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深坑老街玩        五 6張芸禎 

    過年的時候，爸媽帶我去很多地方玩，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深坑老街了。 

    去的時候正好是午餐時間，所以就吃最有名的招牌菜

------臭豆腐，它的外皮炸得酥脆，裡面的豆腐還是光滑

軟嫩的，沾著醬料吃，美味極了。 

    然後我和堂妹去旁邊的公園玩，這個公園裡有好多遊

戲設施，例如鞦韆、溜滑梯、各種動物造型的攀登架，我們

玩得不亦樂乎！ 

    因為天氣非常炎熱，所以我和表妹玩得滿頭大汗，幾乎要熱昏了，這時媽

媽買了幾盒豆腐冰淇淋，給大家消消暑氣，這豆腐做成的冰淇淋，看起來不起

眼，吃起來卻嚐得到濃郁的豆腐香，還有一股獨特的焦香味，既清涼又消暑，

好吃的味道至今仍然讓我回味無窮。 

    今天真是愉快，又有吃、又有玩，加上深坑老街古色古香的建築，非常有

特色，值得一遊。 

 

 

 

                     我的大餐    五 6黃俊霖 

    今天是我期待已久的日子，因為今天晚上可以吃牛排，真是期待！ 

    鮮嫩多汁的牛排端了上來，我看了一眼，畫

了漂亮圖案的白色盤子上，一大塊牛排擺在正中

央，旁邊有可愛的青菜，看起來就很美味。 

    一邊吃著牛排，一邊還可以喝免費的飲料，

我選了奶茶，奶茶有濃濃的奶香，喝起來滑順又

爽口，真是好喝。 

    吃完牛排，媽媽和我去吃冰淇淋，香草、草

莓、巧克力等，好多的口味，我好想每一種都吃到呢！ 

    吃完了全部的東西，媽媽也付完錢，我們就回家了。 

    這家餐廳的牛排、奶茶、冰淇淋都很好吃。我下一次還要來吃，好希望每

天都可以去。 

  



 

                                                  

                       大姨婆的快樂田    五 6侯均葆 

    這次寒假，我過得很快樂！ 

    寒假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去看親戚的時候，大姨婆有一塊地，她養了

很多青蛙，要帶我們去看看。 

    路旁有一條小河，河裡竟然有許多可愛的小鴨子，在河面上

自由自在的游來游去，快樂無比。 

    一會兒就到了田地裡，才剛踏進，就聽到吵鬧的狗叫聲，

它們應該是沒見過我們，所以才用大聲的吠叫，盡責地想把我

們趕出去吧！ 

    通過了小狗的管區，就來到了芭樂世界，一整排的芭樂樹結實累累，各個

青翠欲滴，一定美味可口，大姨婆拿出採芭樂的工具，教我們怎麼採芭樂，一

邊採收芭樂，一邊聞著芭樂新鮮的香氣，真令人迫不及待的想馬上咬一口呢！ 

    接下來，我們到了青蛙池，哇!好多的池塘，一格一格的規劃整齊，一開始

是蝌蚪，可愛的小蝌蚪看到我們，嚇得紛紛躍出水面，好像在歡迎著我們呢！ 

    越往裡面走，蝌蚪越大隻，走到中間的時候，看到池子裡的青蛙，讓我大

聲地叫了出來，那些牛蛙，大得不得了，比我的手掌還大，和一般常見的小青

蛙比起來簡直小巫見大巫，真是太神奇了！ 

    能夠親自採摘芭樂、親眼見到碩大的牛蛙， 讓我大開眼界，下次可以的

話，我還要再來！ 

美麗星空    五 6葉馨云 

    假如你執著於滿天星空，又希望能好好的認識這些神秘的星星，你可以到

那使人增進知識的天文館。 

    踏進天文館，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巨大的熱氣球模型，一目了然便知道飛行

的原理，再走進琳瑯滿目的展示館，各種模型，實驗裝置，讓你盡情遨遊、操

作，隨著時間分分秒秒的消失，我仍然陶醉在其中，久久無法自拔。 

    仔細的看著太陽與地球相依相存、互相影響的影片，我

驚訝無比。原來，地球用磁場保護我們免於受到太陽風暴

的襲擊，太陽風暴的威力如此巨大，人類在宇宙中，顯得

那麼的渺小無助！ 

    親近一座有趣的天文館、一個神奇的星空，是一種樂

趣。它讓我發現：原來看似簡單的星空，蘊藏著的卻是人

們無法了解的神秘世界。 



 

                                                  

