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三三三 3333    翁綺霙翁綺霙翁綺霙翁綺霙    

    

    

    

 

三年三班        柯芝嫻 老師指導 

其一~切水果 

    吃過午飯後，媽媽忙完洗碗，

說要教我如何切水果，首先，把水

梨外皮清洗乾淨，接著拿起削皮器

削皮。削完之後把它切成一半，再

切成六分之一的大小。媽媽告訴我

一個小技巧，切的時候要用刀子的

中間，而不是用刀尖切。我終於學

會切水果，切好的水梨吃起來特別

香甜多汁，我也學會了一件重要的

家事。 

其二~看新聞 

    今天我在報紙上看見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說明一些阿拉伯世界的年輕

人，因為不滿政府專制，紛紛起來反

抗獨裁國家。美國一家網路雜誌公司

發起「占領華爾街」運動，主要發起

的原因是抗議貧富的失衡。全國一半

的財富掌握在百分之一的人手中，而

貧窮線以下的人有百分之十六。 

    我認為這樣的情形很嚴重，政府

幫助一些大財團或銀行賺錢，卻不幫

貧人度過難關，沒做到政府公平正義

的角色。我也想當億萬富翁，媽媽說

我必須努力用功讀書學習才有機會當

那百分之一的成功人士。如果真的有

那麼一天，我一定要幫助貧困的人們。 



 

 

我長大了我長大了我長大了我長大了  三三三三 3333    傅俊翔傅俊翔傅俊翔傅俊翔 

    我長大了，我的食量變多了，我的身體變得更高更壯了，以前我只能吃

下半碗飯，但是現在，我能吃下兩碗飯。 

    我長大了，以前的我跳繩只能跳三下，現在的我體力和技術都更厲害，

可以一口氣跳五十下，令媽媽也很驚訝！我長大了，我騎腳踏車騎得更穩了。

小時後騎車總是常常摔車，跌跌撞撞，現在則是騎得又快又好！ 

    媽媽稱讚我懂事又體貼，她疲勞時，我會幫她按摩搥背，吃完飯幫忙倒

垃圾，媽媽說：「看到你長大會幫忙分憂解勞，真好！」 

    我喜歡畫畫和設計東西，所以我長大後想當設計師，設計一些漂亮又實

用的商品，因此，從現在起，我要好好讀書，吸取新知，朝向我的目標前進！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您您您您您您您您真真真真真真真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三三三三 3333    徐子璇徐子璇徐子璇徐子璇 

    我們的生活中，每天都有默默為我們付出的人，因為他們辛苦的工作，

堅守自己的崗位，才能使我們的生活方便，社會更進步，我們要感謝他們。 

    我們要感謝的人很多，例如：果農辛苦的種水果，讓我們每一季都有

香甜營養的水果可以吃；警察叔叔不畏風吹日曬，站在繁忙路口為我們指

揮交通，使我們都能準時上學和上班；另外，還有辛苦的老師們，常常細

心有認真的為我們上課和教導我們如何解決問題。這些在社會各角落默默

付出的無名英雄，我真想給他們一個大大的擁抱，並告訴他們：「有您真

好！」 

    家人是我最要感謝的對象。父母給我們愛與關懷，在人生的路途中，

有他們的照顧和勉勵，我們才能健康、快樂的成長，所以我也要對家人抱

持感恩的心。 

    如果人人都知道隨時感謝他人並努力回報，我們的社會就會更美好。 



 

 

三三三三 3333    黃千芮黃千芮黃千芮黃千芮    

                    七月二日  星期六   天氣晴 

    帶著期待已久的心情，我們全家來到花蓮，展開豐富的親子之旅！ 

    我們先來到七星潭，我和弟弟在海邊看到許多各式各樣、形狀大小、顏色

不同的貝殼，我們挑選了幾顆漂項的白石頭帶回家。晚上，在美侖大飯店入住，

享用豐盛的晚餐。 

     第二天，目的地是兆豐農場，收先租了遊園車繞園區一圈，沿途清新的空

氣令人精神舒爽，美麗的田野風光使我的心情十分開朗。我拿出相機，拍了好

多可愛的動物和風景，也在那買了一個可愛的娃娃，她的肚子還會發出聲音呢！

晚上我們在飯店的游泳池玩噴水大戰，玩得好過癮，都不想上床睡覺了呢！ 

     我覺得假日時光最適合全家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讓自己增廣見聞，變得

健康充實，又可以增進親子間的感情，真是一舉兩得！ 

 

