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年級作品  四年一班 

班際足球賽    27號魏均倫 

    這次的班際賽是足球比賽，當老師告訴我們這個消息時，我嚇了

一跳，心裡想：「啊！完蛋了，我的足球技術那麼差，絕對會拖累全

班的，怎麼辦呢？」 

    上體育課時，老師說：「在還沒比賽之前，先跟三年級練習。」

我猜三年級會贏，不過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們班贏了，真高興啊！可是

到了比賽當天，我一點信心也沒有，因為對手是四班，他們班高手如

雲，果然我們輸了。第二場比賽，差一點就平手，可惜又輸了。我把

所有的希望都放在第三場比賽，希望最後一場能贏，不過跟我想的一

樣，又輸了，因此同學們各個垂頭喪氣的走回教室。 

    雖然這次的班際足球賽每場都輸，但是下次我們會再接再厲，努

力加油的。 

班際足球賽    6號于詮暐 

    嗶！球賽開始了！ 

    對方選手將球帶入禁區準備射門，可惜被黃予全一腳擋下，輪到

我方攻擊，黃予全一個人單槍匹馬，起腳直射大門，無人能敵。這時

第一節總算打完了，輪到我了，我一上場就一直往前帶球，只是因為

帶太遠，所以球被抄走了。當對方球員在中場搶走球帶到十碼區，小

球直入大門時，我才清醒過來，於是趕快捲土重來補進一球。這時我

突然想當守門員，想跟擔任守門員的同學換手，但他不想換，因此我

們兩人就吵了起來，沒料到這時竟然有一顆球從後方進門，讓對手獲

勝了。 

    這次的比賽，讓我了解到跟同學吵架，不但傷感情，也會誤了大

事。雖然是最後一名，但只要努力，相信一定會成功的。 

英語情境中心教學    22號劉庭伃 

    昨天我們班和二班一起去逸仙國小英語情境中心上課。 

    該校外籍老師帶我們參加英語闖關活動，全程我們都用英語對

話。我們有當餐廳服務生，還有超級市場的客人和老闆，真是好玩。 

    這次去逸仙國小，我學會我原本不會的英文，收穫頗多！下次我

還想再去一次。 

爆玉米花        11號李廷軒 

    上個星期六的上午，我和阿姨一起在廚房爆玉米花。 

    我們準備了奶油、玉米粒、少許鹽巴和一個鍋子。首先要把鍋子



洗一洗，加熱後放入奶油和玉米粒，接著蓋上鍋蓋，等到鍋子裡發出

叮叮咚咚的聲音時，就會聞到一股香味了。當聲音停止了，掀開乖蓋

再撒上一些鹽巴，爆米花就大功告成了。 

    我們一邊看著電視，一邊吃著自己爆的玉米花，真是人間一大享

受啊！ 

去小人國玩      10號練鎮豪 

    星期六上午，媽媽帶我和姊姊去桃園的小人國玩。 

    在出發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心裡就充滿了期待，因為和家人出遊

是一件最開心的事。 

    車子在高速公路上奔馳了一個多小時，就到達目的地。一入園，

我們先去鍬形蟲生態館，再看小人模型，看完後，我們就坐小火車去

玩各種遊樂設施。我坐了雲霄飛車、採礦車、摩天輪、八腳章魚、小

船、滑水道等。 

    這次的小人國之旅，讓我玩得很盡興，也謝謝媽媽為我們安排了

一個愉快的假日時光。 

我想訂ＸＸ節       21號周紫妮 

    如果我能訂一個節日，我想訂「免錢節」，因為我相信應該有很

多人都希望所有的東西可以「免費」吧！例如：買衣服、買菜、買文

具、家具，還有買房子。 

    而「免錢節」的期限訂一個禮拜呵！我想那個禮拜也是商人最吃

虧的日子，不過卻是我們這些平民老百姓最開心的一個禮拜喔！ 

歲末登山活動       4號楊志賢 

    今天的登山活動，我們走了遙遠的山路，我的腳快斷了，但還是

要硬著頭皮往上爬，直到了休息站，我才終於可以休息。休息玩，我

們就下山回學校了。 

    我覺得爬山真的好辛苦，但是也很好玩呢！ 

歲末登山活動       25號王韻筑 

    今天全校小朋友要去登山還有闖關，總共有九個關卡，有花花世

界、和大樹做朋友、我對你的 eye、姑婆芋……。 

    我們走了很遠的路，終於到了照明寺，我們在那裡休息、吃東西，

休息完就要下山了。下山途中，我和老師、同學們看到了基隆河和淡

水河，我覺得淡水河比較寬廣、比較大。 

    今天去登山很開心。 

騎腳踏車       9號李冠頡 



    星期六早上，爸爸帶我和媽媽、妹妹一起騎腳踏車去八里。 

    我們先騎到葫蘆堵大橋，再經過基隆河右岸，然後到關渡宮、關

渡大橋、八里左岸，最後到了終點八里渡船頭。我們買了雞腿捲、魷

魚當午餐。 

    回程時，因為煞車時重心不穩，所以就跌到花圃裡了，壓死了許

多「可憐」的花。 

上月琴課       7號黃予全 

    今天早上的兩節課，我們到音樂教室學月琴。 