                      夜市人生    五 6陳逸翎 

    如果每天都能在星空滿照的夜晚，全家去逛逛熱鬧的夜市，那是一件多麼

美好的事啊！  

    趁著難得的家人團聚，我們動身前往最近開幕的大安花園夜市。 

    下了高速公路，轉個彎，到了目的地，哇！人山人海，好熱鬧呀！ 

    才走進去，有一串文字馬上吸引了我的注意，｢雞肉包飯｣、好新奇的名字，

難道是雞肉加白飯嗎？這到底是甚麼呀！我的心中充滿問號？ 

    馬上央求爸爸買一份給我，好讓我一探究竟，喔！原來是

吃的，把飯和各種食材包在雞肉裡，油炸後，吃起來蠻可口

的，想不到這道創意料理這麼好吃！ 

    然後逛到遊戲區，這裡有各種形形色色的遊戲機，挖土機、

電動車、夾娃娃機等，各式各樣的機台讓人目不暇給，真想每

一台都去玩玩看呢！ 

    逛得正開心時，｢啊！｣我發出慘叫，大家的目光都轉移到

我身上來，目光集中在我腳上的拖鞋，因為它「分家」了！ 

    果然不愧是台灣第一大夜市，就在我們找了半天，想要放棄時，眼前出現

了一道光芒，終於讓我們找到一家賣鞋的，但是，卻因為都是零碼的，而我的

腳太大，居然找不到適合的鞋子！ 

    雖然我去過大大小小的夜市，但是我覺得著個夜市最特別，因為號稱台灣

最大的的夜市，竟然，只有一間賣鞋的，還買不到我的尺寸！！！ 

 

 

早餐    五 6潘麒亘 

    如果每天都能在起床後，就吃到可口的香脆吐司，那你一定不能錯過我家

的早餐！ 

    早在吐司烤好之前，我就迫不及待地準備好了！擺在桌上的是普通的鐵盤

子，但是，他把烤土司襯托得非常耀眼、出眾。因為金黃酥脆的吐司，上面點

綴著淡黃色的奶油，讓人垂涎三尺！ 

    拿起吐司，咬下第一口，口腔裡頓時充滿著濃濃的奶油香，那是一種令人

愉悅的感覺，發自內心的微笑。 

    順手拿起裝滿巧克力牛乳的杯子，輕啜一口，哇！巧克力和牛乳完美的搭

配，甜味、奶香在嘴裡融合，那一剎那間，我彷彿進入了天堂。 

    今天的早餐，是一個完美的開始，我感覺心中洶湧澎湃，恨不得用生命換

取再一次的機會，只為了再次品嘗這分平凡無奇的早餐。 



 

                                                  

                   踏入天文館       五 6祝品翔 

    如果你想了解星座的奧妙、天文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和每個星球的真面目，

那你絕對不可以錯過這個機會，一定要來天文館探索。 

    我也把握了這個機會，來到天文館，首先導覽老師用

個小遊戲，告訴我們柯氏力對地球的影響。那是一個不

斷轉動的轉盤，要把球偏向左邊瞄準，才能滾進中心的

圓洞之中。它告訴我們因為地球自轉，所以影響到氣流，

颱風正是柯氏力影響的代表。 

    接著我到了八大行星體驗區，原來是要讓我們體驗同一樣的東西，到了各

個行星上，重量卻不相同，因為地心引力的不同造成這樣的結果。所以當我踏

上太陽的檯子上時，儀表上顯示我的體重居然有兩千多公斤，真是可怕啊！ 

    最後進入宇宙劇場，它用生動的影片詳細的說明太陽影響地球的種種，尤

其是太陽風、電磁風暴，除了造成極光，更對我們的通信設施造成傷害。最後

還教導我們夏季星空，很順利的找到北極星和各個星座。 

    解開星空的奧秘、了解浩瀚的宇宙，就是一種知識，踏入天文館，原來可

以帶著這麼豐富的知識賦歸，真是不虛此行啊！ 

 

 

