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1-04沈仲哲 

今天早上第三節，我們去聽關於西餐禮儀的講解，服務生要如何服務客人，還有

客人要如何用餐，這禮拜服務生是三、四班，下次就換我們，我們吃了沙拉、玉

米湯、麵包、義大利麵、雞腿、魚排和甜點，我覺得還不錯吃，謝謝學校的廚房

裡面的主廚叔叔和阿姨的幫忙。 

 

601-04沈仲哲 

我覺得時間過得很快，六月十八日就要畢業了，只剩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畢業前

還有一次畢業考，雖然我的第二十二次段考沒考好，但我最後一次段考會努力的，

而且從現在起，我會好好把握在清江國小的每一分每一秒。 

 

601-06黃子昂 

今天是西餐禮儀的日子 。由三班負責服務我們 601班。有許多既美味又可口的

食物如：雞排 、義大利麵、奶酪等。也學到許多禮儀：用餐時由左邊入座，肉

用切的 ，不是鋸的，刀叉擺放位置。下次輪到我們們去服務別班，要好好表現。 

 

601-22王佩勳 

早上七點四十五分，我們 601班和六年四班坐遊覽車到青年公園，準備比賽樂樂

棒球，大家穿好號碼衣後，開始練習傳球，比賽開始後，我們先守，一路是對方

領先，後來我們追成平手，可是我們留在壘上的人比對方少一人，因此我們輸了!

因為體育老師事前不知道有變更新規定，真的是好可惜。 

 

601-22王佩勳 

第三節綜合課，全六年級去代用禮堂聽關於六年級升學輔導的課程，由北投國中

的主任.老師以及學姊們，主任幫大家解說北投國中得環境和以些課程，主任的

解說加上學姊的講解，讓我對北投國中更有興趣，希望在國中可以交到很多朋

友。 

 

601-28翁錡浥 

三月 19日那天，對我來說是個幸福的一天，因為我要去跟校長吃飯。這次的餐

點不是西餐，而是日式定食，我雖然比較喜歡西餐但是比教室的午餐好吃 100

倍，不過日式定食有我喜歡的蒸蛋，所以我也吃得津津有味啦! 

 

601-23 高熙瑜 

今天第三節我們六年級去代用禮堂聽申學輔導，是由「北投國中」的輔導主任和

組長，來說北投國中的校園環境和第八節聽起來很有趣，讓我很期待上國中。 

 

601-23 高熙瑜 



今天非常非常的冷，然後我下課的時候看到一個女生在「冷冷的」天氣穿著一件

迷你短褲加上絲襪，看起來好冷，如果是我穿成這樣，我媽一定會說「愛美不怕

流鼻水」。所以啦！各家的要求都不一樣啦！ 

 

601-25 區慧妍 

  從小就想要早點畢業，如今六年級下學期不到兩個月，就要畢業了!還真是快

呀!到了這年紀，我不是很想要畢業，很捨不得大家，捨不得老師、同學、還有

朋友，而且很多很多很多的學姐學長告訴我們國中的生活很艱苦，老師教的東西

又難又很複雜，而且如果不補習，課就敢不上很慘的!畢業典禮那天，我想我一

定會哭得很慘，希望以後大家都能同班，比較不孤單，往國中的生活邁進大家一

起加油吧!!! 

 

601-27 陳小如 

  今天是足球明星麥克歐文前往清江國小的日子，我們的社會老師讓我們去看麥

克歐文，所有足球隊的人都站校門口等他，我們跟著隊伍到活動中心，麥克歐文

今天來的目的是要教足球隊踢球，好遺憾為什麼我沒參加足球隊。 

 

60109張正寬 

一想到我已經快要畢業了，就覺得時光飛逝，六年級的畢業旅行已經過了三四個

月了,原本三四年級的時候希望可以趕快成為六年級的大哥哥,但是到了現在又

覺得時間過得好快,還好六年級還有個音樂發表會可以期待! 

 

60121 羅苡云 

  回想起童年時光,已逐漸轉變成即將畢業的[我],才領悟到[時間]真的消縱即

逝,要好好把握 .當時的我,看著一屆屆畢業的學長姐,心想:還要多久才換我畢

業?當時我一昧地希望時間快轉,以為國中就會變得輕鬆……現在才知道,當即將

要畢業的學長姐,不免也希望時間可以重來,回到和同學一起共度的好時光 . 

