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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媽媽的一封信給媽媽的一封信給媽媽的一封信給媽媽的一封信                                           五五五五3333戈璘戈璘戈璘戈璘    

 

親愛的媽媽：您好！ 

     

    謝謝您，每天一早叫我起床，開車載我去上學，雖然我常常賴床，惹妳生

氣，但是您從不撇下我，仍然願意等待我，讓我上學從不遲到。 

    謝謝您，每天教我並陪我做功課，雖然我常常遇到不

會寫的功課對您發脾氣，但是您仍然願意包容我，陪我到

三更半夜。 

     

    謝謝您，在我生病的時後照顧我，帶我去看醫生、煮

稀飯給我吃，還每天叮嚀我吃藥，希望我可以快快好起來，

每天都過得快快樂樂的。 

    謝謝您，幫我買我想要的東西給我，雖然有時您不肯，

可是我還是很感謝您的付出，讓我的生活富足，每天都無憂無慮。 

     

    總而言之，我要謝謝您無怨無悔的付出，從我小時候，不辭辛勞、把屎把

尿得把我拉拔長大，為了感謝您的辛勞，我會努力成為自己的主人，不讓您操

心，媽媽，我要對您說一一聲「我~愛~您」。 

  

 敬祝 

平平安安、長命百歲，大吉大利、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您的寶貝兒子 

戈璘敬上 



 

                                                  

 

給陳老師的一封信給陳老師的一封信給陳老師的一封信給陳老師的一封信                                      五五五五 3333 朱恩彤朱恩彤朱恩彤朱恩彤 

 

親愛的陳老師: 

     

    每天早上到下午都是您在照顧我們，教導我們，而全班都會認真聽您上課。

雖然有些時候班上頑皮的男生讓您生氣，失望，傷心，但是全班其實都非常的

喜歡您呢！ 

     

    謝謝您每天細心的教誨我們關於課本上的知識，還有許

多人做人處事的道理。您教我們的這些知識，這些道理，我

全都記在心裡了！ 

     

    雖然有些同學不喜歡上學、上課，甚至不希望有學校這個地方，可是我跟

他們不一樣，我非常喜歡上學、上課，我還希望每個假日都可以上學。因為上

課不但可以增加知識，瞭解人生大道理，還可以和老師、同學互相交流彼此的

感情，以後就不會什麼事情都不知道，什麼事情都不會做。 

     

    要不是老師您天天耐心的教導，要不是老師您細細

的教誨，我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會，在我的心裡，

我無時無刻都感謝您。雖然我無法用什麼特別的東西來

表達我對您的感謝，但是我會用我最好的成績，最有禮

貌的行為來報答您。   

 

  最後送上滿滿的感謝。 

   

  敬祝 

        青春美麗，平安健康。 

                                                     您的學生 

恩彤敬上 

 

 

 

 



 

                                                  

 

    
                                                         

                                                           五五五五 3333林琬真林琬真林琬真林琬真    

 

 

可惡的蚊子們： 

 

    在這裡先跟你們問候一聲，我是這個家的小主人，也

是你們吸血的對象。因為你們的關係，害我東一個包、西

一個包的，真是氣死我了！ 

 

    我警告你們，不要再來我們家叮人了！我知道你們認

為血很好喝，但希望你可以去別人家吸血。或者，可以改吃別的東西。反正，

最好速速打包好行裡滾出去，否則到時候可別怪我手下不留情，開始用電蚊拍、

我的手……筆「秘密武器」來殺死你們。我看你們自己好自為之吧! 

 

    你們別等到我開始用我的致命武器來把你們給宰掉時，才拼命的東躲西

藏，告訴你們：「你們『蚊子大軍』鐵定會敗得潰不成軍的!」我勸你們還是逃

命要緊，因為本小姐可是很厲害的，只要一揮手，妳

們就會「輕飄飄」的不見了!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快走吧！滾得越遠越好，最好是讓我永遠看不到你

們。否則，你們的下場可是慘不忍睹喔！別以為你們

戰死沙場是為國家犧牲，再次提醒你們，我可是你們

永遠的敵人－人類啊！快滾！快滾！快滾──這是

我給你們的最後通碟。  祝早日搬家，找到另外一個

巢穴，不要再來住我們家了! 