一個溫馨的故事    五 6陳姿昀 

    這是一個故事，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故事。 

    這天，我們去看了場電影，回 家的公車上，大伙兒正興高采烈的聊

著電影劇情，突然公車停了下來， 路邊站著一位肢體不方便的阿姨，這

時公車司機和車上的一位姐姐 都下車去幫忙，看著她艱

難的上了車，我連忙起身讓座。 

    司機等大家都坐好了，才慢 慢開動車子，那位姐姐還

體貼的扶著阿姨，並且幫她把拐 杖放好，這一切都看在我

眼裡，我心裡想道：這位阿姨有這麼好的一位姐妹，真是好福氣啊！ 

    正當大家都沉浸在這股溫馨幸福的感覺中，不知不覺的過了幾站，阿姨要

下車了，同樣感人的一幕再次呈現，大姐姐和公車司機一起幫助阿姨下車，就

連正要上車的一位外國人，也放下肩上的背包，熱心的參與，大姐姐熱心的叮

嚀了幾句，又回到車上，車子又開動了。 

    這時我才發現剛才幫助這位阿姨的人，都是車上的乘客，並不是阿姨的親

人，大家卻都不約而同的伸出援手，熱心助人，頓時熱淚充滿眼眶，心中一股

暖流不斷的迴盪不已！ 



 

                                                  

                    教壞小朋友    五 6葉馨云 

    過年期間回到台南，舅舅和舅媽帶我和兩位小表弟去公園玩。 

    一走到寬闊的草地，兩位既可愛又不自量力的小表弟，居然叫我 

和他們比賽跑步！ 

    當然！為了不傷害他們幼小的心靈，我答應了！ 

    他們奮力地往前跑，我則一派輕鬆的慢慢跟著！ 

    當然！為了不傷害他們幼小的心靈，他們跑贏了！ 

    跑到遊戲區，舅舅和舅媽也跟了上來，最扯的來了，遊戲區的牆上、器材

上居然被寫滿了髒話。 

    表弟天真無邪的看著我說：馨云姐姐，那是甚麼意思？ 

    我噗了一下，賊賊的說：這你不知道，但是---你以後一定會說這些話！ 

    趁著舅舅和舅媽不注意，我一一告訴了他們。說完我才赫然發現，我竟然

教壞小朋友了！ 

    哇！我完蛋了！如果被發現，那我豈不是要被罵到臭頭！最後，我亡羊補

牢的對表第說：以後，你如果說了那些字被罵，可不能說是表姊我教你們的

喔！！ 

    他用那大大的眼睛盯著我看，並且堅定的點點頭，這時，我才放下心中的

那塊｢超大｣的石頭！ 

   

 

美麗校園    五 6張瑀倢 

    如果每一天早晨，都能在樹木高聳、漂亮的中庭花園和美麗的植物園中上

學，那將是多麼令人愉悅的一件事啊！ 

暖暖的春日裡，正是欣賞力行校園的最好時刻，放眼望去，綠樹林立，鳥語花

香，令人不禁感嘆，這是一所學校嗎？ 

    沿著道路向裡邊走，一面雕著龍和鳳的牆迎面而來，頂端還有一隻蝙蝠，

寫著力行兩個大字，精細的雕刻，讓人不多看一眼都不行。 

    「哇！好美！」在龍鳳牆旁邊，有一座植物園，浮萍、布袋蓮、傘草、芙

蓉花和落羽松，在這一方園地裏欣欣向榮，顯現出一份優雅的景致，讓我流連

忘返。 

    再往前便到了中庭，兩頭威武的獅子雄踞在兩旁，彷彿力行的守護神一般，

守護著大家平安健康。 

    一處坐擁自然的秘密花園、一個散發優雅氣息的學校，就是一種生活，我

發現原來上學可以這麼開心、這麼幸福！ 



 

                                                  

                    最好吃的三明治    五 6張陛銓 

如果，想品嘗美味的麵包，搭配火紅的火腿和金黃白嫩的蛋，那就和我爸爸學

習吧！ 

    每天早晨，爸爸都會早起作早餐，烤吐司一定

要講究吐司的完美，因此爸爸前一晚就在麵包剛

出爐時去買回來，小心翼翼的放進烤麵包機，

以免吐司受傷。 

    拿著平底鍋，用竹筷子輕輕撥弄、翻面火腿，

那吱吱作響的清脆聲，讓人恨不得一口吃掉它，那迷人的 身軀，

火一般的色澤，迷惑了我的雙眼。 

    最後煎蛋，蛋在鍋邊輕敲，滑進鍋裡，我的心也跟著動了一下，看著蛋白

和蛋黃擺動著美麗的身軀，使我垂涎三尺。 

從酥脆的烤吐司，到煎得紅豔的火腿，再加上嫩白金黃的煎蛋，成了完美的結

合，是最美味的早餐。 

三明治的材料掌握，三明治的鮮嫩多汁，三明治的崇高表現，讓我有如飛上了

天堂，幸福一百分！ 

  

 

 

