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序 

閱讀教育是開啟孩子通往世界的一扇窗！透過語文閱讀，讓孩子視野

與世界接軌。徜徉書海便能成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具有豐富學養、視

野開闊的未來人才。語文更是各學科的先備基礎，擁有良好的語文理解能

力不僅使其他學科學習成效事半功倍，更能具備自學能力，透過各種管道， 

依循自我節奏隨時自我充實，達成良好的學習成效。 

學校老師平日認真於國語文教學及閱讀活動推展，並於課堂中進行寫

作教學指導後，引導學生進行文章寫作，希望學生能將平日所看、所學，

轉換為自己篇章躍然紙上，能透過寫作抒發中國文章之美，亦培養學生良 

好自我表達能力及對事物的獨到見解。 

為全面提升學生的國語文寫作能力，感謝老師們認真指導及篩選，於

學生寫作的篇章中挑出優選作品，經由各班教師繕打、校對，及教務處排

版後印製出刊。這些作品可作為孩子寫作的學習楷模，希望透過閱讀他人

文章提升自我寫作能力技巧。因此，希望家長您也能多鼓勵孩子善加運用

此刊物，閱讀其中文章，適時學習優美詞句寫法及文章結構，並於平時多

加練習，唯有多閱讀、勤書寫練習，方能使寫作能力日益精進，達到提筆 

成章、行雲流水之境界。 

為能激發學生閱讀動機及增進親子互動，鼓勵貴家長能陪同孩子共讀 

，並進行隨機指導，以增進孩子識字量、語詞理解、文章結構、推論、欣

賞等能力，激起孩子對學習國語文之動機、熱情及恆毅力，隨時隨地能運 

用所學進行自我學習，達成提升國語文能力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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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1日  



