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二日的活動》 301黃筠舒 

今天是校外教學的日子，我們要去臺

北市立美術館。 

    集合後我迫不急待跳上遊覽車，我們

一路上有說有笑的，到了之後，因為還沒

開門，所以我們就先在外面看展出的作品。

時間一到，我們就趕緊走進裡面，有一位

導覽員來為我們引導。這次的主題是在介

紹黑色之美和食物，在黑色之美展區，我

看到了非常多的水墨畫，和心形投射的作

品；在食物展區我看到了一個投射影片裡

面有一個人徒手就把水果捏爛，大家都覺

得不可思議。 

   我要謝謝陪我們參觀的家長和老師。 
……………………………………………………………………….. 

《媽媽與我》301 王家慶 

每天來上學時都是媽媽帶我來，我覺

得媽媽好辛苦。 

媽媽要幫我們洗衣服、煮飯，我覺得

媽媽煮的飯很好吃。我想讓媽媽開心，然

而，只要我功課沒寫完，媽媽就會大發雷

霆、火冒三丈，我不希望媽媽再生氣，所

以我要把功課寫完，不再讓媽媽生氣。 
……………………………………………………………………… 

《特別的一天》301 何珮庭 

四月二日星期四，我們全班一起去臺

北市立美術館，進行戶外教學，裡面有，

各式各樣的作品，讓人目不暇給。 

我們先去二樓參觀，首先映入眼簾的

是美輪美奐的愛心牆，它是由許多五彩繽

紛的愛心組成的，是我最喜歡的作品。接

著我們到一樓去參觀，主題是食物。我們

一走進展示間，就看見兩個大甜甜圈，近

看會發現上面有許多彩色的人，還散發出

誘人的香氣，讓我好想吃。 

下午一點二十分，我們排隊去代用禮

堂聆聽包潤餅的講解，接著我就迫不及待

的回教室自己動手包潤餅，包完就享受美

味可口的 DIY潤餅了！ 

《我用平板上閱讀》301 陳畇彤 

我上學期一開學就歡天喜地的，因為

老師說要用平板看書。 

回家我開開心心的和媽媽講，令媽媽

讚嘆不已。第二天，老師讓我們用平板，

看平板裡面的電子書，我覺得很好看。 

我希望這學期也能用到平板，因為很

好玩，也很有趣，電子書更是好看，我希

望妹妹也能玩到。 
……………………………………………………………………… 

《我用平板上閱讀》301 邱品涵 

在上電腦課時，我們用平板來閱讀故

事書，老師說這可以讓我們的頭腦變聰明。

回答問題時，我已經把答案背得滾瓜爛熟

了，所以很輕鬆。 

在上課時，范老師也陪我們看故事，

並且帶著我們回答問題，我覺得回答問題

要先想好，腳踏實地的回答，不要亂說，

學習效果會更好!! 
……………………………………………………………………… 

    《足球與我》301 陳靖云 

我最喜歡踢足球了，和隊友在一起同

心協力比賽足球，真的很有趣。 

上體育課時，我們會跟三或四年級的

隊伍一起比賽，比賽時我都會全力以赴，

隨時注意四面八方的情況，一搶到球就趕

快傳球給隊友，希望我們這隊能贏球得分。

我覺得踢足球是很好的運動，還可以跟隊

友培養感情，真開心。 
……………………………………………………………………… 

《我用平板上閲讀課》301 陳宥綦 

上學期我們班用平板上閲讀課。 

我覺得用平板上閲讀課，把閲讀課變

成新奇有趣的課程。用平板上閲讀課讓人

樂不可支，還可以用平板上的色筆記下重

