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年後的我的一天 六 1 劉恩霈

現在的我是一個無憂無慮且即將畢業的小學六年級生，我常幻想著未來的我會是什麼模
樣，是年輕、還是老邁？是美麗、還是醜陋？未來的我又會是什麼職業？是公務人員、還是
旅行家？是醫生、還是考古學家呢？

這一天晚上，我剛洗澡完，正準備上床睡覺，一如往常，很快的，我便進入夢鄉。「鈴、
鈴……！」鬧鐘在我耳邊響起，我開始了忙碌的一天。我用手指先在窗戶上劃了一個正方形，
電腦便蹦了出來，它提醒我今天有何重要行事，接著我又按了個按鈕，通往隔壁—兒童房的
門便打開了，我前去叫醒我那兩個可愛的寶貝，姊姊是個成績優異的十歲女孩，弟弟是七歲
大的男孩。然後我走出門外，在玻璃桌上劃了一圈，瓦斯爐便立刻打了開來，我拿起鍋子開
始製作今天的早餐，很快的，早餐製作完畢，我們便帶著自己美味可口的早餐準備要去上班、
上學了。出門時，我開著「小藍」，它是最新型的交通工具，是一顆貌似圓球、利用太陽能轉
換成電力的方式行進，且它已進步到可以漂浮在空中，甚至可以在空中前進呢！

接下來，孩子來到學校，準備開始一整天的學習課程。由於科技日新月異，學校的課桌
都變成玻璃製的，這些課桌便是學生們的「電子教科書」，所以學生根本不需要背著沉重的書
包，而老師們所要做的工作也隨著科技的進步，愈來愈少了。因為我本身的職業是會計師，
在安頓好孩子們後，我便前往「尖端會計室事務所」，開始一整天的工作。當我來到那寬敞的
辦公室時，我發現同事們都還沒來，我心想著：奇怪了，通常這個時間，大家不是應該都來
了嗎？正當我在思考時，辦公室的燈便被打開了，「砰！」只見同事們異口同聲的說：「生日
快樂！」因為最近的工作量較大，所以連我自己都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沒想到大家竟然
都還記得，這令我非常的感動，不禁使我的眼眶泛紅，就連淚珠都差點掉下來了。慶生會結
束後，客戶打電話來表示感謝之意，因為我們事務所提供優質的服務、高度的專業，且超高
的效率與品質及合理的收費，使他們公司的董事會對我們所做的財務簽證報告感到十分滿
意。不久之後，另一通電話響起，新的客戶上門，我們又要開始忙碌了，包括：查核財務報
表、稅務處理、財務簽證等，雖然工作內容極其繁瑣，但利用尖端數位科技交叉比對後，查
核財務報表的工作底稿，在短短的幾小時內已大致完成。

「主人，晚安！」回到家後，機器人 SUPER 已經把所有家事做好，也準備好晚餐，沒多
久，聰明又貼心的 SUPER 放起了韋瓦第的「四季」，使我們在音樂的饗宴中，愉悅的享用晚餐。
接下來，即便老公去國外考察，我依然開著「小藍」，並帶著孩子一起來到位於南投縣中興新
村的娘家，那是一棟別墅，氣候宜人、風光明媚。「叮咚！」門應聲打開了，走出來的是一對
滿頭白髮的夫妻，他們便是生我、養我的父母，看到他們如此蒼老，使我感到萬般不捨。一
到週末，孩子們便會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外公外婆家來度假，他們最喜歡聽外公外婆說故事，
而我除了放鬆身心、享受天倫之樂以外，也常常在這裡寫生、作畫，因為再過不久後，我就
要在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人生中的第一次個人畫展，這讓我期待不已……。

「孩子，該起床了，上學要遲到囉！」我緩緩睜開眼睛，看見媽媽時，我嚇了一大跳，
說：「媽媽，您怎麼變年輕啦？」原來，這只是一場夢。因為這個夢，我決定從此以後，要更
加孝順父母、加倍努力並好好愛護地球，使我們的地球能永續發展，我希望將來有一天，這
個夢想可以實現。

