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最愛的事物                        五 1劉人瑜 

 

   我最愛的事物就是看書，我覺得好像我就是主角，就連別人叫我，我也沒有

反應，我看的書有很多種，像小說、推理、科學、童話…………我都看，嚐試

不同的書感覺很棒，說到這裡我很喜歡去圖書館，我一個人靜靜的看，可以看

好幾個小時呢! 

    我也喜歡上學，上學讓我的生活非常充實；我喜歡彈鋼琴，小時候因為我

在電視上聽到樂器之王美妙的聲音，於是我請求媽媽讓我學習鋼琴，雖然在過

程中一度想要放棄，但是在爸媽的鼓勵下我才走到了今天，我才發現音樂可以

讓人心情變好，我現在覺得音樂是我的寶物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覺得每個人喜歡的事物都不同，而大家在完成自己的夢想時都會遇到困

難，每個人的夢想都不同，我的夢想是當音樂家，我希望我的表演可以跟大家

分享，也可以帶給大家快樂，這就是我的夢想，現在我離夢想還有一大段距離，

我得要努力才行。 

 

 

難忘的旅遊                       五 1 陳廉芳 

 

星期天一早起床爸爸媽媽說要開車帶我和弟弟去貓空，我和弟弟滿心期待準

備要去貓空。 

我們去的時候我有很多的疑問，像是貓空怎麼來的，所以我問媽媽，媽媽

說:「台北人習稱木柵茶區為貓空，此處以鐵觀音最著名，到「貓空」喝茶品茗，

早已成精緻化休閒的流行時尚，著名的茶產地和觀光茶園，特有的地質現象-壺

穴地形，該處屬火成岩地質，貓空原本是茶區東側的小溪谷，因地質鬆軟，河

床在長年沖擊下被卵石鑽蝕坑坑窪洞，水流則似貓爪痕跡，貓空（孔）之名就

傳開來。 

我覺得這次去貓空我學到了多東西，例如：據傳說，貓空的明月，正是美

人照鏡的好穴位，所以茶農都會做好茶賣好茶，同時開茶店，後來茶店逐漸式

微而貓也都跑光了，於是他又叫貓空，與家人，友人一同聚會，這一切就是值

得陶醉。 

    五五五五年一班年一班年一班年一班    潘佳玲潘佳玲潘佳玲潘佳玲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 



 

                                                  

 

難忘的一堂課                               五1鄭羽絜  

 

星期五最後一堂課，老師要我們排隊到視聽教室聽演講。看著布幕上斗大的

字「馬賽克的世界」，我心想：「咦？難道要介紹馬賽克藝術？」視聽教室的講

台上立著一支麥克風，旁邊放了一些小玩具、文具及一把很酷的吉他，引人好

奇。 

    就在滿腹狐疑時，校長走上講台介紹今天的活動：「我們請到眼睛幾乎失明

的小花哥哥，與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在掌聲中，一位年輕的大哥哥走上台，

他先握著固定麥克風的架子，慢慢往上摸索，才捉到麥克風，接著充滿活力的

自我介紹。原來大哥哥是花蓮人，綽號「小花」（很可惜，我忘了他的本名），

小花哥哥告訴大家，他原本視力很好，還開玩笑的說，連考試作弊都很輕鬆呢！

然而，在高中一年級時，他得了一種病，才使得視力漸漸衰退。現在，他眼中

的世界就像一幅馬賽克般模糊不清，且只有黑白兩色。他從小由阿公、阿嬤扶

養長大，尤其阿嬤更是無微不至的照顧他，陪他到當時充滿 SARS 病毒的台北醫

院就醫……。小花哥哥一開始時無法接受幾乎失明的自己，他說：「只有閉上眼

睛，才能跟以前一樣」。我不禁想像自己如果看不見，漸漸忘了家人、老師、朋

友的長相……那會是多麼可怕啊！。接著，小花哥哥拿起吉他，邊談邊唱著自

己編的歌，曲中描述自己從小的生活。最後，在如雷的掌聲中，他緩緩的說道

------我一點也不埋怨自己失明，失明後的我得到更多。 

    小花哥哥的話在我的腦海中迴盪許久，真佩服他能勇敢面對生命中的不完

美，我期許自己也能向他學習。 

 