點。看完了內容可以回答內容的問題，回

答完了就進入考卷模式，開始回答考卷。 

我希望還可以多幾次這樣的閲讀，真

是回味無窮。 
 



《用平板上閱讀》301 花慶恩 

上個學期，施老師讓我們用平板上閱

讀課。 

上課前，范老師叫我和一位同學幫忙

將平板電腦拿出來，並排好順序，一上課，

老師請同學一組一組的去拿平板，並下載

好書籍。  

我最喜歡綠意盎然的走向大自然和

趣味盎然的擁抱等，都讓我讀得津津有

味。 

讀完這些故事，可以增廣見聞，真希

望以後還有這樣的課程。 
……………………………………………………………………… 

《四月二日校外教學》301 何睿軒 

四月二日，今天是個快樂的上學日。 

我們去臺北市立美術館參觀，抵達目

的地時陽光普照，我們先在外面看各種奇

形怪狀的作品，還玩了一些小遊戲。參觀

室內作品時，是由一位和顏悅色的阿姨為

我們解說。這次的主題是「食物」，一說

到食物…我的口水就要流下來了。食物可

以代表很多意思，例如：壓力、精神、時

間等，因為時間過長，食物就會壞掉、有

壓力就像東西壓著你，没辦法吃東西，甚

至還會嘔吐。 

回到學校，快樂並沒有結束，下午第

一、二節我們去做潤餅，真是開心的一

天！ 
……………………………………………………………………… 

《電視與我》301于震 

    放假的時候，我喜歡坐在沙發上，一

邊吃零食一邊看電視。 

    我最喜歡看的節目是精彩絕倫的《美

國職棒》和《中華職棒》，還有幽默逗趣

的《烏龍派出所》，每次都會看得津津有

味，而且常常忍不住哈哈大笑呢！ 

    雖然看電視很有趣，但是要讓眼睛每

三十分鐘休息十分鐘，並且看看遠方。才

是懂得照顧自己的好孩子。 

《飛機與我》301 陳皓宇 

我覺得飛機很方便，什麼地方都可以

去，我可以坐著它翱翔天空，環遊世界到

處旅行。 

我曾經去過很多地方，我去過立山黑

部、北海道……，坐飛機時我發現了很多

東西，我知道飛機有很多機型，有 A330-

-300、A330-200、還有波音 747……，飛

機飛國際領空才能用自動飛行，起降時一

定要用手動飛行，真是變化萬千。 

我以後想要當機長，帶媽媽出去玩。 
……………………………………………………………………… 

《校外教學》301 林楷勛     

今天是星期四，我們全班到臺北市立

美術館進行戶外教學。我們先在門口欣賞

雕像，還玩了一些小遊戲。美術館開門了，

我一進門就目瞪口呆，因為實在太美了!

一間小小的房間裡有著各式各樣的創意

就在我眼前，我的嘴張的比門還大呢! 

一樓有一個關於食物的展覽，裡面有

很多食物在提醒我們要注意食品安全!可

是我還是口水直流! 

這一天我最開心了!!!  
……………………………………………………………………… 

《301的小小說書人》 301 陳冠廷 

今天下午，我跟我的說書人隊伍一起

到未來教室錄影。 

我們的隊伍裡有花慶恩、林楷勛和我，

我們一開始寫稿的時候，看起來七零八落

的，可是在老師的加持後，怎麼讀都覺得

很多彩多姿。對了！我們的隊名叫「成功

組」，因為主題是鄭成功的故事，而王維

徵那一組叫「強棒組」，介紹陳偉殷他們

那一組真是火力十足，很可以跟他們學

習！ 

如果多加練習，我們這一次一定會得

到第一名的。 

 

 



