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好地方     六 3林琬真 

    左青龍（龍鑾山）、右白虎（虎頭山）、

前朱雀（大平頂山）、後玄武（三台山），這

就是我的別名。沒錯，我就是家喻戶曉，位

於屏東縣恆春鎮的恆春古城。 

    有著四道城門的我，用東門、西門、南

門和北門包圍著美麗的恆春鎮，從清光緒到

現在中華民國，我一直保護這裡的人們，歷

史可是一百多年呢！1874年「牡丹社事件」

過後，清朝終於意識到了東南海防的重要，

派沈葆楨來臺設縣築城，光緒五年完工。到

現在，我還是依舊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站在鎮內，用花草點綴我的衣裳，享受人

們真心誠意的讚美。 

    我，雖然沒有很與眾不同，但我的雄偉和壯觀還是吸引了許多人潮。看著

熙熙攘攘的人們，不禁浮起一個念頭：「希望世界可以永遠和平，不要再有戰爭；

渴望中華民國能永遠存在；盼望我可以永垂千古，不被毀壞。」經歷多年風霜

雪雨的我深深地這麼認為。 

    人們的佩服和崇敬令我感到一絲絲驕傲，也讓我更努力展現自己。早晨的

我，彷彿精神抖擻準備上戰場的將軍，充滿朝氣，在恆春的街道上，看著來來

往往的人群，心中好不快樂；在黃昏的餘暉下，我又像是甜蜜浪漫的一座橋，

給人幸福、美滿的感覺……。 

    我是一座歷久彌新的古城，有空到台灣南部看看我，我會深深地沉浸在其

中，沐浴在空氣中濃濃的人情味裡，也繼續用我年老的身軀保護所有人。 

 

 

     我怕…鬼      六 3唐鳳鈴 

    在一度空間的我，最怕三度空間的──鬼！有人說鬼是一個不存在的「東

西」，有人卻說鬼是存在的，而我就是相信世界上有鬼的人。前幾個禮拜上課的

時候，老師說有很多屆的學生，都在學校的廁所、頂樓看過鬼！老師也說自己



 

                                                  

「好像」有在校園內遇過！天生就膽小的我，聽了之後，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本來我還沒有那麼怕，現在我只要一想到，就成了一支膽小的烏龜，只敢躲在

安全的殼裡面！ 

    這種會令我感到恐懼的事情，通常都發生在寧靜的黑夜中。當我在夜晚時，

獨自一人在房間，我常會感到十分的不安、害怕。而我卻只能躲在棉被中，不

敢離開他一步！有時候我會跟媽媽說，我不敢去睡覺，因為我會怕。但媽媽卻

「有聽沒有懂」的說，你就放心去睡吧！門口有我幫你顧著，不會有小偷的！

我想跟媽媽解釋，卻又不知道該如何開口，只好硬著頭皮回房間睡覺去！ 

    面對這種心理恐懼，我希望家人、朋友們能夠陪伴我，讓我可以比較安心，

比較沒那麼害怕。但我覺得在那之前，我應該要好好訓練自己的膽量，不然硬

著頭皮也沒有用。在夜晚中，常會有不可思議的事發生。至於會發生甚麼奇妙

的事呢？就讓你自己去解答吧！ 

 

 

 

     我怕雲霄飛車   六 3 高鵬宇 

    相信許多人都喜歡去遊樂園玩，我也不例外。但是，

這當中又有許多人喜歡玩「他們」刺激、好玩、勁爆的「雲

霄飛車」，但我倒覺得雲霄飛車是個恐怖的的遊樂設施。 

    第一次玩雲霄飛車前，我看到上面在玩雲霄飛車的人，

尖叫聲連連，看起來好像很刺激的樣子，於是便想嘗試看

看。但是，當我坐上雲霄飛車時，心裡突然緊張了起來。

全身不停的發抖。當車子啟動時，我害怕的閉上眼睛，心

想早知道就不要來玩了。突然，車子飛快的往下衝，我的

身體感覺要飛出去似的，非常可怕!於是我像瘋狂的小雞，不斷的驚聲尖叫，而

我的心裡一直想著：「到了沒呀?到底到了沒呀?」終於，車子停了下來，但是隨

即又立刻啟動了。天啊!原來這得坐兩次，我真可悲呀!於是我又過了一段膽顫

心驚，度「秒」如年、痛不欲生的時光。 

    終於，雲霄飛車又再次停了下來，而且沒有再啟動了。下車後，我兩腿發

軟，頭有點暈，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的，我堅定的告訴自己：「以後絕對不會再玩

了。」 

    不過，最近幾次去遊樂園，偶爾還是會去室內或小型的雲霄飛車玩，但是

絕對不會去玩大型的，因為只要看到玩雲霄飛車的人大聲尖叫，就會想起以前



 