2 

目     錄 

文章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頁碼 

 101 張軒齊 何雅惠 5 

101 林軒睿 何雅惠 5 

101 邱品瑞 何雅惠 5 

101 何瑾萱 何雅惠 5 

同樂會 102 劉伊甯 林純玉 5 

小猴子 102 莊蕎妍 林純玉 6 

小鳥 102 邱妍臻 林純玉 6 

梅花鹿 102 林家璇 林純玉 6 

請問 103 高晨豪 林秋燕 6 

看一看 103 林洵安 林秋燕 7 

請問 103 廖俞喬 林秋燕 7 

畫一畫 104 陳郁喬 李浣茹 7 

拍一拍 104 陳勝豪 李浣茹 7 

小兔子 104 王采盈 李浣茹 8 

小貓咪 104 林宥希 李浣茹 8 

摺動物 105 賴思妍 陳幼蓁 8 

小貓咪 105 張 唯 陳幼蓁 8 

腳踏車 105 謝文瑄 陳幼蓁 9 

走過校園 201 李羿萱 白俶菁 9 

走過校園 201 謝宛宸 白俶菁 9 

走過校園 201 阮品熙 白俶菁 10 



3 

文章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頁碼 

走過校園 202 易乃昕 張雅玲 10 

走過校園 202 廖宥翔 張雅玲 11 

走過校園 202 李欣霏 張雅玲 11 

新學年新希望 203 蔡雨潔 王碩 11 

走過校園 203 張書承 王碩 12 

走過校園 203 王采緹 王碩 12 

新學年新希望 204 陳書豪 黃玉琪 13 

走過校園 204 李筠新 黃玉琪 13 

走過校園 204 張育瑄 黃玉琪 14 

吃薯條的感覺 301 廖采甯 蕭伊文 14 

許願 301 梁羽彤 蕭伊文 15 

我最心愛的寶貝 301 林子睿 蕭伊文 16 

302 林昱良 官振源 17 

假 302 黎淳瑜 官振源 17 

302 林橙樂 官振源 19 

303 黃鈺甯 李俐瑩 20 

303 陳佳恩 李俐瑩 20 

303 吳欣穎 李俐瑩 21 

我最愛吃的薯條 304 曹芸瑛 王薇婷 22 

困難的決定 304 王宥婷 王薇婷 23 

許願 304 吳科緯 王薇婷 24 

我長大了 305 蕭辰洧 黃陳育君 25 

我長大了 305 吳翌銜 黃陳育君 25 



4 

文章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頁碼 

我的寶貝 305 簡荷坤 黃陳育君 26 

我的夢想 401 陳芷郁 陳進發 27 

心動不如行動 401 黃子玲 陳進發 29 

假期生活記趣 401 黃詩閔 陳進發 30 

寒假生活記趣 402 張程剴 林春花 31 

我想改變的一件事 402 吳昱臻 林春花 32 

請到我的家鄉來 402 羅沛芯 林春花 33 

心動不如行動 

－打爵士鼓 
403 林怡安 林青志 34 

心動不如行動 

－溜直排輪 
403 邱佳叡 林青志 35 

寒假記趣 403 楊沚盈 林青志 36 

我想要改變的一件事 404 張佳蓁 蘇孟萱 37 

搬家 404 吳紹瑀 蘇孟萱 38 

我們這一班 404 林瑀柔 蘇孟萱 39 

 



5 
 

 

101張軒齊 指導教師：何雅惠 
 

 

 

 

 

 

 

 
 

101 林軒睿 指導教師：何雅惠 
 

 

 

 

 

 

 

 

 

 

101 邱品瑞 指導教師：何雅惠 
 

 
 

101 何瑾萱 指導教師：何雅惠 
 

 
 

        同樂會 

102 劉伊甯 指導教師：林純玉 
 

 

 



6 
 

 

 

 

 

 
 

         小猴子 

102 莊蕎妍 指導教師：林純玉 
 

 

 

 

 

 

 

 

 

          小鳥 

102邱妍臻 指導教師：林純玉 
 

 

 

 

 

 

  

 
 

          梅花鹿 

102林家璇 指導教師：林純玉 
 

 

 

 

 

 

 

 

請問 

103高晨豪 指導教師：林秋燕 
 

星 星  

 

 

 

 

 

 



7 
 

 

 

 

 

看一看     

103林洵安 指導教師：林秋燕 

 

 

 

 

 

 

 

 

請問     

103廖俞喬 指導教師：林秋燕 

 

 

 

 

什

 

 

 

畫一畫 

104 陳郁喬 指導教師：李浣茹 
 

 

拍一拍 

 

104 陳勝豪 指導教師：李浣茹 
 

一



8 
 

 

 
 

小兔子 

104 王采盈 指導教師：李浣茹 
 

 

小貓咪 

104 林宥希 指導教師：李浣茹 
 

 

 
 

摺動物 

105賴思妍 指導教師：陳幼蓁 
 

一  

 

 

 

 

 

 

小貓咪 

105張子唯 指導教師：陳幼蓁 

 

 

頭  

 



9 
 

 

 

！ 

 
 

腳踏車      

105謝文瑄 指導教師：陳幼蓁 

 

 

 

 

 

 

！ 

 
 

走過校園 

201 李羿萱 指導教師：白俶菁 
 

 

 

 

 

 

一  

 

 

 

一  

 

 

 

 
 

 
 

走過校園 

201 謝宛宸 指導教師：白俶菁 
 

 

 

 

 

 

 

一  

 

 

一  



10 
 

 

 

 

 

 

 
 

走過校園 

201 阮品熙 指導教師：白俶菁 
 

 

 

 

 

 

 

 

 

 

 

 

 

 

 

 

 
 

走過校園 

202易乃昕   指導教師：張雅玲 
                   

 

 

 
 

 

 

 
 

 

 

 
 

 

 

 

 
 

走過校園 

202廖宥翔    指導教師：張雅玲 
                   

 

 

 
 



11 
 

 

 

 

 
 

 

 

 
 

 

 

 

 
 

走過校園 

202李欣霏    指導教師：張雅玲 
                   

 

 

 
 

 

 

 

 
 

 

 

 

 
 

 

 

 

 
 

新學年新希望 

203 蔡雨潔 指導教師：王碩 
 

 

 



12 
 

 

 

 

 

