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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五五 3  3  3  3  趙俊凱趙俊凱趙俊凱趙俊凱 

     又到了週末，一大早起床我就很期待，因為今天中午我和哥哥、媽媽要到

一家主題餐廳與阿姨做午餐的約會。 

    搭上公車，再轉捷運來到熱鬧的東區街頭。從遠方看到熟悉的背影，讓我

十分興奮。除了是久未碰面，另外也心想要快點到中午的餐廳用餐。走著走著

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粉紅色景象，有著一雙大眼，用開心的表情迎接你，讓人彷

彿身置於皇宮中，享受著公主和王子般的招待，那就是 Hello Kitty 主題餐廳。 

    當我們點餐後，服務人員上著一道道菜，每一道菜都讓我們驚呼連連，看

了之後，都忍不心吃下這可愛造型的食物。店內有可愛的蛋糕、水晶吊燈及處

處可見的 Hello kitty 擺設，令我們沉迷，真可用燈光美、氣氛佳來形容，外

加美味可口的食物，怎不令人沉醉？在我們品嚐美食的同時，時間也一點一滴

的消逝，真希望這一刻永遠靜止不要結束。 

    結束今天的聚會回到家中，對著其他家人敘述著餐廳裡的景象，爸爸直說：

「那你可是過了一天的王子生活。」而我自己很佩服商人，為了滿足客人而設

計想出了這麼多的創意，來吸引顧客上門，看來我也應該充實自己，除了課本

上的知識外，也要多了解周遭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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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3333        許芸愷許芸愷許芸愷許芸愷    

                      

    盼望了好久的旅遊終於來臨了，第一天我們跟阿嬤一起在桃園機場等阿

筑，我們到齊了以後，就去搭乘前往千歲的飛機。由於我們家有七個人，所以

我們跟團裡的人坐不一樣的飛機。 

抵達千歲後，就坐了 4 個小時的車〈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沒有行程的原因〉去

飯店。飯店裡有出名的美人湯，美人湯是「十勝

川溫泉」，因為水質具有養顏美容的效果，因而

有美人湯這個名稱。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去使用飯店的設施─

「熱氣球體驗」，熱氣球是導遊強力的推薦。然

而，那天發生了一件令我到現在都毛骨悚然的事

情，到達搭乘地點時，突然找不到我的 NDS，我急得都哭出來了。於是，我請導

遊跟飯店人員說明情況並請他們幫我找找看，所以只好離開了飯店，在車上我

一直一直哭，不管旁邊的人怎麼勸，我還是一

直哭。眼淚停不下來，它就像雨一直的下，真

令人難過。 

    緊接著我們去位於北海道正中央的「富田

農場」，這裡的「薰衣草」，很漂亮，而且很多。

薰衣草冰淇淋很好吃，我吃得津津有味，販賣

的紀念品既多又實用，我都不知買什麼好？之

後，我們去撘乘 NOROKKO 觀光小火車，那個速度，連螞蟻都跑的比他快。不過

好舒服ㄛ！就像在兜風一樣。 

 

 

 



 