擁抱天文    五 6高珮瑄 

    如果每天都可以在天空中看到耀眼的星斗，欣賞滿天的星光，那是一件多

麼令人喜悅的事！ 

    趁著暖暖春日，我們全班來到一個又近、又完善的天文館，增進天文知識

的好地方，那就是----台北市立天文館。 

    一開始導覽老師先介紹了柯氏力的實驗，讓我們明白地球自轉產生的這種

無形的力量，使得颱風呈現旋轉的樣子前進，放掉臉盆水時形成的漩渦也是它

的傑作，真是好玩！ 

    然後到了我最喜歡的星座故事展示，這是我最喜歡的項目，每一個星座的

由來、位置等，都解釋的好清楚呢！ 

    星球的地心引力展示的是每一個人在各星球上的體重，因為各個星球的地

心引力不同，所以相同的人，到了不同的星球上，就會有不同的重量，像我在

太陽上就有八百多公斤呢！ 

    一處坐擁天文秘密的地方，一個展現星座的展示場，探訪天文館，我發現，

原來擁抱天文知識，也可以那麼好玩、那麼輕鬆有趣！ 



 

                                                  

 

                     我愛宇宙    五 6吳明軒 

    如果你想認識天文，讓浩瀚的宇宙不再陌生，就要去設施完善的台北市立

天文館。 

    最吸引我的是龍捲風和柯氏力的實驗設備，柯氏力的實驗是要把球滾

入旋轉盤中間的洞，因為盤子在旋轉，所以球的路線不是直的，

會偏向一邊，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最常見的就是颱風的旋轉

氣流，還有水槽放水時產生的漩渦等等，都是柯氏力的作

用。 

    神秘宇宙教學影片裡，介紹了太陽風暴，太陽風暴是太陽

發出的各種射線和磁性物質，對太陽系的各行星有害，可是用

肉眼卻又看不出來，真是值得研究的一門科學。 

    天文館的種種介紹，滿足了我對天文的好奇，宇宙的事物千變萬化，人類

所知道的十分有限，使我覺得不虛此行。 

    一間比學校還小的天文館，竟然可以裝下浩瀚的宇宙，真是太了不起了，

原來探訪宇宙，竟是這麼簡單，你也來一趟天文館吧！ 

 

 

 

山珍海味    五 6謝駿恩 

    如果每天都能吃到充滿活力的早餐、美味的午餐和豐盛的晚餐，哪會是一

件多麼美好的事情啊！ 

    今天，媽媽準備了吐司三明治，桌上還放著一杯

鮮橙果汁，吃起來真是爽口，肚子都鼓起來了，真是

滿足呀！ 

    然後我帶弟弟去公園玩，不知不覺太陽又升到我的頭

頂上，這時才現，肚子又餓了，飢腸轆轆的我們連忙回家。 

    哇！餐桌上真豐盛呀！我看得口水直流，一邊啃著油雞

腿，聞著嘴裡散發出來的雞肉香；喝著燙口的蛤蠣湯，腦袋

裡回憶起兒時和祖母去撈蛤蠣的情景，使人回味無窮。 

    到了晚上，我們全家出去吃牛排，上菜嚕！看到鮮嫩的

牛排，配上香 Q的麵條，搭配上冰涼的可樂，真恨不得能吃上十份！ 

    今天吃了營養的早餐、美味的蛤蠣湯、更有豐盛的牛排大餐，山珍海味，

回味無窮啊！ 



 

                                                  

 

 

 
       

    六福村之旅  五 7  蘇琮涵 

    在七月一號的早上，我們全家來到六福村玩，它有著金

光閃閃的阿拉伯皇宮，非常耀眼，是純金打造的，十分引人

注目。走進阿拉伯皇宮，每一種遊樂設施都很漂亮。 

    坐上{天馬行空}，可以僚望整個園區，有大怒神，老油

井，海盜船等等，都是人氣最高的遊樂設施，美景一切盡入

眼簾。走進非洲動物區，樹上有獨角仙，蜜蜂，和蝴蝶，有

如在開昆蟲派對，還有動物園裡沒有的草泥馬和白老虎呢!

讓我感覺就像在非洲大草原上觀察呢!  

    到了美國西部區，你知道美國以前有什麼嗎?到了這裡，

就有在大草原上奔跑的牛仔，連廁所也不一樣，真是令人驚

奇!飲料店也變成了酒店，設計的人真是有想像力呢! 

