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人國遊記                                             六六六六 2222 吳家瑜吳家瑜吳家瑜吳家瑜 

     

    六點半，我起床了，外頭的天空蓋著一層厚厚的烏雲，令我憂心：今天是否會下雨呢？七點四

十分我和媽媽到達學校，背包沉澱澱的，裡面全是我昨晚準備的衣物、零食、午餐……等，就是為

了今天的校外教學：小人國。 

    上車了！大家有的聊天，有的吃零食，快快樂樂的，好不熱鬧呀！窗外的風景由商店變為樹林，

樹隨著歡笑聲搖動，像在跳舞；樹葉發出「沙沙沙」的聲音，像在伴奏。忽然間，房子都縮水了，

仔細往外瞧，才發現上了高速公路，而目的地也在不遠處了。 

    偏偏天空不作美，竟然在這時下起雨來，老師帶我們去看縮小模型。在大家走的道路旁有許多

矮小的植物。人們眼中，他只是個微不足道的花草；在那些「小人」眼中，它們卻是供他們遮陽、

避雨的龐然大物，由此可見那兒的模型有多麼渺小。接下來陸續可看到中正紀念堂、遊樂場……等

許多縮小模型，但這場雨打壞了大夥兒的興致，各個顯的意興欄珊。這項行程草草進行很快就結束

了。之後，老師讓各組自由活動，大多數同學都為了玩轟浪而去排了半個多小時的隊！少數幾位不

敢玩的同學則去玩室內的遊戲，例如：水道船、狂飆幽浮、碰碰車……等，大家都玩的不亦樂乎、

樂不思蜀。 

    在室內，我、曉曈、靖瑜、瑩柔、「巧遇」昱云，於是我們穿上雨衣去玩室外水上遊戲－瘋狂

急流。我們一被水潑到或是船稍稍晃動一下，尖叫聲馬上竄出喉嚨，全世界似乎都聽見了。我們連

玩兩次，不僅頭髮、襪子溼了，連喉嚨都快喊破了。雖然沒有像轟浪那麼刺激，但它還是很好玩、

有趣，而且也不用花和轟浪一樣久的時間排隊。 

    我覺得今天過得十分充實，希望還可以再去一次，相信全班都在小人國留下美好的記憶，永遠

刻印在腦海中。 

        

 

 

 

 

 

 

 

六年二班  陳娟娟老師指導 
 



 

       小人國遊記                                    六六六六 2222        李偉銍李偉銍李偉銍李偉銍    

    上星期五早上七點五十分，我們在穿堂前集合，大家都非常興奮的等不及要去小人國玩。在坐

遊覽車前往小人國時，實習老師發了一些零食給我們吃，我非常感謝實習老師的心意，我們還在車

上看了一部很好笑的卡通，讓同學們歡笑滿車。 

    到了小人國後，天氣陰陰的，還有一點毛毛雨，我們先到臺灣民俗劇場看表演，我覺得變臉最

好看，因為他在一瞬間就轉換成另一張臉，令人覺得很不可思議。看完表演後,我們就去看小人國

裡的小建築，我看到總統府、中正紀念堂、石門水庫、機場、碼頭………等，裡面我最喜歡的是總

統府，他做得很精細，很漂亮，幾乎跟真的一模一樣。看完建築，我們就開始去玩遊樂設施，我們

最先玩的是轟浪滑水船，本來我不敢坐，但是我覺得大家都敢坐，自己沒玩有一點可惜，後來我也

跟著同學一起坐，滑水船慢慢的上升，然後突然從好幾層樓高的地方俯衝下來，一瞬間感覺快要飛

起來了，而且下去的時候還濺起一個滔天巨浪，超級刺激，我們還去玩碰碰車、地心冒險、旋轉飛

碟……，我覺得碰碰車很好玩，我跟鄭宇翔他們玩了三次，我幾乎都沒有被別人撞也沒有撞到別人，

因為我都在空曠的地方練習開車。 

   這次的小人國之旅很好玩，尤其跟同學一起玩更好玩，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可以再來玩。 