《鋼琴與我》301 王維徵 

每週一和週五，我會去 YAMAHA 音樂

教室上課。 

週一在上音樂課時，老師教我們用電

子琴踩踏板，還要邊彈邊踩，這需要手腳

並用。 

週五上課時，因為我最近要八級檢定，

所以得練一些檢定要考的曲子，另外，我

還練了一些古典樂，雖然樂譜看起來密密

麻麻的，但是彈起來卻非常生動、活潑。 

我覺得學樂器不但可以讓自己開心，

還可以增廣見聞。 
……………………………………………………………………… 

《扯鈴與我》301 陳羿棠 

我很喜歡玩扯鈴，每次說到扯鈴，心

裡就覺得雀躍不已。 

第一次學習的時候，我們先看老師示

範，然後按部就班地跟著做，我牛刀小試

了一下，很快就學會了運鈴和狗急跳牆，

讓我信心大增，下決心一定要挑戰更高難

度的動作。 

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我已經學會很

多招式了，我覺得扯鈴真的很好玩。 
……………………………………………………………………… 

《媽媽與我》301 潘品亘  

有一天媽媽陪我看書，我覺得歡天喜

地，因為這是媽媽第一次陪我看書，我很

開心又快樂，媽媽說，多讀書可以讓我變

成一個博古通今的人。 

    媽媽每天不辭勞苦的照顧我，陪我去

上英文課，假日還帶著我四處遨遊，我真

的好幸福！ 

我想對媽媽說：謝謝您！我愛您！ 
……………………………………………………………………… 

《香蕉人與我》301 田宗翰 

我的願望是有個香蕉人的抱枕，結果

我的願望終於如願以償的實現了，所以那

天的我忍不住歡天喜地。 

香蕉人的特徵是：身體是黃色的，手

是黑色的，它還可以脫下外衣，裡面是白

白的，而且當我無聊的時候，我還可以跟

它玩。 

香蕉人是我如獲至珍的寶貝。 
……………………………………………………………………… 

《鯨魚與我》301鍾宇循 

鯨魚是海裡最大的動物。 

為什麼我要寫鯨魚?因為在我的

腦海，我可以騎牠背上，牠還可以把

我噴得高高的，我再開開心心的掉下

水裡，鯨魚還請我下去水裡，跟牠千

軍萬馬的同伴們一起游泳，我就快樂

的跟牠們游來游去。 

我希望能每天都跟牠們玩得歡天

喜地。 
……………………………………………………………………… 

《我用平板上閱讀》301 林經倫 

我一開始聽到要用平板上閱讀課,覺

得很開心，而且平板裡面的故事讓我讀完

後都覺得津津有味。 

有時閱讀後，老師說可以玩猜成語，

我覺得很高興，猜成語感覺好像在上數學

課，因為這是要動腦的，這跟數學課很

像。 

    我希望我們還會一直用平板上閱讀

課。 
……………………………………………………………………… 

《開心的一天》301 康何熙 

今天是我最開心的日子，因為是校外

教學。早上我們去臺北市立美術館，導覽

人員介紹作品，讓我認識作品的由來。 

今天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幅畫，是一

隻大鳥壓一隻小鳥，正在打架，不知鹿死

誰手，畫得栩栩如生。 

回到學校，我們開始包潤餅，好吃可

口的潤餅讓我吃得津津有味，今天真是開

心的一天。 

 

 