    假如我是一條魚                      五 1 陳業寰 

假如我是一條魚，一定是一條特別的魚，有著和別人不一樣的鱗片，鑽石

般的雙眼，可愛的臉頰，但卻沒有別人有的特色-----自由。 

假如我是一條魚，我想跟著清涼的小河，吹著涼爽的風，去看著名的地標

和古蹟!我幻想著:有天，我游到阿里山玩，看到了青山白雲，還有各種快樂的

動物.後來，我遇到一條水蛇，我本來想和他交朋友，不幸的是，他正在找食物，

一看到我就立刻衝了上來，想把我一口吞下，嚇的我一直游，他仍緊追不捨，

幸好最後他體力耗盡，這才停止追逐.我喘口氣，看了下天空，才發現已經黃昏

了，我快點游上山去欣賞美景。 

假如我是一條魚，「游」山玩水後，我游回家裡，和家人分享剛剛的事，他

們一定很開心. 



 

                                                  

 

 

    
                                                            

 

五 5 吳芝瑄 

 

 

今天一大早，媽媽就把還在賴床的我叫起來，媽媽說:「不要賴床了，不然

你今天就留在家裡不要去後龍舅公家」我聽到後立刻

從床上跳起，用飛快速度去刷牙和整理儀容。 

搭了一個半小時的車終於到後龍，舅公一家人看

到我們的車子到了，笑容滿面地出來歡迎我們，舅公

的五個孫子還打著赤腳耶!真羨慕鄉下的小孩都可以

不穿鞋子。 

舅公是外婆的弟弟，他住在後龍的「校椅里」，那

裡有外婆和的童年回憶和濃濃的人情味，我和姊姊一下車就有人問:「要不要來

杯思樂冰呢?」，說著說著就把思樂冰塞到我和姊姊的手裡。 

中午，外婆家的老、中、青三代共開了三桌滿滿的佳餚，大家一起吃飯，真

是熱鬧極了，吃完飯後，二舅舅提議去釣蝦，

我們就開了三部車前往釣蝦場。 

到了釣蝦場，舅舅給了我和姊姊一根釣

竿，金芳阿姨卻在一眨眼的功夫釣了六隻蝦

子，我一方面向爸爸討救兵；一方面看別人是

怎麼釣的，結果，我竟然也釣到了一隻蝦子，

就在將蝦子拉起的瞬間，我被揮動尖夾的蝦子

給嚇到了，我快速地把釣竿交給旁邊的姊姊，

大家都被我的舉動笑翻了。 

這些都是住在都市又是小家庭的我，少有的

生活經驗，所以，我很喜歡到後龍的舅公家玩。 

 

 

 

 

    五五五五年年年年五五五五班班班班    陳士軒陳士軒陳士軒陳士軒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 



 

                                                  

作文的苦與樂                                             五 5 黃崇宇 

作文，每個人都會寫，卻不是人人都能寫得很好。有的人寫起作文，就愁眉

苦臉的；也有的人寫起作文的時候，就好像陶醉在旋律優美的音樂裡。而我呢？

有時開心，有時難過，有時甚至快要抓狂，可說是有數不清的感受呢！ 

作文的苦，輕易就可以體會到。段落銜接不起來、無法扣住中心主旨、錯

別字一大堆、寫出來的文章不具體又不生動……這些寫作的問題，大多是我在

寫作時會碰到的麻煩。它們不僅拖延我的時間，有時還差一點將我的腦子炸開，

使得我常常聽到「作文」兩個字就嚇得魂飛魄散，趕快逃命。寫作有時真辛苦

啊！ 

作文的樂，一定要用心體會才可以感受到。偶爾被老師誇讚作文寫得豐富、

有趣，寫作能力大幅進步或是受到高分數的肯定時，心裡就不知不覺的高興、

雀躍了起來，彷彿先前的辛苦都突然消失，並感到非常的有成就感。寫作其實

也蠻快樂的！ 

作文有苦有樂，我想只要努力練習、用心體會，不管經歷了多少苦，碰到了多

少麻煩，最後一定會嘗到寫作的樂趣，成為一位寫作高手！    

 