 

                                               心狠手辣的 

                                                           林琬真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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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夢的一封信給夢的一封信給夢的一封信給夢的一封信                                             五五五五 3333 陳湘湄陳湘湄陳湘湄陳湘湄 

奇妙的夢：你好嗎？ 

    相信你一定過得很好！夢，你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好，還是不想工作呢？我

已經一個月沒有做夢了。記得有一次，好像是五月三十一號吧！你給我一個超

好玩的夢，我夢到我在天上飛，飛過都市、太平洋；飛過印度、俄國、加拿大，

還飛到外太空，而且在外太空還不用呼吸呢！還有一次我夢到有一個超級大地

震，把世界每一個角落都震壞了!非常可怕，地球還裂成兩半，全世界的人都要

掉下去時，我剛好嚇醒，真是一個驚險的怪夢，害我都一直睡不著。 

    希望你可以快點工作，讓世界的每一個好人每個晚上都可以快快睡著，做

個各人覺得最好的超級好夢。壞人就給他個最可怕、最恐怖的惡夢，讓那些好

人有好夢可以做，又可以做善事幫助別人的想法，而壞人為了不做惡夢，就會

開始做好事，這樣子，好人就會越來越多，壞人就會越來越少，到後來，這個

世界就只會有好人，沒有壞人了！如果你這樣做，大家都會喜歡夢、感謝夢的！

也許你還可以升官，也許還可以領取一大筆獎金，一大堆的獎狀和獎牌呢！   

祝你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喜歡夢的小孩       

                                                         陳湘湄敬上 

 

給奶奶的一封信給奶奶的一封信給奶奶的一封信給奶奶的一封信                                                                                                                                            五五五五3333楊立宇楊立宇楊立宇楊立宇    

親愛的奶奶您好： 

     不知您最近有沒有過得很好？天氣冷了，有沒有多穿衣服呢？記得奶奶每

次感冒，就會咳得很厲害；所以一定要小心不要感冒囉！ 

    全世界我最愛的就是奶奶。因為爸爸媽媽要上班的關係，所以從小我和弟

弟就跟奶奶一起睡。從小奶奶就是一個超級奶奶，陪著我和弟弟玩電動、看卡

通，還有幫我們組裝機器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和弟弟還有奶奶躲在棉被裡一

起看恐怖片。每天一早起來，奶奶總是準備好熱騰騰的早餐等著我和弟弟吃，

放學回家時，奶奶也是準備好了點心給我們吃，奶奶就像超級保母一樣照顧著

我和弟弟，雖然有時候我們會不乖惹奶奶生氣，但是只要我和弟弟一耍寶，奶

奶很快的就原諒我們。 

    親愛的奶奶你一定要健健康康、長命百歲，將來我會陪著變老的奶奶到公

園散步，我會努力賺錢買好吃的給奶奶吃，我會扶著奶奶慢慢的走，帶著奶奶

到處去旅行，我一定不會像奶奶說得那樣，看到美女就不理滿臉皺紋的奶奶的。

祝您   身體健康！ 

                                           愛您的孫子 

力宇 敬上 



 

                                                  

    
    
    
    
    
我最欽佩的人我最欽佩的人我最欽佩的人我最欽佩的人－－－－力克力克力克力克˙̇̇̇胡哲胡哲胡哲胡哲                            五五五五 3333 李佳芸李佳芸李佳芸李佳芸    

    

    我最欽佩的人是力克˙胡哲（Nick Vujicic），

1982 年出生於澳洲。 

    我欽佩力克˙胡哲的原因，是因為他小時候得了

海報肢症，使他沒有手，也沒有腳，卻可以做跟我們

做一樣的事情。我自從看過力克˙胡哲他寫的一本說

叫做「人生不設限」，和有關他的一些生活小影片後，

我就非常的欽佩力克˙胡哲。 

 

