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年級作品．五 年 一 班 

年度關鍵字  1號曾韋綸 

我認為我的年度關鍵字是「專心」，因為我常常會不專心，只要一點小事，我就會不

專心。就會去看讓我不專心的人，所以我做事都會比較慢。 

  對於這件事，我束手無策，還好補習班的老師跟我說：如果很專心，就可以得到一片

美味的餅乾。看在餅乾的面子上，我越來越專心了。 

  現在，我已經不再不專心了，不只寫字變快，連補習班老師也感受到我的進步，真是

太好了，我一定要繼續保持。 

年度關鍵字  2號賴嘉陽 

我認為我今年的年度關鍵字是「專心」，因為我之前非常不專心，只要上課時就會想

睡覺，幸好有同學大力的支持，才能突破難關。 

  對於上課不專心這件事，我已經忍無可忍了，因此我決定改變這個惡習。我也對自己

下了一封戰帖，那就是—消滅不專心，把專心接回來。 

螳螂  3號黃子斳 

螳螂就像農夫一樣 

每天都走很遠的路才有飯吃 

從家裡出發 

小草們在旁邊拍手鼓掌 

吃完一頓飯 

就得再尋找下一餐 

填飽肚子就滿足了 

慢慢的走回草叢裡的家 

給媽媽的一封信  4號林庭宇 

親愛的媽媽： 

  「五月裡開滿了康乃馨花，第二個星期天送給媽媽…。」五月是一個溫馨的月份，到

處都有慶祝母親節的活動。 

  謝謝媽媽帶我來到這個世界，讓我看看五彩繽紛的事物，要是沒有媽媽就不會有我和

弟弟了。我呱呱墜地後部會說話、不會走路、不會洗澡..等。媽媽的陪伴和教導，讓我

學會很多不會的事，媽媽最棒了！ 

  我親愛的媽媽，您有時候像一隻溫柔的兔子，有時像一隻老虎非常恐怖，那是因為我

和弟弟不乖讓她生氣。記得我小時候，爸爸騎腳踏車載我，我的腳後跟被後輪捲進去，

當下流了好多血，爸媽帶我去急診室縫了十四針，回家後每天您都會幫我換藥，背我上

下樓。我真的非常謝謝您。每個孩子都是父母親心中的寶，我們受傷他們也難過，所以

我們要好好保護自己，不要受傷了。 

  「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個寶。」有些人沒有媽媽，因為是單親或沒有跟媽

媽生活在一起，或是媽媽不在世界上，永遠不再身旁了。我覺得有媽媽的小孩非常幸福，



希望媽媽可以陪我一輩子，不要離開我和弟弟。 

                                                           兒子林庭宇敬上 

尋找獵物  5號林詣晞 

在非洲的大草原裡 

獅子都在尋找食物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牠們不知道獵物都跑到哪裡去了 

原來都躲在長長的雜草中 

需要保護色來相伴 

聞 

讓獅子感到興奮 

是獵物的香氣 

看 

讓牠們飽餐一頓的 

是一群正在眼前的肥美羊群 

年度關鍵字  6號陳威庭 

  我認為我的年度關鍵字是「進步」，因為今年安親班的老師，越來越像母老虎了。 

  對於那些堆積如山的評量，一開始我是感到厭惡，而且每天還要在安親班待到很晚，

但是那些練習讓我的學業突飛猛進。 

  現在我的學業進步了許多，不只媽媽為我高興，連老師都獎勵我，我的辛苦總算有了

代價，今年真是我進步的一年。 

尋找水源  7號何方 

乾燥的沙漠 

人們都在找水生存 

找不到！找不到！ 

水是在乾枯的水井中嗎？ 

原來水源就在綠洲中 

看！ 

族人快樂的手舞足蹈 

讓水繼續在我們的身體流動 

看！ 

救命的清澈水源 

在村裡傳開了 

尋找黃金  9號鐘文豪 

尋找黃金 

炎熱的夏天 



海盜正在尋找黃金 

找不到找不到 

海盜在夜裡東找西找 

還是找不到 

原來值錢的黃金就藏在船裡 