校外教學                                                  五5林郁軒 

  今天是全班期待以久的校外教學，一走進教室， 立刻聽到熱絡的討論聲！ 

   「啊！」突然聽到一聲驚叫聲。「咦！怎麼過了那麼久還沒開啊？」我心裡

不禁疑問著。啊！這不是一般的緊急煞車，我們撞到了前面的公車！漸漸的，

車上此起彼落的歡笑聲化為一句句的擔憂！「坐好，要出發了！」老師說。唉！

於是我終於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頭，車子開始行駛了，大家又恢復了原本的生氣，

好不熱鬧啊！   

   「到了！到了！」我終於看到中山堂了。一走進會場，彷彿自己就是以前的

貴族呢！悠揚的樂聲響起，整齊劃一；接下來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命運交響曲，

曲子一開始就震撼人心，讓我不禁起雞皮疙瘩呢！「哇！用手彈小提琴，好酷

啊！」大家為這首高難度的曲子驚呼了起來！嗯！真令人佩服。美好的時光總

是過得特別快，音樂的饗宴結束了，準備前往舉世聞名的故宮囉！ 

    一走進藏了許多珍寶的故宮博物院，就像置身於宮殿般，導覽員盡力的爲

我們解說，讓我知道原來婦好只活了三十幾歲呢！不過，她卻是個很會打仗的

女強人喔。真是太厲害了。 

  回程時，我帶著疲累的身子坐上了遊覽車，感謝隨隊的老師和愛心家長，

今天的戶外教學不但聽到許多優美的曲子，也看到眾多珍貴的商朝文物，真是

滿載而歸啊！ 



 

                                                  

   

五 5陳聖捷 

                                      

 

晴空萬里的天氣，爸爸開車帶我們一

家去向陽農場焢窯和欣賞美麗的向日

葵，當我們到達目的地時，看見遠方有一

大片向日葵花田，在陽光照射下發出耀眼

奪目的金黃色，令人賞心悅目。當爸爸停

好車後，我迫不及待快步衝進焢窯區，我

和爸爸開始撿拾木柴準備升火，媽媽和弟

弟洗滌食物，當窯燒到通紅時，我們就將

食物陸續的放進窯裡,趁炭火還旺盛時，

將窯口封住，並且用濕土將周圍的縫隙蓋住，不讓熱氣跑出來。 

     依照現場指導人員的講解，封窯的時間要超過一個小時，才能將食物悶

熟，在等待的其間我發現周圍的遊客陸續湧進，有人烤肉、有人焢窯、還有人

在旁邊的靶場練習射箭，更多人在採摘向日葵，熱鬧非凡。接近中午時，我們

終於可以把覆蓋在窯上的泥土撥開,取出食物，開始享受美味的地瓜、雞腿……

等豐盛的午餐。  

用完餐後，我們悠閒的在園區散步，在販賣部裡有琳瑯滿目的向日葵造型

飾品，還有用向日葵製成的花茶和食品，

真想不到它有那麼多種用途啊!接著我們

進入園主精心栽種大大小小各類品種的

向日葵花田，呈現在眼前的彷彿一片金黃

色的浪花，美不勝收。  

      我們在花田裡逗留許久精挑細選

了七朵嬌艷動人的花兒，直到夕陽西下，

才依依不捨的告別這令人神往的美景，踏

上回家的歸途。 

 



 

                                                  

 

 

    
                                                           五 6張芸禎 

    俗話說：「一日之計在於晨。」但是如果早上的精神不好，那就要靠午睡來

幫忙囉！ 

    根據睡眠醫生指出：「老年人由於生理緩慢老化，導致整個睡眠效率變差，

到了中午更需要午睡。而學生因為生理發育的關係，最好也能午睡，才能促進

身心健康。」 

    午睡有益健康，它能迅速恢復大腦活力、提供工作效率、減輕生活壓力，

並減少工作上的錯誤與意外發生，自古以來便有許

多名人遵守這項生活規律，大發明家愛迪生，科學

家愛因斯坦，英國首相邱吉爾，都是充分利用午休

時間補眠，才能成就一番不凡的事業成就。 

    整體來說，養成午睡的習慣，不論是對心理上

或生理上，絕對有好處的，朋友們，讓我們好好午

睡一下吧！ 

 