    後來我們走進了熱帶雨林區，一進去這雨林，便有草裙

舞歡迎你的到來，讓人感受到熱帶雨林的風情。 

    這次的旅遊真是快樂，如果沒有六福村的美，就沒有快

樂的記憶，希望六福村能帶給更多小朋友的快樂。 

 

 

 

 

 

 

農友會      五 7邱垂謙 

    班上最近為了防止別人破壞我們種的農作物，所以我們建立農友會，從此

以後就很少人隨意亂澆水，我們栽種的農作物就長得特別

的好，農友會在近日啟動自動灌溉系統，並排班輪流，隨

時可以更換不同的工作人員，讓大家都可以參與照料班上

的農作物，這樣農友會人氣也會更旺。 

    農友會的成員有垂謙、石宇辰、丁源泰、高信賢、曾浩宸

以及我們林婉娟老師，我們一起合作照顧班上栽種的農作物，

  



 

                                                  

因為大家努力的付出，所以收成後農友會的產品由這些成員一起分，有的留下

來作為下次栽種的種苗，有些則可以帶回家和家人分享，我發現大家都喜愛擔

任這個工作。 

    農友會是一個分工合作的團體，在我們細心照顧下，農作物一天比一天長

得茂盛，一轉眼半學期都過去了，農作物漸漸長高，開始開花結果，有一天大

家發現終於長出飽滿的果實，真是高興極了，再過不久就會有收穫了，而這些

農作物的收穫將帶給我們滿滿的喜悅。 

    自從我們開始這樣的構想，班上有好吃的番茄，這

些權要謝謝農友會成員林婉娟老師它的支持，並細心教

導我們要如何細心照顧農作物，要不是大家努力的付出

並細心照顧，農作很快就會死掉，甚至無法產出。我也

發現植物就像可愛的小孩，陪伴大家一起成長，更要感

謝大自然賜予我們美味的蔬果，所以要好好珍惜這些美好的事物，希望農友會

能持續運作成員會越來越多。 

 

 

 
蜂鳥 五 7王瑜桂 

    迷你的蜂鳥住在中美洲潮濕低溫的熱帶雨林中。 

    可愛的蜂鳥身體灰灰小小的，嘴巴尖尖的長長細細

的，好像一把銳利的刀子，看起來真嚇人啊!蜂鳥的鳥

巢比一顆乒乓球還小，使我很想親眼看看蜂鳥的迷你小

巢穴。 

蜂鳥喜歡鮮豔紅色的花朵，牠們的嘴這麼長是因為比較

容易採食花蜜，牠們一舔就可以吃到像冰淇淋一樣美味

可口的食物，不知道別種的鳥會不會跟蜂鳥一樣，使我非常好奇。 

    蜂鳥有一件事使我很佩服，那就是蜂鳥睡覺時，會變得很僵硬，好像一石

頭似的，真想親手捏捏看，還有一件事呢?蜂鳥在搶食物時的動作真有趣，好像

在打架喔!我發覺地球上的動物真的很奇妙。 

 

 

 

 

 



 

                                                  

 

    我家的畢卡索  五 7 黃暐媗 

真討厭！又是誰在我的桌上亂畫？想也知道是我們家愛

畫畫的弟弟。 

他天真又可愛，而且還是一個四眼田雞。我們家的牆上，

書桌上，沙發上，床上，經常看見他畫過的痕跡。 

然而，媽媽卻沒有責備他，反而還鼓勵他多畫幾張。每

當弟弟畫完一幅畫時，他充滿了喜悅和信心，又會再繼續畫

一張，而且他畫的面積越畫越大，甚至還會畫到牆壁上。他

畫的畫都是隨便拿起一枝筆，就直接畫了，有的是機器人，

有的是五彩繽紛的顏色一塊一塊的。每當他畫完時，地上灑了不 

少顏料，一些筆就隨手扔在地上，我就得幫他收拾殘局。 

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把我自己的畫放在桌上，結果我一走開，就被這頑皮

鬼看到了，他以閃電般的速度衝過去，隨便拿了一枝筆，就在我的畫上面亂塗

鴉起來，害我氣得火冒三丈，恨不得一口吃了他，但是一看到他那副裝無辜可

愛的樣子，我的怒火似乎馬上被水撲滅了。 

還有一次，他們班為了設計班服，結果他畫的樣式居然被老師選中了，要

做為全班的班服，我聽到了這個好消息，心裡十分驚訝，不得不對他刮目相看。 

自從那天起，弟弟變得更喜愛畫畫，他在一天當中，可以畫三張以上的圖。

他畫畫的速度彷彿是一部不會停的的電梯，一直不停的往上升高，他真是我們

家的小小畢卡索，希望有一天，他真能成為有名的畫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