

好短

快樂的暑假

好短

上課的時間

好長

時間

時間

千變萬化

有時長

有時短

真奇妙



四 8陳芷琪

看完「皺紋男孩與說慌女孩」這本書，我覺得生命很珍貴，就算一隻老鼠或一隻螞蟻，牠們的

每一天也都很有意義。

這一本書的女主角小嵐，她是一個很好強的人，明明知道自己的媽媽已經過逝了，卻假裝不知

道。其實她應該勇敢的面對，不要一直把內心的恐懼藏起來，這樣反而會更難過。小嵐雖然很痛苦，

但是她會鼓勵得了早衰症的大偉，她樂於幫助別人的個性真令人感動。

而皺紋男孩大偉是一個個性開朗的男孩子，自己雖然生病了，但是每天還是過得很快樂，對自

己的病情也都很樂觀的看待。

比起皺紋男孩，我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比起說慌女孩，我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應該要好好珍惜

自己所擁有的一切。

四 8李康宇

今天是十月十日國慶日，聽說有花車遊行表演，所以，下午我就和爸爸、媽媽坐捷運到中正紀

念堂，準備看遊行。

到了中正紀念堂，人很多，我也看到很多外國人，真熱鬧。走到自由廣場的入口處，有很多公

仔造型的大氣球飄來飄去，還差一點倒下來，真好玩。

後來，我們走到仁愛路去等花車遊行。路兩旁都坐滿了人，我跟媽媽找到一個很棒的位置，就

坐下來等。到了二點，花車一輛一輛的經過，造型都很漂亮，媽媽就一直拍照。後來還有特技表演，

看起來很驚險。

今天是國家的生日，希望我們國家每天都在進步，給我們帶來更美好的生活。

四 8 吳佳芸

我星期二時幫忙煮菜的阿姨把菜端進每一班的餐車裡。

我覺得非常好玩，因為可以幫助別人實在很快樂，雖然別人投來驚奇的眼光，不過，

我並沒有理會他們。我幫阿姨拿廚餘桶和杓子，給阿姨之後，她對我笑一笑，並和我說謝

謝，讓我感覺幫助人真好！

我那一節課總共和阿姨說了三次再見，第一次，我以為上課時間快到了，所以道別之

後就急急忙忙回教室，結果時間還很充裕，我又回去找阿姨。第二次和前一之一樣，以為

快上課了，結果時間還沒到。第三次我去幫阿姨，和阿姨說再見後，就趕快回教室，真的

快上課了，好險喔！

我要多多幫忙大家，讓我自己變得很快樂，也讓大家變得更加快樂。

皺紋男孩與說慌女孩讀後感

國 慶 日

幫 忙 端 菜



四 8 徐睿桐

我每週三和週五都要自己坐捷運到古亭站上英文課，哈！上一次我還
不小心坐到北投站呢！
平常我把座位讓給老人時，他們總是很開心，但是，這一次，我把位子讓
給一個老先生時，他不但不坐，還臭罵了我一頓。我心裡覺得很奇怪，難
道我做錯了嗎？後來，有一位先生告訴我，我還小，不用讓座。但是我想，
把位子讓給老人才對，所以，又把座位讓給一個老太太，她雖然坐下來了，
卻叫我滾開！

上完英文課，回到家後，我就問媽媽，我是不是做錯了，媽媽告訴我，
不是我的錯，是他們的腦袋裡不知道裝什麼。

想了一想，其實我只要默默起身離開就好了。媽媽希望我不要因此而
退縮，我很謝謝媽媽讓我能有更多的學習空間，而不是軟弱無能的草莓族。

坐 捷 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