生病                                     三年二班 4號張需祐 

  昨天本來要去爬山，但我卻生病了。一早起床，額頭就有點熱熱

的，結果媽媽拿體溫計一量，哇！３８度，我想，我一定又（中獎）

了。等一下一定又會被阿嬤罵。果不其然，阿嬤來叫我和姐姐起床，

然後對我說︰「又中獎了叫你不要踢被……。」我聽了很不耐煩，就

去吃早餐，因為沒有胃口，所以只吃一半，我把一半的三明治放在桌

上，就回去床上養精蓄銳了。 

  後來阿嬤帶我去看病，那邊藥味很重，所以我看漫畫轉移注意

力，後來看完病、拿完藥，我就閃人。吃過藥後。我就想吐，但阿嬤

在旁邊，我只好忍氣吞聲。原本已經生病了，藥還這麼苦，這不是落

井下石嗎﹖所以我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才能和病魔和苦藥一刀兩

斷！ 

原住民文化                                      30213陳麒宇 

  上週我們去看原住民文化，我知道了許多的族群，他們的服飾大

多五彩繽紛，裝戴著各式各樣的頭飾，其中我最有印象的是阿美族，

因為他們總是歡天喜地、載歌載舞的慶祝豐收；另外魯凱族的連杯酒

祝福新人百年好合。我覺得雖然只參觀短短三十分鐘卻讓我獲益匪

淺。 

採橘子記                                       30221廖彩妤 

  初四的時候，阿公、舅舅、舅媽、阿姨、表弟、媽媽和我開車去

採橘子。到達果園後，我跟表弟先拍照，然後我們拿剪刀和塑膠袋欣

喜若狂的衝進去，採摘時我提心吊膽的深怕有什麼蟲子掉下來，所以

我用塑膠袋套在頭上，差不多大家採完後，我阿姨不小心從樓梯跌下

來，大家嚇了一跳！這次的採橘子活動我玩得樂不可支！希望下次還

可以去採草莓。 

歲末登山                                      30224 蔡佳幀 

 星期三學校歲末登山活動，我們8點集合在大操場，校長說明登山注

意事項，我們還拍全體照。有的小朋友「拖拖拉拉」走很慢，所以我

很「不好意思」的踩到別人的腳，我抬頭看遠處「高高低低」的山，

心裡想還有多遠呀?同學說快到了到達較高處時，我們看到『層層疊

疊』的山，終於到了，心中有一股快感。下山的路途真是愉快又輕鬆，

今天真是充實的一天 。 

班際足球比賽                                   30208 蔡承勳           



  早上的早自習時間，每個人養精蓄銳的要跟三班比足球友誼賽，究

竟鹿死誰手呢? 

  林同學自告奮勇的要當守門員，劉同學看起來文質彬彬的，但是一

上場就很厲害。三班的進攻，我們班都很巧妙的化險為夷，終場以七

比零大獲全勝。 

  今天的比賽很刺激，雖然我沒踢進球門，下次我會更加努力，替班

上爭取好成績。 

班際足球比賽                            三年二班 23號謝旻珊 

    我們今天早自習到活動中心跟三年三班比足球賽，我們班第一隊

上的時候，就已經四分了，而且大家都聚精會神的投入比賽，但三班

還是沒辦法化險為夷，所以下半場我們進了三球，最後以七比零這個

分數贏了比賽。 

    但上禮拜五跟一班比球賽的時候卻輸了,因為一開始到下半場的

時候兩隊都平分秋色而且鹿死誰手都還不知道,所以一直等到 PK賽

才分出高下。 

    我覺得這次的班際足球比賽非常的好玩,希望每個學期都能夠比

足球賽。 

班際足球比賽                                    30209林昀瑭 

    這次的班際比賽很激烈，因為大家都已養精蓄銳､有備而來的。

我們都光明正大的比賽，沒有人作弊，跟一班打的時候 0:0，可見不

相上下，進入 PK賽，最後一球是我射的，但是沒有射進，因為我壓

力太大了。和三班打的時候，我卯足全勁進了 4球，其他同學也很賣

力的進了 3球，得了一個很好的分數，以 7:0大獲全勝。雖然只得了

第二名，但是下次比賽一定會得第一名的！ 

爬山                                           30222 陳妍安 

今天早上吃完早餐，我和媽媽、弟弟、香香阿姨和惠敏阿姨一起

去爬山。到了山頂後，大家都氣喘噓噓的坐在馬路旁休息。山上的風

景優美、大家聽著蟲鳴鳥叫聲，霎時心都安靜下來了。那裡有五顏六

色的花朵，它的香氣迷人，彷彿來到世外桃源呢!突然天空上掉下來

一隻大毛毛蟲，原先我沒看見，後來等我把手放到大腿旁時，說時遲，

那時快，牠身上的刺已經刺到我的皮膚裡了!                                

新年新希望                                      30214劉士丞

  新的一年到了，同學們都在討論新的一年有哪些新目標，我自

己也在想，我今年有哪些新的目標呢?我今年的新希望，就是｢可以快



快長高」。 

    為甚麼我想要快快長高呢?因為我想要比別人高出一截，在這個

世界上，有很多工作都需要長的高一點的人。身高較高的人，比較佔

上風。像許多籃球選手，身高都比平常的人還要高。 

    至於我的同學呢？有的人計畫要參加學校籃球隊，有的人想學日

文…，每個人都不一樣! 

    那你呢?你的新年新希望是什麼呢?不論是什麼，我都要祝福你的

新年新希望可以馬到成功，羊羊得意!                              