                                                  

那段痛苦又可怕的時光，不禁就會毛骨悚然，而打消去玩的念頭。不過，我想

以後如果我再長大一點，應該就敢去玩大型的雲霄飛車了吧! 

 

 

         故事接龍 3~~動物奇遇記  六 3楊立宇 

    柯博士是一位聰明的科學家， 他發明了一支「神奇手電筒」，手電筒能使

各種物體縮小、還原。只要手中一支手電筒，無論是笨重的家，拋錨的卡車，

或是活生生的大象，「神奇手電筒」一照，都可以放在口袋，把物品帶走。 

    雖然手電筒擁有神奇的功能，但是功效卻是不能永久，只能維持幾個小時，

所以博士還在努力的研究，讓手電筒的功能可以持久的辦法。 

    常到實驗室幫忙的小宇對手電筒感到非常的好奇，因為小宇的夢想是：有

一天，能把動物園裡的動物全都帶回家，神奇手電筒正好可以幫他完成這個夢

想。等待了好久，這個機會終於來了，柯博士要到國外去演講，他要小宇在他

出國的這一段時間，能到實驗室幫他照顧實驗室裡的小動物，這真是千載難逢

的好機會，小宇趁博士不在時，偷偷的把手電筒帶到動物園，準備完成他收集

動物的大夢想。可是，當他到動物園時，事情並沒有他想像的那麼容易，因為

動物園的動物都有鐵欄圍住，也有動物管理員，不是小宇想的那麼簡單，縮小

就可以把縮小後的動物帶回家。小宇只好縮小部分動物帶回家。 他選了斑

馬、長頸鹿、大象和馴鹿，把他們全都縮小以後，就趕緊把這 些動物

帶回家一起玩，他騎在大象身上和大象他們一起玩騎馬打仗， 長頸鹿

懶洋洋地坐在客廳。小宇興奮過頭忘了注意時間。，玩著玩著他 突然聽

到房子好像是地震一樣的搖動了起來，而他也像坐電梯一樣一直 往

上升，原來是所有的動物都變回原來的大小了，最可怕的是長頸

鹿，長頸鹿將房子撐破，整個頭和脖子露出屋頂了，小宇坐在變大

的大象身上，像是在幾十樓高的樓層上，他嚇得嚎啕大哭，還好柯

博士剛好回來，用手電筒解救了小宇，結束了這個恐怖的收集動物

之旅。 

 

 

          故事接龍 3~~神奇手電筒        六 3朱恩彤 

    柯博士是一位聰明的科學家， 他發明了一支「神奇手電筒」，手電筒能使

各種物體縮小、還原。只要手中一支手電筒，無論是笨重的家具，拋錨的卡車，



 

                                                  

或是活生生的大象，「神奇手電筒」一照，都可以放在口袋，把物品帶走。 

    雖然「神奇手電筒」很方便，但是「它」卻常常出狀況。 

    有一次，他的朋友請他幫忙修車，修完後柯博士就用「神

奇手電筒」把車子給縮小，可是當柯博士要把車子還原時，沒

想到車子越縮越小，越縮越小……，再有一次，柯博士想去一

個黑暗的洞窟探險，為了方便，他就帶了「神奇手電筒」 和一

隻「普通」的手電筒。到了洞窟後，柯博士就拿出手電筒（因為「普通」手電

筒和「神奇手電筒」長得太像了，所以柯博士拿錯了手電筒）往洞窟一照，結

果洞窟變小了，柯博士還差一點出不來呢!!但是，最近他遇到了一位從未來來

的「機器狗」，它叫做「多拉 A孟」。這位「未來『狗』」   幫助了柯博士修好

「神奇手電筒」，並且決定以後要一直跟在柯博士旁邊，幫助他完成其他項「從

來沒有人發明過的發明」，後來他們兩個還成為了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家夥伴

呢!! 