    我們前往許多廣告的拍攝地─美瑛，美瑛不論是哪裡都像是畫一般美麗，

旅行社特別為我們安排騎腳踏車，讓我們享受花田休閒之趣。 

    今晚夜宿於夕張溫泉鄉，夕張溫泉有一個稱呼「可讓肌膚美麗的開水」，夕

張最有名的就是「哈密瓜」，夕張的哈密瓜又大又甜，還很好吃。 

    第三天的行程也很好玩，第一站是北方牧場，佔地約 15 萬坪的廣大牧場，

在綠意盎然的廣大園區內，我們可以從騎馬體驗、馬車遊園、弓箭氣球、單車

漫遊中自由選擇選一項。 

    第二站，我們去美麗的白城堡和充滿浪漫色彩的「尼克斯海洋公園」。由於

大家的肚子都餓了，所以我們先去吃好吃又豐盛的東西──壽喜燒。尼克斯海

洋公園是 以北歐風格兼海洋復活為主題，建

築包括一 座以北歐風味的尼克城堡和大型

水族箱， 城堡內以聲光合成，體驗到如同進

入海底一 樣的神秘氣氛，而水族管則以人工

方式分為 寒流及暖流兩條水中隧道，每日有

可 愛 海 豚、海獅表演秀及觀賞非常特別的

企 鵝 遊 行，成群的國王企鵝在我們面前散

步，逛大街，其可愛討喜的模樣令人為之動容。 

    今晚夜宿於北海道著名的度假勝地──喜樂樂度假村。晚餐於飯店內享

用，有六家日本料理、中餐、西餐，融匯北海道當地食材之鮮美，讓我吃得津

津有味。我覺得這家飯店是我們這次旅遊最豪華的飯店，因為設備很完善，而

且還有許多商店。 

    第四天，我們先從飯店出發到羊蹄山名水

公園，自羊蹄山所流下來的雨水及雪水滲透至

地底下，經過自然的過濾過程而凝聚成甘甜的

泉水，遠眺有羊蹄富士支撐的羊蹄山。 

    小樽運河具有古色古香與浪漫風情之古老

街道，與情人漫步於此充滿羅曼蒂克的氛圍。



 

沿著運河兩旁的倉庫群，是由明治中期至昭和初期由紅色磚瓦建造而成的建

築，石造的牆垣刻劃出當時的歷史情緒。水晶音樂盒工房被喻為天上樂音的小

樽音樂盒館，樓高 3層，當中陳列超過 3000個音樂盒，其中不乏罕有珍藏，裡

面還有一個音樂盒，你們知道它的價錢嗎？竟然價值五百多萬，你們相信嗎？  

    狸小路，北海道最大的商店街，總共有 200 多家商店，狸小路商店街已經

有 120 年以上的歷史，在明治年代，這個區域就已經是商家雲集的繁華街道，

當時負責拉客的是脖子塗滿白粉的女孩，宛如狐狸般的樣貌，因此這裡早期被

稱為狐小路，後來才改名為狸小路。 

    開心的一天又結束了，眼看明天就要和大家說掰掰了，感覺好捨不得，後

來我們達成一個協議，大家要用電子郵件聯絡。 

    最後一天，我們就去全長 1500公尺、寬 105公尺的大通公園，大通公園是

由一條由紫丁香和榆樹組成的綠色漫步道，

漫步其中享受花香與芬多精，真是令人舒暢。 

    離開前的最後一站，三井 OUTLET 購物廣

場，我們在購物廣場買了好多好可愛的衣

服，買了好多北海道的名產，買了北海道的

名產，還買了北海道限定版商品，我還買很多禮物

要給老師呢！ 

    坐飛機回台北以後，大家就各奔東西，希望還

有見面的機會，這

五天真的很謝謝

大家的關照！希

望大家能夠事事順心，大吉大利！ 

 

 

 



 

 

                              五五五五 3333        唐鳳鈴唐鳳鈴唐鳳鈴唐鳳鈴 

 