看 

佈滿灰塵的黃金 

終於被找到了 

聽 

那黃金的響亮聲 

讓海盜不由自主的嘴角上揚 

年度關鍵字  10號高皓鉦 

我認為我的年度關鍵字是「生氣」，因為我之前和同學玩耍時，很愛生氣。只要我不高

興的時候，就會非常生氣，同學都叫我生氣鬼。 

  對於這件事，我想重新改變自己，我要控制自己，如果生氣的時候，我會先深呼吸，

讓自己先冷靜下來，因為如果沒有冷靜，我就容易動手。 

  現在我要永遠記得「生氣」對我不好，要努力改掉它。 

年度關鍵字  11號游博任 

我認為我的年度關鍵字是「改變」，因為今年的十一月份，媽媽幫我轉回以前的安親班。 

  對於這件事，我的內心是非常的期待。雖然自己離開那一間安親班，但是我永遠不會

忘記安親班每一位老師的細心指導。 

  因此轉回這個安親班，對我而言，是一個美好的開始，對於我的學習，也是一個新的

改變。 

蟑螂  12號吳浩安 

蟑螂像小偷 

每一天都在偷吃東西 

從廚房開始 

桌椅在旁把風 

深夜暖身完畢正蓄勢待發 

凌晨就倦了 

慢慢回到舒服的家 

給母親的一封信  21號陳奕璇 

 親愛的媽媽，您最近好嗎？謝謝您把我從一顆小小的種子，栽培成一棵大樹，相信這

段時間是非常漫長的，真是辛苦你了。而現在，我也快要升上六年級了，也要進入人生

的下一個階段，這一路上，感謝有你的陪伴。 

  記得在我生病時，都會向公司請假，留在家裡無微不致的照顧我。不停的幫我量體溫，



還幫我煮稀飯，雖然生病時只能吃稀飯，但也讓我吃得津津有味，每一口都吃得到您滿

滿的愛心，如皇室般的待遇，全都來自於您的細心與用心。不僅如此，你還幫我按摩，

讓我舒服很多，絕對不輸給專業的按摩師。 

  從你身上，我也學到了許多事情，例如：在煮飯給別人吃時，好不好吃並不是最大的

重點，有沒有愛心和用心，才是品嚐者評論的第一點。還有，照顧自己的家人，就好像

農夫在照顧他的稻米，不讓它們被蟲吃掉。要不斷的關心他們，讓別人對你有一個好的

印象。我一定會成為和媽媽一樣優秀的人。 

  媽媽，真是辛苦您了，家中有我和哥哥，我們有時還會吵架讓您生氣，真是對不起，

因為我們的不懂事造成您的不開心。在這裡我要向您說聲「母親節快樂」！祝身體健康 

                                                            女兒陳奕璇敬上 

一的創意聯想  22號賴映璇 

一就像一根釣竿，可以釣到不同種類的魚，成為我們桌上的佳餚。 

樹葉  23號洪依辰 

樹葉像風一樣 

到了秋天就會被吹下 

春天開始長頭髮 

小草在旁邊唱歌 

秋天頭髮漸漸掉落 

冬天一到就年老了 

回到土裡最初的地方 

年度關鍵字  24號吳藹庭 

  我認為我的年度關鍵字是「突破」，因為今年的多語文競賽，老師派我去參加國語文

演說比賽，一向文靜不敢上臺說話的我，竟然要參加演說比賽，讓我既緊張又興奮。 

  對於這件事，老師也特別訓練我，比賽當天我也克服了恐懼，鼓起最大的勇氣上臺，

這是我小學中最大的突破。 

  現在，我已漸漸不害怕演說比賽，上課不再害怕上臺報告，這次的演講比賽，讓我有

很大的進步。 

尋找空氣  25號許凱媜 

炎熱的中午 

大家都在尋找空氣 

四處找都找不到 

空氣到底在哪裡 

原來空氣就在我們的身旁 

不管做什麼事 

都會被它跟蹤 

看 



空氣的熱情 

讓大家活得快快樂樂 

聽 

空氣的伴隨 

讓人類可以知道你的存在 

尋找寶藏  26號許寀褀 

涼爽的清晨 

大家都在山中尋找神祕的寶藏 

找到了！找到了！ 

神祕的寶藏就藏在陰暗的山洞裡 

原來失望的心情 

需要寶藏來安慰 

看！ 

亮麗耀眼的箱子 

讓裡面的黃金更顯迷人 

聽！ 

黃金搖動的清脆聲 

讓寶藏更加神祕 

 



