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四年三感謝四年三感謝四年三感謝四年三班班班班    沈沈沈沈佩芳佩芳佩芳佩芳老師指老師指老師指老師指導導導導    
 

 

 

我最愛吃的美食我最愛吃的美食我最愛吃的美食我最愛吃的美食                                           四四四四 3 3 3 3 張浩東張浩東張浩東張浩東    

    

  我最愛吃牛排了，因為它嚼起來 QQ 軟軟的，好像一顆 顆

的水果軟糖；聞起來有一種很特別、而且香香的味道。

它在鐵板上發出ㄗㄗ的聲音，光是聽了都會流口水呢！  

 

  最近，因為爸爸媽媽怕我把瘦肉精給吞下了，所以

我們就不再吃牛排了。一回想起以前的那一段好時光，

就會覺得：真的，真的好幸福！ 

 

  冰淇淋是我第二喜歡的美食，因為冰淇淋含到嘴裡

入口即化，而且吃起來還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就好像

夏天時優遊在游泳池裡一樣，好舒服啊！ 

 

  冰淇淋的口味有很多種，有抹茶、草莓、芒果、薄

荷和巧克力……等。哇！看到口水都流出來了呢！ 

 

  雖然這些東西很好吃，但是因為這些都是高熱量的食物，所以想要多吃也

不行哦！最後，還要提醒大家，吃東西時要多注意衛生保健 , 才不會把病菌吃

下肚，花錢又傷身！ 

 

 

 

 

 

 

 

 

 



 

                                                  

感謝四年四感謝四年四感謝四年四感謝四年四班班班班    呂淑芬老師指呂淑芬老師指呂淑芬老師指呂淑芬老師指導導導導    
 

 

母親的努力母親的努力母親的努力母親的努力                                                四四四四 4444 章芷綺章芷綺章芷綺章芷綺 

    我最愛我的母親，我和她生活的時光雖然才不過十年，在我出生以前的她，

有經歷過什麼事？我不知道，於是我做了一次從她小時候，一直到現在的訪問。 

    她說，小時候的她很安靜，在學校並沒有很受歡迎，也因為這樣，大家就

認為她很好欺負，於是就在一天的中午，有一位同學竟然偷走她便當裡的排骨。

每當放學回家以後，她會馬上趕完功課，便跑到巷子口呼叫鄰居，大家就都會

下來玩喔！一群人便開心的追逐嬉戲。 

    她長大以後在一家日本公司上班，和我爸爸變成了同事，

經過一段時間後，她和我爸爸的感情已經很不錯了，於是他們

就在三年後結婚了，但是我母親卻一直生不出小孩，還有一次

好不容易懷孕了，卻不小心流掉了。她三十二歲時，才終於成

功的生下我，接下來她就更加辛苦而忙碌了！我出生後她必須

天天照顧我，在我五歲時她辭掉工作，用心的照料我，不但教我課內課程，還

讓我參加各種活動，使我有和外界接觸的機會喔！ 

    我非常感謝她，感謝她給我溫暖的家庭，也感謝她用心的照料我，更感謝

她為我的付出。 

 

夜市小吃夜市小吃夜市小吃夜市小吃                                               四四四四4444林郁軒林郁軒林郁軒林郁軒 

  你喜歡夜市小吃嗎?我喜歡!香酥的雞排、超人氣的「青蛙撞奶」、熱呼呼的

水煎包，都是我的最愛!  

  嗯!金黃色的雞排真是誘人，散發出濃濃的香氣，哇!

大口咬下，鮮嫩的雞肉立刻滑進我的嘴裡，酥脆的口感「喀

滋喀滋」，鹹鹹香香的，好好吃唷!  

  「這個菜包真好吃!」這時，我正在吃外皮脆又有嚼勁

的水煎包。「好燙!」一咬開，鮮甜的湯汁引誘我的味蕾，

讓我吮指回味，除了湯汁，裡頭的內餡滑嫩 Q彈，更是突顯出它的特色! 