 

                                                         五 6 陳逸翎 

    我們幾乎每天都在睡午覺，卻不知道睡午覺有很多壞處，今天就讓我們來

一探究竟吧！ 

    美國哈佛大學哥斯大黎加研究所人員對哥斯大黎加的民眾進行研究，以便

了解五百零五名心臟病發作者和存活者五百二十五名之間的關係。 

    結果顯示，每周只睡一次午覺(少於六十分鐘)和每天睡上九十分鐘的人相

對照，心臟病發作比例整整高出百分之五十，顯示出經常睡午覺的危險性，實

在是高得超乎想像。 

    睡午覺時間超過三十分鐘，身體便會進入不易睡醒的

深睡期，容易打亂生活時鐘，影響正常的夜間睡眠。剛午

睡完的半小時內，還容易發生頭痛、全身無力等等因為睡

眠慣性所造成的症狀。 

    所以我們應該要支持不睡午覺，才不會得心臟病等，

才會有美好的人生。 

 

    五五五五年年年年六六六六班班班班    魏仁一魏仁一魏仁一魏仁一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 



 

                                                  

                                                         五 6葉馨芸 

    每當我們吃完午餐後，總是會懶洋洋的趴在桌子上午休。因此大部分的人

都認為午休可以讓精神變好，不過，這一切都是大錯特錯！ 

    醫生指出吃完午餐後午睡，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趴在桌上午睡，會使你的

手不舒服、麻痺，午睡完視力短暫受損，看東西會有些模糊。 

    美國哈佛大學的研究成果也指出：有睡午覺習慣的人，百分之五十以上容

易心臟病發作。 

    雖然大家常常誤認午休可以讓精神變好，不過，看完這篇文章之後，有沒

有覺得午休會讓你『得不償失』呢？ 

 

 

                                                        五 6 張軒睿 

    「來！睡午覺。」「ㄚ~~」這是每天中午都會聽到老師和學生互動的聲音，

我們到底要不要、該不該睡午覺呢？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指出：睡午覺的人有百分之五十容易得心臟病。 

    睡午覺後會感到頭暈、想睡或身體不舒服等，所以午睡並不適合學生們實

施。 

    我認為午休時間可以交給老師們用來上課或者讓學生自由活動，才不會造

成晚上睡不著、容易生病，影響身心健康。 

    所以，「不要午睡」事項聰明的決定，現在人們主張要午睡，其實錯了，睡

午覺會使身體健康變差，不要午睡了吧！ 

 

 

                                                          五 6祝品翔 

    吃完午飯後，過了幾分鐘，鐘聲響了起來，又到了午睡時間了。 

    我不喜歡午睡，趴在桌上非常不舒服，午睡令我厭煩。 

    大家都說：午睡可以使下午上課更有精神。真的有那麼大的幫助，完全沒

有一點壞處嗎？ 

    根據醫學研究指出，午睡會壓迫眼球，影響視力；因為剛吃完午餐，還會

影響消化，腸胃因此脹氣；午睡時趴著的姿勢使得身體彎曲，導致呼吸不順暢，

影響身體健康。 

    一覺醒來，昏昏沉沉的，有時還頭暈，下午上課怎麼會更有精神呢！ 

    所以，也許我們應該避免午睡，才不會導致這麼多危害身體健康的事發生！ 

 



 

                                                  

                                                           五 6吳明軒 

「怎麼可能？人也可以將巨大無比的高山一到另一個地方嗎？」 

冀州南部，漢水被高山阻隔，使得人們的交通不便利。 

愚公以九十歲的高齡決定去移山，他每天移一點，從不間斷，直到天上的

神被他的恆心感動，於是助他一臂之力，把山移走了。 

「不可能，我根本跑步完一公里！」 

老師發令，我開始往前跑，一路上我追上了許多人，但是，身體卻越來越

喘，越來越累，這時候我想起了老師的話：呼吸要調整好，配合腳步節奏。我

試著去做，並堅持下去，於是我順利的跑完了一公里。 

做任合事，都要有恆心、有毅力，才能順利完成，古人說：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便是這個道理。 

 

 

 