五年二班作品 

感恩的話（作者  1號 蔡政家） 

謝謝您多年的照顧，讓我能健康快樂的成長，在我印象中，媽媽總是很辛苦的工作，

連手都脫皮、裂開，還是繼續工作，這都是為讓我過好的生活。所以我打從心底感謝媽

媽。最後我想對媽媽說：「母親節快樂！」 

 

 

感恩的話（作者  2號 梁一夫） 

感謝媽媽為我煮飯、賺錢，還注意我有沒有著涼、生病，我非常感動。謝謝您每天

願意空出時間來陪我，一起跟我做我喜歡的事。祝您母親節快樂!我愛您! 

 

 

感恩的話（作者  3號 于擎楷） 

謝謝您每天不顧一切地照顧我，讓我學會那麼多的才藝，您在很多的時候都在幫助

我，我生病時您不分日夜的細心照顧我，我受傷時您認真幫我上藥，您時時刻刻，分分

秒秒都在幫助我照顧我，所以我要說：「媽媽我愛你，謝謝您的體貼。」 

 

 

感恩的話（作者  4號 張需琮） 

從我生下來到現在，終於了解妳的個性了，也許，我在這個過程說不定有任何閃失，

我在此跟妳慎重道謝，未來還有可能遇到更多更難的難關，讓我們一起突破吧! 

我愛妳，未來我會照顧妳。 

 

 

感恩的話（作者  5號 陳琮文） 

只要我不開心都會有人默默安撫我的情緒，原來就是我奶奶在讓我開心，奶奶都會

帶我去很多地方玩讓我開心，只要我生病妳就一直在床頭邊照顧我，妳是我最重要的親

人，我要跟妳說，奶奶您辛苦了，是妳把我養大的妳總是全心全力的照顧我，而且妳還

幫我們打掃、洗衣服，謝謝您這麼用心地照顧我，我要對您說奶奶我愛您，謝謝您的用

心照顧。 

 

 



感恩的話（作者  6號 陳靖元） 

祝母親長命百歲、平平安安。 

 

感恩的話（作者  7號 黃則崴） 

媽媽，謝謝您不管在我生病、難過等任何時候都會關心我、照顧我，所以我要跟您

說我愛您，除了這件事情外，更要謝謝你帶我出去玩，認識這個世界，也會在我不會的

時候，幫我解開問題，還會告訴我動物或事物的名稱和習性，最後我還是要跟您說一句

謝謝。 

 

 

感恩的話（作者  8號 呂其翰） 

有一件令我最感動的事，就是我生病、發燒、又吐、又拉的時候，全身上下都很不

舒服，只能待在床上，媽媽就來照顧我、關心我，要做的事也扔在一旁。 

我要做個乖的小孩，不讓媽媽生氣，孝順媽媽，不讓媽媽擔心我，字也要寫工整。 

 

 

感恩的話（作者  9號 曾煒博） 

母親謝謝您，因為如果沒有您的照顧就沒有現有的我。您總是在我生病時，注意我

的一舉一動，在半夜的時候，您還會犧牲睡眠，幫我量耳溫看有沒有發燒、不舒服……

等症狀，真是太辛苦了，所以我要對您大聲說：「媽媽我愛您!」 

 

 

感恩的話（作者  10號 江政陽） 

心心相印： 

有一次我們全家去露營媽媽從早到晚一直陪在我的身邊照顧我、和我一起玩，雖然

我常常被提醒，所以我才會知道媽媽如此的愛我、疼我、關心我。 

 還有一次我們去渡假四天，玩得髒髒的，也是媽媽幫我刷洗衣褲，但是也被罵

了。 

 雖然媽媽常常念我，但是我還是非常喜歡媽媽！ 

母親節，我送給媽媽的話： 

 謝謝您每天如此關愛我，守護我。 

 