    今天很特別，有三位老師特地來學校介紹台灣的月琴，老師告訴

我們月琴的發源地是台灣。在古代，我們的祖先用他們的創意，製作

了圓形的共鳴箱，上面加了兩條絲弦，因為它的外型圓圓的，像月亮

一樣，因此取名為月琴。它彈起來旋律輕快好聽，老師也耐心的教我

們彈了幾個音，後來還學會彈一首曲子，老師找了幾個人上台表演，

我們在台上彈奏，台下的人也跟著唱歌，好有趣喔！ 

    在這兩堂課，我學會了彈月琴，認識了月琴，收穫真多！ 

台中一日遊         24號王韻茹 

    寒假中，我們全家人一起去台中看櫻花，我看到樹上的櫻花一叢

一叢的，十分漂亮。 

    接著，爸爸又帶我們去新社的百菇莊採香菇，媽媽告訴我們要

採，就要採大顆的香菇才好吃，最後我們還憶起拍照呢！ 

    我覺得採香菇很有趣。 

養烏龜            8號陳冠佑 

    昨天，我和哥哥一起去市場逛專門賣小魚的店，我們在看要買什

麼好？我們看到會發光的魚、很貴的魚，也看到會吃小魚的魚，但是

最後哥哥選了小烏龜。因為哥哥不知道怎麼養小烏龜？所以問了老闆

數不清的問題呢！ 

一件可怕的事       23號王品婕 

    今天晚上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今天我們一回到家，媽媽就去看剛出生的四十九隻小魚，但沒注

意到母魚跳出魚缸外，就一腳踩下去，啪的一聲，發現腳上居然有血，

原來她踩到母魚了，媽媽嚇得花容失色，真是太可怕了！ 



中年級作品．四年二班 

 

請到我的家鄉來（1號 宋逸勛）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有溫泉博物館的北投區。這個博物館以

前是一個公共浴場，荒廢了一段時間後又重建。現在那裡不但保留了以前

的浴場，有時候還會舉辦活動呢!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2號 許恆晉）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有臺灣地標一零一大樓的臺北市信義區。

一零一大樓裡面可以進去參觀，裡面還有全世界最大的阻尼器，阻尼器的

用途是可以防震用的。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3號 洪佳輝）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有兒童新樂園的臺北市士林區。那裡有

很多吸引小孩的遊樂設施。例如:海盜船、雲霄飛車、碰碰車……等，好多

好多的遊樂設施，而且是一個全新的樂園喔!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4號 鍾富亦）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有綠建築圖書館的北投區。北投圖書館

座落在林木茂密的北投公園內，透過太陽能發電、木造外型及雨水回收系

統等，所以成為國內首座符合「綠建築」概念的圖書館，地下一層有一個

很大的兒童圖書區，就像在樹屋裡看書一樣清涼。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6號 洪訶楠）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有著多元歷史人文的北投。其中，北投

的慈后宮，是北投歷史很悠久的媽祖廟。還有每年的元宵節，每個里都會

辦踩街活動，是北投這裡重要的人文活動。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           （7號 張怡東）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以溫泉著名的北投區，還有日據時代的

古蹟----溫泉博物館，原本它只是一些以前被破壞的澡堂，後來經過許多

北投國小師生的努力而成立的，我們的溫泉很有名喔! 來吧，請到我的家

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  （8號 謝宗翰）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有著名士林夜市的臺北市士林區。那裡

的小吃多得不勝枚舉，讓人垂涎三尺、流連忘返，讓台北人擁有精采的夜

生活。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  （9號 簡志翔）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有貴子坑的北投區。假日的時候，有很