 

 

 

      高雄之旅    六 3林佳賢 

    7月 7日我和哥哥、叔叔、嬸嬸、堂弟妹們以及叔叔的同事們一起去高雄的

義大世界。 

    在車上，大家都吱吱喳喳說個不停，就好像是要去遠足的

小朋友一樣。當然，我也不例外，馬上就和堂妹玩了起來，一

路上，我有一大半的時間都在睡覺，所以沒看見什麼樣的風景。

當我眼睛睜開時，已經到了彰化鹿港，到鹿港就一定要去天后

宮拜拜和買鳳眼糕。拜拜時，我誠心祈求我們一路上能平平安

安……。 

    拜拜後，我們立刻跑去買鳳眼糕，我自己買了兩盒，再加

上叔叔買的，總共有六盒喔!!到了車上，我又再次進入夢

鄉……。 

    當我再次睜開眼睛時，已經到了目的地「高雄義大世界」，巴士把我們載到

了飯店。飯店裡面好美好豪華，我們的房間在七樓。放完東西後，叔叔就帶著

我們去飯店的游泳池游泳，那裡不但有滑水道，也有按摩水池呢！ 

    游完泳，也休息夠了，那就準備去……去義大世界玩啦！好興奮喔！聽說

這裡最好玩的是：天旋地轉，但是我卻不能玩，因為我必須照顧堂弟妹們。那



 

                                                  

裡有個設施叫「鬼屋 3D」那真是太吸引我們的注意啦！一踏進屋子，燈光立刻

暗了下來，還吹來一陣陣的冷風，接著又聽到有人哀嚎的聲音，我和弟弟妹妹

們都嚇得出了一身冷汗，然而哥哥很淡定的說：「沒甚麼好怕的啦！」並且把我

們推到第一排。工作人員在發 3D眼鏡時，我嚇傻了，幹嘛還戴眼鏡啊?......

啊！是 3D，所以要帶 3D眼鏡啦！好刺激，好緊張！一走進去就看到好多棺材和

人頭，嚇死人了！妹妹他緊緊握著我手，一刻也不肯放開，當我轉頭也想找一

個依靠的時候，卻看到一俱骷髏頭！天啊！我嚇得大叫出來，那骷髏頭就站在

我身邊，而且離我好近，好近……。 

    經過許多痛苦與折磨，終於從鬼屋走了出來，真慶幸我還活著啊！差點沒

被嚇死咧。現在玩玩別的轉換緊張的氣氛吧！對了，就玩家蛙跳吧！最適合弟

弟妹妹玩了，一坐上去，還是有些緊張，緩緩地上去……，咻！咦？怎麼又下

來了？不過，我只知道下來的那一刻好癢啊！玩了這麼久，也該回飯店吃飯，

休息了吧！叔叔一直催我們趕快睡覺，我只好照做，所以我抱著娃娃，進入甜

甜的夢鄉。 

    陣陣的微風吹得我好冷，刺眼的陽光弄得我好不舒服，嗚！原來已經早上

了啊！這美好的早晨讓我想起一件不愉快的事（即將分別），和弟弟妹妹一分開

又要一兩年才能再見，和義大世界分開，更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會再來……。 

    坐上車，一路又往上開，那時我又睡著，當我睜開眼睛，這裡是台南七股

鹽山，我永遠忘不了從鹽山眺望下去的特別感。上車後，我又再度進入夢

鄉……。 

 

 

   夢精靈的自述    六 3戈璘 

    嗨！大家好！我是又帥又可愛的夢精靈，我的身高二十公分，不

胖不瘦！有著一頭金黃的頭髮，和一雙藍色的大眼睛，我是透過我

的電腦接收器來接收人類需要甚麼夢或想要甚麼夢，接著用我強

大的法力來製造夢。 

    我的工作室位於離地球十一光年的地方，名為：阿爾柯巴雷

諾星，想知道我為甚麼送噩夢給一些人嗎？就讓我來告訴你吧！因

為他們做了不好的事，例如：不聽話、欺負小動物、偷懶不負責、

自私貪心…….等，所以我會送給他們一個恐怖的惡夢，讓他們知道

做了不好的事的下場，被嚇到每天都睡不好，直到他們認錯悔改為止，所以，

千萬別做壞事喔！ 



 