 

 

                                                                 六六六六 2222        楊琇瑾楊琇瑾楊琇瑾楊琇瑾    

    每一次坐在窗前向遠方眺望，茂盛的叢林、雲霧圍繞的山谷都一一浮現在我眼前。我喜歡生活

在花花草草的世界中，我認為花草能帶給我舒服、溫暖的感覺。所以，陽台上那些盛開的花兒，都

是我們精心栽培的結果。 

    有時，趁著假日，爸爸會帶著我和弟弟，一起到我們家後面的那座山上逛逛。當身旁都沒有車

子路過時，你就可以聽到小溪嘩啦嘩啦的向下流、鳥兒啾啾啾的唱著歌；當你靜下心來時，甚至連

風兒從你耳邊「咻」的一聲飛過去你也聽的到。再向前走，一大片綠油油的梯田就會出現在你眼前，

放眼望去，還可以看到農夫正在辛勤的耕種著，這種簡單又純樸的鄉下生活，真令我羨慕。 

    我和弟弟跟著爸爸繼續努力的往山裡走，突然，在我眼前出現了一條小河，我趕緊跑過去，把

頭向下看，「哇！」我看見了許多小魚小蝦在水裡游來游去，我還看到了飢餓的野鳥快速的把嘴放

入水中，一會兒，嘴裡就叼起了又大又肥美味可口的魚，拍拍翅膀，往深山裡飛去，打算回家後再

大快朵頤一番。 

    已經傍晚五點多了！黃橙橙的夕陽照亮了整個大地，真是美極了！回到家裡，弟弟早就累得呼

呼大睡，我回想早上發生的點點滴滴，全都是「美」，美就在我們的生活中，只要靜下心來，就可

以發現許多美好的事物或風景，像舞者美麗的姿態、畫廊上的畫作、美麗的風景和數也數不完的驚

喜，就等我們用心去發覺、感受它。 

 



 

 

 

 

                                                               六六六六 2222    范竣哲范竣哲范竣哲范竣哲 

    今天天氣十分清爽，徐徐的風吹來也能感受到春天的腳步慢慢到來。我們童子軍一起來到陽明

山的小油坑爬山，那裡簡直就是冰天雪地，而且越高越冷，不過每座山都穿著薄薄的白紗，濃濃的

霧讓人有種神秘的感覺。 

    爬山途中，小油坑會噴出刺鼻的硫磺，有些石頭因為長期遭受硫磺的噴氣而導致變色，變形，

非常奇特。我們這次的目標是七星山，爬到中途，早已汗流浹背，冷的感覺早已無影無蹤，隨著目

標越來越近，霧也越來越多，不久之後，我們到達了七星山，那裡的風吹個不停，連白色的蘆草也

不停的搖擺，我站在最高的那塊石頭上大聲吶喊，往下一看，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霧，嚇得我的心臟

差點兒蹦出來，不久肚子咕嚕咕嚕的唱了一首空城計，於是爸爸拿出他準備的滿漢全席，我們都吃

的津津有味呢! 

    大自然的現象真美妙，不但有漂亮的珊瑚礁，泥火山、日出，寸草不生的惡地等。當然也有許

多災難，如：水災、地震、土石流、颱風等。而我們只要做好水土保持，提早做準備，就不會使災

情更嚴重。 

      

 

 