淡水之旅                                       30211 何品澤                                                         

    趁著太陽公公露臉時，溫度上升到攝氏 23度，我跟姑姑、奶奶

和姐姐外出去踏青，我們是搭捷運去的，車上的人很多，沒有座位坐，

這時候，有一位阿姨叫住我們，她體貼入微的把座位讓給奶奶坐。到

了淡水，出現了如千軍萬馬般的人從捷運湧出，然後我們改搭公車，

往山上的方向前進。我從車窗外看出去，看到山上雲彩變化很多，氣

象萬千.千變萬化，我們向姨媽拜完年後就回家了。 

包潤餅                                     三年二班 陳昭宇 

    今天我們到代用禮堂聽包潤餅的解說，這是針對清明節而舉辦的

活動，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活動一開始，是由營養師來講解製作過程，並引導大家一步一步

的製作。一開始大家都手忙腳亂的把花生粉撲在潤餅皮的上面，再把

剩下的食材放上去，後來才把潤餅皮捲起來，這樣子就完成了。剛開

始大家太用力就會把潤餅皮弄破，但是只要按部就班，並且多練習幾

次就會漸入佳境。我覺得今天的活動很有趣，雖然我的技術差強人

意，但是可以透過清明包潤活動了解清明節的由來，也是一大收穫。 

爬丹鳳山                                      302 24張心綸 

    這個禮拜三，我們全校要去爬丹鳳山。我們先到丹鳳公園闖關，

第一關是在介紹吳郭魚，原來吳郭魚媽媽忍著切膚之痛把卵含在嘴裡

不吃東西；牠也是第一隻上外太空的魚。第二關是在介紹姑婆芋，姑

婆芋是會吃一種叫姑婆芋果蠅的植物，姑婆芋裡的小蟲過了一段時間

才會爬出來。這兩關都讓我聽得津津有味。 

    接下來就要開始登山了，我們看到一些奇形怪狀的石頭和火燒山

的地區，還有一些姹紫嫣紅的植物。 

    這次登山活動讓我有滿滿的知識。我覺得人們應該飲水思源，不

要浪費這座美麗的山，多爬山保持健康的身體，珍惜我們的大自然。  



中年級作品．  三年  三班 
探訪中崙仔溝（04號  陳傳文 ） 

  今天早上七點五十分，我們全

三年級的同學到代用禮堂，聆聽「中

崙仔溝的過去與現在」，校長說明後

還提出問題，可惜我連一題都沒有

答對。 

  到了第三節課，我們在校門口

聽校長講解完，大家開始往大操場

後面的公園前進。在中崙仔溝旁，

校長用鐵尺，從人行道路面量到水

溝底部的深度是四公尺四十公分。 

  接著，我們一路走到雲來寺後

面的池塘，我看到鴨子和許多動物。

這時，校長發了一張學習單，有一

題是要我們先猜猜看，繞這個池塘

要走多少步？估算完後，我們再實

際走了一圈又一圈。我們做完這個

活動就回教室吃午餐了。我覺得今

天的活動真有趣。 

開心的一天（05號  何冠霆 ） 

  今天是星期六，我們全家人一

起做麵包。首先，我們先揉麵團，

再加入麵粉和水；然後攪拌，做出

老麵，再加一些食材，有：熱狗、

蔥花、小小的碎肉和南瓜泥，並且

包住它，再捏好玩的形狀，最後把

它放在鋪上烘焙紙的烤盤上，然後

送進烤箱裡烤。這麼多口味的麵包，

我覺得加熱狗的最好吃。 

去白河看蓮（13號  徐敏哲 ） 

  上個禮拜六，我們一家人去臺

南 白河看大王蓮花。聽說大王蓮花

上面可以載得動七十二公斤的東西，

好有趣!那裡還有許多跟蓮花有關

係的商品，例如：蓮子茶、蓮子