六年一班 張毓仁老師指導



我的這一班 六 2 陳美芳

我們班是幽默風趣的一班。

我現在要來介紹我的同學了，首先要來介紹我們班腿最長的女生－陳昱云，她的

成績很好，跑步也很快，還有他的繪畫作品，看起來真是栩栩如生啊！其實昱云私底

下很兇，她只是表面上很善良，其實她發飆起來，比母老虎還要可怕。接著要介紹我

們班的躲避球女強人－楊琇瑾，在球場上她是殺手級的人物，連男生都無法擋。楊琇

瑾天生愛拍照，特別喜愛拍陳昱云，每次戶外教學或慶生會時，楊琇瑾都會故意拍陳

昱云的沙龍照，拍完照昱云還跑去狂打琇瑾，真是奇怪的兩人。接下來就要介紹我們

班的飛毛腿－毛慕庭，她只要跑起步來，腿就好像裝上了馬達突飛猛進，真是令人佩

服。毛慕庭有一頭捲捲的頭髮，他的朋友緣也很高，成績也很好。最後一個就是我們

班最愛闖禍的－高勖恩，雖然上課愛調皮搗蛋，但是勖恩在一些重大的活動裡，都會

很努力的爭取名次。有時還會講一些很搞笑的話，來逗大家開心，不瞞大家說，其實

高勖恩也有一雙飛毛腿和一雙金剛手臂，因為打樂樂棒時，高勖恩總是帥氣的揮了一

球，而且還把球打得遠遠的，讓大家都稱讚他。

在班上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躲避球比賽。當時帶著既緊張又興奮的心情來

到球場，當裁判吹哨子時，我們就開始比賽，經過幾天的比賽，終於要公佈成績了，

第一名…五年三班，當時我們看著三班那開心的笑容，我們班不禁也為著大家加油打

氣，聽到老師公佈第二名是五年二班，我們班就像雀躍的小鳥一樣，邊唱歌，邊歡笑。

我覺得我能跟這麼好的同學同班，表示我們很有緣份。在最後的幾個月，我希望

大家可以把之前不愉快通通忘掉，不要留下不美好的回憶。

六年二班 陳娟娟老師指導



我們這一班 六 2楊琇瑾

我們二班，男生調皮、女生聰明，雖然秩序亂七八糟的，但我們班很聰明，常給許多科

任老師許多印象。當然，班上也有許多「有名」的大人物，帶給我們班歡樂和一大堆的八

卦……。

我們的體育股長—范竣哲是一個說話幽默，個性樂觀的小調皮鬼。他又瘦又高，作文也

寫得很好，常用一些我從來沒聽說過的成語造句。他很喜歡蒐集一些八卦，所以就算上課時

他的座位我離我很遠，我們還是可以用比手畫腳的方法來溝通。

毛慕庭是班上跑得最快的女生。當她在跑步時，她會屏氣凝神的看著終點，槍聲一響，

她便像豹一般，「咻~」的一聲飛奔到終點。她跑步的成績，成了田徑隊至高無上的榮耀。在

班上，她對任何八卦也終究是保持著守口如瓶的態度，因此她成為我講八卦時的忠實聽眾。

我們班上最大膽、調皮的男生當然鄭宇翔莫屬了！別看他很矮，他可是跆拳道黑帶的喔！

他跑得很快，速度幾乎可以跟毛慕庭並駕齊驅了！調皮的他，和范竣哲是好哥兒們，因此兩

人常常和陳昱云吵架，但總是吵輸的那一方。

陳昱云是班上最兇悍的女生，她很聰明，身旁常圍著一群女生。凡事只要她出馬，絕對

不會輸。她雖然很兇悍，但卻很膽小，只要一條小蚯蚓，就可以把她嚇的哇哇大叫。希望在

這短暫的一年裡，她能夠改掉亂打人的毛病和暴躁的個性。

我好喜歡我們班，我們曾經一起吃飯、游泳、玩耍、上學……，希望我們能永不分開，

永遠永遠在六年二班一起上課、一起吵鬧、一起遊玩……。



故事接龍 六 2游雯心

星期三的早上，正當大家都在教室上課的時候，突然聽到操場上傳來一聲「ㄆㄥ」的巨
響。大家都跑出教室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原來是一架飛機掉到操場上，飛機的頭還把司令台
壓垮了。正當大家七嘴八舌的時候，機門慢慢的打開了，走出了三個巨人，他們太高，頭都
到三樓頂。「哇!巨人!巨人!」小朋友不約而同的大叫起來。原來這三個巨人是希臘的「三大
神」:天神宙斯、海神波塞頓以及冥界之神黑帝斯。祂們會來是因為他們的宮殿每天氣溫都超
過 30℃，而且溫度也持續上升中，後來經過智慧女神雅典娜的調查結果，發現是人類造成的。