  他曾經過要嘗試自殺，而且想過了三次，十歲時，因為他無法忍受讓家人為

他的死終身悔恨，而決定終止這樣的行為，第一次意識到要為自己的快樂和自

己的生命負責，因為這樣，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想學習力克˙胡哲的負責任態度和對自己的信心，力克˙胡哲寫的那本

書，告訴我們要有「永不放棄」的精神，他創立了一個網站，幫助一些和他一

樣受到情緒問題，走不出來的人，他也到世界各地演講，給予那些需要幫助的

人熱情的擁抱，這一切無私的精神，都令我十分感動和佩服，我希望自己以後

也能像他一樣幫助別人。 

 

    力克˙胡哲走出生命的的低潮，雖

然他和一般人不太一樣，但是他卻活得

比一般人更豐富、精彩，並完成了許多

一般正常人無法做的事，如今也將邁向

婚姻，真的非常令人替他高興，他對生

命的尊重與熱情，是我在他身上學到最

重要的課程。 

    
    



 

                                                  

我最敬佩的人我最敬佩的人我最敬佩的人我最敬佩的人－－－－貝多芬貝多芬貝多芬貝多芬                                五五五五 3333 唐鳳鈴唐鳳鈴唐鳳鈴唐鳳鈴 

    我最敬佩的人是：貝多芬，他是十八、十九世紀的「跨時代」人物；出生

於德國波昂。從小貝多芬愛喝酒的爸爸就把他當成搖錢樹，要他一直練習，直

到他的爸爸滿意為止，但他不曾抱怨，反而聽從爸爸的命令！ 

    貝多芬堅強、永不放棄的精神，令我感到十分佩服。貝多芬從小就很努力，

即使已經很累了，他那堅強的精神，依然持續燃燒著！自從我開始學音樂，聽

過他的故事、認識他後，我覺得貝多芬非常偉大，令我欽佩不已！ 

    貝多芬在中年時期，他的耳朵聽力漸漸衰退。剛開始貝多芬還沒發現，直

到他的朋友跟他說話時，都沒聽到，他才知道耳朵出了問題。隨著時間的改變，

貝多芬的耳朵，已經慢慢聽不見了！貝多芬一度想要自殺，但幸好他那強烈的

創作感，使他打消了這個不好的念頭！好險貝多芬的創作意念，救回了貝多芬，

才讓他成為一名偉大的音樂家！ 

    每個人不是天生就十全十美，一定是經過人生中的一些考驗，及自己的一

番努力。我想和貝多芬學習的就是他永不放棄的精神和努力不懈的毅力。貝多

芬永不放棄的精神，使他成為了一位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優秀音樂家。貝多

芬那努力不懈的毅力，使他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日子。希望在未來，我可以和貝

多芬一樣有名，一樣偉大！ 

 

 

我最欽佩的人我最欽佩的人我最欽佩的人我最欽佩的人────────愛迪生愛迪生愛迪生愛迪生                                                                               五五五五3333胡尹齊胡尹齊胡尹齊胡尹齊 

    我最欽佩的人是愛迪生，他出生在美國。愛迪生從小就很愛看書，也常常

想要發明東西，但是有很多人都不看好，勸他早一點放棄吧！可是愛迪生還是

不放棄，繼續發明。 

    在發明這件事上，愛迪生雖然失敗了一千多次，但是愛迪生靠著堅持到底，

永不放棄的精神，終於發明了收音機和電燈泡，從這件事以後，沒有人再把愛

迪生當傻瓜看了，接著愛迪生陸續發明了許多的東西。 

    在我一年級的時候，看到了書上愛迪生的故事後，我才慢慢認識愛迪生這

個人。愛迪生發明了很多東西，也有永不放棄的精神，他的精神很值得我們學

習。我想對他更了解，所以去圖書館借有關於他的書，越了解他就更佩服他的

毅力與研究精神，令我更加欽佩他。 

    我覺得愛迪生是我們學習的目標，因為愛迪生不管遇到什麼挫

折或困境，都不放棄，我們也要有不放棄的精神，如果事情做到一

半就放棄的話，那就什麼事情都做不好了，所以我們要學愛迪生的

精神，堅持到底，永不放棄，才有成功的一天。 



 