 



 

 

                                                    三三三三 3333    陳柔羽陳柔羽陳柔羽陳柔羽 

 

 

去年暑假，我們一家人和媽媽公

司的同事一起到韓國員工旅遊，我們

的行程是韓國五天四夜遊。韓國位在

東北亞，夏天不像臺灣炎熱，冬天比

台灣寒冷。 

    到了韓國機場，領完行李，我們

搭乘電車，才到入境大廳。在韓國，

幾乎餐餐鹹鹹辣辣的泡菜，而且常讓

顧客免費吃到飽。我們特別體驗做泡

菜，另外，我們還去「汗蒸幕」，感覺

上很像台灣的三溫暖，做完，讓人全

身舒暢。我們參觀 

幾個著名的景點，有東大門、清溪川、

首爾塔、南山公園以及世界文化遺產 

「水原華城」。我們還試穿了傳統韓服

並拍照留念，在滑雪場用雪盆滑雪，

十分刺激好玩呢！ 

    在韓國還有一種當地著名的「亂

打秀」，全劇沒有語言，全靠打擊樂和

演員的肢體動作還呈現劇情，讓人覺

得心期又難忘。還有小朋友我最喜歡

的愛寶樂園， 

有驚險刺激的雲霄飛車令我回味無

窮，另外還參觀野生動物園，欣賞夜

間的高空煙火秀，行程多采多姿。 

    我很喜歡出國旅遊，因為可以體

驗各種不同文化，並增廣見聞，有機

會，我還要到世界各地旅遊。
 

 

 

 

 

 

 



 

  三三三三 3333    翁綺霙翁綺霙翁綺霙翁綺霙 

    今年暑假，我和最親愛的家人已起出國到馬來西亞遊玩。馬來西亞為在台

灣南方，靠近赤道，所以天氣炎熱，一年四季都像是夏天。 

    我帶著泳衣、防曬乳以及既興奮又期待的心情，開開心心的坐上班機前往。 

    飛了約五個小時，到達吉隆坡機場，我興奮得又叫又跳，繞著圈圈讓我的

裙子像花朵一樣綻放。就在這時，我的眼前突然出現一群全身都穿著黑袍的女

生，頭包著黑巾，只能看見她們大大的眼睛，導遊說這些人是信奉回教的教徒。

後來我參觀了回教的聖地「水上粉紅清真寺」。大家換上粉紅色的長袍及遮陽

帽，恭敬的進入寺內。寺內的建築既精緻又高雅，抬起頭仰望，頂上的天花板

刻著粉紅色的花紋，還有透著光的藍色窗戶，感覺非常莊嚴。 

    在這裡，我認識了一種新的宗教，他們尊敬神的方式有些複雜也帶著神秘

色彩。在馬來西亞玩了五天，參觀、玩水、吃巧克力，每個景點都留下我們全

家琅琅的笑聲與美麗的回憶。 

     下次再見吧！馬來西亞。 

 

 



 

 

 

 

 

 

                     三三三三 6 6 6 6 李念李念李念李念    
 

從一年級開始，我參加過說故事、說書人和相聲……等活動，從這些比賽

和表演的經驗中，我學會了「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功」的道理。 

回顧這些比賽，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低年級時的說書人比賽。那次比賽中，

我和同伴因為說錯話及漏詞，不僅在台上當場爭執了一下，下台後，還為誰先

漏詞爭辯了起來，媽媽當時立即制止了我們，她說：「這是一個團體合作的活動，

任何人出錯，同伴就要幫忙並且補救，讓比賽可以順利結束。如果用責怪的方

式解決，就失去這場比賽的意義了。」從媽媽的話中，我學習到，比賽的意義

不在結果，而是在於過程。透過比賽可以學習到臨場反應、克服緊張，以及解

決問題的方法，責怪並不能解決問題。 

我很慶幸擁有這些比賽的經驗，讓我學習了解決問題、臨場反應的能力，

也讓我愈來愈有自信。未來，我希望可以繼續參加更多的比賽，吸取經驗，讓

自己有更多的學習與成長。 

 

 

三年六班        顏素足 老師指導 



 

  

 

 

 

 

 

