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5 月號】 

校長的話         賀宏偉 

親愛的家長、老師及小朋友們大家好： 
    有句話說：「世界上的一切光榮和驕
傲，都來自母親，媽媽在那兒，那兒就是
最快樂的地方。｣時序進入桐花處處飄香的
五月，為感念母親的辛勞與偉大，福龜團
隊特別規劃了「溫馨五月天、我愛您媽咪｣
感恩展演活動；讓辛苦的媽咪們能放鬆一
日來欣賞您的寶貝的學習成果、精彩展演
及體驗親子科學闖關共學的樂趣，期待您
的大駕光臨喔！  

前教育部長鄭瑞城教授曾指出：「如果
下一代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體魄以及終
身學習的能力，我覺得應該是最重要的基
本能力。尤其是「學習的能量」，就是他不
一定知道知識是什麼，但他有那個動機跟
能量去追求知識」。1983 年美國哈佛大學教
授加德納(Howard Gardner)提出多元智能
理論，強調每個人的智能是多元的，並有
自己獨特的智能組合，所以天生我才必有
用，每個人必有其傑出的智能優勢。 

教育乃是求其真、不求其相似，教育
就是要輔導學生適性發展自我，讓孩子充
分激發多元潛能，「對學習能充滿熱情、對
自我能自信負責、對生活能正向樂觀、對
人生能懷抱夢想」，以能力為飛翔的雙翅，
向世界舞台展現個人獨特耀眼的光采。世
界麵包冠軍達人吳寶春師傅曾說：「冠軍只
是當下，學習才是永遠，不斷學習才會不
斷成長，才會有不凡的能力」，只有國中學
歷的寶春師傅，站在世界舞台上發光發
熱，用精湛的烘焙能力向世人証明一切。 

本校積極推動特色學校計畫、創客小
達人、福龜愛閱讀、優人太鼓社團、烏克
麗麗音樂社、魔幻奇鈴社團、神奇多元藝
術學習等多元化社團、著重的就是在啟發
孩子的多元智能，讓福龜小天使從興趣中
蓄積動能、在熱情中開展能力，從學習中
發揮自己的優勢能力，找到學習的樂趣動
機，提昇其自我價值感與自信心；未來福
龜團隊將持續規劃一系列精彩的學習活
動，請各位家長小朋友千萬不要錯過喔！ 
 
 
 
 
 
 
 
 
 
 

 

 

教導處專欄    -

105.02.15-105.06.30 福龜國小開辦免費

課後安親班 

105.02.22 福龜國小元宵節猜燈謎活動 

105.03.11 植樹節栽種咖啡活動 

105.03.09 週三課後安親班縫製小書活動 

105.03.16 週三課後安親班竹藝教學 

105.04.01 四健會課程~草莓果醬製作 

105.04.19 創意代間教育活動 

105.04.22 世界書香日活動 (潘樵老師細

說國姓采風、3D 立體書介紹) 

105.04 22 山野教育台灣野螢探索活動 

105.04.26 四健會課程~冰糖草莓製作 

 

 

總務處專欄    -  

▓104 年度執行強化校園安全防護工作計 

畫-改善校園監視系統:98,150 元。 
▓105 年度充實特色生態課程教學設備-望

遠鏡等:98,500 元。 

▓教育部 105 年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特色

學校計畫-佳作。 

▓校園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計

畫:17,458 元。 

▓辦公室隔板改善工程。(圖 1) 

▓國姓鄉農會105年四健作業組~農之傳人

-莓栽福龜:23,000 元。(圖 2) 

▓104 年度教育優先區發展學校特色-甲

等。 

▓105 年度改善午餐廚房設備:95,000 元。

(圖 3) 

▓高架草莓園區改善工程。 

▓105 年度充實教學設備-單槍投影機

等:99,500 元。 

▓105 年度改善教學環境設備工程-燈具改

善計畫:60,000 元。 

▓105 年度林賴足教育基金會補助發展學

校特色-木頭爵士:20,000 元。(圖 4) 

▓105 年度教育優先區發展學校特

色:72,822 元。 

▓感謝向陽咖啡致贈手沖咖啡組設備。 

▓感謝台中寶覺寺是致贈愛心物資 30 箱。 

▓感謝敏通企業楊總經理致贈山野教育經

費 20,0000 元整。 

 

 

 

 

 

 

 

 

榮譽榜 

個人獎項 

▓105 年華光盃民俗體育競賽 
扯鈴比賽 
邱品宸 小男乙組 特優 
曾柏凱 小男乙組 優等 
黃羽晨 小女乙組 甲等 

▓黃郁軒 105 年度兒童文學創作專輯-本
土語詩歌作入選 

▓劉芊妤 105 年度兒童文學創作專輯-本
土語詩歌作入選 

▓第15屆總統盃兒童一級D組拉丁舞第四
名   劉芊妤 

▓105 年度幼兒園幼兒說故事比賽 優選  
陳沛琳 

 
團體獎項 

▓104 年教育優先區發展學校特色 甲等 
▓105 年我愛閱讀丁組「愛閱讀」第二名 
  「愛寫作」第二名、「愛活動」第三名。 
▓105 年華光盃民俗體育競賽教師組團體

賽 特優 
▓105 學年度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特色學
校 佳作 

 
 

 春天，春天，你在哪裡? 