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過量，使得全球暖化，導致有極端氣候，天氣一下子熱一下子冷，
而且熱空氣上升，冷空氣下降。就讓漂浮在天上的宮殿越來越熱，連用海水澆地板後，地板
還熱熱的。他們就來找出原因，可是飛機飛到這裡時，引擎突然停了下來，所以祂們就掉了
下來。天神宙斯希望大家幫祂的忙，找出全球暖化所帶來的影響。海神波塞頓希望大家幫祂
想南北極的浮冰融化使得海平面上升所帶來的影響。冥界之神黑帝斯則是希望大家幫忙告訴
其他人出門時多使用公共運輸工具，盡量不要自己開車，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小朋友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想不出有什麼辦法能幫三大神的忙。過了良久，終於
有人說－全球暖化會造成海平面上升、極端氣候、氣候異常、野生動物暴斃、海平面上升是
因為南極、北極的冰山正在融化，極端氣候是有的地方很熱而有的地方很冷。氣候異常是明
明很冷的冬天卻出大太陽，熱到只要穿一件短袖就好了。春、夏、秋、冬四季以後可能會變
的不一樣。造成這樣的原因，就是排放了過多的二氧化碳，使得保護地球的臭氧層破掉了，
希望大家不要再破壞地球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故事接龍 六 2陳昱云

星期三的早上，正當大家都在教室上課的時候，突然聽到操場上傳來一聲「ㄆㄥ」的
巨響。大家都跑出教室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原來一架飛機掉到操場上，飛機的頭還把司令台
壓垮了。正當大家七嘴八舌的時候，機門慢慢的打開了，走出了三個巨人，他們太高，頭都
到三樓頂。

「哇！巨人！巨人！」小朋友不約而同的大叫起來。
當我們仔細看清楚之後，才發現是個三個未滿週歲的「巨嬰」，因為他們找不到父母，因

此嚎啕大哭，剛開始雖有助於滋潤大地，可是因為淚水過量卻導至淹大水，我們為了逗他們
開心，只好打扮成各種有趣的模樣，讓他們笑得合不攏嘴，但他們那可怕的笑聲，震破了許
多人的耳膜。

過了一會兒，他們又再度哭鬧，原來是肚子餓，我們立刻找來一大群母牛，動用了許多
人力，這才將巨嬰們的肚子填飽。大家手忙腳亂累得人仰馬翻，忽然間，遠處又飛來了一架
飛機，原來是巨嬰的父母來接他們回去，這才知道是調皮的三兄妹誤觸了時空膠囊的緊急按
鈕，巨人為了感謝我們，就送了「一顆糖果」表示謝意，但這「一顆糖果」卻足夠我們全校
同學吃整整一年。