走過校園  

203 張書承 指導教師：王碩 
 

 

 

 

 

 

 

 

 

 

 

 

 

     走過校園 

203 王采緹 指導教師：王碩 
 

 

 

 

 

 

 

 

 

 

 

 

 



13 
 

 

新學年新希望 

204 陳書豪 指導教師：黃玉琪 
 

 

和

 

不

畫

 

、

 

 
 

走過校園  

204 李筠新  指導教師：黃玉琪 
 

 

 

 

 

 

 

 

 

 

 

 

 

 

 

一  

 
 



14 
 

 

走過校園 

204張育瑄  指導教師：黃玉琪 
 

 

 

 

 

 

 

 

 

 

臂  

 

 

 

 

 
 
 

 

 

吃薯條的感覺 

301 廖采甯 指導教師：蕭伊文 

炸

炸

炸

 

……



15 
 

 

呢

 
 

許願 

301 梁羽彤 指導教師：蕭伊文 
 

 

 

 

 

 

 

 

 

 
 

 

 

 

 
 

 



16 
 

 

 

 

 

 
 
 

我最心愛的寶貝 

301 林子睿 指導教師：蕭伊文 
 

 

 

 

 

 

 

 

為  

不

 



17 
 

 

 

 

 
 

302 林昱良 指導老師：官振源 



假

302 黎淳瑜 指導老師：官振源 
 

假

一



18 
 

 

和 妹

媽

爸 興

幾

不

一

一 一

好 一

一

場

和 得

子



19 
 

 

一 一



 
 

302 林橙樂 指導老師：官振源 
 

假

一 一

一

長長

一 一

不

不 不

巴 巴

一 一

一 量

一



20 
 

 

一

一



303 黃鈺甯 指導老師：李俐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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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壤和溫暖的陽光，

以及充足的水份，才能

夠變成一條條飽滿的地

瓜，它的大小通常像張

開的手掌一樣大，而我

最喜歡的烤地瓜，摸起

來是溫熱的，表皮很粗

糙 ， 比 紙 還 要 粗 糙 。 

一

混

一

刻 一

一大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303 吳欣穎 指導老師：李俐瑩 
 

一

一

一

和

一 朵，全身

毛茸茸的，摸起來軟綿

綿的，穿著一件可愛的

連身睡衣。 

一

一

地

嗎 」我才會

放心地開始寫作業和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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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接著洗個香噴噴的

熱水澡，才回到房間抱

著兔子娃 進入夢鄉。 

    有一次我回到家，

跑到房間時發現我的兔

子娃 竟然不見了，我

緊張的手足無措、東翻

西找，心想：「兔子娃

不是放在床上嗎？」之

後我才發現原來是被媽

媽拿去清洗了，因為媽

媽擔心娃 髒了會有細

菌藏在裡 ，知道後我

才安心的跑去寫功課。 

    隔天，兔子娃 終

於曬乾了，晚上終於可

以像以前一樣抱著兔子

娃 睡覺，睡覺時間一

到，我開心地跑到床上，

還因為太興奮了差點撞

到頭，但是不要緊，可愛

的兔子娃 ，謝謝你的

陪伴，我會好好保護你 

的。 



我最愛吃的薯條 

304 曹芸瑛 指導教師：王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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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長大了 

305 蕭辰洧 指導教師：黃陳育君 
 

    昨天，大家去健康

中心量身高和體重，我

發現我長高了。上課時，

我好奇的問老師，升上

三年級後，為什麼要寫

作文？老師說，長大了，

要 學 習 新 的 事 物 。 

    奶奶說我長大了，

因為我越來越愛講話了 

。我說，為什麼愛講話

就是長大了？奶奶說，

我以前年紀小，知道的

事情沒有很多，現在長

大懂事了，一開口說話

就說個沒完沒了，就像

一隻八哥鳥，常常把別

人說的記起來再說出來 

，非常吵人。我上課也

會跟別人說話聊天，老

師都拿我沒辦法，我要

改掉這個壞習慣，學習 

才會進步。 

   爸 爸 希 望 我 長 大 成

為職棒選手，但是我還

不是大人，個子太小，所

以我只能打樂樂棒球，

等我長大我要圓爸爸的

希望，完成我的夢想。 

 