假如我是發明家假如我是發明家假如我是發明家假如我是發明家           三三三三 7  陳茵琪陳茵琪陳茵琪陳茵琪 

    假如我是發明家，我想發明萬能機器人，幫我們煮飯、打掃、做家事，這樣

的話，媽媽就不用不停的做家事，做到腰痠背痛了。 

    假如我是發明家，我想發明時間控制器，可以把我和媽媽在一起的時間拉

長，把頂嘴、惹媽媽生氣的時間縮短，每天快樂的時間比不快樂的時間多很多。 

   假如我是發明家，我想發明一種長生不老藥，讓媽媽長生不老，可以看到我

的孩子、孫子、曾孫子。 

   希望將來有一天，我真的能夠發明這麼多有用的東西，給我最心愛的媽媽，

讓我們天天都可以幸福美滿。 

 

假如我是國王假如我是國王假如我是國王假如我是國王       三三三三 7  郭羽芹郭羽芹郭羽芹郭羽芹 

  假如我是國王，我一定會把我的錢捐三分之一給窮人，讓他們可以吃得飽、穿

得暖。 

  假如我是國王，沒事時，我會看書或想一想如何管理國家?如何讓人們多賺一

點錢，生活過得更好。 

  假如我是國王，我就可以幫助更多的人。我會請廚師多煮一點飯菜，讓大家

一起享用。大家快樂，我也快樂。 

 

三年七班        莊玉明 老師指導 



 

假如我是假如我是假如我是假如我是 3C 達人達人達人達人          三三三三 7 歐陽昕歐陽昕歐陽昕歐陽昕   

          假如我是 3C達人，我想設計有趣的電腦程式，讓大家不要花很多時

間，就可以學到更多課本上沒有的東西，我也想在網路的世界和朋友一起共創

未來。 

     假如我是 3C達人，我想發明一種特別的電腦，只要把一個跟遊戲有關的

東西，放入一個特別的電子箱，跟我發明的電腦連線，就會有很多遊戲跑出來，

而且它也有一般電腦的功能喔! 

     如果我真的變成了一個 3C達人，我就會每天生活在快樂裡，用現代化的科

技，開啟世界的窗口。 

 

假如我是小鳥假如我是小鳥假如我是小鳥假如我是小鳥        三三三三 7 閻家蓁閻家蓁閻家蓁閻家蓁 

  假如我是小鳥，我就可以失火時去救人，幫飢餓的人找東西吃，也可以在天上

和其它的小鳥一起飛，自由自在不受限制。 

  假如我是一隻小鳥，我可以找多汁甜美的果子吃，喝溪水裡的水，也可以玩

許多好玩的遊戲，和小鳥同伴們一起歡樂的唱歌，在樹上築巢。 

  假如我是一隻歡樂的小鳥，我可以天天在樹上唱歌，玩遊戲，我可以把吃下

去的果實帶到遙遠的地方讓它繼續生長，讓地球更漂亮。 

 

 



 

假如我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假如我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假如我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假如我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      三三三三 7 廖誼佳廖誼佳廖誼佳廖誼佳 

    今天，我要向大家說這篇文章的主題，那就是「假如我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 

    我知道要當一個十全十美的人很難，但我要努力去做，完成這個夢想，我

覺得我的表現在百分之九十以內才算不錯，我希望自己可以是百分之百，如果

真的是那樣就可以像牛頓、愛迪生和愛因斯坦他們一樣，還有「科學之母」居

禮夫人等……他們都幾乎是發揮「天才頭腦」來創下一些奇蹟，所以我要學習

他們。 

   我覺得我跟亨利˙福特差不多，差不多的是只要下了決心就不會改變，因為

這樣才不會很善變，也不會很煩惱。結論就是想當一個十全十美美的人，就要

從現在開始奮鬥、努力。因為現在還不急，所以要加油〜如果真的有一個夢想

就應該努力看看。 

  因為我最不會的幾個項目像是羽毛球、網球和足球等，因此，在體育方面我

也想要追求十全十美。所謂「青出於藍更勝於藍」，其他方面我更有一顆追求完

美的心喔！ 

 

 

 

   三三三三 7 闕祥瀚闕祥瀚闕祥瀚闕祥瀚 

《自然課》  100.9.27 

今天，上自然課的時候，去摸樹。摸樹的時候，我們拿尺。我們摸了車前草和

大王椰子樹。我覺得很好玩，希望以後還能上自然課。 

《海盜》   100.10.12 

今天，我們在玩「海盜」的遊戲。我們把地上當作海，溜滑梯的地方當作海盜

船。有一艘遊艇壞了，我修好了，上課了。「海盜」真好玩。 



 