                                                  

 

我最敬佩的人我最敬佩的人我最敬佩的人我最敬佩的人－－－－賈伯斯賈伯斯賈伯斯賈伯斯                                    五五五五3333陳妤瑄陳妤瑄陳妤瑄陳妤瑄    

 

    我最敬佩的人是賈伯斯，我在四年級的時候就認識他，一開始，我並不覺

得他很偉大，但是到後來從新聞、報紙、書本、網路……等介紹，才慢慢了解

這個人，甚至開始敬佩他。 

 

    賈伯斯是美國人，他為什麼會成為我敬佩的人呢?他堅持的精神，讓他成為

有些人的偶像。賈伯斯他是因為癌症才會過世的，得到癌症的人通常不太能活

得很久，但是賈伯斯卻活的比一般得癌症的人還要久，不只這樣，在他發明平

板電腦這件事也是一樣，他都是用永不放棄的精神來面對生命中的每件事。 

 

    雖然賈伯斯已經過世了，但是他曾經做過的事蹟讓我佩服，像現在幾乎人

人都有的 iphone手機，我覺得是他最偉大的發明，他把平凡無奇的手機改造成

多功能智慧型手機，讓大家有更方便、更有效率的生活；我們可以從手機裡知

道今天的天氣、臉書上的訊息、pps 影音系統、即時的新聞……等；這些都是絕

無僅有的發明。 

 

    賈伯斯先生給我們這個世紀的人廣大的貢獻，他努力不懈的精神及絞盡腦

汁的發明，將留給世人無限的懷念。而我也會向他學習，遇到困難絕不放棄，

努力尋找答案的精神，在學習上遇到挫折時，可以想到賈伯斯的精神，能時時

提醒自己要努力找出解決的方法。 

 

 

 



 

                                                  

  

  

 

 

考試前後考試前後考試前後考試前後                                                 五五五五3333余泓毅余泓毅余泓毅余泓毅 

 

    考試前一天，我好緊張。老師一再叮嚀我們要細心、用心、專心的作答，

絕對不能有任何差錯，所以大家都比平常更努力的在複習。 

 

    一回到家，我便立刻關緊房門，準備要與

書大戰 300回合。但是只要一想到明天要考試，

心裡就忐忑不安，緊張的像隻熱鍋上的螞蟻，

又像隻無頭蒼蠅，一下看這本，一下看那本，

搞得自己焦頭爛額，到了晚上十點，我決定挑

燈夜戰，不把書看完絕不善罷甘休！ 

 

    到了學校，時間好像流水一樣快。「滴答！滴答！」時間飛逝，很快的「噹！

噹！噹！」上課鐘響了，老師很快發下考卷，看著題目的我，頭腦變的一片空

白、頓時四肢無力，心裡直嘀咕：「哇咧！這是什麼鬼題目啊？連看都沒看過！」

只見有些同學振筆疾書，奮力作答，一負胸有成竹的樣子；有的同學唉聲嘆氣，

低頭苦思，久久無法下筆；有的同學仰天長嘆，開始「黑白寫」；有的同學便拿

出自己的獨門絕技，伸長脖子左顧右盼。 

 

    當老師發回考卷時，上課認真的同學高興的手舞足蹈，而那些不專心的

就……呵！呵！呵！ 

 

    經過這次的考試後，我覺得考試的成績並不重要，而是你到

底學習了多少？我深信只要平常認真聽講，每天課後複習，課前

預習功課，就不必害怕考試了！ 

 

 