 原來你在稀哩稀哩的春雨裡， 

 原來你在嘩啦嘩啦的小溪裡， 

 原來你在紅紅的小花裡， 

 春天，春天，你真頑皮! 

 

 

 
在家裡 

可以和媽媽一起玩一、二、三木頭人， 

可以和爸爸玩泥巴， 

可以和奶奶一起釣魚， 

可以和姐姐一起騎腳踏車， 

讓我覺得很有趣。 

我想大聲說:「有家真好!」 

 

 

 
 

我最喜歡的人，她的名字叫做鍾翠

霞，她是我的媽媽，她長得有一點胖胖的，

也有點高，她有戴眼鏡，頭髮長長的。 

我的媽媽喜歡出去玩，也愛看蘋果日

報，我的媽媽最愛跟我說：「我愛你。」 

她有一次不小心滑到，然後腳撞到石

頭結果就流血了，我很擔心媽媽，還好當

時媽媽的同事用 ok 蹦幫媽媽處理傷口。 

媽媽是我最喜歡的人， 

我希望她工作順利， 

天天快樂。   



105 年 4 月 1 日 星期五 天氣晴 

今天柯主任教我們大家做草莓果醬，

遠遠的我就聞到好香的味道，原來是草莓

的香味，我好想吃喔！還好我有答對柯主

任的問題，這樣才有辦法吃到好吃的草莓

吐司，在我吃完一片草莓吐司之後，柯主

任又說：「還想再吃的小朋友，可以再來排

隊拿草莓吐司喔！」我心想：這真是天助

我也！於是我又去拿了一片吐司，這次柯

主任幫我塗了好多果醬，所以我吃得津津

有味，一下子就吃完

了，這個活動真是太有

趣了，我希望下次可以

再辦一次。 

 

 

我的朋友叫戴恩彩，她長得美美的，

眼睛小小的，她還有一頭長長的頭髮和一

個可愛的嘴巴。 

我的朋友個性溫柔又體貼，她的優點

是畫畫，值得我學習。我們共同的興趣是

玩跳繩和畫畫，我也在她身上學到了要誠

實，還有生活要快快樂樂的，並且要聽父

母的話，幫忙做家事。 

我們共同度過的許多美好的回憶，我

希望跟我的好朋友永不分

離，一起快樂的生活。 

 

 

 

我的好朋友叫賴賀啟，他長得有一點

矮，有時他會幫別人取綽號，他取的綽號

常常讓我笑到肚子痛，我懷疑他腦子裡住

一個忍者，因為他的怪主意特別多。 

他跑得非常快，可惜還慢我一點點。我

每次跟他玩鬼抓人的進化版遊戲都很開

心，他也很喜歡看書，這點

我應該多跟他學習。 

我希望永遠都跟他在一

起。 

 

 

 

 

 

 

 

 

 

 

 

  鉛筆是藍色的 

  火是紅色的 

  紙是白色的 

  香蕉是黃色的 

  樹枝是咖啡色的 

  電腦是黑色的 

  字典是水藍色的 

  課本是橘色的 

  白板是白色的 

  黑板是綠色的 

  葉子是綠色的 

  整個世界都是彩色的 

 

 

 

話說主角愛德蒙遭到壞人的陷害，在

結婚當天被警察被關到一座海上的監獄-

狄福堡，過著與世隔絕的囚犯生活。後來，

他遇到了一位長老，因為挖地道而相識，

也一起計劃逃亡。但不幸地，不久後長老

生病過世，愛德蒙卻急中生智，裝成屍體

逃出監獄…（至此由教師口述故事） 

愛德蒙一直找，找了三天三夜才找到

寶藏，之後愛德蒙找了很多的木頭和布做

成了船。他划到了一個地方，他聽到有人

在森林中唱歌，看到有很多的人，中間還

有一個鍋子，旁邊有一個人。愛德蒙心想

可能是要舉行什麼祭典，愛德蒙很害怕，

跑到船那裡。那些人在走的時候看到了一

艘船，想說是別人的，他們一直站在那裡

看到愛德蒙就把他抓走。愛德蒙拿出藏在

身上的陶瓷碎片把繩子切斷逃出來。 

愛德蒙回去之後，看到他的未婚妻已經

和告密的人結婚了，後來愛德蒙用寶藏來

賄賂警察，把告密的人抓走。他把剩下的

錢用在婚禮上和請保全來保

護他們，之後他找回他的工

作，於是愛德蒙和他的妻子每

天都過著開開心心的生活。 

 