                                                   五 6謝駿恩 

「哈！烏龜也能跑贏兔子喔！」 

有一天，兔子去找烏龜來賽跑，烏龜答應了。 

第二天全村的動物都去看這場比賽，「砰！」比賽開始了，雙方開始奔跑，

但是烏龜始終追不上兔子，兔子停下來往後一看，烏龜連影子登看不見，於是

放心的睡了一覺，可是烏龜卻憑著毅力，一步一步的向前跑，終於跑贏了兔子。 

這一天，少年李白又逃學了，在街上看見了一位老婆婆正在磨一支鐵杵，

還說：我想要磨成繡花針。李白很驚訝，老婆婆便說明道：我只要一天磨一點，

終究還是會磨成繡花針的。 

少年李白受到啟發，從此不再逃學，努力向學，成了偉大的的詩人。 

俗話說：「有志者事竟成。」看著烏龜和李白的故事，就證明了這句話的意

義。生活上，都有大大小小的事必須靠著恆心、毅力去完成。不然的話，就無

法得到完美的結果喔！ 

 

 

 

 

 

 

 



 

                                                  

                                                    五 6 張陛銓 

李白，是中國的大詩人，小的時候曾經發生過一件事。 

有一天，李白逃學下山，撞見了一位老婆婆正在磨鐵杵，李白好奇的問，

老婆婆說：我要把鐵杵磨成繡花針。一天一天不斷的磨，就算我死了，我的子

孫還要繼續，總有一天，鐵楚會被磨成繡花針。 

李白恍然大悟，立刻發憤讀書，終於成了詩仙。 

「書聖」指的是中國大書法家王羲之，他有七個兒子，其中以王獻之的書

法成就最高，到底他有什麼秘訣呢？ 

相傳有一次王獻之向父親請教書法成功之道，王羲之便帶他到院子裡，指

著那八個大水缸說：只要用完缸裡的水磨墨，就會明白書法的成功之道。 

    王獻之發現父親的意思是要他努力練字，於是用心練習，持續不斷終於成

為傑出的書法家。 

李白和王獻之的故事都是告訴我們「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他們的成功

絕非只靠天賦和運氣，而是持續不斷的恆心與毅力。 

 

 

 

  

                                                         五 6 陳玟伃 

    走入靜謐的巷子裏，高大的樹上傳來清脆的鳥叫聲，看到圍牆上開滿茂密

的花兒，這究竟是怎麼了呀！ 

    遠遠的看過去，這一群可愛的花兒開滿了牆頭，彷彿是一頭大鯨魚，優游

在快樂的花海中。 

    走近些，墨綠色的葉子，有著黃綠色的葉脈，花朵有如嬌小玲瓏的水滴一

般，淡紫、深紫、潔白色互相交錯在花瓣上，顯得更加美麗了。 

    再湊近些，一股大蒜味兒撲鼻而來，真是奇特的植物呀！ 

    原來呀！這就是傳說中的｢紫羅蘭｣！ 

    紫羅蘭的花兒太美，經常讓人流連忘返，葉子上的大蒜味兒，就這樣消失

在空氣中。 

 

 

 

 

 



 

                                                  

                                                         五 6楊詠喻 

    走入靜謐的小巷子裏，一邊是高聳的大樹，一邊是攀爬在白色圍牆上的美

麗。 

    站在對面的人行道上看著紫羅蘭，淡紫色、深紫色和白色的花瓣，簇擁在

一起，為潔白的圍牆穿上最華麗的外衣。 

    走近一瞧，一股淡淡的大蒜味飄散過來，雖然奇怪，可是並沒有減損她高

貴的氣質，優雅的姿態。 

    鮮綠的葉子，有著水滴般的形狀，往下垂掛著，彷彿正為短暫的花期哭泣

一般！ 

    牆上的紫羅蘭太美，路過的人都駐足凝視，連自己也變成了風景的一部分

了。 

 