 

 

    



 

                                                  

考試前後考試前後考試前後考試前後                                              五五五五 3333 林佳賢林佳賢林佳賢林佳賢 

 

    考試的前一天，我非常緊張，緊張到連心臟都快要跳出來

了呢！平常都不太喜歡讀書的我，也該快馬加鞭的溫習了！但

是我每次只要一開始讀書，瞌睡蟲就會來找我，讓我很想睡

覺，所以我想到了一個妙計，把鬧鈴調成每十分鐘響一次，這

樣就不會想睡覺了！ 

 

    到了考試當天，吃早餐時，睡眠不足的我喝下了一杯精力湯（一種用蔬菜、

水果所打出來的），這樣我才可以打起精神。噹！噹！噹！鐘聲響起，這就表示

一場惡夢即將開始，當老師發下考卷時，同學們就像看到獵物的老虎一樣，迅

速的寫下答案，但是看著題目發呆的我，就像一隻無頭蒼蠅，不知如何是好，

也不敢想像我回家時被媽媽狂罵的情形。 

 

    我努力的想啊想，終於擠出了答案。我埋頭苦寫，當我不經意把頭

抬起來看到時間時，我的手開始顫抖，因為時間只剩下十五分鐘

了，更糟的是，我才寫完一頁啊！加油，加油！衝衝衝！我開始

用最快的速度寫，平均每一題只寫三十秒。不過幸好我已經把困

難的題目都寫完了。 

 

    隔天，老師發下考卷時，每個人都是笑容滿面，只

剩下我一個人沒有拿到考卷了，終於輪到我，拿到了考

卷後，我哭笑不得的問了自己：「考九十分，這算好還是

不好呢？」我想以我這種不愛讀書的人，應該不錯了吧！

唉！我平時就該好好讀書，不該等到這麼晚才讀。俗話

說：「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只要肯努力，一定做的到。 

 

 

 

 

 

 

 

 



 

                                                  

    
考試前後考試前後考試前後考試前後                                                 五五五五3333高加珈高加珈高加珈高加珈 

 

    天啊！明天就要考試了該怎麼辦？我急得直跳腳，在房間裡團團轉。 

 

    可是，光著急有什麼用呢？一想到這兒，我這隻熱鍋上的螞蟻就開始「飆」

評量，嗚~我寫到快哭出來了！平常都不寫評量的我隨便抓一本評量，都有幾十

回沒寫，寫到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腦子空空，但手一直動。 

 

    寫著寫著，就看到考完試的姐姐正在玩電腦，忍不住的我，就跑去看著她

玩，可是姐姐一看到我過來，就把電腦關起來，她說：「妳去複習你的功課不要

在這裡，妳如果不走開，等爸媽回來我就告訴他們！」我聽了這番話只好摸摸

鼻子，認分的離開了。 

 

    時間快如流水，一轉眼，就到考試時間，現在我才在後悔，如果我當時多

看一點書就好了；如果平時有複習就好了；如果……，不對我應該要正面迎敵，

見招拆招了！於是我開始努力與考卷「奮鬥」，可是我看著考卷，腦筋卻一片空

白，不知如何下筆？我看了一下左邊的小寧，看她一副胸有成竹，一直振筆疾

書；我又看了一下右邊的小宇，只見他低頭苦思，久久無法下筆；我再看了一

下後面的小俊，看他仰天長嘆的胡亂作答，不知在寫些什麼；我最後看了一下

前面的小名，只見他使出他的看家本領，當起了「長頸鹿」，正埋頭寫考卷。 

 

    終於考完試了，我看著慘不忍睹的考卷，真的很想過去偷改答案，早知道

平時就多下點功夫，才不會到現在後悔莫及，唉！ 

 

 

 

 

 

 

 

 

 

 



 

                                                  

    
考試前後考試前後考試前後考試前後                                                 五五五五3333羅郁婷羅郁婷羅郁婷羅郁婷    

 