餅……，我做夢也沒想到蓮花竟然

可以做成這麼多樣化的商品。這次

真是讓人回味無窮的旅程。 

扯鈴比賽（03號  何明陽 ） 

  星期四，我代表學校去參加一

百零四學年度民俗體育競賽。一路

上，我抱著又緊張又興奮的心情準

備參賽。到了比賽會場，哇！人山

人海的，真不知道我們會贏還是會

輸。比賽的時候，我就像熱鍋上的

螞蟻，緊張到快要不知道該做什麼

動作才好。 

  成績揭曉，我們得到優等，我

開心得手舞足蹈。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句話：只要有心，一定做得到。 

兒童新樂園（07號  陳翔宇 ） 

  昨天下午，我們全三年級一起

去即將開幕的兒童新樂園。 

  到了那裡，我們先在門口拍了

幾張照片，接著，老師帶我們去體

驗刺激又好玩的遊樂設施。我們一

共玩了六樣，讓我印象深刻又讓我

覺得最恐怖的是「海盜船」，因為它

搖到最高的時候，我感覺好像要飛

起來了。 

  我覺得這是我最快樂的一天，

雖然我玩得暈頭轉向，但是，我還

是會請媽媽再帶我去一次。 

登丹鳳山（09號  江睿恒 ） 

  今天的登山活動很好玩。首先，

校長先說幾句話，說完開始登山，

到了公園闖了六關，闖完關往山上

走，走到一個山丘看到光禿禿的土

地，那是因為之前火燒山，我看了

好難過，心情很不好。 



  到了目的地，大家又去闖關，

我們最後走回學校了。 

學校最美麗的一棵樹（10號 張睿軒） 

  星期一升完旗之後，老師讓我

們排隊輪流從一個窗口往外看。一

開始，我很好奇到底是什麼東西？

輪到我的時候，老師說：「我們很幸

運。」我聽不懂是哪裡幸運？後來

我才知道，陽光灑下來，讓窗外的

樹葉顯得更加美麗，因為樹葉全都

轉紅了，有朱紅、暗紅、淺紅……

深淺不一的紅色，再加上周圍的綠

葉包圍，真是讓我大開眼界。我覺

得這是學校最美的一棵樹。 

校外教學（11號  鄭惟中 ） 

  今天是三年級的校外教學，大

家帶著一顆愉快的心搭遊覽車去兒

童育樂中心。 

  來到 3D劇場，我們一連看了三

部電影，其中我最喜歡的是「小獅

王」，這部影片讓我們知道，如果沒

有媽媽陪伴也可以勇敢的活下來，

這部電影也告訴我們獨自在外面時，

要學會保護自己。在兒童科學館，

我們先搭乘刺激的太空模擬器，再

自由的體驗其他科學知識。我很喜

歡「太空科學館」，因為那裡很像真

實的太空世界，也讓我們知道在外

太空要怎麼生活。體驗過後，我們

來到大家最期待的兒童樂園。 

  到了兒童樂園，那裡有很多好

玩的遊樂設施，其中我最喜歡的是

「碰碰車」，又刺激又恐怖。另外，

我也喜歡「輻射飛椅」，坐在上面很

涼快，轉得頭都暈了，不過，那種

快要飛出去的感覺真不錯。我們體

驗過好玩的遊樂設施後，就快樂的

搭車回到學校，結束這美好的一

天。 

「小王子」特展（12號  曾靖恩 ） 

  十二月九日這一天下午，我們

三年級有部分有空的小朋友跟著老

師和明陽媽媽一起去參加「小王子」

特展的開幕典禮。一進場，我們每

個小朋友都拿到一臺導覽耳機，就

開始進入小王子的奇幻世界。我看

到三十幾種不同語言版本的小王子

書本。接著，我們來到第一個星球。

天花板上布置浩瀚無垠的宇宙造型，

還有一些吊著的星球模型。第二的

世界是國王的世界，那個國王很想

要統治人，可是這個星球上只有他

一個人。 

  我們最多看見十三個場景，都

有不同的特色，我最喜歡第九個場

景是酒鬼的世界，空氣中有濃濃的