                                                  

    我再告訴你一件事，我會使用瞬間移動，變到一些人的家中，然後把夢裝

進彈夾，最後用我的迷你狙擊槍射入人類的腦海之中，別擔心，這是殺不死人

的！ 

    至於甚麼樣的人我會給他好夢呢？當然是孝順父母、常做好事、不欺負小

動物、不貪心的人我會給他一個大好夢來獎勵他，讓他每天開心又快樂。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貪心，應該要有一個純真且善良的心，這樣才可以送出

好夢，不要再送討人厭的惡夢了！ 

 

 

        寫給三十年後的自己的一封信   六 3 高加珈 

加珈： 

    最近可好？我有一連串的問題想問你，我的問題很多，大概跟天上的群星

差不多。你沒有結婚？如果你結婚那就完了！因為你八成忘記跟陳俊凰打賭一

輩子都不會結婚，你快樂嗎？不要忘記你曾經說過，不快樂的人什麼

都不是！你記的我們為了參加大隊接力所付出的努力嗎！你是否

還記得當拿下冠軍獎盃時那份雀躍的心情？你記得的還有多少？

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一件件淡忘了？你還記得嗎？記得這些

點點滴滴，記得我想抓住時間那份無奈的心情，記住這每一分

每一秒包括畢業旅行，戶外教學，四大天王，「四大天王」那四

個……（我找不出來適當的形容詞來形容他們四個）他們實在

是有史以來最好笑的人了！你一定不能忘記你的童年。 

    童年是那樣的快樂、幸福，我深信那是我最快樂的時光了！但也是最童貞

無知的時候了！對自己的未來絲毫不知，甚至可以為了糖果吵架，對自己的未

來不了解的我，很想請你替我解答，可是就算你知道，又能說什麼或做什麼呢？

那群吵鬧的孩童遲早會搖身一變，變成西裝紳士或……我會知道答案，可是那

時都太晚了，我期許你是個外交官¡C另外把和陳俊凰的打賭丟到一邊去，去組

一個幸福的家庭，我對另一伴沒什麼條件，只要有正當的職業，負責任，而且

「會煮飯」，我就心滿意足。Bye bye~ 

    祝    

               平安快樂 

                                 加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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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忘的暑假~~澳門之旅      六 3許芸愷 

    今年暑假我幾乎都待在家裡，除了去高雄的表姊家和澳門之旅。今天我就

要跟各位分享我的澳門之旅。 

    出發的前一天，我興致勃勃地整理行李，媽媽一直不

停地提醒我一定要帶兩瓶防曬乳，我認為那太誇張，所以

只帶一瓶，直到踏出澳門機場的那一剎那，我才發現我錯

了。因為澳門的陽光強到連石頭都快被蒸發掉了，你能想像

那有多熱嗎？你絕對沒有辦法想像那邊有多熱，於是我們

就一窩蜂的衝上飯店的巴士，上車的那一瞬間，車上冰涼

的冷氣，讓我們猶如從十八層地獄上到了天堂。 

    二十分鐘後，我們到達飯店，一進去，就被裡面的優美的景緻給嚇傻了。

這裡的景色美到令人嘖嘖稱奇，簡直是人間仙境。大人們去 Check in，而我們

這些小孩就在大廳等待未抵達的家人──我們的阿姨、表哥和表姊。可是，說

也奇怪，他們只比我們晚二十五分鐘起飛，怎麼可能過了兩小時，卻連一個人

影都沒看見呢？真是太奇怪了，正當我在想著這個疑問時，他們終於現身了。

我、哥哥和表妹不約而同、異口同聲地說：「一切終於可以『真相大白了』！」

原來大家心裡想的都一樣啊！他們一進來，我們就想狗仔隊一樣不停的問，為

甚麼你們這麼晚來啊？阿姨說：「先進房間再跟你們說這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吧！」阿姨跟我們說，因為官員檢查才這麼晚來的！說完之後，因為已經很晚