  冰冰涼涼的「青蛙撞奶」真是太誇張了，小小一杯飲料竟然大排長龍，這

可是有原因的喔!因為它的粉圓彈牙又帶有一點韌性，用牛奶和黑糖混合在一起

加上粉圓，真是絕配，我只能說，這是我喝過最好喝的飲料! 

  夜市小吃各式各樣，口味變化多端，我說都說不完，不過，希望大家有機

會也要嘗試看看我介紹的超級美食喔! 



 

                                                  

 食物的美味食物的美味食物的美味食物的美味                                             四四四四4444方欣渝方欣渝方欣渝方欣渝 

時間過得真慢，到底還要多久才是午餐時間啊！媽媽在做炸雞，烤箱裡烤著

蛋糕，旁邊還放著一些做好的三明治，濃濃的香味不斷從廚房裡傳來。在書房

的我，一想到要吃午餐，早就不知不覺的流下口水。 

一聽到媽媽喊「來吃午餐」，大家都立刻衝出來。「哇！今天午餐吃得好棒

喔！」我們拿起三明治就吃，三明治裡頭有健康的生菜沙拉、濃濃的起司，以

及切片的熱狗。好吃的麵包夾著三樣新鮮的食材，吃起來十分對味！ 

吃完三明治後，我開始吃炸雞，炸雞酥酥的皮配上嫩嫩的肌肉，真是人間美

味！這時看到媽媽拿了幾杯果汁，才知道原來媽媽也打了芒果汁呢！芒果汁好

香，我們豎起大拇指稱讚媽媽，媽媽露出笑臉。最後是甜點－巧克力藍莓蛋糕，

鬆軟的蛋糕夾著一層藍莓，再加上一點甜甜的布丁，真是甜美又幸福。 

媽媽做的美食，一點都不輸給外面賣的。我覺得自己好幸福，有個這麼會做

飯的媽媽。媽媽，謝謝你！ 

         

 

 

晚餐時刻真美好晚餐時刻真美好晚餐時刻真美好晚餐時刻真美好                                          四四四四 4444 李武晉李武晉李武晉李武晉    

晚餐時刻就要來臨了，我的肚子早已餓得咕嚕咕嚕叫，我卻還在安親班寫

進度。老師說：「李武晉，要回家了。」我的心裡一直想著今天到底又能吃到什

麼好料呢？當我一把家門打開時，濃濃的炒蛋味、洋蔥味、高麗菜香味撲鼻而

來，看來今天會吃洋蔥炒蛋和高麗菜。 

所有的飯菜都已經準備好了，我很快拿起筷子，把碗裝得滿滿的。我先吃了

一口洋蔥炒蛋，洋蔥吃起來甜甜的，又帶了一點

鹹，非常的入味，蛋則是吃起來嫩嫩的，QQ 的、

軟軟的，把這兩道菜組合起來真是太完美的組合

了。高麗菜的味道非常奇特，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

口感，比較綠的地方吃起來較軟，吃起來很有咬

勁，比較白的地方脆，咬起來會有「卡滋卡滋」的聲音，真像是一首美妙的美

食交響曲呀。 

晚餐時刻真是太美妙了，我想不管是誰吃了這頓晚餐，都能夠吃得非常開

心吧！所以，晚餐「食」刻總是讓我們全家都非常的期待呢！ 

 

 

 



 

                                                  

 

 

 

                                                          四四四四 4444 陳姿昀陳姿昀陳姿昀陳姿昀    

 

 

    認錯真的很難!每當妹妹打我,怕我告狀時,她總是「惡人先告狀」說我打

她、罵她,媽媽都相信她,說:「你這個姊姊怎麼當的啊?做姊姊就要有肚量！…」

一大堆責備的話。所以不管怎麼替自己辯解媽媽都會說:「你們兩個都有錯!」

我總是忿忿不平,不想認錯,但妹妹會會利用媽媽來威脅我、要我道歉,真是令人

生氣! 