科技與生活 六 2謝瑞榆

科技與生活的關係密切不可分，我們在生活上的各項設施不但完備，而且相當的便利舒

適，不僅提升了我們的生活的品質，更豐富了美好的人生。

有了手機，讓每個人可以遠距離說話、聊天；有了手錶，讓大家有正確的時間觀念；由

於能源的改變，炊具的改革，使得烹飪食品變得更容易，也更能節省時間；冰箱的問世，使

得食品的供應產生了很大的革新；創新的建築技術數及室內裝潢設計水準提高，使我們居家

生活比以前舒適很多；鋪設寬廣的道路使行車更安全、更便利；現在的設備器材很多是育樂

融合在一起的，如電腦多媒體等。

雖然科技帶給我們便利的生活，但泛用科技，會造成文明的後遺症，例如：手機廣泛的

使用，使得因駕駛或是行走的途中講手機而造成傷亡情況增多；免洗餐具的方便卻也帶來垃

圾處理問題；洗衣機的發明，大大革新了洗衣服的問題，但洗衣劑的使用卻帶來了水質污染

的問題。長期接觸手機、電腦等高科技物品，會讓視力受損也會造成身體其他部位損害。

科技帶給我們便利和舒適的生活，但也會危害身心健康，大家不可不慎。

穿越時空的一封信 六 2 毛慕庭

親愛的慕庭：
你最近過得如何？有再發明出什麼好玩的新玩具嗎？小心越來越幼稚喔！哈哈！當你女

兒真好。天天都有稀奇玩具可以玩。對喔！你女兒最近乖嗎？有沒有又鬧脾氣啊？現在你已
經成家立業，想必十分幸福吧！時間過得好快啊！從小時候在學校跌個狗吃屎的蠢樣，剛上
一年級懵懵懂懂的傻樣，中年級和好友一起混、一起玩的笑臉，在高年級和實習老師、老師、
朋友以及田徑隊的點點滴滴……，這些美好的回憶，你還記得嗎？是否記憶猶新？還記得中
年級時和死黨們在力行沙坑旁的樹下埋的小盒子嗎？那個秋天，我們一同在盒子裡放入回
憶，楓葉、交換日記、根深蒂固的友誼，在楓葉飄落的季節，被完整的收藏，什麼時候要挖
出來呢?還是讓它永遠存在吧!

你在玩具公司許久了，最近，又升等了吧！恭喜你囉！但，更要慶祝的，是你完成了你
的夢想、你的志願。要追逐夢想，真的不簡單啊！恭喜你！你做到了！在築夢時，你肯定遇
到許多挫折吧！但最後，你是贏家。

再來，也沒什麼話好說了。如果以後你遇見了什麼難題、挫折，你就靜下來，想一想，
想想小時候的事吧！你要記得，永遠有人在替你加油！有田徑隊的隊友、有朋友、有老師和
同學，你不是一個人！加油吧！

最後，祝你
身體健康
天天黑皮

三十年前的你
慕庭敬上
2011.4.24



童年的回憶 六 2李偉銍

小時候，爸媽假日常帶我出去玩，也常常跟家人聚餐。我還記得爸媽第一次帶我去遊樂

園玩，我看到小人國裡的迷你建築物，當時很開心，媽媽還幫我拍了很多照片。小時候因為

舅媽他們很喜歡泡烏來山上的溫泉，所以就邀請我們全家一起去泡溫泉，第一次泡溫泉的我

覺得有點害怕，但是後來爸爸把我抱到溫泉池裡後，我就覺得很舒服、很安心。

上了幼稚園，我認識很多人，也交了一些好朋友，但是有時候卻因為搶玩具而爭吵，然

後就被老師罵。有一次我跟幼稚園同學吵到要用剪刀互剪衣服，幸好被老師制止，不然剪到

我們兩個的細皮嫩肉就慘了。在我還沒上幼稚園以前有一件令我難以忘懷的事，那時我跟鄭

宇翔都給褓母照顧，鄭宇翔在睡午覺時，我突然醒來要找褓母，可是褓母出去買奶粉了，結

果我自己打開門走出去，後來有人把我帶到警察局，褓母才找到我，還好沒有被壞人抓走。

小時候爸爸養了一些魚，我跟爸爸都會觀察那些魚，有時候母魚生小魚，我負責看好小魚在

哪裡，爸爸負責把小魚移到其他地方才不會被吃掉，我跟爸爸的合作讓小魚獲得安全的空間。

我覺得小時候可以無憂無慮的很快樂，但是現在長大了要有責任感，要把事情做好，不

要調皮搗蛋。

童年往事 六 2吳家瑜

那天，我打開了房間裡的櫃子，裡面是一本又一本的相簿。我翻開相簿，相簿中裝著滿

滿的回憶，我看見自己從出生、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一直到現在，從黃毛丫頭變

成長髮姑娘；從小腳丫變成了大腳丫……，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我的家人對我的照顧及愛護。