 

60102 孫國豪 

  平常我都會晚上躺在床上,回想在小學的點點滴滴,有快樂.悲傷.生氣的;也會

上學校網站去找一些以前的照片。四五年級時,看著學長姐畢業,而現在,終於輪

到我們喇!雖然轉了三次學,無法跟大家相處太久,但希望能再跟大家相遇^_^ 

 

60126 簡于秦 

  現在 6年級了，我們即將要畢業了。這六年來經過許多風風雨雨，現在終於要

畢業了。當老師給我們看我們 3.4年級的照片時，勾起我們之前的回憶，原本稚

拙的我們現在已經即將成為「校友」。這些已經都成了我們童年時最美好的回憶

了！ 



60124 王儷穎 

  今天上了一堂閩南語課,老師教了一首關於畢業的閩南語歌,讓我想到...我從

幼兒園畢業到小學,對於陌生的環境我感到孤單,但我漸漸有了新朋友就好多了,

也慢慢的喜歡這間學校,從一年級到六年級發生了許多喜、怒、哀、樂的事,我也

對這間學校及同學有六年的情感,所以我有所畏懼畢業,我就是想待在我最熟悉

的地方,不想面對新事物,這是我以前的想法,但我學到面對新的事物,也是好的

開始!就算新的生活來了,也忘不了那些陪伴我的老師及同學們。有些我的好朋友

轉學或分班,離我越來越遠的時候,總是有一群關心我的新同學及老師,學校裡的

每個人都是我學習的好對象,我的童年回憶不管我到哪,我都還是會永遠記住清

江國小裡所有的回憶呢! 

 

60108李明積  

  今天美勞課的時候，我們繼續刻上次未刻完的白色部分，因為我的背景都是白

色的，佔很大的部分,所以刻得我手好酸，不過老師說常刻就不會這樣了,最後老

師要借我們雕刻刀,就可以回家刻,我向老師借了一枝,希望下次上課就可以印

了。 

 

60101吳承恩 

  我即將要上國中了，也要成為小大人了，上國中後，自己要靠自己讀書、做事，

將來成為一位社會上有用的人，所以，我要向一到六年級的老師說：「謝謝您教

我那麼多知識。」 

 

60108李明積 

  今天我們上小學最後一次的 EQ 課，主題是(我是解題高手)，今天教第一單元

和第二單元，老師出了一些題目要我寫出來，接著老師發了一人一個錦囊妙計，

是「想、要、創、思、行」，最後老師教第二單元，要我們找出真相，像福爾摩

斯一樣，這是最後一次 EQ課，我一定要好好把握。 

 

 

60107陳冠文 

  今天早自習的時候我們就先到美勞教室,因為我們要做康乃馨,所以我們就一 

人拿兩個海綿,老師再拿一把花給大家,一人一把,我們就動工了,首先用剪刀間

花插入海棉,插完後就一盆送老師,一盆送媽媽同時還拍了照,我要祝全天下的媽 

媽母親節快樂!您們辛苦了! 

 

 

 

  



六年二班 

晨讀十分鐘－我堅持－心得 60201黃麒嘉 

在李史上，有過一些對現代發展有很大貢獻的人，或是經過自己一步步走來，讓

自己發揚光大的人。我想對這些人說：「你們的付出，讓我們過得快樂、充實。」

我總是認為這些人都很厲害、很偉大，我已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他們一樣，用自己

的雙手打造美好的未來。 

 

生活趣聞 60202陳志宥  

前幾天爸爸告訴我們他要升副總了，當我們正覺得奇怪的時候，爸爸又接著說：

「我同事看到我的肚子圓滾滾的，就叫我腹腫。」我們聽了哈哈大笑，原來爸爸

說的副總是他肚子很大的意思，他過年的時候吃太多的肉，又很少運動，才會變

得那麼胖，現在我們都常常以此來取笑爸爸的肚子。 

 

我的座右銘 60203何冠增  

我的座右銘是「時間的巨人走起來沒聲音，但卻走得很快。」因為我經常在上課

或寫功課的時候發呆，所以我要用這句話來提醒自己不要浪費時間，要珍惜時間，

以後才不會後悔那時為什麼那時不做好，等到現在才在後悔。這句座右銘對我很

有幫助，所以我要把它牢記在心，並且隨時提醒自己。 

 