 

    有時我會誤以為玩耍中的妹妹要攻擊我,便直接

回手了!妹妹便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跑去跟媽媽告狀,

但我總認為那是防禦動作,不肯認錯道歉。我倔強的

脾氣讓媽媽火冒三丈,我心裡也常憤怒難耐，氣妹妹

害我被處罰，被狠狠的唸了一頓。 

 

    我不甘心,偶而會偷偷地耍一些小手段藉機報復妹妹,

當媽媽發現後我就更慘了！媽媽常要我自我反省，然後真

心地道歉，這樣子實在比被處罰還要痛苦。因為認錯前,總

是很緊張、很害怕、又有些不服氣，好像一顆大石頭重重

壓在我心上，喘不過氣。想要認錯時，又害怕被罵得臭頭，

所以我常猶豫不決，不敢付與行動認錯道歉。 

 

    但是當我勇敢認錯道歉後，心上的大石頭變成柔軟的棉花，輕鬆自在，還

可以得到妹妹的接受與安慰，媽媽也會給我愛的擁抱，並告訴我是最勇敢的好

孩子。這時我就像一個飛翔在天際的小天使幸福快樂。雖然認錯很難，但是我

比較喜歡勇於認錯的自己喔！ 

 

 

 

 

 

認認認認    錯錯錯錯    好好好好    難難難難!!!! 



 

                                                  

 

感謝四年七感謝四年七感謝四年七感謝四年七班班班班    曹梅珍曹梅珍曹梅珍曹梅珍老師指老師指老師指老師指導導導導    
 

 

看足球表演看足球表演看足球表演看足球表演                                               四四四四 7777 朱冠宇朱冠宇朱冠宇朱冠宇 

     今天早上升旗時學校多送了我們一份兒童節禮物，那

就是精彩無比的足球表演。 

    雖然，我忘記表演者是哪個團體，不過所有的教練表演

得精彩萬分、技藝超群，讓全場目瞪口呆；而且只要一位教

練就可以打敗人數較多的力行國小隊，真是帥！這些教練的

腳上功夫都超過十年，每顆足球就好像黏上了強力膠似的，

掉也掉不下來，好神奇呵！ 

 

神秘嘉賓神秘嘉賓神秘嘉賓神秘嘉賓        

在我家陽臺上的迷你小花園裡，常常會有三兩隻可愛的麻雀來拜訪。 

    這些小可愛們，有時會偷採媽媽的小金桔，有時會叼走幾片玉蘭花、九重

葛的枯葉，有時還會輕盈得跳來跳去，彷彿是開心得跳舞一樣，好好玩呀！ 

    這群神秘的小嘉賓幾乎一年四季、週週都會來報到，真希望牠們會

來築巢，與我做好鄰居。 

 

 

 

閱讀的滋味閱讀的滋味閱讀的滋味閱讀的滋味                                          四四四四 7777 趙晨希趙晨希趙晨希趙晨希 

    世界上有非常多種類的書。小時候，我看了小美人魚、灰姑娘、睡美人等

童話故事書。我覺得，閱讀就像是魔術師，帶著我進入奇妙的世界。我喜歡閱

讀，喜歡閱讀童話故事書、小說……，每當我翻開書本，它們就會帶領我進入

不同的世界。閱讀讓我得到許多知識，讓我知道不要隨便相信陌生人，也讓我

知道不能跟陌生人一起回家。我是一個喜歡閱讀的人，閱讀時，能讓我的心靈

平靜下來，也能讓我忘記許多煩惱。但是，不喜歡閱讀的人，一看到書，就會

出現一副很痛苦的表情，還會隨便翻一翻就放在書櫃裡了。閱讀使人得到許多

智慧，使我覺得讀書很美妙，因為書籍是全世界的營養品，我希望世界上的人

都可以看非常多的書，得到非常多的知識。閱讀的滋味真美妙，就像它們帶領

我進入很多不同的世界，讓我看書看得很著迷。 

    



 

                                                  

我最喜歡的地方我最喜歡的地方我最喜歡的地方我最喜歡的地方                               四四四四 7777 方芝方芝方芝方芝羚羚羚羚        

   

  在校園裡，我最喜歡的地方是圖書館。為什麼呢?因為那裡

不但有琳瑯滿目的書本任你閱讀，還有著許許多多的知識等

著你去挖掘，所以我最愛去、也最常去的地方當然就是圖書

館囉! 