在挑選幼稚園時，媽媽挑中了全能幼稚園，地點就在我家對面。那時因為大家都出門上

班，家裡只剩我和外婆，所以都由外婆帶我去上課。年幼的我很懶，每次總是拜託外婆背我

去上課─那時的我可是十分輕盈的！快到幼稚園時，才趕緊請外婆把我放下來，再一起走進

學校，假裝是自己和外婆走路來的。

在我大概二歲的時候，我說話都只說二至三個字，有一天中午，我在客廳吃午餐，外婆

在廚房洗碗。我叫著：「阿一ˇ!阿一ˇ!」外婆聽見了便說道：「阿姨去上班了。」那時我大

概覺得外婆不理我，又叫：「阿一ˇ!阿一ˇ!」外婆感到十分納悶，便走過來看一看，發現我

在喊的不是阿姨，而是地上一隻隻正在搬運食物的螞蟻!

外婆廚藝精湛，吃過的人都讚不絕口。每當班上舉辦慶生會時，外婆也會帶大人都愛吃

的炒米粉和蝦仁炒胡蘿蔔再加上玉米這兩樣佳餚和我、媽媽一起去。當其他家長稱讚外婆的

廚藝時，我的心中也感到與有榮焉，十分高興自己每天都可以吃到如此美味的佳餚。

因為媽媽要上班，所以從小打理我生活的人幾乎都是外婆，童年的點點滴滴自然也與外

婆息息相關。記得小時候，我曾答應長大後要負責照顧爸爸、媽媽、阿嬤……等。隨著歲月

的流逝，爸爸、媽媽、外婆都漸漸變老了，我也要學著自己獨立，長大後要努力工作，才能

賺錢照顧長輩。



寫給三十年後的自己的一封信 六 2鄭淇蔚

未來的我：
妳好嗎？你生活的如何？你應該有工作了吧？我現在快從力行國小畢業了，很快樂也很

自由，希望你沒忘記小時候的夢想啊~~如果過的很辛苦，也要常常笑喔！另外，也不要忘記
立下的夢想喔，我現在剛剛才考完試，快要畢業了！心裡充滿了許多的悲傷、憂心以及面對
快要上國中的喜悅心情。

時間過得很快吔！想從前幼小的我也步入了少年期了，雖然面臨很多生活、學業、新的
環境上的問題，可是也別忘了自己快樂的時候ㄛ…我相信，不管未來會發生什麼，會碰到什
麼，希望你千萬別難過，只要努力，皇天不負苦心人的。當然，雖然人也會有不能成功的事，
也不要悶在心中，要和父母或朋友說說會比較好呀!

我並不知道未來，當然很想問你很多事，例如:你結婚了嗎?你工作行不行，朋友對妳好
嗎?是否當上漫畫家了?還是有其他工作呢?...等等的問題，可是，不管將來選了什麼，就千
萬別輕易放棄、做事要認真(哪怕是小事，也要好好的做完喔!)現在的我也會加油不輸給未來
的我的!還有最後一件事要再次提醒你，一定一定不要忘記所有的人對你的好，也別只記得人
家的不好，做人要誠實，這樣就行了喔！
祝平安順利！

三十年前的我
鄭淇蔚 上 100.4.24

難忘的童年 六 2孫玥蓁

某一天晚上，當我在翻箱倒櫃尋找上課需要用的美勞物品時，我在床頭櫃中意外的找到
了一本佈滿灰塵的相簿，好像很久沒有人看過了，我拿抹布拍了拍，翻開一看，原來是一些
小時候的照片，那時候，我的臉很小，頭髮也很短，才忽然想起再過一年就必須離開快樂的
童年了，心中不禁無限感慨，便掉入了回憶的漩渦中。

還記得我上的幼稚園就在我家對面，所以都只有我和哥哥一起出門、回家，看到別人都
有家長來接，其實還滿羨慕的。有一次在上課時跑去上廁所，卻發現地上有一隻翻過身的蟑
螂，觸角和腳都還有在動，我在哪裡看了幾秒，才反應遲鈍的跑回教室，嚇得再也不敢回去
上廁所，直到在睡午覺時，不小心尿床了，惹得全班哄堂大笑，自己也哭了。現在想想，那
時還真是太膽小了，又愛哭，雖然現在也沒好到哪裡去。那件事就好像昨天才剛發生過，又
好像距離非常遙遠。