                                               六六六六 2222        陳昱云陳昱云陳昱云陳昱云 

    我坐在窗口，欣賞著窗外的雨景，美麗的雨景，多麼像是一幅賞心悅目的圖畫，迷人的景色變

化，又給我帶來不同的心情感受。我時常在想，上天賜予我們多大的恩惠，讓我們可以因為天氣，

而適時的調節我們的心靈。 

    街道上，來來往往行人們的腳下「ㄎㄚ ㄉㄚ」的聲響，好似為這場雨奏出歡迎的交響樂，而

手上撐著的雨傘，就有如盛開的花朵一般，隨著飄下來的細雨，左搖搖右晃晃，真是好聽又好看。

雨滴落在小草上彷彿是一顆顆晶瑩剔透的珍珠，有種美不勝收的感覺。而沒有帶雨具的人們在細密

的雨點中奔跑著，像是衝烽陷陣的勇敢戰士。這種對比的景象又常帶給人們無限的遐想。 

    雨天過後，又可以看見一道美麗的彩虹朦朦朧朧掛在天空，大地經過雨水的滋潤，到處充滿著

清新的氣象，慢慢的水氣給太陽蒸發掉了，白白的雲朵也在天空中變幻出各種不同的造型，這種天

氣的變化，頓時洗刷我悲傷的心情，提醒我要把握當下，也要將生活過的多彩多姿，並且不要輕忽

自己的力量，只要振奮起來，我就能夠重新面對課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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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六六 2222        毛慕庭毛慕庭毛慕庭毛慕庭 

    花，是美的象徵，從花本身到花的語言，各個都美的令人停止呼吸，想要去一賭她的面貌。 

    去年暑假，媽媽帶我們去田尾看花，田尾的花是遠近馳名的，而愛花的我們，當然不能錯過囉！ 

    來到田尾，看到那成片的波斯菊花田，我們都為之驚艷！因為在台北，根本就沒有花田，連花

都很少了。而這一大片的花田，一朵朵的花開著正燦爛，美的令人無法以筆墨形容。在台北，看到

的不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花田 ，而是一片又一片的「房田」，想在台北看到花，根本就是癡人說夢！

看著這一大片的花田，望著一隻隻的蜜蜂、蝴蝶在田中飛舞，我有一種五味雜陳的感覺。我想摘下

一些花，卻又捨不得傷害這片美麗的花田，但花那麼多，摘一些應該無傷大雅吧！我真的不知該不

該做？只能望著花田發呆。 

    看著花田，我想起從前爸媽帶我種下第一顆小花，我還記得那時，我曾立志要在世界的每個地

方撒下花種，要讓全世界的人都活在花海中。現在想起來，還真是天馬行空啊！ 

    花，存在著回憶，存在著夢想，存在著成功，也存在著樸實的美。現在人把大部分的地都開闢

成建築物，在建築物之前，那地原是花的世界，但貪心的人類為了賺錢，完全不理會其它生物，我

們應該站起來為其它生物發聲了，讓我們為生物們爭取那一絲絲微薄的權利吧！ 

 

 

 

                                                            六六六六 2222    林子博林子博林子博林子博    

    我覺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朋友，因為我有一個自己的房間，而且最重要的是擁有一個可以

看到外面的小窗。當早上陽光照進房間，我可以看到外面的花花草草和小鳥，他們熱情的叫我也和

我打招呼呢！ 

    我家還有其他窗戶，有時候在屋子裡，可以看見或聽見窗外不同的景色或聲音，很神奇。有時

全家聚在一起吃中餐時，不用開燈，就已經很亮了，還可以欣賞到鄰居種植的美麗花草，煞是好看。 

    還記得有一天晚上，有很多貓在叫，吵醒了哥哥，他生氣的拿著彈弓去射牠們，小貓嚇得四處

逃竄，那時，有一隻小貓躺在我的窗戶前躲雨，牠睡的正甜，那些紛紛擾擾都跟牠無關，真是可愛。 

    有時候媽媽會拉著我去看窗外的斜斜細雨，在燈光的襯托下顯得更加美麗。滴答滴答的雨絲打

在窗戶上，看著天花板上的的螢光貼紙發出的亮點，伴隨在雨聲中我睡著了。 

    每天早上我上學的時候，總會透過窗戶和屋內的爸、媽揮手說再見。不管外面多吵雜、多紛擾，

大都和我事不相關，我只管欣賞、觀察窗外的一舉一動，有時陽光會照進屋內灑滿整個屋子，風也

會透過窗戶吹進來，在屋內很安全很舒服，我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世世世世    美美美美    麗麗麗麗    花花花花    界界界界    

美麗窗口 



 

 

 

 

 