 

 

 

 

 

 

   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畢業旅行，一

大早就到學校打掃，接下來就等待著出發

的時刻。 

     一上車，就先了解緊急逃生出口，

大家專心的看著影片，不知不覺地就到了

第一站，「永和圖書館」，下車之後，李阿

姨和一個外國人熱情的迎接我們，李阿姨

送我們很漂亮的書套和一個可愛的貓頭鷹

吊飾，而且，全部都是純手工製作的喔！

還有永和最著名的永和豆漿的燒餅，超好

吃的，希望下次可以換他們來我們福龜玩。 

    下一站是蘭陽博物館，在路上，我們

經過了台灣最長的隧道－雪山隧道。沒多

久到了蘭陽博物館了，蘭陽博物館跟一般

的博物館不一樣，因為它是斜的！！進去

裡面之後，看外面的湖竟然也是斜的！太

神奇了，我還發現，裡面有好多古代的人

使用的東西，跟現代差好多。拍完照之後，

我們前往下站－五峰旗瀑布，那裡風景優

美，瀑布從高聳的峭壁上流下來，又涼又

舒服，還有小蝌蚪，更有平常看不到的小

鳥在捕魚呢！在離開之前，嚮導姊姊還請

我們吃冰淇淋喔！下一站是玉兔鉛筆學

校，一下車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但是很

好玩，我們還做鉛筆當紀念，也認識了很

多以前的鉛筆。回到飯店後，竟然有著歡

迎我們的電視螢幕，超感動的，進到房間

裡就有五星級的感覺，也去了羅東夜市吃

晚餐，就這樣結束了一天的行程。第二天

一早起床，東西準備好，就下去吃早餐，

早餐樣式很多，我們吃得很飽，出外旅遊

不忘了給家人買名產，所以我們到了宜蘭

餅發明館買了很多 0.1 公分的牛舌餅，也

拍了許多照片，這樣畢業典禮的時候就不

怕沒照片了。梅花湖是個很漂亮的地方，

我們騎腳踏車環湖，雖然發生了一點小插

曲，但是大家還是很開心。 

  我覺得一輩子一次的國小畢業旅行很

好玩，希望下次國中的畢旅可以玩更多天。 

 

 

 

 

105.03.09 課後安親縫製小書 105.03.11 咖啡草莓苗栽種 105.04.10 草莓果醬製作 105.02.22 元宵節猜燈謎 



 

      
 

 
 
 

親愛的家長、老師及小朋友們大家好： 

    「今年夏天是個充滿希望的季節，我們就要說再見，

抹去彼此流下的淚水，重新展開笑顏，各自踏上錦繡的明

天。」在今年夏天這首充滿祝福的驪歌聲中，福龜大家庭

歡送了善解人意、充滿創意、執著認真的善堡、曜聰、柏

凱、家妏、品宸、羽晨、芊羽及郁軒等八位畢業生，在此

要特別感謝導師王惠貞老師與福龜國小全體老師對學生

的辛勤教誨及付出，讓福龜國小的小朋友們都擁有讓人稱

羨讚賞的語文、美學、音樂及創造等卓越的關鍵能力。 

    校長除了心中滿滿的祝福外，在此也 

要贈送畢業生一道學習的平安符「永保恩康」，就是「永

遠要努力學習來豐富您的人生視野、以善良純潔的心靈成

有道德的公民、凡事用感恩的正向想法來欣賞生命的每個

際遇、及用滿滿健康來彩繪出您的璀璨人生。」   

               校長  賀宏偉 敬上  

                       105.06.16 

 
 
 
 