有一次出門時，我負責關門，當哥哥要拉著我向前走，我的右手中指不小心被門夾到了，
我哭得超大聲，哥哥也不知所措，只能往樓上喊：「爸爸、媽媽，開一下門啦！」不過我深信
那哭聲應該足夠傳到樓上和幼稚園裡。後來終於解決了之後，在以前的傷口留下一顆痣，現
在想起來還是會覺得有一點恐怖，所以現在才會在每次關門時那麼小心。

每次春節，我們全家都會一起大掃除，每個人一起分工合作，除了每個人要負責把自己
房間整潔的部分，爸爸負責把紗窗拆下來洗一洗再裝回去，媽媽洗抹布，我來掃地，哥哥拖
地，像這樣子一起工作，有說不出來的快樂。

雖然有時候很快樂，不過每個人都會長大，所以我應該做好心理準備離開童年，更要珍
惜現在的每一刻。



難忘的畢業旅行 六 2范竣哲

時光飛逝，令人難忘的畢業旅行也漸漸過去。回想畢旅當天，大家都踏著愉快的步伐，

興高采烈的迎接著這段美好的旅程，不久，接二連三的巴士，來到了校門前，每個人大包小

包的，三步併一步的趕緊上車，即將展開這奇妙的畢業旅行。

第一站，是發生在我們出生不久的 921 地震博物館，位於台中地區的光復國小，被無情

的地震襲擊，不但操場的地表隆起，學校的建築物也都成了觸目驚心的危樓。晚上在住宿清

境農場的國民賓館之前，我們在濃霧之下，開了一個晚會派對，在這熱鬧的夜晚，每個人的

心情也 High 到了極點，大家聲嘶力竭的為自己的隊伍努力的加油著，好不熱鬧！

第二天，來到了綠油油的青青草原，那裡瀰漫著濃密的霧，又加上了細細的毛毛雨，使

得視線有點模糊不清，雖然天氣很冷，不過台上的剪毛秀&趕羊秀依舊十分精采、掌聲如雷！

最令我吃驚的是那隻英姿煥發的牧羊犬，他不但要迅速的把羊群趕在一起，還要引導他們的

去向，真是令人大開眼界！下午的九族文化村我們是玩得不亦樂乎，恐怖又刺激的水上之旅

----加勒比海盜，令人體驗高空衝浪的超快感；有著神秘太空感的太空山，讓人體驗在伸手

不見五指的情況下高速行駛，最後讓你 90 度停在半空中。自由活動時間即將進入尾聲，在同

學的推薦之下，我和班上的同學升上了 ufo~將近 25 層樓高的自由落體，就像登上了外太空

一樣，然後再以恐怖的速度往下墜，（（5~4~3~2~1~0…….哇阿！）乎~終於回到了地面，心臟

都差點跳出來了呢！晚上，我們住宿到六福莊，這裡不但空氣新鮮，還能跟和藹可親的動物

們住在一起，就像在叢林裡，和大自然融為一體般。

第三天，我們來到了隔壁的六福村，才一轉眼，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怒神正好急速下降，

真叫人等不及躍躍欲試呢!來到了六福村，最不能錯過的就是野生動物區，我們乘著專車巴

士，隔著玻璃，開放式的近距離看著猛獸，動物們似乎很熱情的歡迎我們，活潑的小獼猴也

興奮的繞著巴士跑。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隻威風凜凜的孟加拉虎，當他那利銳的雙眼虎

視眈眈的凝視著我們，彷彿把我們當成了獵物般，正想大快朵頤一番！看完了動物，接著我

們自由分組乘坐遊樂設施，第一站，我們坐上了令人暈頭轉向的海盜船，前後刺激的擺動，

彷彿在大海上乘風破浪；除了這些，我們還坐了許多五花八門的遊樂設施， 但最恐怖的還是

那高聳入雲的大怒神，雖然高度大約只有 10 層樓高，但當大怒神升到最高處時，內心的恐懼

這時也跟著湧了上來，直到下來的那一瞬間，一顆忐忑不安的心，這時也才安份了下來!