 

 我長大了 

305 吳翌銜 指導教師：黃陳育君 

 

    升上三年級，我發

現我長大了，因為我突

然想到，我的紅色 V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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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衣服送給堂妹了，還

有牛仔褲也是，我好像

沒隔多久都會消失一件

衣服。媽媽說，因為我

長大了。 

    我長大了，我早上

喝羊奶時，發現我以前

都打不開羊奶的瓶蓋，

現在可以輕鬆打開。我

和媽媽去百貨公司的遊

樂園，發現溜滑梯旁有

一個告示牌：限三到八

歲的小孩遊玩。因此我

不能再玩了，真是可惜。 

    我運動能力越來越

好，以前跳繩都只能跳

二十下，現在卻能跳一

百下。班上同學也說：

「妳以前拖地拖得亂七

八糟，現在卻拖得一乾

二淨，真厲害。」就連

奶奶也對我的能力刮目

相看，因為我搥背能力

越來越好。   

    我的夢想是當老師 

，而且還想去英國留學 

。不過這一切都要等我

長大才能實現。希望我

能快快長大，早日實現 

夢想。 

 

 

我的寶貝 

305 簡荷坤 指導教師：黃陳育君 

   

   我的寶貝，是一隻

魯夫公仔。這隻魯夫公

仔，頭上帶著霸氣的帽

子，穿著紅色的衣服和

藍色的褲子，手上還散

發著蒸氣，看起來傲氣

無比。 

    為什麼這隻魯夫公

仔會是我的寶貝呢？因

為這隻公仔是我在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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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斗城買的，而且還是

我的第一隻公仔，所以

我非常喜愛。在家裡無

聊時，我都會拿這隻魯

夫公仔來玩，每次玩著

魯夫公仔，我都能拋開

一切煩惱，盡情的玩樂。 

   有一次，我放學回

到家時，我忽然發現我

的公仔上居然有一隻蟑

螂，我馬上衝去跟媽媽

說。蟑螂佔據魯夫，媽媽

當機立斷，拿起蒼蠅拍

跑去我房間，但那隻蟑

螂早已不見蹤影。忽然，

那隻蟑螂從後面飛來，

降落在我身上，媽媽大

手一揮，打落蟑螂，順勢

將牠踩得四分五裂，我

也被嚇得魂飛魄散，每

次看到蟑螂，我都會想

起這件事情，所以這也

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 

事。 

   雖然現在我擁有非

常多的公仔，但這隻公

仔依然是我的最愛，這

隻公仔陪我度過了許多

年，也陪我經歷了許多

事，如果沒有這隻魯夫

公仔，我的生活一定會

變得一片空白。謝謝魯

夫。 

 
 

  我的夢想 

401陳芷郁 指導教師：陳進發 

 

    每個人的夢想都不

一樣，有人想當醫生、有

人想當老師、有人則想

當科學家。但不管夢想

是什麼？都必須按部就

班，絕不能好高騖遠，總

把夢想當作是空想。只

有經過自己的努力與堅

持，才有機會讓這個夢

想實現。而我的夢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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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一 位 游 泳 選 手 。 