多人都來這裡搭帳篷露營，也有很多人來這裡看魚、餵魚。來吧，請到我

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10號 盧宇恆）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有木柵動物園的文山區。動物園裡有各

式各樣的動物，但最有名的明星動物是圓仔!還有我最喜歡的動物是烏龜，

因為烏龜有各式各樣的種類，每一種都很可愛。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11號 陳柏廷）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擁有龍山寺台北市萬華區。一進到寺內，

就可以看到一個又一個的信眾在膜拜神像。可真是有著神秘色彩的宗教聖

地呀! 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12號 鄭傑仕）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有關渡宮的北投區，在那裡的香火十分

鼎盛，常有許多遊客來這裡祈求家人平安。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21號 張鈺珊）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有一座很漂亮的陽明山國家公園，一到假

日就有許多遊客到那裡採海芋，海芋的顏色雪白，像雪般如此美麗。來吧，

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  （22號 蔡佩慈）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花團錦簇的臺北市中山區。花博是當地

相當著名的休閒景點，裡面有一個小小的迷宮，還有用寶特瓶蓋的房子，

也有許多蝴蝶喜愛的花朵。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  （23號 黃薇庭）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有溫泉著名的北投區。附近有地熱谷，

那裡終日飄著裊裊白煙，就像是女巫的家。那裡還流著濃濃的白泉，以前，

還可以在那裡煮蛋來吃呢! 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24號 李欣庭）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風景如畫的越南。我的家鄉大部分都是

綠油油的稻田，到了晚上，我會和家人到門口一邊吃飯、聊天，一邊欣賞

夜景，這裡有濃濃的人情味。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喜愛重口味的飲食文化，我的家鄉美食

有檸檬鹹魚、空心麵、牛肉河粉和彩色麻糬……等。我們的美食多得不勝

枚舉。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25號 吳佳臻）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有綠建築的北投圖書館，還有北投溫泉

博物館、梅庭、禪園、凱達格蘭文物館，都是很有名的景點，是值得大家

來參觀的地方。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26號 鄭夙娟）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一年四季都很熱的越南，越南人的傳統

服裝是長袍，越南人很喜歡吃河粉、米粉還有鴨仔蛋，早上在市場的時候，

可以看到一些人戴著斗笠來逛市場。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越南的富國島，富國島又名玉島，富國

島的天然資源很豐富，有優質的海灘，該島盛產珍珠，又被稱為珍珠島，

富國島以兩種特產聞名於世，那就是---魚露和胡椒粉。來吧，請到我的家

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 （27號 黃相寧）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有溫泉博物館，它可以讓遊客們入內參觀，

認識早期溫泉的歷史，而且還有地熱谷和露天溫泉，可以讓很多人在溫泉

裡面泡澡。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   （28號 王亭玉）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的特產是紅麴，在三峽和鶯歌的交接處都

有一個紅麴寶寶。其中，我最喜歡的是紅麴餅乾，只要我一回到樹林，奶

奶都會為我準備一些帶回家慢慢品嘗。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格式：中年級(標楷體 14號，行距：固定行高 20點) 
中年級作品． 四  年  3 班 

一件令我感動的事（ 28號 何季樺） 
    辛苦賣菜所獲得的錢，本來是上天給她的獎賞，結果他把所有的錢都

捐出去了…..。 

     有一天下課，在回家的路上，我聽見路人說：「陳樹菊阿嬤把一千萬

都捐出去了.…..」，我靜靜的聽。回家後，我把事情又想了一下，覺得陳

樹菊奶奶好偉大，竟然把畢生的積蓄都捐出去了，要是我，我絕對做不到。 

     如果我是陳樹菊奶奶，我只會捐一半而已。我覺得陳奶奶好大方，可

以把別人的需要放在第 一。我猜他一定覺得自己夠用就好，所以把多的錢

捐出去吧！ 

     你也會跟陳樹菊奶奶一樣，抱著「助人為快樂之本」的想法，把一千

萬都捐出去嗎？ 

 

一件令我感動的事（ 22號 陳歆雅） 
    在一個天氣晴朗的下午，我跟平常一樣，一放學，就隨著大哥哥、大

姐姐回安親班。 

    一如往常，大家七手八腳地放好書包，洗了手並拿了杯子，這時徐老

師笑嘻嘻地說：「今天是歆雅的生日，陳媽媽特地訂了一個好大的巧虎蛋糕，

要請安親班所有的小朋友吃。」這時我才想到今天就是我的九歲生日。吹

蠟燭前，徐老師突然送我一個生日禮物，是一套二零一三年的跆拳道徽章，

當老師親手把禮物放到我手上時，我真的很開心，因為俆老師知道我喜歡

打跆拳，所以才會送我跆拳道徽章。 

    我要謝謝徐老師歆準備的禮物，我覺得那天是我到目前為止最感動的 

一個生日，我一定會永遠記的這個獨一無二的生日和禮物。 

  