這次的畢旅，我學到了許多，不但克服了內心的恐懼，也更增加了我的信心，真是獲益

良多呢!



今年夏天 2011.5 六 5 林昱廷

5/4 心情小語
烈日紅陽，火紅鳳凰。

三十五日，最終樂章。

六五回憶，令人嚮往。

相片張張，我愛這張。

5/5 心情小語
離別，是另一項學習的開始，並不是結束。

但我不愛離別，我不希望結束。

我希望 FOREVER！！

5/9 心情小語
有時平凡也是一種美，

安祥也是一種幸福。

平平安安，

就是一種給家人、父母、朋友的禮物。

5/10 心情小語
一篇短短的紀錄，

代表了永恆的回憶。

一句真心的祝福，

代表了由衷的感謝。

5/11 心情小語
六年來的點點滴滴，

我把它全收藏起來，

讓它拌著我一同飛翔。

六年五班 張榮賢老師指導



南臺灣之旅 六 7劉皓文

經過一學期的努力之後，期待已久的寒假又要到了。因為電視報導說，今年的冬天特

別冷，經過我們家人的「一番討論」，最後決定在寒假時來一趟南臺灣之旅，一方面放鬆心情，

一方面可以避開北部的寒冬。

放寒假的第四天，我們就往南部出發了，經過將近七個小時的車程，終於到達了南臺

灣度假勝地──墾丁。我們入住凱撒飯店，一進入飯店大廳，我就感受到一股悠閒的氣氛，

可能是因為整個飯店布置的如同南洋風情，再加上溫暖的陽光，令人放鬆而慵懶。

當天晚上，我們就輕鬆的逛逛墾丁大街，吃些當地的特產，也玩了射水球、打玩偶等

小遊戲。回到飯店，當然不能錯過花園套房的露天泡湯池，爸爸和我在泡湯池中享受泡泡浴、

打水仗，還用毛巾包住空氣，在水中使勁的擠出，就形成了許多小氣泡，雖然是簡單的遊戲，

我們卻玩得不亦樂乎。

第二天一早，我們便驅車前往國立海洋生物博物

館。首先到世界水域館觀賞企鵝餵食秀，當帶著豐富食

物的飼育員出現時，所有的企鵝都一擁而上，似乎是十

分飢餓，不過牠們雖然擠成一團，卻不會爭先恐後，每

隻企鵝大約吃到一些南極蝦和三條魚後，就會離開，移

動到旁邊的冰塊上，或是開始游起泳來。看到牠們扭著

屁股、左搖右擺的移動著身體，或是在水中用肥短的前

肢撥水，挺著大肚子往前游，真是可愛極了！

到了珊瑚王國館，最吸引我目光的是聰明逗趣小白鯨。本來小白鯨只供遊客靜態觀賞，

不過很幸運的，我們到達的時候正是飼育員餵食牠們的時間。我們看到了兩隻小白鯨努力的

搖動自己的身軀，似乎在跟飼育員撒嬌，希望多分到一些食物。吃飽喝足後，飼育員利用哨

音和手勢指揮牠們做出像是水中翻滾、尾部拍球及舉起前肢和遊客打招呼等動作。這時噴出

的水花也常讓遊客驚叫不已，當然，也混雜了許多掌聲和笑聲。

珊瑚王國館還有另一個重頭戲，就是全亞洲最長的海底隧道。在那兒，我們可以觀察

珊瑚礁的生態和魟魚、鯊魚及一些活力充沛的珊瑚礁魚群。

我覺得最精彩的是當魟魚進食時，我們可以從隧道

的透明玻璃看到魟魚張開大嘴，吃掉魚的後半身，魚頭還

留在嘴邊的樣子。

六年七班 陳錦湧老師指導



最後，我們到了臺灣水域館。除了看到一些模擬臺灣河川及海洋生態系的生物

生活環境之外，最有趣的就是為小朋友設計的觸摸池。我最先摸海參，牠的身體表面

有柔軟的突起物，摸起來很細緻，不像想像中會黏黏的。再來摸的是殼上背有海葵的

寄居蟹，我的手指才一靠近海葵，牠們便機警的將觸手收回，身體也縮成一團，寄居

蟹則安然的待在原處，一動也不動。

第三天，我們的目標是臺灣最南端的燈塔──

鵝鑾鼻燈塔。這個燈塔的塔高有十八公尺，光力可達