  三三三三 7 林聖山林聖山林聖山林聖山 

烏來烏來烏來烏來 

  今天是我第一次參加獵人營，在外

面住三天兩夜，集合之後我們去烏來。 

  到了山上的「給樹的家」，裡面有一

位 83歲的老太婆，名字叫「YAGI」，

她教我一首五千年前的歌，歌名是

「Limui」。YAGI 反覆不斷的教唱，我

才背了下來。「YAGI」都 83歲竟然這

麼有活力，我也要像她整天抱著快樂

的心情，來過每一天。 

搭帳篷搭帳篷搭帳篷搭帳篷   

  第二梯次，我一樣是睡帳篷，和我

同組的人有改變，每次我睡帳篷不是

沒睡好，就是跑到別人的帳篷，因為

睡在硬的帳篷裡，很不舒服，而且我

怕工蜂的針，為此我還哭呢! 

  搭帳篷時老師講解後，再讓我們去

組裝，我力氣小，所以大部分，都是

別人做，搭完就去拿行李。 

  這次的露營能體會野外的生活，還

不賴也! 

生火生火生火生火 

  好興奮喔!我們要練習野外點火，看

完老師示範點火之後，就去撿木頭。

我撿到一根竹子，拿給老師砍，卻砍

到一種螞蟻的家。點火之後，就開始

比賽，燒了很久，最後是我贏。 

  點火真有趣，可惜是用打火機來點

火，如果能鑽木點火更棒! 

射弓箭射弓箭射弓箭射弓箭  

  在教室裡做弓箭，剛開始老師幫我

做，但是我想自己做一把弓箭所以老

師就放手讓我打一把弓箭。 

  老師帶我去弓箭場射箭，目標是射

寶特瓶，我射了好幾發，才射中，很

不簡單。 

  射弓箭真好玩，可以訓練我們的專

注力，是個不錯的活動。 

做陷阱做陷阱做陷阱做陷阱  

  老師帶我們去陷阱場做陷阱。老師

先示範抓老鼠的陷阱，當我做好了陷

阱，發現是利用一塊板子壓住老鼠，

我當場找木頭來試，果然把木頭壓住

了。要是在田裡放陷阱，一定可以抓

到老鼠。 

下山回家下山回家下山回家下山回家  

  好快三天三夜，休一下就過去了，

手提行李，心中非常不捨。 

  下次我一定要參加冬令營，這次我

學到了不少東西，回家一定要再練習

弓箭和彈弓，做香蕉飯給爸爸媽媽吃。 

  這三天兩夜的山上生活真棒!期待下

次的「米靈岸獵人夏令營」。 

 



 

 

 

 

天公作美，本來陰雨綿綿的天氣放晴

了，讓運動會順利舉行，真是太好了! 

  但是，一連好幾天的雨，讓跑道還

是濕濕的。為了安全起見，學校決定

不跑「大隊接力」和「跳草裙舞」。心

理覺得有點可惜，不過一想到還可以

玩「趣味競賽」，瞬間又開心起來了! 

  這次的「趣味競賽」可有趣了！先

兩手握著球匍伏前進，抵達中點，放

下球後，跑步衝到目標地，插上旗子，

回來拿球，再衝回起點。比賽分成紅、

藍兩隊，每一隊各四班，我們是藍隊。

操場上加油聲四起，大家的心情都很

激動。 

    很快就輪到我了，我使出了吃奶

力氣，拼命往前爬，耳邊不斷傳來大

家的加油聲，很快的插上旗子，邁開

我的飛毛腿，像劍一樣的衝回終點，

我覺得我跑的快極了，不賴呢! 

    比賽完了，回到位子上，發現媽

媽們準備了美味豐盛的餐盒和飲料，

大家都樂瘋了!坐在位子上，開心的吃

著麵包、聊著天、看著比賽，很像在

野餐，真是太美妙了! 

    雖然這次的比賽我們沒有獲勝，

但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有老天爺幫

忙，好吃又好玩的運動會! 

 

一句話的啟示一句話的啟示一句話的啟示一句話的啟示      三三三三 7 班曾意紜班曾意紜班曾意紜班曾意紜 

      今天，我要告訴大家「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意思是時間

很寶貴，用無數的錢也買不到。 

      雖然我沒有經驗，但是它給了我一個啟示，就是時間很寶貴，必須好好

珍惜，如果不好好珍惜，這些時間會浪費掉，而且時間要花在有意義的事情上，

如果時間是花在沒意義的事情上，我會感覺自己好像錯過某件事，有時候，我

還會覺得好像把時間花在不適當的地方或者是，好像又把時間浪費掉呢! 