     上個禮拜三，爸爸、哥哥和我搭乘早上 6點火

車，前往台東老家！沿途，有許多綠油油的農田和

梯田，這都是在都市見不到的壯觀景象喔！ 

    火車在中午十二點十分抵達台東站！一出火車

站，就看到站在太陽底下，滿頭大汗的叔叔在車旁

等著我們，我們趕緊拿著行李跑過去。差不多二十

幾分鐘後，就到達叔叔家了！我和哥哥非常興奮，

一到叔叔家門口，就看到堂弟、堂妹及嬸嬸，我們

興奮的跑下車，像是看到多年沒見的親人般抱在一

起。 

    下午，因為太無聊了，所以決定要去堂弟、妹的學校玩一下，剛好有時間

可以讓當老師的叔叔，回他工作的學校開會。剛開始我們先去打籃球，但是爸

爸怕我們中暑，只好去玩在陰影下的遊樂設施。正當大家玩得盡興時，堂妹突

然大叫一聲，我們趕緊過去看，她的腳上爬滿了螞蟻！堂弟趕忙將水往她的腳

上潑，我和哥哥則是拿空瓶裝水給堂弟，最後水終於「戰勝」螞蟻了！我們怕

腳上又會有螞蟻，所以離開了學校。晚上四個小孩和爸爸回阿嬤家吃飯、睡覺

度過愉快的一天！ 

    第二天早上我們四個小調皮鬼 6點就起來吵爸爸了，但別以為這已經很早

囉，阿嬤可都已經為我們準備好早餐了！吃過早餐後，叔叔就開車來阿嬤家接

我們去玩囉！今天我們要去初鹿牧場！二十分鐘後抵達目的地，我們四個小朋

友先去坐歐洲遊園馬車逛遊園一遍。接著我們要去餵牛了，那裡的牛個個都大

的不得了，差點嚇到我！再來我們要去滑草，堂弟他們都不敢先下去，要我先

滑，我只好答應。滑下去時，涼涼的風撲面而來，感覺好輕鬆、好刺激！划完



 

後竟要我們自己把滑板牽上來？在大太陽下，要從下面牽一台有鐵的滑板到上

面，真是太過分了！上來後大家都累垮了，叔叔要大家先離開免得中暑！到車

上後我和堂弟真的有點暈暈的，連中午要去吃的貴族世家也沒了，最後只好在

附近找一家店吃午餐。吃飽後，叔叔先載我們回阿嬤家，因為他和嬸嬸要回家

睡午覺。 

     下午，叔叔要帶我們去泡湯囉！這次是要去知本的「老爺大飯店」。到了

飯店我們先換泳衣，準備下水了！因為嬸嬸說，這裡

有小魚腳底按摩，所以我們一直狂找，但都找不到，

原來已經沒了！後來我們一直在那邊游泳、按摩，玩

了好久才回阿嬤家。在回家的途中，叔叔的手機響起

了，哦原來是住在泰源的姑姑一家要來！他們要回來

我們是很高興，但是他們家有四個小孩，加起來有六個人耶！他們回來後我發

現他們家的印尼傭也回來了！因為姑姑的第四個孩子還是寶寶，需要照顧。我

們小孩吃飽飯後就到房間跟寶寶玩，他超可愛的，才一歲半喔！姑姑他們回家

後，我們就準備去看電視了！十一點時弟弟想睡了，所以我們要去睡覺了。半

夜弟弟一直咳嗽，爸爸要他去喝水，他竟喝到吐了！因為這件事我們十二點半

才睡呢！ 

    第三天是我們待在台東的最後一天，我們要坐下午的火車回台北。早上叔

叔先帶弟弟去看醫生，在過馬路時，我不小心踩進一個凹陷的洞內，腳刮到，

流了好多血！中午我們終於如願以償，去貴族世家

吃午餐。下午，我們不知道可以做甚麼，所以我們

四個小孩就 自

己過馬路到 對

面的台糖冰

廠，打羽球、 吃冰。 

    時光飛 逝，一下子就到了要分離的時

候！我們幾 個小孩一直想辦法拖延時間，



 

希望趕不上火車，就不能回台北！弟弟甚至還說必須要有人犧牲，去撞牆、去

馬偕醫院，就不用回台北了！去火車站的途中，我們四個一直祈禱能夠遇上紅

燈、臨檢，還說希望所有的「阿貓」、「阿狗」和砂石車全過來就能拖延時間了！

但是該面對的還是要面對，離別的時候到了！這次離開時，弟弟變勇敢了，也

不再以淚洗面，但我和哥哥都快飆淚了！我們是多麼希望可以住在一起呀！終

於我們要上火車了！明年見，我美麗的家鄉！                                     

 

 

 
 
 

 
 

 

 
 
 

 
 
 

 
 
 

 



 

     

 

 