一件令我感動的事（ 1號 高浩哲） 
    記得三歲時，我和爸爸媽媽搭飛機出國旅行，那是我最感動的事，因

為能在空中飛行是我的夢想。 

    在前往機場的路上我很興奮，到機場時我看到各種型號的飛機，讓我

覺得很新鮮。登機後我很想快點起飛；起飛後，車子、馬路、房子都越變

越小，直到消失不見時只能看到天空的雲海和腳下廣大的海洋。 

     飛機一直是我著迷的交通工具，而飛行也一直是我的夢想，第一次搭

飛機的經驗真是令我感動。 

 

一件令我感動的事（ 24號  何品嫻） 



    令我感動的人是莊珠玉女阿嬤，因為她是一位窮人的守護神。 

    她每天賣著十元的便當給窮苦的人，就算對方沒給錢，她也依然免費

送給她，不忍心讓人們肚子餓，為了讓所有人得以溫飽，阿嬤還賣掉了七

棟房子呢！ 

    莊珠玉女阿嬤前陣子以高齡九十六歲離開人世，出殯的那一天，許多

受過阿嬤幫助的人，都前來幫阿嬤送行，聽說有上千人呢! 

    我們要懂得知足並且惜福，雖然莊珠玉女阿嬤不在了，可是他的善心

永遠留存在這裡、存在我們的心裡。 

 
一件令我感動的事（ 25號  陳姿諺） 
   我覺得令我感動的是一位叫做郭韋齊小女孩的故事。 

   她從小就喜歡唱唱跳跳，自得其樂。但在七歲那年，韋齊因為不明原因

的疾病，而引發休克，醫生雖然把她的命救回來了，但卻在急救過程中，

造成手腳發黑，所以只好把她的四肢截掉，因此，韋齊在許多生活上的細

節都要重新學習，沒有手掌，就用兩隻手臂架住碗；沒有腳掌，就用兩個

膝蓋跪著走，慢慢的，在生活中的大小事，都能靠自己完成了。雖然練舞、

彈鋼琴要忍受手腳的疼痛，她還是堅持不放棄，因為她知道，即使沒有雙

手和雙腳，生活還是一樣可以過得多彩多姿。 

   韋齊雖然失去了手腳，還是想辦法克服困難，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這就是讓我最感動的地方。 

 

請到我的家鄉來（ 11號  鄭菘元）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有美麗的北投溫泉博物館，那是日治時期

的建築物，後來荒廢多時，原本政府想把它拆除，但北投師生國小為她請

命，所以才能保存下來並加以整修。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有臺北一零一大樓，它是全世界第三高的

大樓，大樓建築物的外觀是用一節一節的的造型。象徵是竹子一般步步高

升，另外大門上有方孔古錢的設計，象徵是金融中心。來吧!請到我的家鄉

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 7號  李哲維）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泡溫泉的好地方-北投區。這裡的溫泉有

白磺、青磺、鐵黃，每種都有不同的療效，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擁有綠建築圖書館的北投區，這棟建築

是以環保、通風的方式設計的，從上面的窗戶往下看可以看到新北
投公園內的風景，真是美不勝收呀! 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 27號  呂宜蓁）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有一座凱達格蘭文物館，館內主要以原住

民文物為主，讓民眾了解早期台灣原住民生活的樣貌。來吧!請到我的家鄉

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位於北投區的關渡自然公園，這座公園

是台灣重要的自然濕地，是國際候鳥重要棲息地，更是大台北珍貴的自然

保護區。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3號  陳宥宇）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在北投，那裏有一個著名的地熱谷，它的

水溫很高，所以以前的人們常在溫泉裡煮蛋，但現在已經不可以了，但是

遊客仍然人山人海，在地熱谷散步，四周雲霧繚繞，好像仙境一般，附近

還有好吃的拉麵店，有空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在北投，旁邊有知名的陽明山，山上鳥語

花香、環境優美，是人們放鬆身心的好地方，請到我的家鄉來，你一定不

虛此行。 

請到我的家鄉來（4號  石哲綸）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腳踏車之鄉」的新北市八里區，那裏