    我覺得這句話很有道理，時間的卻是用無數的金錢也買不到的，我也希望

大家可以不浪費時間，讓大家過得很充實快樂。 

 

 

三三三三 7 林子宸林子宸林子宸林子宸 



 

    三三三三 7 溫健亨溫健亨溫健亨溫健亨 

    今天，是校外教學的日子，一大早我和弟弟恨不得馬上到學校，到了學校之

後，我和大家便帶著快樂的心情，坐上遊覽車前往第一個目的地「植物園」。 

    到了植物園，導覽阿姨為我們介紹了好多種植物，如..黃蓮木、紅豆樹、孔

雀豆……等等植物，還為我們介紹了植物園的植物共有一千五百種。 

    後來我們參觀了歷史博物館，裡面放了許多有名畫家的作品，也放了許多

原住民的東西，期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原住民紋面女婦。 

    接近中午的時候，我們搭上遊覽車，到達臺博館音樂臺吃午餐，吃完午餐

之後，休息一會兒我們就來到了臺博館，一進到臺博館第一個看到的就是原住

民的木弓、木刀、木槍，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賽德克族原住民紅白相間的衣

服，好特別啊!最後我們還去了土銀展示館參觀，裡面有好多恐龍的模型，還有

以前生物的標本。 

   今天的校外教學吸收了許多課堂上沒有的知識，收穫真是豐富！ 

 

      三三三三 7 許誼洳許誼洳許誼洳許誼洳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利納，是一隻很漂亮又很乖巧的小金魚。生活在一個魚缸

裡面，有很漂亮的水草，還有一個很小的房子。 

  以前我的主人是一個胖太太，不過，我後來又被賣到另外一個家庭了。現在  

的女主人頭髮長長的，而且常常化妝，男主人是一個戴眼鏡的人，我的名字是

他幫我取的。 

  他們有兩個小孩，姐姐叫英英，上三年級，會照顧金魚，妹妹叫蕾蕾，是上

幼稚園，會捉弄人。 

    女主人每天都給我吃很營養的食物，我很感謝他們全家人，放假的時候他

們會到魚缸旁邊看我游泳，逗我玩，他們最喜歡看我的尾巴搖來搖去， 我很喜

歡住在他們家裡。 



 

 

童童童童        詩詩詩詩    

  三三三三 7 陳張榮陳張榮陳張榮陳張榮   

冷先生， 

為甚麼您那麼愛作怪? 

舒適的春天和秋天才剛到， 

您就突然來搗亂。 

冷先生，冷先生， 

您應該乖乖待在冬天裡吧! 

  三年三年三年三年 7 黃安捷黃安捷黃安捷黃安捷   

溫柔的月光， 

每天晚上陪著我睡覺。 

溫柔的月光， 

每天晚上陪著我寫功課。 

溫柔的月光， 

每天晚上陪著我吃飯。 

月光啊，月光，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三三三三 7 黃安捷黃安捷黃安捷黃安捷

   

辛苦的媽媽， 

在上海工作， 

每天想著我們和爸爸。 

辛苦的媽媽， 

在上海工作， 

每天想家。 

辛苦的媽媽， 

謝謝您! 

   

 



 

   三三三三 7 熊耘熊耘熊耘熊耘 

你一直下不停你一直下不停你一直下不停你一直下不停，，，， 

碰到水就看不見碰到水就看不見碰到水就看不見碰到水就看不見。。。。 

人人都討厭你人人都討厭你人人都討厭你人人都討厭你，，，， 

碰到妳都雨傘開花碰到妳都雨傘開花碰到妳都雨傘開花碰到妳都雨傘開花。。。。 

雨呀雨雨呀雨雨呀雨雨呀雨! 

你何時才停止你何時才停止你何時才停止你何時才停止，，，， 

讓大家看到太陽讓大家看到太陽讓大家看到太陽讓大家看到太陽，，，， 

讓大家帶著開心的笑容讓大家帶著開心的笑容讓大家帶著開心的笑容讓大家帶著開心的笑容。。。。 

   三三三三 7 熊耘熊耘熊耘熊耘 

冬天你來到北方冬天你來到北方冬天你來到北方冬天你來到北方，，，， 

每次讓那兒的小孩子看到你每次讓那兒的小孩子看到你每次讓那兒的小孩子看到你每次讓那兒的小孩子看到你，，，， 

難道你不想認是南方人難道你不想認是南方人難道你不想認是南方人難道你不想認是南方人，，，， 

只想在那北方只想在那北方只想在那北方只想在那北方。。。。 

你不知其他人很想看你你不知其他人很想看你你不知其他人很想看你你不知其他人很想看你，，，， 

你的到來大家會很高興你的到來大家會很高興你的到來大家會很高興你的到來大家會很高興。。。。 

希望你可以讓南方人希望你可以讓南方人希望你可以讓南方人希望你可以讓南方人，，，， 

也享受這冬天也享受這冬天也享受這冬天也享受這冬天。。。。 

 