                                                          五 6 陳品先 

    今天，我們全班一起到靜謐的巷子裏賞花。 

    那花兒是紫色的，深色的、淺色的和潔白的花，簇擁在牆頭上，看起來像

條魚，正在高興地游著，令人心情愉快。 

    走近一些瞧個仔細，只見水滴狀的綠葉，圍繞著花朵，互相襯托出高貴的

氣質，摘下一片葉子，濃烈的大蒜味衝進鼻子裏，啊！真是奇特的植物呀！ 

    這時，太陽露臉了，金黃色陽光照射在花朵上，花朵更加迷人了，展現出

另一種風貌。 

    這位美麗的小姐叫｢紫羅蘭｣，也可以叫｢蒜香藤｣，紫羅蘭攀爬在牆頭，盛

開的容貌十分美麗，大家一定要去看喔！ 

 

 

 

 

 

 



 

                                                  

                                                           五 6潘麒亘 

    上作文課，老師發給我們兩顆豆子。 

    我看了看，它們像變形的石頭，有著螢光綠的外表，一點也不像可以吃的

樣子。 

    我拿起其中一顆豆子，湊到鼻尖聞了聞，一股又嗆又辣的味道直衝而來，

我嚇了一跳，想說這神秘的豆子怎麼這麼恐怖。 

    這兩顆聞起來又嗆又辣，還有著奇怪顏色的豆子，就在眼前，但我遲遲不

敢動手，深怕遭遇不測！ 

    最後，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一顆，含在嘴裡，一開始，沒甚麼感覺，正在慶

幸的時候，淡淡的辣味出現，然後一股強勁有力的嗆辣味道，排山倒海一般的

湧現，從嘴裡快速的擴散開，直衝鼻腔和腦門，鼻子裡像著了火，腦袋暈眩不

已，我抱著頭哀號！ 

    幸好這味道來得快去得也快，等到嗆辣味兒逐漸散去，我才咬破它，裡面

居然包著一顆花生，濃濃的花生味兒，馬上蓋過嗆辣味，不然又得受折磨了！ 

    老師看我們的神情恢復正常了後，才說明這神秘的豆子叫做「芥末花生」，

體驗芥末花生的味道，有如乘坐雲霄飛車一般，高低起伏、上上下下、既刺激

又好玩！ 

 

 

                                                          五 6 陳姿昀 

    作文課時，老師發了兩顆活像鬼火一般的東西，大家都猜不透老師葫蘆裡

賣的是甚麼藥？ 

    湊到鼻子前聞一聞，咦！沒有味道哇！用力吸一口氣，噁~~~一股嗆鼻的怪

味穿過鼻子，直衝腦門，我頭暈目眩，開始咳嗽，眼淚也不爭氣的流了出來，

這是甚麼可怕的東西呀！ 

    小心翼翼地放一顆進嘴裡，那令人作嘔的味道又來

了，我頭暈、目眩，和同學們一樣有著一張扭曲痛苦的臉，

我好無助！就像一頭野獸，明知前面是致命的陷阱，卻

不得不往下跳…，終於，我咬下去了，神奇的是，我吃

到了花生，濃濃的香味解救了我，難道「先苦後甘」就

是這樣嗎！ 

    老師終於公布答案了，果然是我最不喜歡的芥末，我

再也不要吃這可怕的食物------「芥末花生」了！ 

 



 

                                                  

 

                                                        五 6 張瑀倢 

    今天老師神秘兮兮的拿出一個漆黑的罐子，從裡面倒出兩顆神秘食物，請

我們吃。 

    看到那兩顆圓滾滾，又散發出青綠色光芒的食物，簡直就像鬼屋裡的鬼火

一般，恐怖極了，這，能吃嗎？ 

    輕輕捏起一顆聞聞看，一陣又臭又嗆鼻的怪異味道傳來，直往鼻子裏衝去，

連忙遠遠的拿開，它真的會好吃嗎？ 

    在老師的催促下，終於鼓起勇氣，拿了一顆放進嘴裡，啊！好辣啊！嗆得

我眼淚都流下來了，好像在抗議我說它們是鬼火一般。 

    不久，辣味漸漸平息，裡面還包著一顆花生，濃濃的花生香味和殘餘的嗆

辣味道組合起來，居然搭配得天衣無縫，一香一辣，令人回味無窮呢！ 

    想知道這麼可怕的食物是甚麼嗎？答案就是｢芥末花生｣。 

 

 

 