有美麗的左岸步道，可以讓大家盡情地騎腳踏車，享受自然風光及美景，

騎累了和三五好友來杯下午茶，是個不錯的選擇。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紅毛城古蹟」的新北市淡水區，那裏

有中國文化的歷史故事，逛累了，可以到淡水老街吃鐵蛋、阿給、魚酥、

魚丸，還可以玩玩神箭手、打地鼠…，玩累了，可以租腳踏車來騎，一邊

吹海風，一邊欣賞夕陽美景。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有趣的游泳課（9號  李求真） 
    每個星期五就是我最開心的時間，因為我期待已久的游泳課就要開始

了。 

    從美勞教室走下來後，我馬上換好泳衣就趕快到操場跑五圈，接著在

池岸上做暖身操，然後就進入那冰涼的游泳池了。 

    第一次上課，老師先教大家抬頭打水十趟、自由式五趟、蛙式五趟，

對有參加過鐵人三項的我而言是輕而易舉的事，接下來是自由時間，我們

玩了水上排球，真是開心。 

    第二次上課，老師照樣叫我們做同樣的暖身操，但是自由時間內容不

一樣，今天玩的遊戲是大家坐在海豚上，然後老師喊、二、三，我們就會

掉進水池裡，那種刺激感，真令人回味無窮。 

    這兩次游泳課，不但讓我學習到許多游泳技巧，也充滿許多游泳的樂

趣，令我非常期待下次游泳課的到來。 

     



中年級作品：四 年四班 

心動不如行動（25號吳衣淳） 

      最近我們國語課在上第二課:心動不如行動，這一課是在講:富和尚

和窮和尚都想到南海拜佛，富和尚準備多年仍無法去成，窮和尚只帶了一

個缽和水瓶就動身上路了，她克服重重困難，終於實現願望。 

    我覺得窮和尚的行為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心動不如行動」的意思就

是心裡想的，要趕快去做，顧慮太多而會阻礙自己。 

 

參觀廚房（8號辛灃庭） 

    我今天到廚房去參觀，老師說「要先到蒸氣室消毒，再去參觀。」蒸

氣室裡有很多涼風在幫我們消毒。消完毒以後，有一個放餐盤的地方，經

過那裡以後，我們到了煮湯的地方，旁邊有一個放米的地方和洗米的機器，

最後走到青菜處理室，在聰後門走出去，我覺得廚工阿姨們很辛苦，以後，

我一定會全部吃完的。 

 

夢幻薑餅屋（24號潘主兒） 

    我覺得做將薑餅屋很好玩，因為可以用很多種自己喜歡的食材做成自

己喜歡的形狀，也可以在上面寫名字，或畫畫……等方法裝飾，也能讓大

家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 

 

夢幻薑餅屋（2號陳享恩）  

    我做薑餅屋後我覺得很有成就感，因為這是千辛萬苦做出來的「薑餅

屋」，在做的過程中，我每一步都非常小心深怕一個不小心就倒了，例如:

辛灃庭；由於他太心急，不等糖霜乾就一直疊，所以他倒了十次，我的雖

然沒有倒，但是包裝時卻倒了，真是可惜，希望以後還有機會能做一個好

的薑餅屋大家分享。 

 

夢幻薑餅屋（10號陳睦融）     

    今天早上我們做的薑餅屋，裡面的糖果我都很喜歡，雖然薑餅屋只有

小小一個，踢足球，又被同學吃掉很多，但是我回家的時候，那美味的風

味，還是讓我移植念念不忘。這時我知道，薑餅屋一、二年級才會有一次，

一定是要我們多加珍惜，才能體會薑餅屋的美味! 

 

夢幻薑餅屋（13號蔡皓任）        

    今天的中午和下午第一節課做薑餅屋，老師跟音樂老師借課，首先我



們先把地板做好，接著我們把牆壁黏好，後來我們也把屋頂黏好了，最後

我把裝飾黏上去，全部做好了，我覺得好開心，我覺得五年級如果還可以

做一次就太幸福了。 

 