我的座右銘 60204林百辰   

「原諒別人，就是善待自己。」是我的座右銘，我有時候生氣到沒有理智時，別

人說什麼我都聽不進去，別人來和我道歉也不理，我要把這句話記好，當別人惹

我時，我也要心平氣和原諒他，當然如果是故意的就另當別論了。不生氣反而好，

有時候很生氣，有些人還會很高興勒，和他們的意就慘了。 

 

我的座右銘 60205陳毅  

要決定一個座右銘是很難的事，要看自己的能力，還有對自己的期望，而且一定

要朝那個方向去努力，座右銘的意義就是要提醒並鼓勵我們做到，而我缺少信心，

我希望培養自信心，未來充滿信心地面對困難，所以我的座右銘就是：「充滿信

心，面對困難」。 

 

最難忘的數學課 60206黃俊豪 

我最難忘的數學課是比例尺，老師請我們出題目，給坐在旁邊的同學解答，可是

那時我實在毫無頭緒，忽然來了一個靈感，於是我出了一個放大一點五倍的題目，



時間很快的過了，解答的時間已經到了，坐在我旁邊的林百辰是邊畫邊笑，之後

老師要我把答案畫出來，我也是錯得很恐怖，唉~出道自己都寫不出來的題目，

真糗！為什麼這一堂課很有趣呢？哈哈！因為這是第一次自己出題目，原來出題

也是不簡單的事情。 

 

生活趣聞 60207傅浩米 

家裡有養一隻狗，今天我在寫功課時，忽然看到牠，我就心血來潮把牠抱上來坐

在我身邊，突然牠站起來要下去，下去前牠竟放個又臭又響的屁。我這輩子第一

次聽到狗竟然也會放屁！更扯的是，牠下去後又再度放了一個屁，真是又氣又好

笑！ 

 

 

小學最難忘的一件事 60208蔡承憲 

最令我難忘的是畢業旅行，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沒有家人在身邊的一趟旅行，雖然

畢旅被病毒傳染生病了，但是我還是一樣可以玩，這是我人生之中的第一次畢業

旅行，雖然生病但也學到教訓，讓我知道如何保護自己，所以我才會把它列入最

難忘的一件事裡。 

 

月亮 60209林峻毅 

到了晚上月亮冉冉升起，俯瞰著台灣東邊的太平洋，彭湃的海浪看起來雄壯威武，

沖刷出來的白色泡沫，像一粒粒的鹽結晶，想著想著，彷彿嘗到那鹹鹹的滋味，

突然乍現的是潔白又美麗的白鷺鷥，牠們的出現，給這片茫茫大海帶來些許的趣

味，太陽快出現了，我得就此停止了。 

 

晨讀十分鐘－我夢想－心得 60221田蜜 

我認為夢想是因為自己本身熱愛某件事物才會去追求的，每個人都該有夢想，這

樣才能促使自己向前進，而不會待在原地，什麼都不做。但若向前走，成功了，

就會被世人尊重，所以夢想很重要，它能使人發光發熱，擁有彩色的人生。 

 

小學六年最令我難忘的一件事 60222楊家宜   

這六年，最令我難忘的事發生在四年級，四年級時，我們很幸運的遇上了校慶園

遊會，那時候我們在雨中販賣手工髮夾，有時候賣不出去，會有些失落感，但如

果賣出去還是賣給老師時，就像賣給了名人般雀躍。我從小就愛買賣的遊戲，這

次的園遊會更讓我興奮不已，我竟然體驗到了商人的工作，有苦也有快樂，像攀

岩一樣坎坷，也讓我知道凡事不可能不勞而獲。 



 

我的座右銘 60223吳巧玲 

我的座右銘是「每個人是自己快樂的創造者」，因為每個人的情緒有喜、怒、哀、

樂……等等。我希望未來的我們能用各種情緒和愛，來創造這一個美好的世界，

讓我們當一個快樂的創造者，讓這未來的世界變得更加美麗，不再讓髒東西汙染

這個大地。 

 

我的座右銘 60226張齊云 

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有一句座右銘，無時無刻都在對我們耳提面命，用座右銘來鼓

勵和警惕自己。而我的座右銘是「向夢想前進，不放棄」。在上第三課「我的夢

想」時，老師介紹了「座右銘」是什麼？當下我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興致

勃勃地拿可擦拭的原字筆記下來，因為我覺得自己做事很有可能會半途而廢，所

以我就以這段話來提醒自己。這個世界上雖然有人因為目標辛苦而放棄，但是仍

然有少數人堅持自己的夢想，希望我也可以向他們一樣「向夢想前進，不放棄！」 

 