二十七海浬，所以有「東亞之光」的美譽。我們還到

砂島生態保護區觀賞綿延二二○公尺的貝殼砂沙

灘、全臺最南端的南極國小和臺灣最南點石碑。在臺

灣最南點看著夕陽緩緩落下，別有一番風情。

第四天，享用完豐盛的自助式早餐後，我們便

告別墾丁，往高雄出發。首站到屏東的「出火」，當

時雖然下著大雨，但是火焰依然沒有熄滅，最大的出

火口還燒到約一公尺高。接著到燕巢的月世界，該地

被稱做「惡地」，因為泥岩被雨水沖刷後，寸草不生。

我們站在地基有些被掏空的棧道邊，再由上往下看，

令人雙腳發軟，也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到了泥火山自然保留區，我們看到天然氣挾帶泥

漿噴出的壯觀景象，而噴出的泥漿還形成了噴泥錐、噴泥盆和噴泥塘等。因為泥漿很

濃稠，每次天然氣噴出時，都會形成一個大泥泡，在破掉時，又會產生極大的聲響，

聽來有趣又刺激。到了新養女湖，因為是屬於私人的土地，所以那裡的地主還熱心的

在噴發口點火給我們看。他說，只要天然氣接續得上，火就可以一直燃燒，最高紀錄

是曾經從早上八點燃燒到傍晚六點左右才熄滅。

結束了四天的南臺灣知性之旅，我們要繼續往北，還有四天的行程。但才到臺

南，就已經感受到冷鋒的威力，這才讓我懷念起墾丁溫暖、可愛的冬陽。我跟爸媽說，

以後有機會，我還想到南部避冬，過個舒適宜人的冬天假期。



攀岩記 六 7黃俊瑋

在一連串繁忙的課業學習之後，老師為了重新振奮我們的學習鬥志，特地安排了

一項校外攀岩活動。活動當天，我們全班雀躍不已，開開心心搭車前往文山運動中心

攀岩場，準備迎接今天的挑戰。

進入運動中心的六樓，我們看到佇立在眼前七公尺高的攀岩牆，有如一隻長滿麟

片的巨大怪獸，似乎張牙舞爪地對我們說：「來挑戰我吧！」全班同學當然不甘示弱，

紛紛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在做好熱身運動，並學會使用安全設備之後，上場的時刻

終於來臨。全班同學排隊輪流攀爬攀岩場，每個人都使盡力氣想要征服這頭巨獸。但

是，這頭巨獸果然不簡單，同學們逐一敗陣下來，甚至開始放棄不再攀爬。輪到我的

時候，我運用老師教的方法，先用雙手抓穩上方的石頭，再將雙腳輪流往上踩，一步

一步踏實地向上爬。不知不覺地，我已經超越了其他四個同學，但是好景不常，我的

手突然沒抓好，「啊！」不禁叫了一聲，我失手了，好險有繩子的保護，讓我只是懸

吊在半空中。

驚魂甫定，我繼續鼓起勇氣迎接挑戰。我想起爸爸經常勉勵我的一句話「唯有相

信自己，夢想才有可能實現」，信心突然從我的心裡湧了出來。奮力攀爬之後，距離

岩頂愈來愈近，「再一點點就攻頂了！」同學的呼喊與加油聲激勵了我，爸爸的話也

回盪在我的耳邊，我告訴自己：「我相信我能攻頂！」於是踩穩雙腳、伸長手臂，緊

緊抓住每顆石頭，最後用力爬到岩頂，將勝利旗子插在巨獸的頭上。這時，同學的鼓

掌聲倏然充滿整個岩場，我抹去臉上的汗水，露出了成功的笑容。

攀岩活動結束了，我成了班上唯一成功登頂的學生。這次的攀岩活動，讓我了解

到為人處事時，不只要有耐心與恆心，還要相信自己，「相信」是一股強大的心靈力

量，讓我們可以不斷向前邁進，直到成功。「唯有相信自己，夢想才有可能實現」成

了我的座右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