                                                          五 6侯均葆 

    今天我吃了這個可怕的東西後，就覺得它還滿好吃的嘛！ 

    一開始看到這顆小小的、螢光綠色的小彈珠，彷彿它正不懷好意的要陷害

我，挑戰我道：｢你敢吃我嗎？｣。 

    果然，當我把它送進嘴裡，一道滾燙的岩漿，從我的嘴巴直衝進鼻子裏，

我快受不了啦！ 

    這時老師下令，我馬上一口咬下，這才知道，原來裡面還包著香甜酥脆的

花生，花生的甜味蓋過辛辣的味道，兩種味道在嘴裡互相交融，令人回味無窮。 

    最後，老師終於告訴我們了，原來是｢花生｣啊！親愛的讀者，你也來吃一

顆試試看吧！ 

 

 

 



 

                                                  

 

 

    
    

    

                                                                                                                                                                                                                        五五五五 7777 石宇辰石宇辰石宇辰石宇辰    

    

  蜂烏從小就住在熱帶雨林中，因爲他們小而快速

的身體可以適應這多變的天氣，而雨林也培育出了五

十多種的蜂烏呢！ 

  蜂烏小小的翅膀可以以閃電般的速度飛翔在廣闊

的天空中，又以五彩繽紛的羽毛感動人心，令人看了

目瞪口呆。 

  蜂烏採集花蜜的方式非常有趣，他以又長又尖的嘴舔食花蜜，但有時也會

和同樣想填飽肚子的蜂烏打起交道來，兩隻蜂烏就在天空中展開互不相讓的激

戰。 

  雨林中孕育出了許多奧妙的生物，他們彼此互助合作，又互相競爭，串起

一條美麗動人的畫面，他們努力求生的精神更加值得我們讚賞。 

 

 

                            

                           五五五五 7777石美琪 

  想隻到有關峰鳥的是嗎?我現在告訴你吧。 

  峰鳥的生活環境是，潮濕的熱帶雨林，媽媽的窩總是用棉花作為襯底，而做

的第方很難尋找，必須要認真的找，才找到喔! 

  峰鳥的特徵是，體型瘦小，翅膀很有力量，可以快速

飛行，變化有八個步驟。 

  峰鳥的捕食方式，是用常常的嘴巴吸花蜜，有時也會

用尖嘴把一些小動物給吞下，吸收小動物的蛋白質。 

  從峰鳥的生存方式，我了解到森林有許多動物都是靠

自己的努力才活下來。 

    五五五五年年年年七七七七班班班班    林婉娟林婉娟林婉娟林婉娟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 



 

                                                  

秋天的景致秋天的景致秋天的景致秋天的景致                                                                                                                                                                                        五五五五 7777邱垂謙 

大太陽底下涼風呼呼的吹著，在樹林裡有一群毛絨絨的綿羊在樹下乘涼，青楓

的葉子慢慢變成橘紅色，讓大自然填加了色彩，這個美麗的景色真是令人難忘。 

                   山上的奇景山上的奇景山上的奇景山上的奇景    

  天上的雲就像一隻隻可愛的小綿羊在天上跳躍，山邊的湖泊就像一面大鏡子

般照映著樹林，遠方的高山有如一位位高大的巨人盤坐在湖泊的岸邊。 

                 湖泊的美景湖泊的美景湖泊的美景湖泊的美景    

            成群的水鴨在心湖的中央游來游去，有的拍著翅牓，有的潛到水裡抓魚，有

的在窩裡孵蛋，有的則縮著頭在岸邊睡起覺來，各式各樣的姿態和湖邊的人群

相呼應著；湖邊的人群有的人在聊天、有的人在沉思，有的在騎腳踏車，有的

人在賞鴨，湖泊的美景真是多采多姿。 

                校園裡的大樹校園裡的大樹校園裡的大樹校園裡的大樹    

大樹靜靜的站在校園裡，他每天望著我

們上課下課，雖然他什麼都沒有做，但卻悄

悄的改變校園的景致。在夏天裡他將校園塗

上翠綠的顏色，在秋天裡又將校園塗上鮮紅

的顏色，在春天裡更將校園點綴得五彩繽

紛，但冬天裡大樹好像累了，他將顏色收了

起來，只留下灰灰暗暗寒冷的顏色。 

    