最難忘的一堂數學課 60227黃芊菱  

對我來說最難忘的一堂數學課是上個星期某一天的數學課，老師給我們全班一人

一張百格紙，出圖形的題目給隔壁的同學作答，當時一開始我覺得很無聊，但是

在出題後我慢慢發現其實還蠻有趣的。我線終於明白，原來出題根本一點也不簡

單，要想題目要出什麼，出完題目還要檢查題目有沒有出錯…等，這樣的課程真

是令我永生難忘。 

 

最難忘的一堂國語課 60228黃筱媃 

我最難忘的一堂國語課，是在一年級，還記得那時候，每次都要「比手畫腳」，

例如那個音是讀三聲，手就要比成勾字型。有一次，我終於鼓起勇氣要自己上臺，

雖然沒有挑戰成功，但我覺得自己有上臺的勇氣，這對我來說已經加分了！ 



感恩-60301 程子軒 

感恩是身為好人的必要學習目標之一。今天我要在這裡感謝在平日照顧我的家人和

老師，如果沒有他們，就無法有今天的我。就是這些支持我的人，讓我有了繼續努力的

動力，也有了勇於面對的精神。期待將來自己更有成就，我一定會好好的報答您們的！ 

 

給沈芯菱姐姐的一封信-60321 黃玟臻 

沈芯菱姐姐，您好： 

    前幾天我在課本上認識您，您幫助了許多人，真是我學習的目標，因為我也想幫助

別人，尤其是看見接受幫助的人的笑容，就會感到很快樂，甚至覺得一切都非常值得！

仔細閱讀完課本介紹您的生平後，令我最佩服的一點儘管您家境貧苦，卻還是能幫助其

他人。我這才發現到，其實我很幸福，我不需要到店裡幫忙，而且有錢能買自己喜歡的

書。謝謝沈芯菱姐姐，您讓我成長了不少，希望我也可以像您一樣，成為樂於助人的行

動家。 

    祝 

身體健康 

景仰您的黃玟臻敬上 

                                               三月九日 

 

三人制籃球-60302 郭寰宇 

    我聽說這一個學期的班際比賽，是三人制的籃球鬥牛比賽。我打算和許友誠、謝宗

霖組成一隊，一起來稱霸全六年級。所以我現在要好好練習自己的球技，並且增加體能，

才可以有機會獲得勝利，爭取屬於我的國小最後一次勝利。 

 

我最喜歡的地方-圖書館-60322 蕭慶安 

假日時，我最喜歡去圖書館了，之前我都是去石牌、奇岩或北投分館，不過最近到

比較遠的中崙分館，也讓我收穫滿滿。每次來到新造訪的圖書館，我都很開心，因為可

以看到在其他分館沒有閱讀過的書呢！真希望可以去參觀所有分館，看各式各樣的書。

如果有機會，我要開一家放滿我自己作品的小型圖書館。 

 

畢業感言-60303 陳重毅 

鳳凰花開的日子，就是我們畢業的時刻。我在清江國小五年多了，我還記得剛入學

的時候，我常常因為沒寫功課而都被老師罵，也因此每天在教室都不敢講話。現在要畢

業了，我覺得很開心，因為我長大了，要進入國中生活了，不過因為國中裡我和新同學

都不認識，心裡也很害怕。但是一想到可以認識新同學，我就很放心了。 

 

 

 

 

 

 



公民會館觀展心得-60323 張甄 

今天一早，老師領著大家來到了北投公民會館參觀大家的美術作品。一進到展覽室，

映入眼簾的是吉祥物和複合媒材插畫作品。吉祥物是用鋁線當作骨架再用報紙和紙黏土

加以包覆而成的，因此潔白的紙黏土在底板和燈光的襯托之下顯得更生動了。眾多作品

中我最喜歡許曉慧的作品，她的作品是一隻小鴨嘴獸戴著一頂美麗的花冠，這作品最吸

引人的地方就是那細緻的花冠了！曉慧說那花冠是用手一片一片小心翼翼黏上去的，想

必那一定花了她不少功夫吧！ 

 

窗戶-60304 謝宗霖 

    今天當我從窗戶望出去時，看見了一個很久沒有看到的天空，也看到了一個與眾不

同的世界，它彷彿在告訴我今天是一個新的開始。微風輕輕地吹著我的頭髮，讓我擁有

寧靜、祥和的感受。窗戶每天讓我看見不同的世界，今天它告訴我這是個新的開始。 

 