 

                                                          

 

                                                          四四四四 7 7 7 7 丁于晏丁于晏丁于晏丁于晏                    

最近白雲姐姐一直很傷心，    

眼淚不停的一直流一直流，    

讓太陽哥哥都沒辦法出來看看我們大家。 

 

 

 

    
    
在春天許願在春天許願在春天許願在春天許願                                              四四四四 7777 劉人瑜劉人瑜劉人瑜劉人瑜    

 

        我春天到學校，就聽到小朋友的讀書聲，於是我在校園裡許下了願望，

我希望我可以學業進步，所以我一定要努力用功，並且要細心的的檢查功課，

而且要改善忘東忘西的壞習慣。 

 

 

    
做米食點心做米食點心做米食點心做米食點心────麻糬麻糬麻糬麻糬                                                                                                                                                  四四四四 7777 林宜臻林宜臻林宜臻林宜臻 

    我們需要的材料有：一杯半的糯米和花生粉。 

    一開始先把米放到小鍋子裡，然後洗個四次，再把米放到電子鍋裡，然後

加 1.3 杯的水進去，就可以開始煮了。 

    好了以後，先把先把袋子充分的塗上油，以免糯米黏住。等

糯米稍涼就可以開始搗了！搗到看不見米粒就成功了，再加上花

生粉會更美味。 

    做麻糬真是累，不過做出來的麻糬真好吃。 

 雨雨雨雨    



 

                                                  

做米食糕點做米食糕點做米食糕點做米食糕點                                              四四四四 7 7 7 7 林嘉珮林嘉珮林嘉珮林嘉珮 

    

   今天，我做的米食糕點是—飯糰，材料有米、海苔、

肉鬆和水。首先，先把米煮好，然後，把米和肉鬆放

進塑膠袋裡，揉成球狀，最後拿出來放到盤子裡，在

飯糰上撒上海苔，就大功告成了，吃起來很好吃，但

是肉鬆不均勻，下次再努力。 

 

 

深坑臭豆腐深坑臭豆腐深坑臭豆腐深坑臭豆腐  四四四四 7777 林悻羽林悻羽林悻羽林悻羽 

  今天下午,我們在散步的途中,忽然想到深坑的臭豆腐,於是我們搭程819號公

車來到深坑,一開始我們先吃深坑最有名的臭豆腐,外皮酥酥的,裡面軟軟的,還

夾著脆脆的泡菜,三合一的口感合起來簡直是人間美

味,再來我們吃人擠人的古早味芋圓,聞起來香香的,

吃起來有煮焦的味道,雖然吃起來有煮焦的味道,不過

很彈牙,也很美味,我們還吃豆腐冰淇淋,用豆府做的

冰淇淋,一吃下去入口即化,真好吃! 雖然才短短的一

小時,但是我很開心,希望我下次還能再來.  

 

 

許願許願許願許願                                                    四四四四 7777 許盛霓許盛霓許盛霓許盛霓 

  以往我都只顧著和粗心小姐玩，都忘記去陪伴細心先生，所以數學成績才會

一落千丈，像溜滑梯依樣滑進失望的山谷。新的一年我有新的

希望，平時能夠好好利用時間，並且達到課前預習，課後複習

的好習慣。讓我學會掌握時間，做時間的主人。 

 

 

發明家發明家發明家發明家----貝爾貝爾貝爾貝爾                                           四四四四 7777 蘇妤欣蘇妤欣蘇妤欣蘇妤欣    

  貝爾，一八四七年出生於蘇格蘭的愛丁堡，死於一九二二年，他是電器專

家，他和湯姆斯．瓦托遜這位機械師攜手合作，經過兩年的努力，他們成功的

發明了電話機（一八七五年），但他們繼續改良電話他們的發明使人類在遠地方

也能聊天與溝通。 

 

 