((((一一一一)   )   )   )   五五五五 3  3  3  3  林佳賢林佳賢林佳賢林佳賢    

    我的煩惱一大堆，其中最令我心

煩的是：「上安親班的英文課！」因為

那裡都只能說英文，不可以說中文，

否則會被老師罵的很慘！所以，我不

會說的單字只好悶在心裡，真的好不

舒服喔！ 

    還記得我三年級的時候，老師要

我們用「英文」來說說看假日時，做

了什麼事。我心想：「哎呀！完了啦！

我到底要說什麼？」於是我決定先聽

聽看別人說了什麼，再決定自己的內

容。但是哩，運氣真不好，偏偏老師

要我第一個發表，我根本沒準備，所

以只好亂說一通，引得每個同學都哈

哈大笑，老師還一邊笑著一邊叫我坐

下。為什麼？為什麼別人可以發表的

如此成功呢？而我卻是一口破英文。

於是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把英文學好。 

    我試著利用下課短短五分鐘，去

請教老師我不會的單字，我也利用上

課的時間認真聽講抄筆記……等等。 

    又到了每週的考試時間，由於我

下定決心要把英文學好，所以我不能

害怕了，應該要勇於面對！考完試的

隔天，老師告訴我進步了很多，可是

還不夠，雖然有點小成績，但我一定

要更好、更棒才行！ 

    我真希望，哪一天我一覺醒來，

可以變成一位英文女超人。 

 

  

 

                        



 

    

((((二二二二)   )   )   )   五五五五 3  3  3  3  胡尹齊胡尹齊胡尹齊胡尹齊    

我的煩惱多得數都數不完，例如

上音樂課、補習班的英文課……這些

都是會讓我覺得很煩惱很害怕的科

目，其中讓我最煩惱的就是上音樂

課，每次大家聽到上音樂課都會高興

到一直歡呼，而我卻一點也快樂不起

來，一翻開音樂課本，看直笛譜時總

是覺得自己快昏倒了。每一次上課我

都希望有小叮噹，這樣時間就可以快

轉。 

    二年級上音樂課時我還覺得滿喜

歡的，因為老師只教我們看譜唱歌，

但是從三年級開始有直笛課，直笛的

指法我都會，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手總

是不靈活，所以我常被老師留下來不

能準時下課。 

    每次在教室吹直笛都感覺自己可

以吹的很好，但一到老師面前就吹不

出來了，我曾經反覆練習，但是還是

一樣，只要一到老師面前就吹不出來

了。有一次我先把同學當成老師吹給

他聽，並且一直重複吹，吹到他說好

為止，可是一到老師面前還是一樣吹

不好，因為一直無法改進，所以我的

音樂成績總是很差。 

    這一次的作文學習單，讓媽媽知道

了我在音樂課遇到的煩惱，所以我們

找爸爸一起討論，媽媽覺得我的練習

還是不夠多，所以叫我有時間多多練

習，甚至回外婆家時，也要帶著直笛

及樂譜，當著大家的面吹給他們聽，

這樣除了可以多練習還能練練膽量。

希望這個方法有效，而我的音樂成績

也能突飛猛進。



 

 

 
     

 

            

    

故事接龍故事接龍故事接龍故事接龍 1~1~1~1~有怪獸有怪獸有怪獸有怪獸                                                        五五五五 3333        馮阜弋馮阜弋馮阜弋馮阜弋    

    昨天晚上，正當我要上床的時候，突然聽到房門外咚咚響，我打開房門，

就被一隻綠色的怪獸吞了下去，在怪獸的大肚子裡，我看到媽媽和妹妹也在裡

面，我跟他們一起大喊一聲──「救命！」爸爸聽到了我們的求救，他悄悄的

接近怪獸，但是怪獸有一雙大耳朵，所以爸爸也被吞了下來。 

    我們全家開始想辦法逃出來，妹妹很機伶，她學著武俠小說的輕功，開始

亂打，媽媽則是用炒菜工具猛打他；爸爸在他的胃酸上撒尿，看他會不會拉肚

子，我使出絕命迴旋踢，不斷的踢打。所有方法都試過了，就是沒辦法打倒牠，

媽媽說：「乾脆跳進胃酸裡好了。」妹妹說：『不要！那很噁心。』正在我們很

生氣的在怪獸肚子裡跳上跳下時，怪獸突然覺得鼻子很癢，牠打了一個大噴嚏，

而我們就飛了出來。怪獸靦腆的說：「不好意思，我感冒了，不然我不會吃你們



 

的。」知道原因之後，我們趕緊拿了感冒藥給牠，牠的感冒就好了，牠跟著門

口的怪獸媽媽，手牽手快樂的一起回去家去了，天知道牠下次感冒時會去誰家

拜訪，不過，不關我的事囉！ 

    

 

    
    
    
    

故事接龍故事接龍故事接龍故事接龍 2~2~2~2~恐怖之旅恐怖之旅恐怖之旅恐怖之旅                                            五五五五 3333        林婉真林婉真林婉真林婉真 