畢業感言 60324 練子瓈 

    想起「鐘聲迴盪耳邊、互傳紙條的那些畫面，操場上的那些麻雀總是讓人懷念」這

幾句歌詞，就會使我想到畢業季節即將到來。快要畢業了的我，心情是非常不捨卻又開

心，因為要離開學校，非常不捨教過我的老師與主任們；而開心是因為長大了，我就可

以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這兩種心情使我矛盾不已，不過，回想

起這些年我和同學一起玩樂的美好回憶，一定是我難以忘懷的寶藏。 

 

音發會心得-60305 叢嘉銳 

    5 月 7 日是高年級的音樂發表會，節目非常的精彩。各種表演節目眾多，有人打鼓，

有人吹長笛，也有人跳舞，當然能上台表演，就是最好的展現。這次我們班男生跳的舞

是「戰神」，我覺得我太害怕了，應該要大方一點，下次我可以做的更好。最後的年度

大戲，真是吸引我的目光。這次大家的表現都非常好，希望在畢業典禮上也能見識到精

采的表演。 

 

牧羊少女奇幻之旅-60325 黃郁庭 

    如果我是位牧羊少女，我希望有一對翅膀，可以飛到別的星球去，像牧羊少年一樣，

到許多不一樣的星球遇到許多有趣且神奇的事，像是蛇會跳、豬會飛等，或是到不同國

家去體驗他們的文化。如果真的能夠實現，我一定會對這個世界更有收獲。 

 

音發會心得-60306 蔣博家 

    這次的音發會簡直是我破天荒的日子，讓大家看見全新的我。我賣力的演出，跳出

動感的舞曲，讓觀眾們跌破了眼鏡。在「戰神」的演出中，最後的片段我如同發神經一

般，大膽的晃著身子、搖擺著手臂，成功得到了觀眾的歡呼；「小蘋果」的演出中，我

扭著性感的身子，奮力的跳出屬於我的青春魅力，也成功地贏得了眾人的掌聲。這一次

的音發會，讓我找到了新的一面，展現出自我的影響力。 

 

 



西餐禮儀心得-60326 許曉慧 

    今天我們中午吃的不是中餐而是西餐。我學到了小叉子是用來吃沙拉的；用大湯匙

喝湯時湯匙要向外舀起來喝，不可低頭喝湯；用餐時手不行放在桌上；吃麵包時也要一

小塊、一小塊拿來吃。最重要的是吃主餐時，刀子切的時候要呈 45 度角，如果切不開

就多切幾次，千萬不可魯莽。今天的餐點讓我吃得超飽的，也學到了許多禮儀，真是收

穫滿滿。 

 

神啊！滿足我的願望吧-60307 何睿凡 

    如果神能夠滿足我的願望，給予我一枝可以畫出「3D 實體」的 3D 筆，我一定會樂

不思蜀！我會將自己畫的設計圖「做」出來，像競速雪地坦克車、格鬥機器人‧‧‧等，

我也會畫出我買不到的東西，像太陽能滑翔機，我甚至想畫出沒有出現在現實生活的機

器設備，像達文西的各種滑翔機、龍、鳳凰‧‧‧等，真希望我能有這枝筆。神啊！滿

足我的願望吧！ 

 

到公民會館看展-60327 簡于蒨 

    今天老師帶我們去公民會館參觀作品。其中，我覺得有幾幅作品非常吸引我的目光，

尤其是羅以云的吉祥物，十分可愛。雖然同學告訴我作品是龍，但我反而覺得像是一個

卡通人物，讓我十分喜愛。還有一個烏龜造型的作品，是四年級學生製作的，真的很可

愛，特別是龜殼上還畫了幸運草和小愛心的裝飾品，使我深深著迷，忍不住將最佳作品

投給了它呢。今天利用上課時間來看展，真是個難忘的經驗。 

 

考進淡江中學-60308 許友誠 

    耶！我為了禮拜六的國中入學考，每天都很努力地複習功課。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

我真的考進私立高級淡江中學了。所以，我現在開始都要專心上課，每天回家都把今天

教過的課程再複習一次。因為媽媽說大部分進入淡江中學的人，他們的功課都還不錯。

為了我未來幸福的生活著想，我一定會加倍努力！ 

 