了，所以大家都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間休息了。 

    第二天一大早，媽媽就把我挖起來，我才知道我們要去在還沒蓋澳門銀河

這家飯店以前最有名的──威尼斯人。 

    我發現威尼斯人真的很好逛，裡面除了賭場以外，還有許多小吃以及名牌

店，最令我難忘的是──中間居然有一條運河，不只如此，還有人坐在船中間

欣賞兩邊的風景，看了真令人覺得心曠神怡。 

    晚上，我去看了澳門最有名的──水舞間，只要你有去澳門，就絕對不能

錯過的「水舞間」。我看完覺得沒有任何一齣戲能夠比「水舞間」更好看了，這

齣戲全部都在水上表演，只可惜他沒有被拍成錄影帶。 

    隔天一大早，就在大家依依不捨之下，我們搭飛機回台北了！真是一次名

副其實的難忘假期啊！ 

 

 

 



 

                                                  

          難忘的暑假~~六福村之旅   六 3羅郁婷 

    開學了，春風吹來了淡淡的花香，暑假，最令我回味、難忘的一次，是全

家一起出門的時候。 

    那天早上，萬里無雲，微風溫柔的對我說：今天會有好

事發生。果然，爸爸告訴我：「暑假快結束了，帶你們去好

玩的六福村玩！」我大概看過簡介了，六福村有名的遊戲是：

由低處曼往上爬、再快速往下衝的大怒神，六福村最刺激的

叫笑傲飛鷹，它就是整個六福村速度最快的遊樂設施，有點

像雲霄飛車，只不過更快、更快.......。 

    下午，太陽很大，那時出去玩一定會被曬傷！於是媽媽帶我、弟弟和爸爸

到六福村附近的汽車旅館休息，等太陽小一點了再出去。那旅館小巧精緻，雖

然不是很大，但至少可以上網！開車開了這麼久，大家都很累，我自告奮勇地

說要幫大家洗浴缸、放水洗澡。時間過得很快，休息時間結束，要出發前往六

福村囉!下午四點，太陽也變小了，可以安心地玩！買了票，我們進去之後，所

有人的目標都是大怒神，大家興奮的心情已經壓抑不住了！發現目標拔腿就跑

──咦?這是甚麼？眼前一個又高又粗的鐵桿子到底是甚麼？被那樣東西吸引

住的我們，立刻往那樣東西更深的方向走，走進一個洞穴，

一進去，就看見一堆人在排隊。可真壯觀呀！問了服務人

員才知道，原來那個東西叫笑傲飛鷹。他偷偷告訴我們，

坐得越後面越好玩，爸爸有懼高症，所以堅持不上去玩，

媽媽本來膽子就不大，只剩我和弟弟上去玩，坐上去時，

腳是踩不到地板的，它的速度真的真的很快，骨頭有問題

的人最好不要上去玩，因為笑傲飛鷹俯衝下來的時候速度

快到連正常人都會覺得「落枕」了！ 

    後來，我們還去玩火山歷險和侏儸紀公園，火山歷險簡單來說呢，就是水

上雲霄飛車，因為旁邊就是侏儸紀公園，所以會有一大堆恐龍會陪我們玩火山

歷險。 

    雲霄飛車、海盜船、風火輪等遊戲都很好玩，夜越來越深，我們只好依依

不捨地跟六福村告別，希望下次還可以再去一次！ 

 

 

 



 

                                                  