感恩的話（作者  11號 陳威伽） 

母親節到了，最照顧我的人是爸爸,因為什麼地方都可以送我去,所以我要感謝爸

爸。 

母親節快到了,我想跟我親愛的爸爸說母親節快樂,因為爸爸每天辛苦工作,工時又

很長,希望爸爸平平安安、快快樂樂、心想事成。 

 

感恩的話（作者  12號 黃榆文） 

有一次,我幼稚園的時候，我得了腸病毒我媽媽每天照顧我，我覺得很開心，除此

之外，你也常常帶我出去玩，讓我覺得很開心，我只想和你說謝謝你和我愛你。 

 

感恩的話（作者  21號 黃蓉榆） 

媽媽謝謝您，每天都辛辛苦苦的照顧我、姐姐和妹妹，每天都起的很早，為我們做

早餐，又要叫我們起床，放學後又載我們回家又要煮飯給我們全家吃。 

媽媽我愛你，是每天都這麼辛苦的照顧我們。 

 

感恩的話（作者  22號 鄭嘉瑩） 

母親節快到了，我發現了一些我和媽媽心心相印的地方，例如和媽媽一起設計包包

時，會有共同的想法，或是在做某些事情的時候，也會有共同的想法。 

我想跟照顧我的人說，謝謝您在這些年的時間裡這麼用心地照顧我，而且連一句抱

怨的話都沒有說，另外我還想跟您說對不起，因為我沒有每天都很聽話，最後我想對照

顧我的人說:「我永遠是最愛您的人」! 

 

感恩的話（作者  23號 蔡其蓉） 

 

母親節快到了，我發現了一些我和媽媽心心相印的地方，我跟媽媽有一起做過一些

事情，例如：一起騎腳踏車，這是我最美好的時光，媽媽說過：「乖是非常的乖，壞是

非常的壞。」這句話，我發現我是很乖又很壞，我覺得當媽媽的人都非常偉大，媽媽說：

「我這樣做是為你好，並不是在害你。」 

母親節，我要送給照顧我的人的甜言蜜語：「媽媽謝謝您，天天都陪著我們一起上

課和放學，而且有時候媽媽您也會煮山珍海味的和菜給我們吃，有時候我有看到媽媽為

我們煩惱晚餐吃什麼，而且每星期二我都知道媽媽沒吃午餐，您都沒告訴我沒吃的原

因，最後我要跟您說母親節快樂！ 

 



感恩的話（作者  24號 聶語霈） 

心心相印: 

我們在白沙灣一起堆了一座屬於我們的家庭城堡，我和媽媽在過程中很開心，我感

受到媽媽的慈祥，以及你對我們全家照顧的辛苦。過不久媽媽又跟我在田野上包三明治

幫飢腸轆轆的爸爸和哥哥準備午餐，在這過程中我很感謝我有那麼溫馨、快樂的家庭。

要回家的時候我們在沙灘上看夕陽，感覺煩惱通通不見了，在金黃色的沙灘上，留著我

們快樂的腳印與永難忘懷的回憶呢。 

甜言蜜語： 

母親節快到了，感謝您一直以來的照顧，雖然我有時候會惹你生氣，但您總是體諒

我，把最好的東西留給我們，我非常感謝您的付出與體諒，您辛苦了。最後祝您母親節

快樂，您永遠是我心目中最偉大的媽媽! 

 

 

感恩的話（作者  25號 孫筠雯） 

我記得一件事，爸爸在我生病時很用心的照顧我,所以這一件事情讓我最最快樂又

最開心. 

爸爸您對我很好,而且您常常給我用 FB，所以我感覺您是真心得在對我好,所以我很

感謝您的照顧. 

 

 

感恩的話（作者  26號 林奕秀） 

心心相印: 

我一直記得妳教我怎麼切水果、拖地、掃地……等等，但我最記得是我們一起煮飯

和掃廁所，那時我們邊做邊聊天，我一直覺得是我們兩個人最美好的時光! 