公民會館觀展心得-60328 黃怡欣 

    今天我們全班去了公民會館參觀了 3 到 6 年級的美術作品。一進到中年級的作品會

場，看見作品全都被吊在牆壁上讓人欣賞，使每個人的用心都能被看到，真覺得欣慰。

被肯定總是開心的，不是嗎？每次看到自己的作品展出，我都會很高興，今天也看到了

每個人辛苦後的成果，果然都是不同凡響呢！ 

 

音發會心得-60309 楊舜筌 

    在這次的音樂發表會中，我們班的表演節目非常多，但是我覺得還可以更多，因為

我相信我們班一定做得到。在臺上時有一些人因為緊張而失誤，不過我知道大家都盡力

了。音發會的過程我感到十分快樂，這也是我在清江國小最美好的時光了，我一定會將

這最美好的回憶深深牢記。 

 

 



 

 

公民會館觀展 

 

美味的西餐禮儀時光 

 

熱情洋溢的音樂發表會 

 



夢想中的校園:604 黃子軒 

每個人都有夢想中的校園，我夢想中的校園有棒球練習區，供大家使用，上課的

時間和下課的時間一樣長，才可以盡情得玩樂，最重要的事是沒有回家作業的，

雖然這些規定會讓小朋友相當開心，但是如果這樣的話，大家成績會一落千丈，

每次上課時魂都還在下課的氛圍中，根本無法靜下來專心上課，所以，為甚麼下

課只有十分鐘，回家作業卻很多，一切都是希望大家不要跟野獸一樣，甚麼都不

記得，只記得玩，夢想歸夢想，成績也要顧到啊! 

 

我的夢想:鄭心瑀 

 我曾經擁有許多夢想，腳踏車店老闆娘、披薩師傅、甜點師傅、廚師、護士……，

但是不斷的學習不同的東西後，夢想一個一個從我身邊消失，有如泡泡一般的破

掉了。至今我已經找不到存在於我腦海中，殘存於我的心裡的夢想。從小我就愛

畫畫，於是我遵從母親的建言，從藝術中尋找夢想。我的夢想目前暫定為—室內

裝潢設計或服裝時裝設計。 

 

童年的寶物:李宜蓁 

  我童年的寶物是一箱娃娃，這些娃娃從我小時候就在我身旁，有些娃娃是媽媽

買的，有些是姑姑買的，還有爸爸買的，這些娃娃都有我的回憶，還有每個人對

我的愛，只要有一個娃娃不見了，我就會很傷心，因為這就表示，我失去了一個

回憶，所以我要好好的保存它們，留下童年永遠的回憶。 

 

迷途:陳定揚 

我還記得，小時候我在夜市迷路過，那個夜市是士林夜市，當時我被一家寵物店

裡的一隻可愛倉鼠吸引，我一直看著牠，當我回神，我找到我的家人，我開始向

前走，後來就在不遠前的服裝店找到我的家人了，當時我有一點緊張 

 

語詞串寫小故事:張芳瑜 

曉鈴喜歡吃「酥熱」的「炸油條」，愛到不「嫌棄」多吃了身材會走樣，直到有

一天無意看到家中「訂閱」的「報紙」，有一個人愛吃油炸的東西，又不運動，

才小學體重已經比成年人還重，自從看到這篇報導後，曉鈴每天「規規矩矩」的

運動，可以讓她「持之以恆」的原因，一方面是想繼續吃油條，另一方面是怕身

材走樣後上報。 

 

迷途:翁秀琴 

小時候，跟著媽媽去逛街，一不小心就沒抓緊。後來看到一個衣服穿得很像媽媽

的人，於是一直跟著他，跟了很久之後，那個人轉頭過來，咦?怎麼不是我媽媽？

媽媽呢？我驚慌失措只能一直亂跑，因為找不到媽媽，就在原地大哭了起來，這

時候好像是媽媽聽到我的哭聲，就跑過來了，我才發現，所有的人都在看我，現



在想起來還真難為情啊! 