                                                                 六六六六 2222    孫玥蓁孫玥蓁孫玥蓁孫玥蓁 

    很多動物都有尾巴，動物可以利用尾巴做非常多事情，而且尾巴都有獨特的功用。如果每一種

動物都可以互換尾巴，一定會發生許多有趣且意想不到的事。 

    如果松鼠和猴子互換尾巴，好處是冬天時，猴子可以用它來保暖，而松鼠也可以學猴子一樣把

自己掛在樹上，吃平常吃不到的松果。說不定到時候會變成「松子」和「猴鼠」呢!雖然互換尾巴

可以擁有另一種動物的能力，卻也會喪失原本的能力，猴子擁有松鼠的尾巴，會因為太短而無法快

速的在樹林間穿梭，也不能用尾巴把身體掛在樹枝上。松鼠可能會因為不習慣而站不住腳，失去了

原本可以用來當作降落傘的尾巴而掉到樹下。猴子和松鼠都是樹上的動物，互換尾巴就會造成這麼

多的不便，更何況有些生活在陸上和海底的動物互換尾巴呢?例如:魟魚和袋鼠、鳥和小狗、……等，

一定非常恐怖。 

    魟魚和袋鼠互換尾巴簡直是慘不忍睹，以魟魚的身體來說，他沒辦法在陸地上生活，在水中又

沒有自我防禦能力。而袋鼠用那條有著毒刺的魟魚尾巴，不容易保持平衡，跳的時候可能不時就會

跌倒，而且還有可能不小心刺到別的袋鼠，造成袋鼠大滅絕，到時候袋鼠就會絕跡了。鳥和小狗互

換尾巴是沒有這麼慘，不過卻有許多不便，像有「狗尾巴」的鳥，就沒有辦法保持平衡，控制方向

和求偶，狗也沒辦法利用有羽毛的尾巴做什麼事情。如果動物互換尾巴的話，他們也應該會發展出

另一種新的生活能力來繼續生活，繁衍下一代。 

    幸好動物不會真的互換尾巴，我也不贊成動物互換尾巴，因為如果真的發生了這種事情，那天

下豈不都大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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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六六 5555 陳紫維陳紫維陳紫維陳紫維 

讀書就像是以天使之手所創造的神奇藥水，它能讓你從中得到滿足、得到歡樂，甚至會讓人有

意想不到的驚喜。但是，你曾經想過有什麼比讀書更重要的事嗎? 

我認為比讀書更重要的事有很多，第一就是孝順。俗話說：『百善孝為先』我們應該要懂得孝

順，不僅是對父母孝順，更是對所有照顧你的長輩盡一份孝心! 

第二，是恆心。一個人做事如果沒有恆心，做任何事都無法成功。舉個例子來說:學鋼琴需要

長時間的練習，如果沒有恆心，到最後肯定練不下去。所以，我們要運用意志力來『支持』恆心! 

第三，我們要擁有一顆幫助別人的心，假如，世上每個人都有『助人知心』，那會是多麼美好

啊!但是那終歸是『假如』，如果想把『假如』便成事實，我們應該要由自己做起，入自己隨時保持

一顆『助人知心』! 

在生命中，讀書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那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除了讀書，還有許多人、事也

是很重要的!我們應該也要注重它們，而不只是讀書、考試喔! 

 

 

 

 

『豬，不好嗎?』這是『雜食黨』年度排名第一名的『最常說的一句話』。 

在豬的世界裡，也是有分『黨派』的，我們有分『素食黨』及『雜食黨』。我是支持素食黨的，

因為雜食豬的身體很臭，而且食物也分不出好壞，更別說身材了。素食黨可就不一樣了，我們的蔬

菜可是精心挑選的，也因為長期住在北極，天氣冷，熱量消耗的快，所以我們非常苗條而靈活。可

別以為北極沒有素食，那裡可是有一『大』片田、果樹是屬於我們素食黨的呢! 

『素食黨』與『雜食黨』就像是『天』與『地』般的不同。我們也曾經一起相處過，但是，想

法及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樣，因此最後還是分開生活了。雖然少了一群雜食豬在身旁，但是各自過著

自己喜歡且享受的生活，不是也挺好的嗎? 