    當一位游泳選手一

直是我夢寐以求的夢想 

，因為從小我就把游泳

選手們當作是我的偶像 

，他們努力練習的態度

與對追求目標的堅持；

他們受到觀眾們的喜愛

與歡迎，讓我想當一位

游泳選手的夢想油然而

生。也因為有媽媽的支

持與鼓勵，在我學習游

泳的過程中陪伴我、鼓

勵我，讓我相信只要肯

努力付諸行動，總有那

麼一天，我也能像他們

一樣站在頒獎臺上接受 

觀眾們的喝采！ 

    為了實現我當游泳

選手的夢想，我要從現

在起自我鍛鍊，大量的

體能訓練與練習游泳的

技巧，在層層的比賽與

磨練中循序漸進，才能

一步步實現我成為一位

頂尖游泳選手的夢想。 

    記得我初學游泳的

時候，教練先教會我水

母漂，教練說水母漂是

學會游泳的基本工夫，

也是自救的方法，學會

游泳沒有捷徑，只有從

基礎學起，訓練紮實才

能更進一步。有一次我

學仰漂的時候，教練要

我放鬆身體躺在水面上 

，我感覺自己好像一艘

小船悠游自在的徜徉在

大海的懷抱裡一樣。我

覺得練習游泳的時候是

我最開心也最放鬆的時

候，這也是我喜歡游泳 

的原因。 

    但我仍沒忘記自己

想成為頂尖游泳選手的

夢想，畢竟要成為頂尖

游泳選手也不是那麼容

易的事，那是條崎嶇漫

長的道路。我也知道我

必須克服重重的困難與

挑戰，堅持訓練自己的

體能，磨練自己的技巧，

考驗自己的意志力。相

信抱持著對游泳的熱忱

與對實現自我的堅持，

我總有一天能站在世界

的頂端，實現我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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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動不如行動 

401 黃子玲 指導教師：陳進發 

 

    開學的第一天，老

師告訴我們一個令人振

奮的消息，那就是今年

的兒童節會如期舉辦學

生創意走秀表演活動。

不同於去年只是拍成影

片而已，今年在活動中

心展演時，我們不但要

妝扮造型，還要表演一

段舞蹈給觀眾們欣賞。

為了展現我們天真活潑

的一面，老師特地為我

們選擇了「小小兵」造型 

，還配上一段現今最紅

的歌曲「叭叭叭」。心動

不如馬上行動，總不能

光說不練啊！從第二天

開始，我們就每天練習

「叭叭叭」這首歌的舞

蹈動作，期待兒童節那

天全班能有完美的演出 

。 

    一開始，老師先播

放示範影片教我們簡單

的分解動作，擺手、踏步 

、扭身、跳躍，等到分解

動作練熟了，老師就搭

配音樂讓我們練習了。

要搭配音樂跳整支舞蹈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

人抓錯拍子，有人左右

不分，還有人忘記動作，

更有人異想天開自創怪

異的動作表情，常常弄

得大家捧腹大笑。但我

們也在一次又一次的練

習中，循序漸進把動作

記得更清楚，把節拍搭

配得更熟練。一個星期

過去，我們已經到了「聞

音樂起舞」的境界。老師

說：「萬事起頭難，能夠

在這麼短的時間跳得這

麼好，可見我們不只心

動，也馬上行動了。」難

得被老師讚美，大家都 

很開心。 

    接下來就是利用時

間製作屬於自己的「小

小兵」創意造型頭飾，

搭配上亮眼的黃色小小

兵服裝，看見每個人都

用盡巧思去設計屬於自

己的造型，相信當天我

們一定能呈現最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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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 

    坐而言，不如起而

行，經過這段時間的練

習，大家對於表演有很

大的信心。兒童節創意

走秀表演活動當天，我

們將賣力的演出，贏得

觀眾們熱烈的掌聲。我

們不但發揮了團隊合作

的精神，同時也凝聚了

班級同學們的感情，也

讓我們更堅信心動不如

馬上行動。 

 

 

假期生活記趣 

  401 黃詩閔 指導教師：陳進發 

 