 

西餐禮儀:陳芯怡 

我滿心期待著明天的西餐禮儀，老師跟我們說明天第一節閱讀課要來布置我們教

室，老師想出了一個主題大家一致通過，所以我們班的教室主題是「604 班級餐

廳」，不知道明天的教室會被我們布置成甚麼樣？光想到西餐就覺得好吃，我們

的西餐可是廚房阿姨和一些內場同學辛苦準備的，這也是在小學終的頭一遭，我

要好好享受並珍惜這次的機會。 

 

兒童節:高珮芸 

今天早上我一到我們班教室在我的座位坐著抄聯絡簿沒多久,老師就請我們到走

穰排隊男女各一排,然後我們就去活動中心參加兒童節慶祝大會,因為四月四日是

兒童節也是清明節放假,所以我們才會提早慶祝。 

  我覺得我一定要把握最後一次的兒童節,因為國中就沒有兒童節了！ 

 

剪報心得：空氣汙染   蔡旻祐 

空氣汙染不僅是巴塞隆納，台灣也有，全世界也有，它不僅對孩童造成危害對每

個人，只要在比較嚴重的地方，就會日積月累，危害到你的健康。 

台灣去年空氣汙染也很嚴重，但幾乎都在南部，雖然大陸過來的好像比較多，但

台灣自己也沒好到哪裡去，政府應該設個每天最多的碳排放量，才能變成最美麗

的寶島【福爾摩沙】。 

 

做後悔的事：蕭宗彬 

最近的我常常無意間做一一些讓自己後悔的事情，例如：拿東西丟別人，每次丟

完後，才想起來會被爸媽罵，所以現在的我，應該要隨時注意自己的所作所為，

隨時控制自己，不可隨心所欲。 

 

夢想中的校園：林廷安 

我夢想中的校園是希望有許多的爬蟲兩棲類的動物直接養在學校裡面，並且不用

籠子把牠們關起來，讓動物們在校園中跑跑跳跳，跟我們一起玩。我還希望我們

的課後社團可以讓我們自己創社，還有最後一個，就是我希望有一個超級大的圖

書館可以讓我們借到許多書。以上這些就是我夢想中的校園。 

 

夢想中的校園：吳尚懌 

我夢想中的校園是一座遊樂世界，從教室到科任教室，可以搭乘小火車，也可以

坐雲霄飛車，每一節下課能夠玩自己想要玩的遊樂設施，也可以到操場玩，這麼

一來，每一位同學都想趕快來上學，如果真的有這種學校，人數一定爆滿呢！如

果我們清江國小的植物、動物多一點，我們校園的空氣就會比較好，先從自己做



起，別人也會跟著做，那我們的校園就一級棒呢！如果在臺灣的人可以多多種植

植物，讓臺灣變得更美麗、更漂亮。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在種植植物的話，這個地

球會更乾淨、更漂亮。 

 

路：江柏毅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路。我們要走正當的路，不可走入歧途。如果走錯了路，就 

誤了一生。路，有大路和小路的分別。我們要走大路，不要走投機取巧的小路。 

世界上，每個母親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成龍．成鳳，想讓自己的孩子做一番大事。 

這樣，母親才沒有白費辛苦的教育子女。我們一定要走向光明的路，絕不能為了

一點利益，葬送了你的一生幸福。 

 

剪報心得：河馬阿河 黃俊承 

有一隻河馬叫阿河，在運送過程中貨櫃掉落，而受傷躺在馬路上，而當圍觀的民

眾湊近，看見阿河眼角垂掛白色液體，好像是因為疼痛而哭。回到園區休養兩天

的阿河，竟然過世了。阿河是隻老河馬，生前換了很多主人，都沒有受到好好的

照顧，真是可憐。 

 

談網路霸凌 蔡幸芸 

網路霸凌是很嚴重的是，別人往往認為這沒什麼，但就有人會用惡意的言語來傷

害人家，甚至有人會因為受到網路霸凌而自殺，今天綜合課老師說了有關網路霸

凌的事。我覺得要制止這種行為就從你我開始不要轉貼不實的訊息，才能讓世界

更美好。 

 

天生我才必有用:黃俊華 

天生我才必有用，每個人都有用處，不要沒自信，農夫種稻種菜，給我們吃，工

人蓋房子給我們住，商人把貨物賣給我們，讀書人教育學生。 

 

給 604 的話：王淩萱 

我知道六年級有些人會說我的壞話，但我們班 604 不一樣，大家都很愛跟我開玩

笑，但是有時候會太過份而讓我難過，現在的我比以前進步了，沒那麼愛哭、愛

生氣，因為我已經習慣男生開玩笑的方式（雖然還是有點毒）。在班上我最好的

朋友是芯怡和珮芸，幫我最多又最照顧我的是最美麗、功課又最好的心瑀，我們

班好多男生都喜歡和她玩喔！謝謝 604 帶給我歡樂的兩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