    昨天晚上，正當我要上床的時候，突然聽到房門外咚咚響，我打開房門，

看到了一個頭斷掉的阿飄。我尖叫著跑回房間，忐忑不安的把門關起來。接著，

我又再度聽到敲門聲，我心想：「一定又是那個阿飄。」所以我沒膽量去開門。

他見我不理他，就直接飄進我的房間來。這一次，牠開口對我說話了！他說：「我

的屍體在『度蘭山』的山頂，請你去幫我把我的屍體拿回來，還給我的家人。」

聽到了這句話，我更是嚇得魂飛魄散，因為度蘭山可是我們村裡最高、最難爬

的山耶！ 

    雖然如此，但我還是答應了他的要求，就在某一個深深的夜晚，一個阿飄

和一個人一同前往度蘭山的山頂。好不容易，我們來到了山頂，在度蘭山上的

山洞裡面只見有一個斷成兩截的屍體，腐爛的身軀，上面爬滿了蠕動的蛆，看

起來非常噁心。當我在想要如何處理這巨大又噁心的屍體時，天上忽然飛來兩

隻大鳥.，把屍體叼走了！我趕快跑去追那兩隻大鳥，但畢竟他們是鳥，飛的太

高、太快了！我跑的上氣不接下氣，還是追不上他們。阿飄說他有一把槍，只

聽見碰！碰！兩聲，兩隻鳥應聲落地。我們用擔架把屍體搬回村子，阿飄也順

利的安葬了，而我也結束了這恐怖之旅。 

    



 

    

    

    

    

    

    

    

故事接龍故事接龍故事接龍故事接龍 3~3~3~3~驚悚的夢驚悚的夢驚悚的夢驚悚的夢                                                五五五五 3333        林怡君林怡君林怡君林怡君    

    昨天晚上，正當我要上床的時候，突然聽到房門外咚咚響，我打開房門，

外面居然沒有人耶！我開始慌了，心想會不會是家裡鬧鬼了？我越像越著急，

連忙跑到爸爸媽媽的房間，但是裡面卻沒有半個人，姐姐的房間也是空無一人，

就在這緊張的時刻，我隱隱約約的看到一個人影，從我面前閃過。哇！我嚇得

跌坐在地上，忽然，一道刺眼的光芒照進我的眼簾，之後，有幾個長得很醜的

外星人，從那道光芒中走了出來，說了一串外星語，並拿著雷射鎗對準我的頭

說：「想要救出你爸媽，就要拿你的頭來換，如果要救你姐姐，就要你的身體！」

話一說完，他們就朝我開了兩槍。「碰！碰！」我看見我的手和腳，流了許多血，

而我的頭和身體被外星人帶了回去。我的視線變得越來越模糊…………..。

「喂！喂！怡君，該起床了！要不然上學要遲到了！」我慢慢的張開眼睛，才

發現──原來剛才所發生的那些事都是做夢啊！ 

 

 

            



 

    

    

    

    

    

蚊子逃生記蚊子逃生記蚊子逃生記蚊子逃生記    ----1 1 1 1               五五五五 3333        劉家名劉家名劉家名劉家名    

    大家好！我是蚊子家族裡最帥最 MAN的蚊子，我叫大帥哥。今天是一個非

常棒的日子，因為我們蚊子小學已經放暑假了，YA！媽媽要帶我去野餐，可是

聽媽媽說，那裡是一個既危險又可怕的地方，還住著很多個超大巨人，或是噁

心的大肥仔（蜘蛛），聽完後，我提心吊膽的跟著最親愛的媽媽，準備去野餐。 

    到了危險又可怕的目的地，我像跟屁蟲一樣跟緊著媽媽，我們來到了一個

白色的世界，看到媽媽張開嘴巴狼吞虎嚥的吃了起來，我心想，原來媽媽說很

可怕的地方沒有甚麼嘛！突然，有一個大東西朝我們打來，我們趕緊用我們最

驕傲的翅膀飛上天，沒想到那個巨人卻窮追不捨的，害我的心臟差點跳出來，

我拚命的飛，竟然飛到一張超大的蜘蛛網裡，難道這裡就是大肥仔的家？我說：

「媽媽 怎麼辦呢？」「我也不知道。」媽媽說。「哈哈哈！你們即將被我吃掉了，

肥嘟嘟的小東西。」正當大肥仔要吃我的時候，有一枝「大樹」朝我跟媽媽揮

來，正中目標，打到了大肥仔，讓我們僥倖逃出蜘蛛世界。 

    這次的逃生記，讓我知道吃食物的時候，要注意有沒有大東西過來，還要

注意大肥仔的蜘 蛛世界。 

         