甜言蜜語: 

媽媽這幾年來，你一直照顧我們，你辛苦了，我有時候會不聽你的話，但是你還是

會包容我，謝謝你！ 

                          祝你長命百歲 



       五年三班作品 

節約用水一起來（作者  1號 王宇翔） 

  最近有些縣市已經開始缺水，水庫都缺水，所以我們應

該要節約用水。 

  例如:我們可以拿洗米水去澆花和沖馬桶，馬桶的水箱放

裝水的寶特瓶也可以省水，記得隨手關水龍頭都可以省下

水，因為缺水的話，大家就沒有水用了，很痛苦的。 

節約用水一起來（作者  3號 王從皓） 

   最近台灣缺水,因為很久沒下雨了,還有很多地方都限

水或停水。所以我們要節約用水,例如：使用省水標章的產

品、用洗澡水沖馬桶等。希望台灣能快點下雨,解決缺水的

問題。 

節約用水一起來（作者  6號 江睿哲） 

  目前台灣降雨量降低，全台各地都在限水，而幾乎提供

全新北市的石門水庫約只剩下 25％。 

  這數據讓我恍然大悟，原來水庫的水已經所剩無幾了，

我們一定要好好珍惜僅存的水資源。住在台北的人非常幸

福，有翡翠水庫的水可以用，讓台北不會乾旱到那種地步。 

  省水，可以從小地方開始。例如:關起水龍頭、以淋浴代

替泡澡、將漏水的水修好，這些動作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



的浪費。 

節約用水一起來（作者  7號 蔡泓儀） 

  最近石門水庫缺水，所以我們要用淋浴代替泡澡，也可

以拿洗米水拿來澆花，還可以拿拖把水去沖馬桶，請大家

跟我一起節約用水。 

節約用水一起來（作者  8號 趙翊均） 

  最近，不太下雨導致有些地方缺水，水庫都缺水。我想

到了一些節約用水的方法，洗澡時不要用太多水，洗手時

水龍頭要關緊等，讓大家一起開始節約用水吧! 