美麗的風光美麗的風光美麗的風光美麗的風光--------------------    野柳野柳野柳野柳                                                                                                                                            五五五五 7777 黃暐媗黃暐媗黃暐媗黃暐媗 

   來到野柳海邊，一邊是湛藍的海洋，一邊是充滿了獨特的奇形怪狀岩石。由

於野柳依山傍海，景色優美，非常適合遊客觀光。 

         野柳是一個充滿了特色的景點 。女王頭，仙女鞋， 豆腐石，俏皮公

主，冰淇淋石．．．．等都是野柳著名的景點。其中我最喜歡的是女王頭，優

雅的頭，彷彿帶著美麗的髮式一樣的高雅。 

         眺望遠方，有仙女鞋倒落在海邊，長像奇特的燭台石，是野柳特有的

海蝕景觀。燭心是岩層裡較硬的石灰，周圍沖激出環狀的溝槽，切割出圓錐形

的「燭台」。 

         野柳的岩石乃至整個野柳岬，可說是動態地形的演育，就像是一個活

生生的生命體，下次如果還有機會，希望能再欣賞到這大自然的禮讚。 



 

                                                  

千變萬化的野柳千變萬化的野柳千變萬化的野柳千變萬化的野柳                                                                                                                                                    五五五五 7777陳妍如    

當我們來到人潮眾多的野柳時，看見千變萬化的海岸風光。野柳有一個傳說，

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西班牙將野柳稱作「魔鬼岬」。因為，野柳周圍的海岸佈

滿很多暗礁，對過往船隻來說，是個很危險的航道，時常有船難發生，因此有

「魔鬼岬」的稱號。 

    野柳有很多奇形怪狀的岩石，有女王頭、瑪伶鳥岩石 、燭台石、仙女鞋、

象鼻頭、俏皮公主等。其中，最受歡迎的是女王頭。遠望天空湛藍的顏色與金

光閃閃的細沙，感覺好美呀！我們走到了地上都是貝殼和沙子的海岸邊，我拿

出袋子，開始撿貝殼，結束後，我們帶著心滿意足的笑容，快快樂樂的回學校。 

    我覺得野柳地質公園的岩石值得欣賞，我也在野柳學到了很多的知識和常

識，希望下次去別地方玩的時候，也能在那裡發現奇特的東西，祝福野柳的海

岸岩石不要遭到破壞。 

 

野柳奇景野柳奇景野柳奇景野柳奇景                                                                                                                                                                                                    五五五五 7777高語彤 

大家都說野柳的風景很美，今天我終於能去了，因此我開心的像中了大獎似的，

一個晚上都睡不著。 

  野柳位於新北市的萬里鄉，因為經過千百年的侵蝕、風化的交互作用下，形

成了許多奇形怪狀的岩石，再加上豐富的海洋生態、漁村風情等多元面貌，讓

野柳成為深具教育、觀光的旅遊景點。 

  野柳的許多岩石都很引人注目，當我走近有許多蕈狀岩的地方時，我彷彿進

入了一座魔幻森林，因此我最喜歡的也是它。 

  當我望著野柳的大海時，我的煩惱早已消失的無影無蹤，當我要離開時，我

依依不捨的向野柳再見，希望能再回到野柳的懷抱。 

 

 

變化萬千的野柳變化萬千的野柳變化萬千的野柳變化萬千的野柳                                                                                                                                                                        五五五五 7777王瑜桂 

  來到了變化萬千的野柳，一看過去就是美麗的岩石與大海。 

  傳說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西班牙將野柳稱做「魔鬼岬」，因為野柳周圍海岸

佈滿許多暗礁，對過往船隻來說，是個危險的航道，時常有船難發生，因此有

「魔鬼岬」之稱。 

  野柳是個吸引觀光客的地方，尤其女王頭彷彿仰著頭像在對鳥兒們與偉大的

上帝唱著悅耳動聽的美妙樂曲，讓人們也不斷的想跳舞。 

  這次的旅行使我念念不忘，來到了野柳，讓我感覺時間彷彿是一顆顆寶貴的

鑽石，是我們不斷回味的美好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