    期中考的前一天，我真的好緊張，簡直不敢到學校來！爸爸和媽媽常說，

如果複習得夠多，就不會害怕了，雖然考試前好緊張很可怕，可是考試後還要

面對慘不忍睹的分數就更恐怖了。 

 

    當我看到大考考卷時，突然，我腦袋裡一片空

白！昨天晚上熬夜苦讀的成果呢？唉！全都忘得

一乾二淨啦！寫不出答案的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

蟻，真是可怕。充滿緊張的一天，終於結束了！考

完後第二天，我還是不敢去上學呀！為什麼呢？因

為考完試之後的事，當然就是面對分數。於是，我

使出看家本領──裝病！當時鐘即將轉向七點半

時，爸爸進來了，他問我：「考試考得怎麼樣？」

我的心情七上八下，不知道如何答話，也不知接下

來會發生什麼事？今天能否平安度過嗎？ 

 

    經過爸爸幽默又嚴厲的詢問之下──我露出馬腳

了，最後還是得乖乖去上學！當老師發下考卷時，同學們

也都很緊張！「郁婷，來領考卷！」啊！我緩慢的走向講

台，當我拿到考卷瞇眼瞄我的分數之後──其實也不算太

慘嘛！害怕的我終於可以放鬆一下了！ 

 

    為什麼考試會忘記答案？也許是因為緊張吧！為什麼會緊張？可能是因為

複習的不夠吧！考完試了，我了解其中的原因，不管考試成績怎麼樣都要加油，

只要平是用心聽講，加強功課複習，說不定，不管是小學、中學或大學，每一

個人都可以把「考試」的問題拋到九霄雲外去啦！ 

 

 

 

 

 

 



 

                                                  

 

 

  一件難忘的事一件難忘的事一件難忘的事一件難忘的事                                       五五五五 3333 林怡君林怡君林怡君林怡君    

    事情發生在我大班過年後的一個星期天晚上，我在家裡和哥哥搶呼

拉圈，哥哥力氣大，把我拉倒在地上，我撞到下巴流血了。 

    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整個人趴倒在地上，哥哥以為我牙齒掉了，結

果是下巴裂開了，我和哥哥都緊張的要命，尤其是哥哥，他馬上告訴爸

爸和媽媽，媽媽抽了幾張衛生紙給我止血，爸爸則是立刻帶我到醫院去，媽媽

陪著我，哥哥就到外婆家等待，他真的非常害怕。 

    到了醫院，因為我非常害怕打針，所以當護士問我要不要打麻醉針時，我

連忙搖頭說不，之後，護士帶我到急診室，躺在那張乾淨又整齊的病床上，我

害怕那裡的一切，我並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只希望能快快離開那裡，一開始，

醫生把燈照向我，幫我塗上一種藥才開始縫合，護士緊緊抓著我的腳，就怕我

亂動，可是，這樣使我更不舒服，直到手術結束後，她才放手；而且我還發現

了一件事，就是我看到醫生在縫我的傷口時，我竟然不覺得痛耶！後來，我才

知道，原來，這種藥是讓人只有傷口麻醉的「局部麻醉藥」，難怪不會痛。 

    拿完藥，出了之後，爸爸帶我去買玩具，我心裡很開心。經過了這件事之

後，我覺得很不好受，因此，我再也不和哥哥搶東西了，我要記取這次的教訓。 

 

 

一件恐怖的事一件恐怖的事一件恐怖的事一件恐怖的事                                                                                                                                                       五五五五3 3 3 3 許芸愷許芸愷許芸愷許芸愷    