    又到了我們最期待

的寒假了，在寒假中我

參加了許多充實有趣的

活動，也去了很多好玩

的地方，其中最讓我印

象深刻的就是和爸爸、

媽媽去大甲玩了。 

    記得年初三那天，

爸爸和媽媽帶著我們去

大甲玩，當然第一站我

們就先去媽祖廟拜拜，

虔誠的祈求媽祖保佑我

們一家幸福平安。在那

裡我看見許許多多虔誠

的信眾，參拜的人潮絡

繹不絕，幾乎將媽祖廟

擠得水洩不通，這映入

眼簾的畫面震撼著我，

第一次感受到宗教信仰

的力量，令我大開眼界，

能感受到這難得的經驗 

真特別！ 

    當我們努力穿過擁

擠的人牆，來到了廟旁

的街道，眼前所見依舊

還是擁擠的人潮，不過

這裡的人潮不同於廟中

莊嚴肅穆的氣氛，有的

是另一種如同夜市般的

氛圍。我們隨著人潮在

街道上緩緩前進，同時

也不忘尋找我們的美食

目標，爸爸看見了一攤

賣「芋頭冰」的，趕緊帶

著我們全家穿越重重人

牆，終於順利的來到店

門口，一進店門，我和弟

弟看到那滿滿的芋頭冰 

，就令我們垂涎三尺！

我們迫不及待的點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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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的準備大快朵頤，它

吃起來口感綿密又有滿

滿的芋頭香，真是比想 

像中的還好吃呢！ 

    弟弟好奇的問：「為

什麼滿街那麼多跟芋頭

相關的食品呢？」爸爸

趕緊回答說：「芋頭是大

甲的特產，許許多多的

美食都是以大甲芋頭做

為原料製作而成的，像

廟旁那間有名的『紫芋

酥』就是其中的代表。」

此時，媽媽突然說：「那

我一定要順道買個芋頭

蛋糕回家，才不虛此行

呢！」當下我和弟弟眼

神交會發出了會心一笑 

，哇！這下又有口福了 

。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

得特別快，正當我們享

受大甲各種美食而渾然

忘我時，已到了回家的

時候了，今天不但學到

了滿滿的知識，也品嘗

到豐富的美食，更期待

下次全家出遊的時刻。 

 

 

寒假生活記趣              
402張程剴 指導老師：林春花 

 
  當第二次評量結束

後，我的心情雀躍不已，

因為這學期也將近尾聲 

，寒假終於要到來，不

用每天趕著要上學，可

以睡到自然醒，而且「過

年」就在寒假假期中，可

以領紅包，穿新衣新鞋 

子，真期待呀！ 

  寒假一開始，我都

會到安親班報到，老師

安排了很多活動，天氣

好的時候，老師會帶我

們去后里運動公園打羽

球，有時也會玩鬼抓人，

真有趣，每次都玩到滿

頭大汗才回安親班，繼 

續其他的課程。 

  上個星期，老師還

做「葡萄乾瑪芬」，看著

老師將蛋、砂糖、沙拉油

等食材一起攪拌，再放

入麵粉、牛奶、泡打粉 

、香草精等，最後再放

入葡萄乾，攪拌均勻，放

置三十分鐘，再將麵糊

舀入紙模內，接著放入

烤箱用 190 度高溫烤三

十分鐘。在等待的時候，

我的心裡很期待，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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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飄出陣陣香噴噴味道 

，瑪芬烤好後，我迫不

及待地咬了一口，哇！ 

味道真是美味呀！ 

  在科學探索課程裡，

老師教我們做漂浮球，

只有利用可彎吸管，毛

根、保麗龍球等這三樣

東西，就可以讓球浮在

空中，令我看得目瞪口

呆，真是有趣又神奇呀 

！ 

  這 個 寒 假 學 到 很 多

新知識，讓我收穫很多，

成長不少，令人開心且 

幸福滿滿的假期。 
 

 