 

 

 

 

    

蚊子逃生記蚊子逃生記蚊子逃生記蚊子逃生記----2222                  503   503   503   503   戈戈戈戈    璘璘璘璘 

    我是一隻嗜血如命，一看到人類就緊迫「盯」人的蚊子。我有一對強壯有力

的翅膀，還有一雙大大的眼睛，最喜歡的就是人類體內的果汁，真是太好喝了。 

    在一個陰雨綿綿的早上，我誤闖了力行國小的五年三班，看到一群可愛的

小朋友，正在教室裡玩遊戲，有的人在下棋，有的人在追逐，還有人在玩人類

所謂的「零零八」呢!這時我發現在櫃子旁有一個白白胖胖的小朋友，看起來鮮

嫩欲滴，真想快點兒去「親」他一下。 

    正當我要飛過去吸他的血時，卻被他發現了，他用最可怕的鐵沙掌打我，

以前有許多蚊子一不小心就會被打的血肉模糊、屍骨無存，我左躲右閃，飛過

人類重量的攻擊，害我累的半死，真希望蚊子大軍前來帶我脫離這個恐怖又危

險的地方啊。 

    我正要放棄時，我看見一扇大大的門，我趕緊從老師的桌子旁飛過一個個

長滿黑色「青苔」的石頭，然後飛到木頭做的書櫃上休息一下，再飛到一個正

在發呆的小朋友頭上吸血，最後才飛出門外，結束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逃生記。 

    希望我以後可以找到一個有很多血，而且多到永遠都吸不完的快樂天堂。 

 

 

    

 



 

    

    

    

    

蚊子逃生記蚊子逃生記蚊子逃生記蚊子逃生記----3 3 3 3                     五五五五 3  3  3  3  高鵬宇高鵬宇高鵬宇高鵬宇 

    唉！肚子真餓呀！我不知道我已經飛了幾天幾夜了？我只知道我的肚子已

經餓得受不了，我再不吃東西，我這個帥哥可能就要升西天了。對了，忘了告

訴你，我可是個超級有魅力的大帥哥呢！但是有一種叫做「人」的動物都不懂

得欣賞我，真氣人！ 

    好了！我現在要去找食物了，不知道會遇到誰？哇塞！這個東西也太大了

吧，趕快去喝他的血。咦？怎麼吸不到東西？我仔細一看，啊！原來是個雕像，

嗚！我好可悲呀！可惡！我再來找找。啊！我好像飛進別人家了，這樣我要怎

麼出去呀？算了，我先來找食物好了。嗯！我好像聞到一個小男孩的味道了，

我來看看，唉呀！我好像被什麼東西困住了？我的媽呀，我正在蜘蛛網裡！這

下可慘了！ 我這條小命不保啦！當我看見蜘蛛正朝我爬過來時，我心想這下死

定了，正當緊要關頭之際，突然，一顆球朝我飛過來，砰的一聲，蜘蛛網被打

破了，我抓準時機，啪的一聲飛走了。呼！真是好險呀！經過一場「蛛蚊大戰」，

我更飢腸轆轆了，我得趕緊找到剛才那個小男孩才行。飛著飛著，果然「皇天

不負苦心人」，終於找到那個小男孩了，正當我要享用美食時，突然感覺背後殺

氣騰騰，原來是一隻手朝我打下來！就在千鈞一髮之際，我趕緊避開。唉！這

家人實在太可怕了，我還是另尋別處吧！ 

    雖然我只是一隻蚊子，人人都討厭我，但是我能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飛翔，

因此我很高興能夠當一隻蚊子。 

        



 

 

 

 

 