酒味，大大小小的酒桶，還有一個

巨大的水龍頭和酒瓶。看完這個展

覽，我覺得小王子的世界豐富又有

趣，真希望下次還可以再去看一次

展覽。 

美麗的槭樹（14號  陳之甯 ） 

  「哇！好美麗！」美麗的槭樹

葉子有各種紅，顏色有深紅、火紅、

朱紅，真美麗。還有白天時，陽光

灑在槭樹時，讓葉子亮晶晶，好像

在夜晚上的小星星。槭樹也像一個

人，有幾百隻手掌，槭樹真是漂亮

呀！  

美麗的槭樹（22號  陳思羽 ） 

   快來！快來！看！美麗的槭樹

長出了許多小星星，有黃色、紅色，



層層疊疊，就像一堆火在燃燒，只

要依過去就會覺得很溫暖；美麗的

槭樹也像一隻隻的手掌，它只要把

你抱得緊緊的，你也會很溫暖，就

像一個人做過的沙發，一坐下也很

溫暖。我沒想過槭樹居然能讓我發

揮想像力，我也要把其他東西想得

更豐富、有趣。 

 小王子參觀記（23號  王雨荷 ） 

  星期五，我們大家一起去參加

小王子開幕記者會參觀，會場布置

得很漂亮，也很熱鬧，我們抱著期

待又興奮的心情進入會場。 

  會場布置了很多書中的場景，

像酒鬼的行星，裡面有酒的味道，

還有我最喜歡的點燈人的星球，裡

面會一下黑、一下亮，真有趣。 

  這次的參觀讓我更了解小王子

的世界，也期望自己充滿想像力。 

假日遊野柳（24號  王泯媛 ） 

  上星期天，爸爸、媽媽和我一

起去野柳玩，那裡有好多奇石，有

的像愛心，有的像沙發。我們還去

跟女王頭拍照，好多人要跟她拍照，

媽媽在排隊的時候，我在玩水、捉

魚，可惜一直沒捉到。我還看到螃

蟹躲在時投下，也看到俏皮公主。

拍過照，我們依依不捨的離開了。 

下課時光（25號  陳宥君 ） 

  在每節下課的時候，我都會和

朋友一起去中庭玩遊戲，我們會玩

紅綠燈、木頭人、鬼抓人……，其

中，我最喜歡的是木頭人，因為很

刺激，只要不小心移動了，就會輸

了。 

  我很珍惜下課的時間，可以和

同學相處，還能放鬆心情，雖然只

有十分鐘，但是我覺得很美好，可

以短暫忘記學習的壓力。 

槭樹（26號  林萱 ） 

  生態池裡面有棵漂亮的槭樹。 

  樹上有很多漂亮的葉子，現在

天氣很冷，它翠綠的葉子逐漸變成

黃綠色、鮮黃色，有些變成鮮紅、

深紅、暗紅和褐色。 

  我喜歡這棵樹，因為它的色彩

很豐富，在陽光下更是五彩繽紛。 

做家事真快樂（01號  黃雋豪 ） 

做家事  真辛苦  全家人  一起做 

我和弟弟一起掃地、收玩具 

媽媽整理客廳      爸爸打掃房間 

阿嬤幫助我們拖地 

阿公幫忙擦窗戶 

大家一起做家事  分工合作不會累 

家裡變得亮晶晶 

坐下來，泡杯茶 

歡歡喜喜來聊天 

我們一起做家事 

快樂運動又健康 

大家一起做家事（02號  林杰輝 ） 

做家事 做家事 

大家一起做家事 

媽媽 洗洗衣服 

爸爸 煮煮晚飯 

爺爺、奶奶 擦擦窗戶 

妹妹 掃掃地 

哥哥 拖拖地 

我來把廚房的廚餘收一收 

在跟妹妹一起晒衣服 

哇！家裡變得好乾淨 

一點灰塵都沒有 

乾乾淨淨又舒適 



好玩的家事（06號  徐子翔 ） 

做家事 做家事 

做家事 真好玩 

做家事 好處多 

爸爸拖拖地 

東拖拖 西拖拖 

哥哥掃掃地 

東掃掃 西掃掃 

地板一塵不染 

媽媽洗洗碗 

碗洗洗 盤洗洗 

洗得清潔溜溜 

我來整理房間 

書擺好 玩具擺好 

到處都整整齊齊 

哇！我們家乾淨又整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