    事情發生在四年前的冬天，我陪媽媽去新光三越逛街，正當我去幫媽媽拿

飲料時，猛然回頭一看，卻不見媽媽的蹤跡。 

    焦急得我就像熱鍋上的螞蟻，因為媽媽不見了。正當我慌亂得不知如何是

好時，此時我忽然想起媽媽跟我說的一句話：愷愷，媽媽跟你說「遇到問題時

不要慌張，冷靜下來，運用腦袋，一定可以想到解決的好辦法。」所以，我照

著媽媽說的話，不慌張，冷靜下來，努力思考。忽然臨機一動，我想到一個好

辦法，於是我就跑到服務臺，請服務人員幫我廣播找人，但是在服務人員廣播

後好久，始終沒有人來，所以我決定了，我請服務人員借我電話，我打電話給

媽媽，媽媽跟我說：「愷愷，妳再等我一下，我馬上就到家了！」我急著跟她說：

「什麼！妳知不知道妳女兒還在百貨公司?」只聽她說：「唉呀!我忘記了！妳再

等我一下，我馬上去接妳喔！妳一定要等我。好！我要衝了？」  

    唉！聽了她這番話，我就放心了。我也體會到，遇到問題時，要冷靜下來，

並且試著去解決問題。 



 

                                                  

一件慌張的事一件慌張的事一件慌張的事一件慌張的事                                           五五五五 3333 馮阜弋馮阜弋馮阜弋馮阜弋    

    

    我還記得，上個禮拜放學回家時，我慘叫了一聲：「天呀！」一件出乎意料

之外的事發生了，這件事讓我差點昏倒，感覺好像我掉進一鍋熱湯裡，被怪獸

煮來吃似的。 

 

    那一天，我忘了帶鑰匙，而爸爸媽媽去大

賣場採購，我腦袋空空沒有思緒，而且緊張到

不知所措，我急忙跑去公園看，竟然沒有人，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有好多人都問我：「小弟

弟，怎麼了，發生什麼事？怎會一臉難過的樣

子。」我說：「我沒帶鑰匙，爸爸媽媽都出去了，

我也不能按門鈴。」就因為這樣，他們也無能為力了，我感覺自己好像流浪漢，

差點哭出來了，我到底該怎麼辦呢？我大聲說著。 

 

    我望著手錶說：「已經等了快一個小時了，也許我不能再這樣等下去？」此

時我靈機一動，想到附近有家五金行，我趕緊去找鎖匠來開鎖，鎖匠跟我要一

百元的工資，可是我身上只有二十塊，所以我說：「等到我到家時，我再給你剩

餘的八十塊，二十塊先給你當押金。」好心的老闆接受了。 

 

    回到家時，我發現鑰匙藏在另外一個地方，媽

媽也跟我說：「下次我放不同位置，會告訴你的。」

我說：「我知道了。」這次的事件，真是非常的驚

險又恐怖，也讓我知道鎖匠的用途了。 

 

 

 

 

 

 

 

 

 

 



 

                                                  

  

 

 

 

    
聰明的小兔子聰明的小兔子聰明的小兔子聰明的小兔子                                           五五五五 3333 高鵬宇高鵬宇高鵬宇高鵬宇 

    很久以前，森林裡有一隻小兔子，牠是森林裡最膽小、

力量又最小的兔子，牠時常被動物們欺負，也常常被瞧不

起，甚至連小松鼠都欺負牠，兔子心想：「難道我要永遠活

在驚嚇和被欺侮中嗎?」而這時大象和長頸鹿又來欺負牠，

讓牠害怕得跑回家。兔子煩惱到昏睡，突然，牠想了一個

好點子了。兔子跑去跟大象說：「我跟你比賽拔河，若你輸

了，你就要叫我大哥當我的小弟。」大象覺得很可笑，於

是就答應牠了，兔子跟大象說改用鼻子來拔河，大象也同意了，於是兔子訂了

規則，要跨過界線，到叢林的另一端，然後等牠說一、二、三才開始。之後，

兔子又跑去跟長頸鹿提出同樣的挑戰，只是牠跟長頸鹿說改用脖子來比賽。就

這樣，兔子讓大象和長頸鹿比賽拔河，直到隔天都還分不出勝負。 

  於是，長頸鹿的脖子和大象的鼻子從此就變長了，而森林裡的動物再也不敢

欺負聰明的小兔子。 

 