蚊子逃生記蚊子逃生記蚊子逃生記蚊子逃生記----4   4   4   4                五五五五 3333        游宜瑾游宜瑾游宜瑾游宜瑾 

    今天是一個非常炎熱的日子，我誤闖了力行國小五年三班。喔！我忘了自

我介紹，我是一隻惹人厭的吸血鬼~~蚊子，為了生存，我不得不去喝人類身體

裡的「紅果汁」，我才喝一兩滴「紅果汁」來填飽肚子，卻引來人類的追殺。 

    在教室裏我看到許多小朋友認真的聽課，因為我的肚子已經餓得咕嚕咕嚕

叫，所以我趕緊在許多蘿蔔腿之間飛來飛去，尋找下手的目標。在一陣搜尋之

後，終於找到肥嫩多汁的蘿蔔腿，正當我要享用美食，突然一個巴掌揮過來，

我及時閃開，真恐怖，我差點兒被打成「肉醬」，這間教室就變成我的葬身之地。 

    噹~噹~噹~下課鐘響了，所有小朋友都衝出去玩，只剩下老師在教室改作

業，我停在桌子上準備喝老師的「紅果汁」時，只見老師拿出羽球拍朝我揮舞，

他不是要跟我打羽球，而是要把我電成「巴比 Q」。 

    還好教室北面和南面的窗戶沒有紗窗，讓我可以輕易逃生，終於結束了這

場「蚊子逃生記」，可是我的肚子還是好餓呀！看來，我要再去別班尋找我的大

餐了！ 

 

    

    

                        

    



 

蒼蠅逃生記蒼蠅逃生記蒼蠅逃生記蒼蠅逃生記                    五五五五 3333        高加珈高加珈高加珈高加珈 

    我是一隻花紋鮮豔既美麗又可愛，而且「蟲」見「蟲」愛的小蒼蠅，不過

回想幾天前發生的「慘」劇，我還是心有餘悸呢！ 

    那天是我的生日，我一早醒來便穿上那可愛的「紗紗裙」出門覓食，樂不

可支的我竟然渾然不知而誤闖了陰森恐怖的魔王禁地──五年三班，就在這

時，一隻掃把把我從夢幻中叫醒，我大叫「ㄚ……」，糟了！我的裙子就這樣被

冷酷無情的掃把大哥鈎破，我急的連眼淚都掉下來了，馬上往外衝，突然兩個

巨掌拍的打下來，接下來又有大概十個巨掌打下來，我也不甘示弱的飛了起來，

往前衝。突然「啊！」的一聲，嚇得我倒退三步，後面就很安全嗎？那可不！

我剛退三步，一本大書從天而降，我嚇都嚇死了！什麼都不管直往外衝，「咚」

的一聲，好痛！我叫了一聲，可是明明什麼都沒有呀！不死心的我又再衝上前，

又是一聲「咚」，這次撞得我眼冒金星，沒辦法現在「魔王們」的武器日新月異，

一下就讓我們死翹翹，不逃更待何時？就在這個時候，我看見正牌的大魔王出

現了，他冷酷無情，大部分的蒼蠅都逃不出他的「魔掌」，幾乎都是還沒反應過

來就死了！霎那間，我看到一個小洞，我不顧一切飛了進去，終於脫離魔掌，

結束這一場驚心動魄的逃生記。 

    好不容易逃出來，但也嚇個半死，接下來幾天我還是躲在家裡別出門了吧！ 

 

    

    



 

    蜜蜂逃生記蜜蜂逃生記蜜蜂逃生記蜜蜂逃生記                                                        五五五五 3333            朱恩彤朱恩彤朱恩彤朱恩彤    