節約用水一起來（作者  9號 蔡奕詮）    

  水對我們很重要，如果沒有水，我們就沒辦法生存，也

沒辦法洗澡，更沒有辦法繼續生活下去。 

   目前台灣缺水非常嚴重，尤其是中南部已經施行第三階

段限水，讓全國人民十分緊張，好險前幾天北部的大雨都

有下在集水區，所以北部的缺水並沒有那麼嚴重。才沒有

限水。 

   所以不管是否缺水，從現在開始，我們應該培養節約用

水的習慣，可以把廁所和廚房的水龍頭換成省水水龍頭，

或者是把洗澡水拿來澆花，也可以把洗米水拿來沖馬桶，

這些都是可以省水的好方法。 



   節約用水一起來（作者  10號 何瑋倫） 

  水是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資源, 所以我們要好好節約

用水,我們可以拿洗米水去澆花,水龍頭也不要開太大,隨

手關好,這樣節約用水我們才不怕限水,老天爺下些雨吧。 

   節約用水一起來（作者  12號 蕭云碩） 

  現在都沒下雨，所以常常缺水，所以爸媽都叫我一定要

節約用水，不然沒水的時候，我們就不能洗澡、煮飯、洗

飯，所以我們一定要節約用水，不玩水，不浪費水，這樣

就不會停水了。 

節約用水一起來（作者  21號 鄭宇媗） 

   這幾天,因為缺水,所以我們都要好好的省水,如果我們

沒有省水的話,我們的水就會漸漸的沒有了,到時候,我們

就不能洗澡,洗碗和喝水,所以我們要好好的省水。 

節約用水一起來（作者  22號 阮巧凝） 

  現在我們台灣在缺水，所以我們要節約用水。 

  洗澡時，不要太過於用水，會費我們的水資源，其實我

就是一個不好的例子，洗澡的時候都會一直沖很久，就被

罵，所以我想過了，不要太過於用水，這樣真的會浪費我

們的水資源。 

節約用水一起來（作者  23號 陳仟騏） 



   現在，各個縣市都在缺水，所以要提倡「節約用水」，

讓大家一起來節省水資源。 

   先舉出我所知道的方法，可以用洗米水來澆花，可以用

洗菜的水來洗碗，還有洗手時千萬不要玩水，也不要把垃

圾丟進海裡、河川和小溪裡，這樣才可以節省水資源。   

節約用水一起來（作者  24號 辛佳芸） 

  現在臺灣正在面臨缺水的危機，新北市和中南部正在缺

水，每星期會停二天水，所以他們必須要儲存水，才能有

生活用水，不會造成日常生活的困擾。 

   這個非常時期，我們要培養省水的習慣，例如:洗衣服、

洗米、洗澡的水，都可以再次利用，所以千萬不可以浪費，

而且每個人都要身體力行，這樣才可以渡過這個艱苦的缺

水時期。 

        節約用水一起來 （作者  26號 羅紫寧）    

 最近台灣缺水的很嚴重，從新聞上可以知道台灣要開始限

水了。雖然我們這個地區還沒開始限水，可是已經有很多

地方開始限水了。別以為缺水和自己沒關係，美國 加州那

裡也是嚴重大缺水!而那裡卻是全世界玉米、堅果等食物的

重大來源呢!所以我們平常就要節約用水，可以用洗米的水

澆花、用洗澡的水沖馬桶等，也都是好方法呢! 



五 年 四 班 作 品 

《拾穗》(希望圖片可以彩印，謝謝！) 

 

拾穗  1號黃偉翔 

  紅頭巾的婦人:要是能當富有的人那就好了。 

  黃頭巾的婦人:就是說啊!那些富有的人家裡都有很多金銀珠寶呢! 

  藍頭巾的婦人:少痴心妄想了，我們才沒機會當富有的人呢! 

  紅頭巾的婦人:也對，我們那麼窮。 

  藍頭巾的婦人:不過我也有點想當富有的人。 

  黃、紅頭巾的婦人:原來你跟我們一樣半斤八兩。 

  藍頭巾的婦人:那你們不想嗎? 

  黃頭巾的婦人:當然想。 

  紅頭巾的婦人:你們呀!趕快撿麥穗回家煮給孩子吃吧! 

拾穂拾到糞  3號陳永宸  

  藍:好臭。 

  紅:有嗎? 

  藍:有，我有聞到。 

  黃:會是有人放屁嗎? 

  紅 (在想):那邊怎麼黑黑的。 

  紅:啊!是大地主馬車的馬糞。 

  藍:但我們也要忍氣吞聲。 

  黃:不然主人生氣，大家都要喝西北風了。 

  藍:也對，我們還繼續任勞任怨的工作吧! 

  紅:唉，快撿麥穂吧! 

感謝大地和富有的人  5號余詠信  

  藍:我們要感謝富有的人，他們沒有把地上的麥穗撿走，而讓給窮苦的人去撿， 

     使我們不只望梅止渴而已。 

  紅:對啊，我雖然腰酸背痛，但是撿到很多的麥穗，所以我覺得很值得。 

  黃:我們也要感謝這塊土地，讓我們種這麼多的東西，我們才可以活在這塊土 

     地上。 

你的腰痠不酸?  6號陳韋勳  

紅 

黃 

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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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一次又一次重複撿拾麥草的動作使我腰酸背痛，有沒有人可以幫我撿？ 