素食黨的年度最常說的一句話是：『豬很好!』這句話代表了素食豬對自己的肯定，也期許雜食

豬有一天能抬頭挺胸過日子! 

『豬很好，不是嗎?』這是我心中一直想問雜食黨的一句話! 

    

六年五班  張榮賢老師指導 
 

比比比比    讀讀讀讀    書書書書    更更更更    重重重重    要要要要    的的的的    事事事事    

 我是一隻吃素的北極豬我是一隻吃素的北極豬我是一隻吃素的北極豬我是一隻吃素的北極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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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一隻可愛的短毛天竺鼠，我的優點就是討人喜歡，我最喜歡吃青菜，我還有一點膽

小，偷偷告訴妳們，我沒有尾巴喔! 

   想起那一天，我還在寵物店和大家玩遊戲，店裡的小姐把我抓上來，我非常害怕的一直發抖，

我看到一個小女孩準備把我帶回家，我想那就是我的主人，後來我坐上一台車子上，車子停停走走

害我的頭很暈，終於看見我的新家，到家時我縮成像一團毛茸茸的球，回到家我的主人一直捉弄我

害我不能好好睡覺。 

   時間一久，主人就更疼愛我。例如：幫我按摩、餵我吃青菜、幫我洗澡和換水瓶裡的水，可是

主人就是不會帶我出去，真奇怪!後來我明白是因為主人怕會引來病菌，所以不敢帶我出去，其實

主人是很關心我的。 

   時光飛逝，就在和主人相處短短的兩年，我覺得主人是一位很有責任心的人，而且也是很善良

的人，我也很謝謝主人的照顧，就在我死之前我想和主人說：「主人謝謝妳陪我度過這兩年，而現

在我沒有辦法再陪妳了，請原諒我，但最後祝妳學業進步，我永遠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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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豬」的社會中，我們都是單調的過日子，可是，我和台東的朋友們，卻打算改變這無趣的

日子。 

  我的名子是「賀笨豬」，我不是笨，只是名字從中文翻過來就是這樣。從小我十分享受生活的

快樂，天天都和「六零四」的朋友出去玩。在森林中，是個玩命的地方，有時會遇到獵人在捕獵食

物，有時會和敵方種族－乖乖牌碰上，因為他們太乖，所以我們和對方十分合不來。在山地、峽谷

活動，特別刺激，我們不斷在峽谷間跳躍，對有懼高症的我，跳兩次就夠了。不過看到遠方的房子，

就知道好心的「阿林豬」又要請客了，雖然不好意思，但是很開心。 

  在某一天，我又跑出去玩了。但是這天，改變我對人類的刻板印象……。我知道在台東有多少

個獵人，也記得他們的名字；但是自從遇到亞榮隆˙撒可努父子後，才了解人類並非都很殘忍。這

天，我和朋友又在森林完「躲豬豬」了，但是發現這對父子似乎不想抓我們；原來他們正在觀察我

們的習性。過程中有些迷糊豬不小心中了捕豬器，可是卻又被他們放走了。 

  之後，我又多次試探，才知道人類不再捉野豬了。從此，我經常帶著豬窩中的兄弟們去那裡玩

耍，打破了豬與獵人的關係。也因此大家十分享受生活，也使野豬的存活數量增加了許多。 

    幾十年後，人類世界毀滅，地球變成大豬帝國；世界各地的豬，生活十分接近人類；也因此豬

與獵人的故事永傳千古，使豬子豬孫們都了解豬和人都很「善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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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一到，太陽剛露臉，我那討厭的鬧鐘又響了，我張眼一看，哇！我的鬧鐘怎麼變了，「一