    今天的我有點頭昏，好死不死的居然闖進正在考試的五年三班，當然我是

一隻有禮貌的蜜蜂，我並不想要打擾他們考試，所以我想要快速的逃出這間教

室。 

    當我正準備要離開時，突然一聲超大的聲音把我震到地板上。等我回過神

抬頭一看，早就有一群「巨人」圍在我旁邊，我嚇得一直往上飛。一不小心撞

到天花板，撞得我頭昏眼花，下來時就又掉進巨大的風扇裡，幸好我靈活的逃

了出來，要不然現在已經粉身碎骨了！如果現在重新回到地面，一定又會被那

些巨人捉弄，所以我只好一直往兩旁側飛，可是每次往外面一衝，就會一直反

彈回來，不知如何是好？ 

    那些巨人一直在下面守株待兔的等著我再一次掉到地面，讓他們抓。我真

的覺得很奇怪，我去過那麼多地方，遇過許多巨人，沒有人看到我不尖叫，而

五年三班的巨人看到我不尖叫就很厲害了，居然還想把我活活捏死，真恐怖！

突然又來了一陣和剛剛一樣超大的聲音，我又再一次的被震到地板上，接著有

一位勇敢的女巨人用一條大又白的布放在我身上，準備把我捉起來，我嚇得一

直往前飛，希望我不會再撞到東西，當我回過神來時，我早就已經飛出來了！

真是好險！ 

    我第一次遇到那麼勇敢的巨人，下次如果再來到五年三班，我一定必死無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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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大清早，秋老虎也已經早過，溫度也很快的下降，我在我最愛的垃圾

袋裡跑來跑去，一不小心就讓那細長的尾巴給露了出來，當時我知道又會有一

場逃生記，沒想到逃生記真的開演了！一位高大的人類拿著武器往我的方向追

過來，在生死關頭我躲在沙發椅腳底下又跑到客廳，這時幸運的看到大門，我

拼命的往前跑。跑啊！跑啊！累得我上氣不接下氣，終於跑到外面。 

    我大搖大擺的走在大馬路上，正想回窩裡時，誰知道又遇到了一個清潔工，

她狠狠的瞪著我，正當我想離開時，她追了上來，只見她一手拿掃把，一手拿

清潔劑，我又狂奔起來，在一陣慌亂中我跑到了公園，我躲過掃把，閃過清潔

劑，最後奮力一跳，安全降落在一個洞裡，她再也找不到我了。 

    我慢慢的走進洞裡，探頭一看，有好多食物等著我去享用，我坐了下來為

自己到了一杯茶，便開始大快朵頤一番，在一陣狼吞虎嚥之後，所有的食物都

被我吃完，肚子也變得鼓鼓的，於是我決定再去冒險。 

    這年頭的確很難找食物和一個溫暖的家，我的希望很微小，只希望老天爺

給我一個固定的家和簡單的食物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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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隻借物蟑螂，靠著跟人類借物過日子。我住在髒亂的下水道我自認

長得算嬌小可愛， 但不知為何人類看到我們總是窮追猛

打，我們借的食 物，只是人類浪費的幾分之ㄧ而已呀！

不需這樣趕盡殺絕 吧！ 

    今天又是要到 人類世界借物的日子，像往常一樣，我

帶齊了裝備，測試了我最驕傲的翅膀，一切準備就緒帶著必勝的心情我出發了。 

    借物必到之處當然就是廚房了，今天我真是走運，這家的主人正在請客。

廚房到處都是食物，多到不知拿什麼才好？天啊！好多的水果皮，好多吃剩的

肉屑，相信水槽裡一定是滿滿的油垢。當我還在想要拿什麼的時候，警報聲又

響了，也就是女主人的尖叫聲。我太得意忘形了居然忘了隱藏，現在只能逃生

第一了。說時遲那時快，在尖叫聲中男主人已經帶著我的天敵趕到，就是拖鞋。

此時地遁已經來不及了，只能靠飛遁了。我奮力一飛，男主人也不是省油的燈，

帶著好似打網球的架勢一拍即中，我馬上被打趴在洗手台中，好險！洗手抬的

洞夠大，我馬上使出最後的力氣爬進洗手抬的水管中，男主人打開了水送了我

一程，讓我不用花太多的力氣就回到了家。這次肯定要休養一個月，還好之前

借的麵包塊還很多，下次借物不能再得意忘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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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班後看到新老師的名單。聽說老師很嚴格，於是我開啟網頁，

查詢老師的網站，內容真令我瞠目結舌，好多文學修辭和老師寫的論

文，還有大大小小的國術比賽優良成績琳瑯滿目。原來我的新老師【文

武雙全】，在未來的兩年裡，我的國語文能力一定會增強，體能方面也

會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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