  藍：你那算什麼，我的手和腰都快要廢了，你去找別人幫你撿。 

  黃：我和你們一樣，我的腰痠死了，還有我們要趕快撿拾，要不然我們今晚就 

     1沒東西吃了。 

感謝土地  9號鄭皓元  

  藍:我們應該感謝這片土地賜予我們掉在地上的麥穗，讓我們衣食無缺。 

黃:是啊!如果這片土地都沒有長出農作物的話，我們就有可能沒東西吃了。 

紅:我們雖然每天都很辛苦的在這裡撿拾麥穗，但是我們還是很快樂，所以， 

1我們要感謝這片土地。 

藍:我們也應該時時懷著感恩的心，因為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所以我們要 

1知足常樂。 

黃:時候不早了，我們也應該要回家做飯給家人吃了。 

三名撿拾麥穗的婦人  25號陳加璇  

  藍：真是感謝那些富有的人把地上的麥穗留給我們。 

  紅：對啊！如果沒有這些稻穗，我們可能要餓上好幾天。 

  黃：我們真的要懂得知恩圖報，這些都是農民辛勤播種出來，一分耕耘，一分 

      收穫。 

  藍：如果以後我有錢，我一定要幫助那些窮人，讓他們日子可以好過一點。 

辛苦的三名婦人  26號廖雅微  

  藍:我們真辛苦啊！ 

  紅:是啊！我們每天辛苦的撿拾麥穗，才有飯可以吃，真羨慕富有的人，他們 

     不用撿拾稻穗，就可以有飯吃，真好呀！ 

  黃:妳們別再做白日夢了，要懂得真福惜福再造福，富有的人把稻穗留給我們   

     就很好了，如果你們要抱怨，就去喝西北風啊！我們現在不可或缺的就是 

     稻穗，現在你們還不趕快檢拾稻穗，不然今天就別想吃飯了。 

  藍:你說得沒錯，我們要像存錢一樣，一點一點的累積麥穗才能聚沙成塔。時 

     間稍縱即逝，我們一天一天的老去，我們真的要趁在還能動的時候檢拾稻 

     穗，把它存起來，老了才能吃，不然就準備餓死吧！ 

太貪心了  28 號石芮安  

  藍:我撿到很多麥穗，但是撿到我的腰快斷了。 

  黃:我沒有撿到很多，但我有撿到一束麥子，我還要再去撿麥穗了。 

  藍:等一下，你看旁邊還有好多麥穗，我們趕快過去撿吧! 

  紅:真的！嘿！等一下我可能會撿到手忙腳亂囉!但至少不會被她們搶先。 

  藍:妳為什麼要搶我們先看到的麥穗? 

  黃:對啊!妳的圍裙裡都已經有這麼多的麥子，妳真是貪得無厭，太貪心了! 

  紅:好吧!妳說的對，對不起我這麼貪心，我會這樣做是有原因的，我會適可而 

     止的，而且我會把多出來的麥穗都送還給妳們。 

  藍、黃:真的嗎?那真是謝謝妳了! 



給自己的禮物  8號潘奕森  

    我要給自己的禮物是這四項，第一項是籃球， 因為籃球可以讓我抒發情緒 。第二項是書

本， 因為書可以讓我增進知識，還可以讓我養成閱讀的好習慣。 第三項是行事曆，因為它可

以不讓我忘東忘西，第四項是存錢筒，因為可以提醒我要多多存錢，不要隨便浪費錢……說了

這麼多的禮物，我這些禮物是要改進我的缺點，才會讓我更接近完美。 

 

給自己的禮物  9號陳承 

    最近實在太愛亂講話了，也一直缺乏運動，所以我要買一些禮物送給我自己，第一個禮物

是口罩，只要上課時就把口罩戴上，縱然看到別人在聊天，也不會去和別人聊天；第二個禮物

是我想買一顆足球送給自己，我要每天帶去學校，每天下課時，只要看到它就會記得要去運動，

希望我以後能主動運動調整體能，至於愛講別人不愛聽的話這個毛病，能藉由口罩這個法寶，

徹底改掉這個壞習慣。 

 

給自己的禮物  11號陳傳龍  

  我要給自己的禮物是書本，因為我的知識不豐富，所以我要多多看書才能獲得更多知識，我

只要認真看書，就能把書本裡面的佳句或內容記下來寫在文章內，連數學的應用題也會看得懂。

第二項要給自己的禮物是球，因為要多運動身體才會健康，身體健康才能專心上課。希望這兩

樣禮物能讓我更進步。 

 

給自己的禮物  24號林芯妤   

  我有很多缺點，例如:會忘東忘西、拖拖拉拉、不愛喝水等……，我想送給自己一些禮物，

給自己的第一件禮物是筆記，本因為可以記錄每天要帶的東西，不再忘東忘西；給自己的第二

件禮物是手錶，它可以幫助我管理時間、安排時間，不再拖拖拉拉；給自己的第三件禮物是一

個水滴玩偶，提醒自己要多喝水，身體才會健康，這就是我想送給自己的禮物，希望有一天我

可以改善缺點，不再依靠著些物品。 

 

給自己的禮物  27號黃怡君  

  我想給我自己的禮物是行事曆，因為我常常忘記很多重要的事情，考試是哪一天我不知道，

放寒、暑假是哪一天我不知道，開學是哪一天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想送給自己一本行事曆，把

重要的事情都寫在上面，這樣我就可以改掉忘東忘西的壞習慣了!我還要給自己一本書，只要

有這本書，它就會提醒我每天都要看一本書，不但可以增進許多知識，還可以讓功課變好，真

是一舉兩得! 