 

                                                  

 

 

 

 

 

 

 

 

 

 

         蘇妤欣蘇妤欣蘇妤欣蘇妤欣                    楊詠喻楊詠喻楊詠喻楊詠喻 

 

    

 

 

 

 

 

      許盛霓許盛霓許盛霓許盛霓                    陳雅妍陳雅妍陳雅妍陳雅妍 

 

 

 

 

 

 

 

                             劉人瑜劉人瑜劉人瑜劉人瑜                      吳岱倫吳岱倫吳岱倫吳岱倫 

  

 

 

 

 

 

         陳聖捷陳聖捷陳聖捷陳聖捷                       周姿語周姿語周姿語周姿語 

立立立立    
體體體體    
捲捲捲捲    
紙紙紙紙    
畫畫畫畫    

林嘉珮林嘉珮林嘉珮林嘉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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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四年八感謝四年八感謝四年八感謝四年八班班班班    梁善溱老師指梁善溱老師指梁善溱老師指梁善溱老師指導導導導    
 

 

 

 

 

 

 

 

 

 

 

 

 

 

 

 

  

  

 

 

 

 

 

 

 

 

 

 

 

 

 

 

                  四四四四 8888 史睿哲史睿哲史睿哲史睿哲    

 

在草原上， 

小老鼠爬上來又爬去， 

吃著好吃的青草 ， 

希望自己長得更加健壯。 

 

在池塘裡， 

小魚游來又游去， 

正在努力的游著， 

想找到一條乾淨又清涼的小河。 

 

在沙灘上， 

螃蟹開心的散步， 

正尋尋覓覓， 

要找出適合做巢穴的地方。 

 

在教室裡， 

同學正坐在椅子上， 

專用心的複習功課， 

希望自己考試考得更好 

                                                            四四四四 8888 陳衍安陳衍安陳衍安陳衍安    

在大樹上，小鳥在枝頭上， 

唱著「喳喳」和「吱吱」， 

希望自己能成為一位厲害的歌手。 

在操場上，同學在球場上， 

籃球隊練習投球， 

想要成為籃球高手。 

在公園裡，家人坐著體操， 

打著拳，吊著單槓， 

希望自己的身體健康。 

在天空中，太陽伸到了天空， 

散發出耀眼的光芒， 

要把地球的大地照亮。 

                      四四四四 8888 高維妘高維妘高維妘高維妘    

在草地上， 

花兒微微笑着， 

隨著風兒搖擺， 

想要散播種子讓它們飛往世界各地。  

在沙灘上， 

螃蟹正在移動腳步， 

牠加快腳步， 

希望能夠找到一間新家。  

在海邊， 

小魚正在游泳， 

牠努力的游著， 

希望能成為一個游泳健將。  

在公園裡， 

小朋友正在盪鞦韆， 

玩得非常開心， 

希望能自由的在天空飛翔。 

 



 

                                                  

 

感謝的人感謝的人感謝的人感謝的人----伽利略伽利略伽利略伽利略                                        四四四四8888張陛銓張陛銓張陛銓張陛銓 

  夜晚的星空，一顆顆閃爍的星星，還有一顆流星，穿越銀河、地球等星球，

我趕緊許願，可是我心裡又想，「銀河真的是宇宙的河流嗎?為什麼會有流星呢?」 

  這些問題的答案，大部分都在伽利略傳裡，自從知道了伽利略這名人之後，

我就不單單是喜歡天文學，更想要去探索、觀察和發現，伽利略的發現對加知

識的傳播，有極大的影響，我們應該感謝伽利略讓我們對天文學有進一步的認

識。 

  我將來也要成為像伽利略一樣是優秀的天文學家，也要有「近代科學之父」

之稱，成為一位偉大的天文學家。 

 

 

 

 

 

讀書心得讀書心得讀書心得讀書心得                                                四四四四 8888 王品涵王品涵王品涵王品涵    

書名:再見了，可魯 

作者、譯者：林芳兒、秋元良平 

出版者：塚本進 

出版日期:2002年 4 月初版 1刷 2004年 12 月 24 日初版 20 刷 

 