   三三三三 7 陳以薰陳以薰陳以薰陳以薰 

 

串串串串串串串串珠珠珠珠珠珠珠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串串串串串串串串珠珠珠珠珠珠珠珠，，，，，，，，  

紅紅紅紅紅紅紅紅橙橙橙橙橙橙橙橙黃黃黃黃黃黃黃黃綠綠綠綠綠綠綠綠藍藍藍藍藍藍藍藍靛靛靛靛靛靛靛靛紫紫紫紫紫紫紫紫，，，，，，，，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線線線線線線線線過過過過過過過過洞洞洞洞洞洞洞洞，，，，，，，，  

右右右右右右右右線線線線線線線線加加加加加加加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  

串串串串串串串串成成成成成成成成小小小小小小小小狗狗狗狗狗狗狗狗，，，，，，，，  

串串串串串串串串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愛愛愛愛愛愛愛愛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串串串串串串串串出出出出出出出出歡歡歡歡歡歡歡歡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串串串串串串串串出出出出出出出出信信信信信信信信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童童童童        詩詩詩詩    

 三三三三 8 蕭瑤蕭瑤蕭瑤蕭瑤 

牙刷是個清潔人員牙刷是個清潔人員牙刷是個清潔人員牙刷是個清潔人員，，，，    

每天餐後都幫我刷牙每天餐後都幫我刷牙每天餐後都幫我刷牙每天餐後都幫我刷牙。。。。    

牙刷短短的頭髮牙刷短短的頭髮牙刷短短的頭髮牙刷短短的頭髮，，，，    

在我的嘴巴裡在我的嘴巴裡在我的嘴巴裡在我的嘴巴裡，，，，    

拉過來拉過來拉過來拉過來，，，，        

拉過去拉過去拉過去拉過去，，，，    

什麼蛀蟲都逃不過什麼蛀蟲都逃不過什麼蛀蟲都逃不過什麼蛀蟲都逃不過────────    

牙刷的魔掌牙刷的魔掌牙刷的魔掌牙刷的魔掌。。。。    

    

 

三三三三 8 李佳曆李佳曆李佳曆李佳曆 

書包呀書包書包呀書包書包呀書包書包呀書包，，，，    

你真厲害你真厲害你真厲害你真厲害，，，，    

不管再重的東西不管再重的東西不管再重的東西不管再重的東西，，，，    

你都會堅持到底你都會堅持到底你都會堅持到底你都會堅持到底。。。。    

書包呀書包書包呀書包書包呀書包書包呀書包，，，，    

你真是我的好夥伴你真是我的好夥伴你真是我的好夥伴你真是我的好夥伴。 

 

 

           三三三三 8 莊詠喆莊詠喆莊詠喆莊詠喆 

門啊門啊門啊門啊！！！！    

你會不會痛啊你會不會痛啊你會不會痛啊你會不會痛啊？？？？    

你每天這裡撞你每天這裡撞你每天這裡撞你每天這裡撞，，，，    

那裡撞那裡撞那裡撞那裡撞，，，，    

有沒有受傷有沒有受傷有沒有受傷有沒有受傷？？？？    

需不需要我幫你擦藥需不需要我幫你擦藥需不需要我幫你擦藥需不需要我幫你擦藥？？？？    

 三三三三 8 黃子甯黃子甯黃子甯黃子甯 

青蛙青蛙青蛙青蛙，，，，    

你每晚你每晚你每晚你每晚「「「「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妳是為了女友而妳是為了女友而妳是為了女友而妳是為了女友而「「「「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雖然雖然雖然雖然，，，，    

在青蛙與公主的故事裡在青蛙與公主的故事裡在青蛙與公主的故事裡在青蛙與公主的故事裡，，，，    

你是你是你是你是「「「「英雄英雄英雄英雄」」」」的角色的角色的角色的角色，，，，    

但但但但，，，，    

我不希望我以後的我不希望我以後的我不希望我以後的我不希望我以後的「「「「白馬王子白馬王子白馬王子白馬王子」」」」    

會是隻會是隻會是隻會是隻「「「「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叫的叫的叫的叫的「「「「青蛙青蛙青蛙青蛙」！」！」！」！    