我想改變的一件事         
402吳昱臻 指導老師：林春花 

 
  讀完了「心動不如

行動」、「一束鮮花」兩課

後，讓我深深體悟「一件

有意義的事，就要馬上

行動。」生活中一個小念

頭或小動作，都有可能 

改變我們的一生。 

  我想改變的第一件

事，就是改掉我的不耐

煩。有時看到弟弟行為

不對，我會忍不住訓他

一兩句，我的語氣可能

不好，但是弟弟總覺得

我在罵他，便會向奶奶

告狀，說我罵他，我和弟

弟經常因此吵架，但我

的本意明明是為了他好 

。 

  有次我看到他故意

把小弟弟絆倒，我就跟

他 說 ：「 你 為什麼 要 弄

他。」他就回我說：「妳

幹嘛管我，妳自己管好

自己就好了。」我馬上就

跟媽媽說，他卻厚臉皮

的 對 媽 媽 說 ：「 我 沒 有

說。」當然之後還是被媽

媽罵，但有時也是我真

的不對，像是我不想跟

他玩時，我都會不耐煩

地叫他走開，偶爾看他

一個人落寞在玩，心裡

總會於心不忍，可是說

出去的話已經收不回來 

了。 

  「覆水難收」，我想過

是不是我要改變說話的

方式，弟弟也不會那麼

激動；如果當下我的說

法是「小心點，不然小弟

弟會痛」，這樣也許我倆

就不會有爭吵，我的一

點點小小的改變，就會

影響到兩個小弟弟關係 

，所以，我必須做出決

定，如此才能成為兩個

弟弟的好榜樣，除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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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方式要和氣圓融點，

對他們要再多一點耐心 

。 
 

 

請到我的家鄉來          

402羅沛芯 指導老師：林春花 
 

  請到我的家鄉來，

我的家鄉是塊寶地，地

靈人傑。她的名字叫「臺

灣」，又稱「蓬萊仙島」

也稱「福爾摩沙」。因為

我的家鄉物產豐饒，氣

候宜人及風景優美。 

  請到我的家鄉來，

我的家鄉有許多美味的

蔬果。例如：高雄市甲仙

區的芋頭；臺中市太平

區的枇杷和苗栗縣大湖

鄉的草莓，這些蔬果都

是上帝的傑作，賜予「臺

灣人」，所以，我們隨時

都能吃到這些營養又美

味的蔬果。尤其高雄市

甲仙區生產的芋頭，吃

起來有濃濃的香味，製

成芋頭冰，更是一絕，細

細綿綿又冰涼，會讓人

一口接一口的吃進肚子 

裡。 

  苗栗縣大湖鄉的草

莓，吃進嘴裡，酸酸甜甜

的，草莓還可以做成草

莓冰、草莓酒、草莓香

腸……等等，利用草莓做

的食品或飲料，吃起來 

都很美味。 

  另外，臺中市太平

區種出來的枇杷，顆顆

碩大且飽滿，香甜多汁，

甘潤爽口喔！臺灣的水

果，一年四季都有，各具

特色，來吧！請到我的 

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

我的家鄉有許多拍照打

卡的景點。像九族文化

村，園區裡不只有許多

遊樂設施，可以認識原

住民的文化及建築的特

色，還可以搭乘纜車到

日月潭，欣賞日月潭的

湖光山色。來吧！請到

我的家鄉來。 

  臺灣有許多名勝和

古蹟及傳統的美食，有

空一定要來臺灣旅遊。

臺灣土地雖小，卻有不

同的地貌，值得一遊，

並探訪「她」的神祕，

必能讓你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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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動不如行動 

－打爵士鼓         

403林怡安  指導老師:林青志 
 

    小時候我參加一場

婚禮，我看到老師的樂

團在表演，有 BASS 手、

吉他手還有爵士鼓，整

個樂團的演奏配合得天

衣無縫，震撼的音樂炒

熱了整個會場的氣氛，

老師的表演真是太帥了 

，讓我忍不住想跟著老 

師拜師學藝。 

    大班時我就去找老

師學習爵士鼓，剛開始

還不知道怎麼打，老師

先教我簡單的基礎，教

室離家裡很遠，只能有

空的時候才去上課，回

來利用家裡的玩具盤子

做練習，剛開始時只是

好玩，慢慢的才打出節

奏。我也才了解到打爵

士鼓必須手腦並用，而

且注意力要集中才不會

出錯。 

    一年級時剛好學校

也有爵士鼓社團，我很

高興地報名參加，我也

從剛開始的一竅不通，

慢慢地才學會看譜。學

了一段時間，老師辦了

成果展，我第一次上台

表演，到了台上我的心

理緊張得七上八下，不

知道會不會打錯，打完

後我還全身發抖。後來

又有一次代表學校參加

社區表演，慢慢累積經

驗，現在的我已經可以

獨當一面了。 

    老師說：「學音樂的

小孩不會變壞。」音樂可

以讓人變得更快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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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鼓可以讓我放鬆心情 