夢幻薑餅屋（4號張弘易）        

    今天中午，我們在做薑餅屋，我小心翼翼的把所有的材料拿出，我把

糖霜剪開，然後，把餅乾的下、左抹上糖霜，我先做薑餅屋的兩面牆，在

把兩片餅乾貼在板子上當地板，接著，再做另外的兩面牆，然後用三片餅

乾和兩根蛋捲當作屋頂，我把蛋捲立著當煙囪，那時，我發現要留一面牆，

所以我把寬面的其中一面和上面的一塊拿掉後，我把它貼在蛋捲的左右邊，

最後，蛋捲後面放糖果和小饅頭，屋旁及屋前放上小熊堂和拐杖糖，再布

上飾品，薑餅屋的部分就完成的，薑餅屋像火車頭。 

    但是巧克力很多顆，所以我用它在前左右當圍牆，所以變成了巧克力

城堡，穰後我把糖霜亂擠，我都擠在作品上，接著，好多同學把剩下的糖

霜擠在我的作品上，結果糖霜擠太多了，把作品的美都覆蓋了，我覺得有

點可惜，下次假如有機會，糖霜不能再擠這麼多。 

 

實習老師上課  （26號吳念庭）  

    星期二第一、二節是實習老師來我們班上國語課，分別是雅群老師和

珮瑄老師上課，上課時大家都安靜地聽講，我們分成四組，只要回答就可

以加分，第一個是雅群老師，他教了我們如何把《完璧歸趙》這課朗讀得

更好，音調和動作都要做確實，第二個是珮瑄老師教我們寫課文大意，各

組要一起討論，還說明了這課的時間、地點、人物，老師修改正各組的課

文大意時，剛好下課了，最後第三組分數最高，可以得到神秘小禮物，其

他人也有一份小禮物，這兩節課真有趣! 

    我不但學到如何寫課文大意，而且也收到了一份小禮物，真是收穫滿

滿呀! 

   實習老師上課    （22號陳歆妮）  

    星期二第一、二節有兩位實習老師來上課，一個名叫雅群老師，一個

名叫珮瑄老師，第一節是由雅群老師來幫我們上第十四課的課文《完璧歸

趙》，第二節是由珮瑄老師來上第十四課的大意，我覺得實習老師很認真，

都要準備上課要用的東西，所以也很辛苦。 

 

到老人院表演   （1號張家豪） 

今天早上第三節課，我們班要去老人院表演，地點就在林宗佑家旁邊，在



戶外，當我們到那邊時，每個阿公和阿婆已經在等我們表演了，首先是唱

歌，然後是吹直笛，最後是陳享恩拉小提琴，表演完後老師讓我們玩一下

遊樂設施，然後就回去學校了，今天很開心可以表演給阿公和阿婆看，真

是個有意義的活動，很好。 

家豪媽媽回饋: 

    讓孩子們可以參與公益活動，是個很棒亦很難忘的經驗，棒喔! 

游泳課  （9號陳琮崴） 

4月 27日星期一  我好期待明天的游泳課，我覺得很可怕，因為我一直嗆

水，一直發抖，但是很有趣，因為可以和朋友一起玩，我希望可以比較會

游泳。 

   我希望明天可以不要一直嗆水呢! 

4月 29日星期三  我昨天去上游泳課，我學會了踢水，我還是一直真的在

嗆水，可是我會踢水了，我很開心，有一個一直的教我，我才會踢水。 

    我昨天上游泳課很開心。 

 

有趣的游泳課〈27號謝全真〉 

今天上游泳課，我和念庭一組實在好開心，因為不管我們怎麼游都是第一

名，還有一次我在水中拉念庭，念庭一直不起來，後來我把頭伸進水裡，

我看到她，她看到我，我們兩個看著對方突人笑起來，我和她都吃到水了，

真是讓我回味無窮。 

 

謝謝你，哇莎比醬〈5號林宗佑〉 

我今天看了一本書叫做「謝謝你，哇莎比醬的 87天奮鬥日記」，我好感動，

這是一本關於一隻小貓咪的故事，我覺得牠好可憐，牠被一隻大烏鴉叼傷，

頭部有粉碎性骨折，原本顎骨只有一塊，現在卻碎成很多塊，下顎正中央

斷成兩節，上顎兩側破了兩個洞，牠才出生三個星期，原本好好的撐過一

晚了，但卻又突然生病，求生志意強的哇莎比醬還來不及和爸爸媽媽說再

見，就離開了。 

 

和足球名星歐文踢球〈12號鄭齊〉 

    今天第三節課我們要到一樓前穿堂歡迎歐文要到我們學校踢交流，因

為下雨的關係，所以我們到活動中心踢，歐文教我們射門，並讓我們試試

看，最後他讓我們給他簽名，我沒簽到真是可惜，下次一定要簽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