三年八班        顏國雄 老師指導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氣氣氣氣氣氣氣氣        三三三三 8 李怡璇李怡璇李怡璇李怡璇 

天氣是一個個天氣是一個個天氣是一個個天氣是一個個淘氣寶寶淘氣寶寶淘氣寶寶淘氣寶寶，，，，    

一下子變冷一下子變冷一下子變冷一下子變冷，，，，    

一下子變熱一下子變熱一下子變熱一下子變熱，，，，    

天氣像一個快樂小孩天氣像一個快樂小孩天氣像一個快樂小孩天氣像一個快樂小孩，，，，    

有時嘩啦啦的跳著舞有時嘩啦啦的跳著舞有時嘩啦啦的跳著舞有時嘩啦啦的跳著舞，，，，    

有時太陽嘰嘰喳喳的說著話有時太陽嘰嘰喳喳的說著話有時太陽嘰嘰喳喳的說著話有時太陽嘰嘰喳喳的說著話，，，，    

喔喔喔喔！！！！    

原來天氣這麼頑皮啊原來天氣這麼頑皮啊原來天氣這麼頑皮啊原來天氣這麼頑皮啊！！！！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典典典典典典典典        三三三三 8888    詹詠純詹詠純詹詠純詹詠純    

字典是我們的老師字典是我們的老師字典是我們的老師字典是我們的老師，，，，    

當我有不懂的字當我有不懂的字當我有不懂的字當我有不懂的字，，，，    

就可以馬上查就可以馬上查就可以馬上查就可以馬上查出出出出來來來來，，，，    

當我有不懂的當我有不懂的當我有不懂的當我有不懂的詞詞詞詞，，，，    

它它它它也會也會也會也會解釋給解釋給解釋給解釋給我們看我們看我們看我們看，，，，    

字典啊字典字典啊字典字典啊字典字典啊字典    

你真是我的好幫你真是我的好幫你真是我的好幫你真是我的好幫手手手手。。。。    

    

 

    

    

    

    

鞋鞋鞋鞋鞋鞋鞋鞋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三三三三 8888    詹安詹安詹安詹安慈慈慈慈    

每天每天每天每天穿腳穿腳穿腳穿腳上的上的上的上的鞋鞋鞋鞋子子子子    

是我的好伴是我的好伴是我的好伴是我的好伴侶侶侶侶    

如果把如果把如果把如果把他他他他踼壞踼壞踼壞踼壞了了了了    

他就像他就像他就像他就像長長長長了一個大嘴巴了一個大嘴巴了一個大嘴巴了一個大嘴巴    

好像要好像要好像要好像要罵罵罵罵人人人人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鐘鐘鐘鐘鐘鐘鐘鐘          三三三三 8888蔡蔡蔡蔡佳佳佳佳晏晏晏晏 

時時時時鐘先鐘先鐘先鐘先生生生生，，，，    
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愛捉弄愛捉弄愛捉弄愛捉弄人人人人，，，，    

每次我每次我每次我每次我玩得正玩得正玩得正玩得正高興高興高興高興，，，，    

你就你就你就你就跑得特跑得特跑得特跑得特別別別別快快快快，，，，    

每次我每次我每次我每次我寫作業寫作業寫作業寫作業的時的時的時的時候候候候，，，，    

你就你就你就你就跑得特別慢跑得特別慢跑得特別慢跑得特別慢，，，，    

時時時時鐘先鐘先鐘先鐘先生生生生，，，，    

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愛捉弄愛捉弄愛捉弄愛捉弄人人人人。。。。    

    

    

    

    

    



 

    

        三三三三 8888蘇苡榛蘇苡榛蘇苡榛蘇苡榛    

小小小小螞蟻螞蟻螞蟻螞蟻，，，，你過你過你過你過得得得得好好好好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從早從早從早從早到晚都到晚都到晚都到晚都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你們好可你們好可你們好可你們好可憐憐憐憐喔喔喔喔！！！！    

而我就很而我就很而我就很而我就很輕鬆輕鬆輕鬆輕鬆。。。。    

為什麼要這麼為什麼要這麼為什麼要這麼為什麼要這麼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原來原來原來原來寒寒寒寒冬來冬來冬來冬來臨臨臨臨的時的時的時的時候候候候就不就不就不就不怕怕怕怕了了了了，，，，    