。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

以像老師一樣，成為一

名優秀的鼓手。俗話說：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我會繼續努力練習下去 

。 

 
 

心動不如行動 

－溜直排輪            

403 邱佳叡 指導老師:林青志 
 

    平日下午時，我常

常看見有人在溜直排輪 

。我非常羨慕，因此我

也報名溜直排輪，星期

三下午我會準時去找教 

練報到。 

    剛開始上課時，教

練總是要我先做體操，

再開始教我溜直排輪。

教練從基本的先開始教 

，我們先從 T 字煞車開

始。首先要將雙腳打開，

大約開到身體的一半，

往前進時另一隻腳的直

排輪側翻，利用輪子的

摩擦力讓速度慢下來就

可以了。此外，我還練習

跌倒時要兩手著地，小

心不要讓頭部先著地。

教練總是細心的教導我 

，我也進步得很快，就

這樣，一個月過去了。 

    一個月後教練讓我

溜個兩三圈，並叮嚀我

姿勢要做標準，不要一

下子就溜得太快以免跌

倒。教練說：「你進步得

很快，以後可以參加比

賽呢!」聽了教練的話彷

彿給了我一劑強心針，

讓我更加努力的練習。

教練也把他會的技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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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但我還是有一個

小缺點，就是煞車時十

分容易跌倒，教練說因

為我的腳打得太開，大

於自己的身寬，又溜得

太快，才會讓這個姿勢

變得不標準，所以我現

在會試著讓雙腳配合自

己且放慢速度，達到完

美的平衡，我才能達到

標準，進而得到教練的 

讚美。 

    「心動不如行動。」

我看見有人在溜直排輪 

，我心動了，還好我也

採取行動，才能學到怎

麼完美的溜直排輪，也

使我了解到想學習一件

事只有心動是不夠的，

也要實際行動，才能讓 

自己邁向成功。

 

寒假記趣             

403楊沚盈 指導老師:林青志 

 

    因為疫情的關係，

因此在寒假中我們很少

外出，而我們待在家裡

期間，除了整理家中時

發現了一些年代久遠又

有趣的事物外，媽媽也

帶我去她的菜園欣賞她

種的植物。 

    寒假開始沒多久，

我和奶奶在整理抽屜的

時候看見了許多漂亮的

手環、耳環、戒指和項鍊

等。在陽光的照射下飾

品光彩奪目。我和奶奶

坐在石階上，奶奶拿出

了一些我從來都沒見過

的物品和古老的照片，

照片裡的男生是奶奶的

爸爸，她還說了這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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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是她最寶貴的回憶。

此外，還有七十年代的

薪餉袋，以及老舊的集

郵冊、舊版的新台幣，真

是琳瑯滿目，令人眼花

撩亂，這些都是我們家 

的寶貝。 

    此外，寒假中媽媽

還帶我去看她種的植物 

，有木瓜、芭樂、小白菜 

、茄子和李子……等等。

只要去了那裡，我的心

情便不禁開朗了起來。

園中還有數棵櫻花樹正

值開花季節，粉紅色的

花瓣齊聚在枝頭上，真

是美不勝收，看了令人

陶醉不已，就連路上的

行人也不禁停下腳步拍

照留念。我很高興，不用

到外地去塞車、人擠人

的看櫻花，可以在家裡 

盡情的賞櫻。 

    寒假期間因為疫情

的關係，所以我們沒有

出外旅遊，日子過得很

平淡，但能看到一些古

老的物品，享受大自然

的美景，這也是一種另

類的收穫，讓我感到十

分愉悅滿足。這個寒假

我過的是與人群熱鬧有

距離的日子，也是另一

種 一樣的回憶。 

 

 

我想要改變的一件事 

404 張佳蓁  指導教師：蘇孟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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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不

西

不

為

不 不

和

 



搬家 

404 吳紹瑀  指導教師：蘇孟萱 

 

假

不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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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 媽

和

一

和

得 不

不

和



我們這一班 

404 林瑀柔 指導教師：蘇孟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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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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