  內容簡介:  

這本在說有一隻狗叫「可魯」可魯是一隻導盲犬，

之後可魯得了一種病叫「白血病」，白血病是一種

非常難治的病，後來有一家人要來領養可魯一坐

上車，一上車看到原來的主人，來領養的人發現

可魯只剩下幾個月的生命了，所以那一家人說都

會給可魯最好的東西，每天帶可魯去散步，在下

午的時候，可魯閉上了眼睛。 

  讀後心得: 

我看完這本書，我覺得可魯得到白血病這個病是

不得已的，因為可魯沒有做什麼壞事啊！而且白血病也不好治，可魯後來去世

了！我一看到我的心裡感覺快哭了!我的頭腦永遠都忘不了這個故事！ 

 



 

                                                  

 

    
閱讀心得閱讀心得閱讀心得閱讀心得                                                  四四四四 8 8 8 8 鄭羽絜鄭羽絜鄭羽絜鄭羽絜    

 

書名 小熊沃夫 編號  

出版社 小魯文化 出版日期 2004年 5 月 

作者 神沢利子 譯者 張桂娥 繪圖者: 井上洋介 

 

  這本書的大意：這是一本十分有趣的書，透過一隻好吃又貪玩的熊寶寶─沃

夫的生活經驗中，我們進入了語文的花園，從幾個簡單的問題中，綻放了智慧

的花朵。作者以天真的童言和充滿創意的思維問題，讓我們在閱讀的快樂中收

穫滿行囊。如果用童稚眼光來看，它是一本啟發幼兒的好書，如果用哲學的眼

光來看，它是一些值得探討的故事。在九個故事裡，小熊沃夫展現了幼兒頑皮、

好奇的本性，發揮了一個人的好問、愛思考的個性，跟著小熊沃夫一起走進孩

子思考的奇幻世界吧！ 

 

  我的心得感想和收穫：在閱讀小熊沃夫時，我常想起自己生活中，一些新奇

的事物。以前從不曾理會的小事物，經過沃夫的許多問

題後，讓我學到新的東西。沒想到，呆呆的沃夫竟能仔

細觀察，常好奇的問：「魚為什麼沒有舌頭？」、「真正的

寶藏是什麼？」、「有什麼東西是不會弄丟的？」。或許，

有人認為這是很傻的問題，或許有人不懂他們的意義，

但那絕對是日後成為思考、發明大王的方法，不是嗎？

我們不必費盡心思瞭解每一件事情，不過只要凡事多注

意，很多問題及靈感都在等著你發覺。看完這本書後，

相信每個人都會重新開起自己的靈魂之窗，仔細觀察周

遭的事物。以後，當天上飛過一隻翩翩飛舞的蝴蝶時，我一定會問「這是什麼

蝴蝶？」「他為什麼沒有鼻子？「為什麼他的嘴有捲曲的吸管？」現在天氣晴朗，

不妨打開好奇心，跟著小熊沃夫探索去嘍！ 

 

 



 

                                                  

 

    

                                                                                                                    四四四四 8888 蔡捷倫蔡捷倫蔡捷倫蔡捷倫 

  為了在動物園時，有個飽滿的精神，校外教學前一天晚上，我就趕緊休息，

希望隔天能早起去戶外教學！一天早，天氣晴朗，大家邊聊天邊等待去動物園。 

  我們從上車到去動物園時，都是有說有笑的，不一會兒，終於到目的地，

在老師和愛心媽媽的帶領下，全班帶著歡喜的心情來到了教育中心外，我看到

了一隻隻的長臂猿在他們的地盤盪來盪去，一下倒掛，一下跳躍，好像在天堂

裡玩耍。接著，進到了教育中心，有一位解說員替我們介紹許多動物，最有趣

的事是我摸了梅花鹿、豹、獅子、北極熊…的毛和腳呢！我好像一下子到了野

生動物園了，如果我這次沒有觸摸，恐怕永遠都沒機會呢！ 

  沿路走著並看了許多動物，突然卻下起了傾盆大雨，原本好好

的心情一下變成了失望的心情，我們就一邊穿著雨衣一邊看動物，

在大雨中走來走去，雖然鞋子、褲子都淋溼了，覺得很不舒服，但

是大家漫步在雨中，還是感到很新鮮、很特別。 

  今天雖然很好玩，但是下大雨，我希望下次來是大晴天，可以輕鬆自在的

看動物！ 

 