難忘的暑假~~可恨的天平颱風   六 3高鵬宇 

    今年七月底時，我們一家人每天猛盯著電視螢幕看，

因為八月我們要去雪霸國家公園、杉林溪以及溪頭玩，

但又非常不幸的遇到可恨的天平颱風，讓我們全都非常

的緊張，現在除了看電視，我們也只能聽天由命了。 

    等待了好久，終於到了出去玩的日子，我一早起來

立刻跑去看外面的天氣，呼！幸好有出一點太陽，讓我

沒有那麼擔心了。但是，當我們到了山上，我只能用一

句話來形容──人生世事難料，天空出現一大片烏雲，

接著開始下起了豪雨，更不幸的是，中間我們經過了一間警察局，裡面的警察

竟然說這裡在三分鐘前封山了，蝦米？要我們再開一個多小時下山？事到如今，

也沒辦法了，所以我們下山後就在附近的民宿「流星花園」住了下來，打算明

天要去杉林溪玩。晚上，我們吃完了美味的晚餐，回到房間休息一下，就在青

蛙聲的陪伴下入睡了。 

    隔天，媽媽的一句話令我頓覺晴天霹靂─杉林溪及溪頭都封園了，我不禁

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為什麼我的命運這麼可悲？期待了那麼久的旅遊竟然泡湯？

真令人沮喪，這時阿嬤建議大家去舅公家，經過大家的一番討論之下，一致同

意到舅公家，那晚我們住進了舅公家。在舅公家，我們去撿雞蛋、玩 Wii、玩牌……

等，住了兩天，見天氣還是沒有好轉，於是我們就決定回家了。回家後，我們

還計畫著，下次要去大雪山及月眉玩呢！ 

    這次出去玩因為天平颱風來攪局，所以不是玩得很盡興，不過也留下了一

次很特別的回憶。 

 

 

難忘的暑假──墾丁之旅  六 3林怡君 

    炎炎的夏日，最好的消暑方式就是游泳，所以爸爸

在我們放暑假的前幾天，就已經決定好要帶我們全家去

墾丁的夏都飯店住兩天一夜，真期待！ 

    等待了許久，終於到了出發的那一天，我們懷著既

興奮又期待的心情跳上爸爸的休旅車，準備出發囉！一

路上，我們有說有笑，有時忙著睡覺，有時東張西望，

最辛苦的當然是爸爸，他就算很睏，也要集中精神，專



 

                                                  

心開車。到了墾丁，我們到飯店附近的一家泰國餐廳吃午餐，然後再把行李拿

到房間裡，之後爸爸提議要帶我和哥哥在大海上漂浮，我們便答應了。換好泳

衣之後就到海灘上去拿救生衣，穿好後，我們就慢慢地走進海裡，但是我們並

沒有潛到海裡去，而是讓救生衣幫助我們在海上漂浮，剛開始我覺得很可怕，

但是慢慢地就適應了，其實，也滿好玩的嘛！不需要那麼的害怕。 

    第二天，當我和哥哥在沙灘上玩的時候，堂弟、妹居然現身在沙灘的高處！

真是太令人驚訝了！之後，爸爸帶著哥哥、堂妹和我去報名風帆船，堂弟因為

太小，所以不能參加，真可惜。搭乘風帆船的時間到了，我們興高采烈地聽完

規則之後，就出發了！一路上的風景真漂亮，而且水一直往我臉上噴，真討厭。

我們之後到海上漂浮的時候，哥哥還被水母咬，害我不敢再去了啦！ 

    這兩天一夜的行程，真是好玩，但是有點意猶未盡，希望下次還有更好玩

的旅程！！ 

 

故事接龍 3   六 3高鵬宇 

    柯博士是一位聰明的科學家，他發明了一支「神奇手電筒」，手電筒能使各

種物體縮小、還原。只要手中一支手電筒，無論是笨重的家具，

拋錨的卡車，或是活生生的大象，「神奇手電筒」一照，都

可以放在口袋，把物品帶走。 

    雖然柯博士對自己的發明感到驕傲，但卻沒有人

相信它的實用性，柯博士為了要證明，於是在警察抓

犯人時，拿著手電筒往犯人一照，犯人馬上變得跟螞

蟻一樣小，讓警察輕而易舉的抓住犯人了。 

    這個舉動得到眾人們的歡呼，於是柯博士想要讓手 電

筒更好用，於是把它改裝成也可以把物體放大 50倍的功能。 

    但眾人們都覺得太危險了，要是不小心照到大象、獅子等動物，那不就天

下大亂了嗎？但柯博士不聽勸告，堅持要把這項功能留下來。 

    有一天，柯博士正在測試手電筒的功能時，不小心照到他家養的蛇，這下

代誌大條了，那隻蛇立刻長得比人還高好幾倍，一口把柯博士吃掉了，而許多

民眾也因為這樣而喪命。 

    這時，有個人想出了一個方法，於是他們又找回了柯博士的手電筒，但縮

小的功能竟然因為摔在地上時壞了，於是他們又把一隻蛇放大，兩

隻大蛇因此打在一起，結果兩敗俱傷，兩隻蛇都死了，民眾也把柯

博士的手電筒燒掉了。 



 

                                                  