因因因因為你們為你們為你們為你們早早早早就就就就準備準備準備準備好好好好豐盛豐盛豐盛豐盛的的的的食物食物食物食物了了了了。。。。    

            三三三三 8888孟莛諭孟莛諭孟莛諭孟莛諭    

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青蛙，，，，    

有時有時有時有時候候候候你像天生跳你像天生跳你像天生跳你像天生跳遠遠遠遠家家家家，，，，    

一跳就不見了一跳就不見了一跳就不見了一跳就不見了。。。。    

有時有時有時有時候候候候你像你像你像你像游泳游泳游泳游泳高高高高手手手手，，，，    

游游游游來來來來游游游游去去去去。。。。    

你是一個你是一個你是一個你是一個運動運動運動運動家家家家，，，，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時你是一時你是一時你是一時你是一位位位位大大大大贏贏贏贏家家家家，，，，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跟跟跟跟你一你一你一你一樣樣樣樣。。。。    

    

    

        

                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三三三三 8888    孫宇佑孫宇佑孫宇佑孫宇佑    

娃娃喜歡學數數娃娃喜歡學數數娃娃喜歡學數數娃娃喜歡學數數，，，，    

能從能從能從能從一一一一數數數數到三到三到三到三，，，，    

數數數數著著著著數數數數著著著著漏掉漏掉漏掉漏掉了了了了十十十十，，，，    

數數數數著著著著數數數數著著著著跑出跑出跑出跑出個個個個四四四四，，，，    

再再再再教教教教他他他他，，，，    

一到一到一到一到十十十十，，，，    

不知不知不知不知怎怎怎怎麼麼麼麼九又跑九又跑九又跑九又跑到到到到八前面八前面八前面八前面，，，，    

小小小小娃娃學數數娃娃學數數娃娃學數數娃娃學數數，，，，    

真有真有真有真有趣趣趣趣！！！！    

    



 

    三三三三 8888鄭仲哲鄭仲哲鄭仲哲鄭仲哲    

車車車車子啊子啊子啊子啊！！！！車車車車子子子子！！！！    

你每天都你每天都你每天都你每天都跑跑跑跑來來來來跑跑跑跑去去去去，，，，    

你你你你跑跑跑跑到到到到世界世界世界世界的角的角的角的角落落落落，，，，    

渴渴渴渴的時的時的時的時候候候候，，，，    

我我我我給給給給你你你你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累累累累的時的時的時的時候候候候    

我就我就我就我就找找找找個個個個位位位位子子子子，，，，    

讓你讓你讓你讓你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三三三三 8888 林林林林盈秀盈秀盈秀盈秀    

書包啊書包啊書包啊書包啊！！！！書包書包書包書包，，，，    

你真你真你真你真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今今今今天帶天帶天帶天帶台語台語台語台語，，，，    

明明明明天帶英天帶英天帶英天帶英語語語語，，，，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是你的好是你的好是你的好是你的好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是你的好是你的好是你的好是你的好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不管不管不管不管晴晴晴晴天天天天、、、、雨天都不雨天都不雨天都不雨天都不喊累喊累喊累喊累，，，，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陪陪陪陪我去上我去上我去上我去上學學學學。。。。    

    

    

            三三三三 8888 林林林林芷嫻芷嫻芷嫻芷嫻    

如果我會飛翔如果我會飛翔如果我會飛翔如果我會飛翔，，，，    

那麼我要飛去墾丁那麼我要飛去墾丁那麼我要飛去墾丁那麼我要飛去墾丁，，，，    

看那美看那美看那美看那美麗的沙灘麗的沙灘麗的沙灘麗的沙灘。。。。    

如果我能跑進卡通世界如果我能跑進卡通世界如果我能跑進卡通世界如果我能跑進卡通世界，，，，    

那麼我要進入羊村那麼我要進入羊村那麼我要進入羊村那麼我要進入羊村，，，，    

和喜羊羊交個朋友和喜羊羊交個朋友和喜羊羊交個朋友和喜羊羊交個朋友。。。。    

如果我有太空船如果我有太空船如果我有太空船如果我有太空船，，，，    

那麼我要漫遊到月球那麼我要漫遊到月球那麼我要漫遊到月球那麼我要漫遊到月球，，，，    

尋找外星人的足跡尋找外星人的足跡尋找外星人的足跡尋找外星人的足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