     四四四四 8888 鄭巧忻鄭巧忻鄭巧忻鄭巧忻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四要去動物園。那天一大早，一聽到鬧鐘--噹--噹--的

響，我立刻從床上跳了起來，迅速又確實的換上班服再吃了個三明治後就出門

了。 

    到了!我們就先去看長臂猿，棕色的長臂猿在樹枝上盪來盪去，跳來跳去，

真是活潑。在教育中心我看到了許多標本，每一隻彷彿要跳出柵欄一樣。此外，

我學習到原來小型的動物裡面是塞棉花，中型的是利用玻璃纖維捏造出動物的

形狀，再把皮像穿衣服一樣套上，而大型的如:大象林旺裡面是木頭，因為大象

的皮有兩千多公斤，其他像河馬、犀牛都是厚皮動物。之後解說員還讓我們摸

標本，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獅子的腳，牠腳上那些尖銳的爪子曾經是牠用來撕

裂獵物的工具。 

    當我們在吃中飯時，天公不做美，外面下起了傾盆大雨，雨水像用倒的，

大家只好收拾自己的包包，離開了爬蟲館，套上雨衣繼續去闖關，不過全身還

是濕透了。 

    我覺得這次下雨別好玩，大雨一直下，我們一直玩，大雨是無法澆熄我們

的熱情的。 

★     動動動動    物物物物    園園園園    之之之之    旅旅旅旅    
★★★★    



 

                                                  

育藝深遠育藝深遠育藝深遠育藝深遠－－－－好鼻師好鼻師好鼻師好鼻師                                     四四四四 8 8 8 8 許紀柔許紀柔許紀柔許紀柔    

  今天要到市政府去看戲，天氣晴朗大家都帶著期待的心情在教室裡等著搭

遊覽車準備到市政府呢！ 

     到達市政府後，全班在門口等了一會兒，

終於，我們要進到市政府了，進到劇場時，大

家開始找自己的座位，等到大家都坐好時，好

戲就要開演囉！劇中使用人偶結合真人的演

出，這種方式還真是特別！無論是真人還是人

偶，都能把自己的角色詮釋的栩栩如生，真是

厲害。 

  看完戲後，大家因為看戲看太久，因此，同學們在遊覽車上時，個個都疲

憊不堪。到了學校，同學們開始回想剛才的劇情開始寫學習單。 

  今天校外教學我的感想是很難得去市政府，而且偶偶偶劇團的賣力演出以

及幕後的準備都在今天一一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他們為了把最好的一面獻給我

們，一直不斷的練習，還不斷的要求自己，真不愧是「臺上三分鐘，臺下十年

功啊！」。 

 

 

 

 

 

 

 

 

 

 

 

 

 

 

 

 

 

 

王品涵王品涵王品涵王品涵 

鄭巧忻鄭巧忻鄭巧忻鄭巧忻 

林為軒林為軒林為軒林為軒 

鄭羽絜鄭羽絜鄭羽絜鄭羽絜 



 

                                                  

 

 

 

 

 

 

 

 

 

 

 

 

 

 

 

 

 

 

 

 

 

 

 

 

 

 

 

 

 

 

 

 

 

 

*~*~*~*~四四四四    八八八八    藝藝藝藝    廊廊廊廊~*~*~*~*    

鄭巧忻鄭巧忻鄭巧忻鄭巧忻 林為軒林為軒林為軒林為軒 

鄭羽絜鄭羽絜鄭羽絜鄭羽絜 

徐康皓徐康皓徐康皓徐康皓 

柯劭璟柯劭璟柯劭璟柯劭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