天有四十八小時」！有那麼多的時間，我該怎麼利用呢？ 

如果是我，我大部分的時間會與家人一同到野外郊遊、踏青、野餐。多與家人們聊聊天，做

一些平常比較做不到的事情。全天四十八小時，幾乎有二十四小時在涼快的森林小溪旁度過，蟲鳴

鳥叫和潺潺流水成為最美的交響曲。夏蟬拉起小提琴，雨蛙吹奏小直笛，月亮唱起主題曲，在夜色

中這就是最美的音樂劇。我喜歡和家人一起共度這美妙的好時光。能有那麼多時間可以與家人在一

起，我一定會更愛我的家人，幫爸爸、媽媽分擔家事，好好愛護妹妹，掌握住自己的時間。 

除了與家人相處外，我還會好好利用其他的時間，我會拿來多研讀一些世界名著或寫寫書法，

讓自己靜下心，好好的徜徉在文學的世界裡。當然我也會多運動，像我就很喜歡武術還有籃球，我

很高興有更多的時間可以運動，因為運動有益身體健康。 

其實就算一年有再多的四十八小時，如果沒有把握住，一樣還是虛度光陰的；我會好好把握

每一天、每一時、每一分、每一秒的；青春去了不回來，光陰似箭。要好好把握、珍惜我自己的青

春！ 

「鈴！鈴！鈴！鈴！鈴！」早上一起床，鬧鐘還是沒變。好險！好險！要不然可真不知道，

自己零碎時間該怎麼好好利用？我告訴自己別指望「一天有四十八小時可用」，應該好好珍惜現在

能擁有的二十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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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初，媽媽開始與學校同事討論要去哪裡玩，最後，決定來一趟四天三夜的澎湖之旅，我的

心中滿是期待。終於，到了出遊的那一天，我們從松山機場搭飛機，途中一邊欣賞雲海，一邊望著

遼闊無際的大海。五十分鐘後，我們便到達了澎湖馬公機場。 

接著，我們搭乘快艇，途中盡是湛藍的海水、快艇行駛而激起的白浪和帶點鹽味的海風。不

一會兒，就到達目的地──吉貝島。今晚入住名揚山莊，辦好入房手續，便在沙灘吹海風、看海景。 

吃飽飯後，大夥兒結伴到石滬去抓蝦子和螃蟹，興奮的

樣子全寫在臉上。抓蝦要有技巧：首先，用手電筒照射水面，

如果看到兩個亮點，那就是蝦子的眼睛；接著，兩人一組，將

網子靜靜的放入水中，等蝦子游入網中，就馬上撈起。抓螃蟹

就比較容易了，只要用力蓋住再撈起，幾乎都能撈到。 

「抓到了！」大家的喊叫聲此起彼落，有些極富活力的

蝦子，還會跳出桶外。我們要上岸時，赫然發現螃蟹正在吃桶

內的小魚呢！他用大螯夾住小魚，一口一口慢慢的享用大餐，

感覺十分滿足。 

第二天，大家起了個大早，來到吉貝沙尾進行水上活

動，有水上摩托車、香蕉船、拖曳船、拖曳圈和一種形狀類似

飛碟的器材等供遊客選擇。 

我首先玩拖曳船，教練發動水上摩托車，帶著我們朝廣

闊的海洋出發，一路乘風破浪，摩托車激起的水花打在臉上，

有點刺痛。教練一個大甩尾差點使我落海，那時我的腎上腺素

可能有平常的五倍，準備應付危機。接著，船快速的駛向岸邊，

我緊張的心情才稍稍緩和。 

我決定玩較不刺激的香蕉船，浪一來，香蕉船便上下搖動，我們請教練不要翻船，大家才不

會嗆水。一下船，爸爸和我的目光馬上轉移到水上摩托車，教練便帶著爸爸和我體驗在水上奔馳的

快感。水上摩托車的速度可以媲美遊艇，海風吹在臉上，感覺無比的清涼。 

我以體驗拖曳圈做最後重頭戲，水上摩托車拉著我出海，大浪一來，拖曳圈上下跳動，人也

跟著跳動，甚至會彈離拖曳圈二十公分，十分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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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民宿梳洗完畢，大家又坐上快艇，準備回馬公市。下了碼頭，我們去吃一家很有名的漁