 

長頸長頸長頸長頸鹿脖子的秘密鹿脖子的秘密鹿脖子的秘密鹿脖子的秘密                                      五五五五 3333 游宜瑾游宜瑾游宜瑾游宜瑾    

    從前從前，長頸鹿的脖子並不是那麼長的，身上也沒有斑紋，因為長頸鹿

是草食性動物，又特別喜歡吃樹葉，隨著小樹長大，還和其他動物的爭食，長

頸鹿越來越吃不到低矮的樹葉，於是，媽媽就教長頸路要把腳踮高一點，脖子

伸長一點，就可以吃到葉子了。長頸鹿照著媽媽的話努力的踮著腳，又用力的

伸長脖子，好不容易才吃到葉子，久而久之，長頸鹿的脖子就變得越來越長了，

四條腿也因為用力踮腳的關係，變修長美麗，常常受到大

家的讚美。又因為溫和的長頸鹿常常是肉食性動物追捕的

對象，長頸鹿老師教長頸鹿用迷彩做偽裝，可以讓敵人不

容易發現牠，逃命的時候，也會讓敵人眼花撩亂，失去目

標。所以長頸鹿用泥巴塗在自己身上保護自己，但是長頸

鹿卻不愛洗澡，時間久了以後，身上的斑紋再也去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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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遺憾遺憾遺憾                                                    五五五五 3333 趙俊凱趙俊凱趙俊凱趙俊凱    

 

    灰姑娘在午夜十二點鐘聲響後，匆匆離開舞會，不小心遺落了一隻玻璃鞋，

王子撿到了另一隻玻璃鞋，當他要拿灰姑娘時，發現灰姑娘不再是剛才那美麗

又漂亮的姑娘，而是一個奇醜無比的姑娘，受到驚嚇的王子，馬上派一個侍衛

將灰姑娘關起來，因為不敢面對現實，所以王子到城堡深處躲了起來。 

    被關起來的灰姑娘，她非常難過，此時仙子出現了，仙子告訴她：「如果我

把你變回原來的模樣，在兩點鐘前妳沒有找到王子妳就會死，如果你有見到王

子你就能活下來，並且成為他的夫人，妳願不願意？」灰姑娘一口就答應，說

完話房門就打開，灰姑娘變回美麗的姑娘，而灰姑娘馬上開始尋找王子，因為

城堡太大了，所以他迷路了，而當兩點的鐘響時，灰姑娘和王子只差一個轉角

而已，可憐的灰姑娘離開了人間，而死去的灰姑娘漸漸化為泡沫，緩緩向天上

飄去，只留下深深的遺憾。 

 

 

 

壞女巫壞女巫壞女巫壞女巫                                                  五五五五 3333 劉家名劉家名劉家名劉家名    

    灰姑娘在夜晚十二點的鐘聲響後匆匆離開舞會，不小心遺落了一隻玻璃

鞋，追趕而來的王子看到了一隻玻璃鞋，王子時起玻璃鞋，展開尋找灰姑娘之

旅。王子來到了一座茂密的森林，「啊！」他嚇了一大跳，原來眼前出現一隻怪

獸，他拿起寶劍朝怪物一刺，尖叫聲傳遍了整個森林，怪獸倒下，他靠近一看，

發現那個可怕的怪物竟然是灰姑娘，但是已經太晚了，灰姑娘已經死了，王子

傷 心的哭了起來，眼淚一滴一滴掉在灰姑娘的身上，神奇的事

發生了，灰姑娘復活了，王子開心的大吼大叫，他緊緊

的抱住灰姑娘，灰姑娘告訴王子事情的真像。原來讓

他參加舞會的巫婆，是一個超級大壞蛋，灰姑娘因為

沒準時回去，所以女巫變成怪物附身在她身上，直到

王子殺了怪獸才解救了灰姑娘，讓她脫離女巫的「魔

掌」，經過這件事件後，他們就過著幸福又快樂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