 

恐怖的分數  23號王品瑜 

桌上的書本，讀了又讀，看了又看，唸了又唸，無可奈何皆不知。 

書裡的內容，左讀右讀，上看下看，唸了又唸，長吁短嘆仍不懂。 

考試復考試，複習又複習，分數魔鬼纏心頭，一嚇再嚇嚇得膽戰心驚， 

老虎夜叉在後追趕，欲請豐盛竹筍炒肉絲，相信沒人能承受，何況年紀幼小的我。 



聽我考試歌  27號黃怡君 

考試又考試，考試何其多！我生怠考試，萬事成蹉跎。 

世人若被考試累，春去冬來白髮生。眾人笑我生白髮，嘆說考試有何難，請君聽我考試歌。 

考試又考試，努力再努力，屢戰屢敗又何妨，人生不怕失敗多，只怕敗後如山倒。 

考試又考試，人生考試何其多，只要努力做準備，考試再多也不怕，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考試女王我來當！ 

 

音樂發表會  21號任敬慈  

    今天是音發會，第一個節目就讓我感動不已，感覺就像置身雲端，陸續有烏克麗麗的表演、

鋼琴獨奏和小提琴的表演，接著換我上台表演長笛了；因為我很緊張，所以我的腳會不由自主

發抖，下台後，我的身體才由緊繃變放鬆。之後還有很多節目，有人表演「我們這一家」和「海

綿寶寶」的歌曲，大家都捧腹大笑，感覺非常有趣。 

    我覺得每一年的音發會都與時俱進，加入很多的流行歌曲和舞蹈，希望以後我們六年級的

時候，能夠表演得更精彩。 

 

音樂發表會  2號洪瑋佑  

一年一度的音樂發表會終於來臨了，雖然我沒有上台表演，但還是很期待。這次的表演水

準和之前相比，有如天壤之別。這次大家都不約而同選擇現在流行唱跳音樂，有一班把「What 

Does The Fox Say」改編動作，不但動作創新而且還相當搞笑，但精采的還在後頭，最後由全

體六年級所演出「我的舞台我作主」讓大家笑得合不攏嘴。歡樂的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音樂

發表會就在大家的笑聲、掌聲中落幕了。 

 

音樂發表會  4號李昀緯 

    六年級表演很精彩，可是我們五年級很少有人上臺，也沒有團體節目。表演有鋼琴獨奏，

六年級有團體和個人的彈奏吉他，最好玩的是最後團體跳舞，那是最亮眼的一段，也是我最喜

歡的節目，落幕時大家都歡呼了起來。我希望明年的節目要比今年更特別，才能讓大家刮目相

看，如果明年換我們，我建議可以表演勁歌熱舞和唱流行歌曲，也可以表演歌舞劇，希望我們

也可以像學長姐一樣，在歡樂的氣氛下，和大家唱唱跳跳，度過快樂的六年級。 

 

音樂發表會  22號張莘柔  

今天，我們去看了高年級的音發會，開場的節目是六年二班全體同學所帶來的，結尾的節

目則是這場音發會的重頭戲，當然也就不容小覷啦！ 

    音發會很精采，也要感謝每個人都很賣力的演出，我覺得有兩個節目特別吸引我，那就是

─What Does The Fox Say的舞蹈表演和「我的舞台我作主」，讓我目不轉睛的節目都有一個

特點，那就是一開場就已經吸引了大家的目光。「What Does The Fox Say」表演節目，第一個

動作就已經讓大家笑得東倒西歪，節目內容更是精采；「我的舞台我作主」的劇情很符合清江

學生們在校時的生活，最後還以「小蘋果」做結尾，現場早已 High翻天！希望我們明年的演

出也能夠很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