港麵，還不到店家門口，就看到長長的排隊人龍。麵一端上桌時，咬勁十足的麵和滷得入味的豬肉，

馬上被我們一掃而空。 

我們搭乘交通船到望安島，遊覽車載著大夥兒到綠蠵龜

保育中心。綠蠵龜有一對前額鱗，龜殼可達 125公分，最重可

長到 230公斤。牠們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綠蠵龜小寶

寶的性別決定於沙溫，超過攝氏 30.3℃就會孵出小母龜，低於

28℃則是小公龜，溫度介於兩者之間時，就公母各半。館內還

飼養了一隻綠蠵龜和一隻玳瑁，供遊客欣賞。 

最後，我們到天台山，那座山高 53公尺，雖然高度不高，

卻是望安島的至高點，在這裡看夕陽，別有一番風情。 

晚餐，大家在民宿前吃 BBQBBQBBQBBQ，菜色很豐富，有牡蠣、醃肉片、香腸、花枝丸、玉米、高麗菜

和金針菇等，我們吃的不亦樂乎。因為沒什麼光害，所以我看到了很多星星，像是天蠍座、天鵝座

和夏季大三角等。 

第三天，我們搭船回馬公市，逛全台第一座媽祖廟──

澎湖天后宮和中央老街，那裡的建築風格古樸，販賣許多澎湖

的特產，像黑糖糕、仙人掌冰、紋石和星沙等。其實，星沙不

是一種沙子，而是多孔蟲死亡後留下的骨骼，因外形像星星，

所以才有此名。老街的末端還有一口四眼井，我用井裡冰涼的

水洗手，感到暑氣全消。 

接著，我們到了潘

安邦的故居，這裡有很多

古老的平房和咾咕石搭的牆。潘安邦還唱過一首有名的歌，叫

「外婆的澎湖灣」，許多人都能朗朗上口。 

中午吃飽飯後，我們繼續上路，到二崁聚落。那兒的每

一棟建築物都很考究，不論屋頂、窗戶、大門，都有細緻的雕

花。沿路，還能看到幾口古井和一些流傳民間的詩詞。我拉住

牛車，賣力向前走，有種自己是一隻水牛，正在拖運沉重貨物的感覺。 

馬不停蹄，我們接著參觀西臺古堡，堡體全都是石頭做的，戒備森嚴。進入涵洞，十分的陰

涼，爬上樓梯，還能看到四門仿古大砲和眺望海景，氣勢很壯闊。參觀完後，我還吃了一根飛魚卵

香腸，飛魚卵在口中爆開的滋味，令我回味無窮。 

 

 



 

 

沿路上，遊覽車行經跨海大橋，人車通行的橋是新建

的，舊橋的遺址座落於橋的右側，只剩下幾根橋墩。當時，

臺灣請日本工程師建造跨海大橋，因水的流速太快了，被日

本人認為是不可能的工程。但蔣經國總統堅持下令進行工

程，經過許多人的犧牲奉獻，還是完成了這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繼續參觀通樑古榕，那棵老榕樹已有三百多年歷