    故事接龍 3~~世界末日  六 3林琬真 

    柯博士是一位聰明的科學家，他發明了一支「神奇手電筒」，手電筒能使各

種物體縮小、還原。只要手中一支手電筒，無論是笨重的家具，拋錨的卡車，

或是活生生的大象，「神奇手電筒」一照，都可以放在口袋，把物品帶走。有一

天晚上，柯博士發現他的「神奇手電筒」不見了!十萬火急的四處東翻西找，但

還是找不到，他非常失望的走回辦公室，渴望的能再次看到它。 

    殺人魔姬德偷出了「神奇手電筒」後，正想著要怎麼幹下一票大案子，讓

嗜血的她能夠滿足自己的欲望，殺了全世界的人。姬德不只是一個殺人狂，更

是一個無法無天的女盜，根本就不把政府和警察放在眼裡。 

    隔天一早，發生了一件大事， 美國 nasa太空總署的一

艘太空船失竊了!姬德乘著太空船 到了外太空，打算

把地球縮小，然後燒掉。她就這麼不 顧後果

的進行這起天衣無縫的殺人計畫了!! 

    正當他準備打開手電筒時，一直沒有變 化的太

陽突然脫離軌道，往姬德和地球衝了過來，姬德 沒命似

了操作太空船，可是太空船卻靜止不動，他跳下了太 空船。

「碰!」這時，太陽撞上地球，宇宙一片紅光，地球毀滅 了!雖然姬德

身上有穿太空衣，但終究耐不了太陽的高溫，活活被燒死了! 和全世界的人

同歸於盡。 

 

 

      夢精靈的自述     六 3許芸愷 

    嗨嗨！大家好，我是專門幫人製夢的夢精靈！如果你沒聽說我，沒關係！

現在就讓我來自我介紹吧！ 

    我是夢精靈，我的工作室位於地球五十億光年的不可思議星球上的夢想王

國，那裡擁有全銀河系最先進的科技。即使我們距離地球五十億光年，但是我

們有設分部在地球，我們研發了一種對人體無害的晶片，在地球分部的夥伴們，

就負責把這些無害的晶片植到人體裡面，還有製造晶片。 

    我們的動力來自於：人們每天遇到的好事以及人們的好心情，這些都會成

為我們製夢的原動力。不僅如此，只要人們的心情越好，會促使我們製造更好

的夢境，相反地，對於那些有夢卻不懂得珍惜的人，我就會給他們噩夢，我要

讓那些有夢想的人知道，擁有夢想是一件很美老的事。 



 

                                                  

    順帶一提，晶片可以讀取人的記憶和心思，當晶片跟電

腦連結時，晶片會傳送影像給電腦，告訴電腦這個人今天遇

到了甚麼事，以及他今天想要做的事，這樣我們就可以送適

合的夢給他。 

    我要送好夢給那些腳踏實地、努力的，俗話說：「一

分耕耘，一分收穫！」你在白天努力，我就讓你享受夢

境裏的天堂。以上是我的自述，謝謝大家！說不定我也會幫你做

夢喔! 

 

 