史，許多氣生根都已經發展成支柱根了。大家坐在樹下，邊

聊天邊吃澎湖特產──仙人掌冰，酸酸甜甜的滋味，在嘴裡

久久不散。 

最後，我們抵達塞納美，這是一家很棒的民宿，每間房

間都布置成不同的風格。 

稍作休息，遊覽車馬上載著大家去港口，接著，又搭乘

五分鐘的船，到海上平臺釣魚。聽完解說，每個人都迫不及待

的拿起一支釣竿去釣魚。我也不落人後，先挑一塊新鮮肥美的

魚肉當飼餌，拋了線，就開始釣魚。 

平臺上可以釣海鱺和花枝，而我先釣海鱺。起初，都只

有小魚吃我的餌，因為嘴巴太小，根本不可能上鉤，於是，我

開始將線放長，終於，有一隻海鱺咬了一口餌，讓我燃起了一

線希望。接二連三，又有魚咬我的餌，我用力一拉，不是餌被

吃了就是線斷掉了。 

一個陌生人開了口，想請教工作人員釣魚技巧，我也站

在旁邊看。工作人員說要將線放得很長，魚用力拉線，就多放

一點；魚放鬆一點，線便能收一些。這時，我才了解「放長線，

釣大魚」的道理。 

爸爸還把已經上鉤的魚交給我，因為沒有釣鉤，加上那條魚又聰明，一直不肯露出水面，因

此我很難收線，過了三十分鐘，可能那條魚也煩了，用力一掙脫，餌被吃了，爸爸和我同時發出歎

息之聲。 

我吃了一碗海鮮粥，離回去的時間還有二十分鐘，於是我挑了一塊魚肉，就開始餵魟魚。我

將魚肉甩一甩，想要吸引魟魚，魟魚探出頭，發出類似豬的叫聲，十分可愛。剛開始，我把魟的鼻

子誤認為嘴巴，雖然我拼命塞，魚肉還是一直滑掉。後來，我才發現原來牠們的嘴巴在鼻子下面，

才成功的餵食魟魚，我摸到了牠們的頭和身體，感覺冰冰涼涼、滑滑的。 

回到民宿，我很早便就寢了，這樣明天才有體力玩沙，因為在平臺上賣力的釣魚，沒多久我

就沉沉的進入夢鄉了。 



 

最後一天，我們在民宿前的山水沙灘玩沙戲水。突然，

衝來一隻黃狗，不斷搖尾巴，有時也小吠幾聲。我和妹妹將黃

狗全身用沙子埋住，牠舒服的閉上眼，一動也不動。後來，我

們趴在沙灘上，海浪一來，海水將我往上沖；浪退回去時，又

將我往下捲。全身泡在海水裡，感覺什麼煩惱都忘記了。 

    我們依依不捨的離開黃狗和沙灘，黃狗在海裡沖沖水，隨

即跟著我們的腳步，往沙灘上走，彷彿想跟我們說再見。我們

在塞納美簡單梳洗，遊覽車帶大家抵達馬公航空站，上了飛機，

不一會兒，便離開了澎湖。 

    這趟四天三夜的旅程，除了參觀許多有名的景點之外，在

吉貝島的水上活動、海上平台的釣魚和玩了好幾次的沙灘、海

水，最令我感到放鬆與享受。而看到的那些古蹟，也讓我將歷

史和實景連結起來，感覺到歷史不再是那麼的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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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學回家的路上，突然下起傾盆大雨，眼角突然瞥見一間熟悉的書局，趕緊以飛快的速度

進了那家書局。 

一進到書局，迎面而來的是一隻貓咪，這是老闆養的貓，那隻貓每次都會迎接顧客，很可愛。

門後就是一桌子的玩具和新書，有小朋友在那裡玩玩具，旁邊就是一排排的國中參考書，有時我會

隨意挑一本翻翻看，測驗測驗我的程度。再往前走就是一格一格的小格子，裡面放了各式各樣的筆，

有擦擦筆、原子筆、可擦拭的螢光筆等，正好我的自動筆壞了，於是我就挑了一枝。小格子後面是

一櫃子的傳記、兒童書和趣味書，這裡也是我最愛的一個區域，我隨手選了一本「岳飛傳」，讀了

一會兒。 

過了大約十五分鐘，我聽見了考試卷掉落的聲音，在無聲的書店裡顯得格外大聲，許多人從書

香世界裡驚醒了，我也去探個究竟。那裡擺了許多國小用的考卷，我看了看小六的考卷，嗯！還滿

容易的。接著，我再走到放文具的地方，有人在挑選文具，也有人在看印章的圖案，我覺得這裡是

東西最多的一個地方。再往裡面走，則是擺放書法文具的區域，陳列了琳琅滿目的書法文具，讓我

大開眼界。 

逛書店是我最喜歡的事情，因為我喜歡看書、寫作，也喜歡書的香味，更喜歡店裡的那隻貓。

看看外面，雨也停了，我帶著一枝新買的筆，滿足又快樂的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