     故事接龍 3~~親愛的！我把大家變小了  六 3許

芸愷 

    柯博士是一位聰明的科學家， 他發明了一支「神奇手電筒」，手電筒能使

各種物體縮小、還原。只要手中一支手電筒，無論是笨重的家具，拋錨的卡車，

或是活生生的大象，「神奇手電筒」一照，都可以放在口袋，把物品帶走。雖然

柯博士很聰明，但是他卻很迷糊，就是因為他的迷糊，才會造就了這一發不可

收拾的場面。 

    有一天，柯博士為了找尋材料來到了五金行，當他買完東西再回家的路上，

卻發現他的神奇手電筒不見了，他非常的著急，怕發生意外。 

    正當他沿路回去找的同時，撿到神奇手電筒的五金行老闆，以為那只是從

架子上掉出的一枝普通手電筒，所以就把它放回架子上。不久，有一位考古學

家因為要去挖掘新的洞穴，所以就把那隻神奇手電筒買走了（他以為那枝是普

通的手電筒）。 

    十分鐘後，只見滿頭大汗的柯博士跑去五金行，他問老闆手電筒的下落，

可是老闆卻跟他說已經賣掉了，他聽了以後大吃一驚，慌慌張張的跑出去。 

    另一方面，考古學家正準備進去洞穴，由於洞穴黑漆漆的，所以就把手電

筒打開了，很不巧的，他按到了放大鍵，當時，不偏不倚地就剛好照到了一隻

蜥蜴，那隻蜥蜴越來越大，大到跟巨人一樣大。考古學家嚇壞了，他以為是手

電筒受到了詛咒，就把手電筒丟到湖裡了。 

    這一幕正好被柯博士看到了，於是他就衝向前去，在手電筒掉入湖泊前的

最後一秒接到了。 

    也許是幸運女神對他露出微笑吧！最後，他終於 按了縮



 

                                                  

小鍵，把蜥蜴變回原來的樣子。但是，沒想到，手電筒在把蜥蜴變回來後，居

然壞掉了。 

    在手電筒壞掉的最後一秒前，柯博士不小心按到了縮小鍵，把自己跟整個

村落都變小了！從此以後，大家就只能過著跟螞蟻一樣的生活了！ 

 

 

 故事接龍 3~~無敵豬     六 3唐鳳鈴 

    柯博士是一位聰明的科學家，他發明了一隻「神奇手電筒」，手電筒能使各

種物體縮小、還原。只要手中一支手電筒，無論是笨重的家具、拋錨的卡車，

或是活生生的大象，「神奇手電筒」一照，都可以放在口袋，輕鬆的把物品帶走。 

    雖然這個手電筒，方便又好用，但是有時候它也是會犯下錯誤

的喔！有一天，在「博士的世界」來了一隻無敵大的「小」豬。 

    牠雖然是隻小豬，但體重卻重得驚人！剛開始柯博士和其他博士

想不出任何方法，只好很笨的合力將那隻豬抬起來，可是他們還搬不到五秒鐘，

就被「小」豬的肚子壓到了！照著個情況看來，要將牠搬到山坡上的草地是不

可能的!!!就在大家絞盡腦汁想辦法的時候，柯博士突然靈機一動，想起了「神

奇手電筒」!柯博士拿起手電筒一照，那隻豬果然變成了一個比鉛筆盒輕，比鉛

筆盒小的「迷你豬」！不過雖然完成了任務，卻把在旁邊的博士們都變得和螞

蟻一樣小啦！到現在，柯博士還在研究如何製造出「超~神奇手電筒」，將那些

被縮小的博士們放大呢！ 

 

 

夢精靈的故事     六 3林佳賢 

    各位朋友們，我是夢精靈！我有一雙晶瑩剔透的翅膀，可以自由自在的到

處飛行哦！我的工作是製造一個個好玩有趣的夢境，舉凡你所希望的事，你今

天所發生的事，我們會把它合成好玩的夢境。我如何做夢呢？現在就由我來告

訴你吧！嘻嘻！ 

    我住在「泡泡星」，也在那兒工作，那裡全是用「泡

泡」蓋的，那些泡泡裡添加了「不破劑」。這樣子，泡

泡才不會破。我有許多夢精靈朋友，我們專門「做夢」，

每天用電腦接收器，收集全世界人的夢想。然後再用

電腦軟體合成好玩又有趣的影片呦！ 



 

                                                  

    「哇呀！不要哪！誰來救救我！」呵！呵！呵！小朋友，又夢到惡夢了嗎？

誰叫你今天不好好聽話，我們就只好用惡夢來替你爸媽處罰囉！ 

    偷偷告訴你，我們將影片製成夢後，就會把他揉成砲彈狀，再放進炮台，

射進你的腦海中。不過你也不用擔心會受傷，因為砲彈就像天上的雲一樣，又

白又柔。你一定很好奇，為甚麼我明明就很乖，還要做惡夢？這夜就只能怪我

們的疏失啦！揉成炮彈的夢，必須要在三分鐘內發射出去，如果沒有，夢就會

發酵，因此變成怪異的夢哦！我在此向各位小朋友道歉。 

    最近，我們夢精靈越來越疲憊，主因是因為你們人類的慾望就像個無底洞

一樣無法填滿。如果我們因此罷工，你們就每晚在黑暗中度過吧！不過，只要

你們能體諒我的辛苦，我們將繼續把好玩又有趣的夢送你府上給您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