 
 王惠貞老師：畢業是一個新的旅程開始，也許更崎嶇、更辛苦，希望你們皆能排除萬難，努力向前邁進，做一個有責任感的人。畢業前夕，祝福你們八個好朋友，友誼長存，歷久彌新！  羅浩賓主任：六甲的大孩子們，希望你們能夠記得人生最大的光榮，不在於永不失敗，而在於能屢仆屢起。  柯金助主任：看著你(妳)們入學，又看著你（妳）們畢業，心中真的很不捨，但不捨也是需放手，因為我能看到你（妳）們每個人的天空都是青藍藍的！我也相信大家都能闖出一片天，成為國家的棟樑。 加油!  許俊義老師：永遠以樂觀的心情與無窮的創意，去面對各項的挑戰，一定能獲得成功。  林士旭老師：你們是老師當班級導師所帶的最後一個班級（之後開始當科任老師），老師很珍惜這樣的緣分，看著你們一年一年的成長與進步，如今就要畢業了，心裡很捨不得，但還是要祝大家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都能擁有美好的生活！  蔡碧月老師：在老師心中，你們是一群懂事、有禮貌，又做事認真的孩子。繼續保持你們的優勢，在未來的學習中必能更加精進。  林穗伶老師：孩子們，畢業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學習階段的開始,更代表你們向未來人生的目標和夢想邁進了一步。  再一次的恭喜你們,並祝福你們在往後人生的 每個階段鵬程萬里 一帆風順。  曾朝民老師：你們這班老師雖沒教過，但老師好喜歡你們和樂的班風，畢業後大家一輩子都要成為好朋友喔！   蔡美玲護士阿姨：~恭喜你們學業有成~勇敢邁向人生的一大步，努力就會有收穫．未來將掌握在你手中， ~祝福學習順利～～身心永遠健康～～ ~^.^  黃毓華老師：親愛的六甲小朋友，恭喜你們畢業了，祝福你們踏向另一個學習旅程，能找到自己的興趣，發現自己的價值，然後，就像你們的學長姊一般，在每個需要你們的角落，發光發熱。  Teacher Brenda ：Dear all, all good things must come to an end. Graduation isn't an end but a new beginning. Keep learning English. Don't give it up. You are always my sweet students. Wish you all the best.        

                                                 

會長的話： 

一段路程已經完成了，現在你邁入另一個

人生路程，要堅定自己，勇往向前，展現自己

人生的光輝。 

             家長會長   傅志安 敬上  
敬上  

校長的話 

師長的祝福 畢業感言 

       劉 家 妏 

       楊 善 堡 

       賴 芊 羽 

       鍾 曜 聰 

      邱 品 宸 

       黃 羽 晨 

       曾 柏 凱 

       黃 郁 軒 



 
 

 

 

 

 

 

 

 

 

 

 

 

 

 

 

 

 

 

 

 

 

 

 

 

 

 

 

 

 

 

 

 

 

 

 

 

 

 

 

 

 

 

 

 

 

 

 

 

          

 

 

 

 

 

 

 

 

 

 

 

 

 

 

 

 

 

 

 

 

 

 

 

 

 

 

 

 

 

 

 

 

 

 

 

 
 

 
 

 

 
 

畢業有感   楊善堡 

六月我們準備跟母校學弟學妹及相處六年的老師說

再見，還記得我在幼稚園跟同學打架、玩樂、聊天，好多

朋友轉學到別的國小，我跟留下來的其他同學升到一年

級，回憶起這六年的歡樂一直在我腦海裡徘徊。 

希望畢業後大家能對這個社會有所貢獻，也希望我們

畢業後還能夠聚在一起聊天、玩樂，看看大家變老的樣子。 

我們要大膽跨出童年的門檻，然後踏上自己的小路，

像蒲公英一樣迎向嶄新的未來，以後，無論人生邁向哪個

階段，只要能摒除好高騖遠的心態，相信我們的未來成就

非凡。 

 

畢業有感    劉家妏 
又到了鳳凰花開的日子，我們即將各奔前

程，也準備要跟相處六年的母校道別。 
走在校園中，望著校園裡的老榕樹，回想

起過去六年的回憶，才發現在母校六年裡的點點
滴滴是多麼的美好，每一個人都有一條自己的小
路在延伸著，一直伸向遠方的高山、草原、森林，
而每一個路口也都有師長和友誼等待著，在太陽
升起之時，我們將跨出童年的門檻，踏上自己未
來之路，走向遙遠的遠方。 

期望以後大家可以盡自己的本分，成為偉
大的人物，做出對社會、人群有極大貢獻的事
情，也希望在未來的每一年大家都可以相聚，回
憶童年的共同往事，聊著未來的夢想。 

今天，我們即將踏上人生另一個旅程，在
分別的這一刻，願在校學弟學妹能記取老師們的
諄諄教誨；而同窗六年的同學，這些年，我們朝
夕與共，晨昏歡笑，今日心中雖有千萬個不捨，
但還是要說聲「珍重－再見」。 

畢業有感       賴芊羽 
又是鳳凰花開的日子， 就要和相處六年的同班同

學道別了。 

回憶起過往的點點滴滴，這些日子，我們朝夕與

共，晨昏歡笑，一起玩、一起被罰…… 今日過後，我們

都將走向屬於自己的小路，各奔前程。 

感謝校長、主任及老師教導我們，也感謝一到六年

級曾經教導過我們的老師，開啟我們的智慧，希望能不

辜負您的所望，也希望我們未來能有很大的成就。 

即使過了十年、二十年，我們也要像現在一樣，友

誼長長久久，這是人生最美的一頁，同學更是人生中最

好的朋友。陪伴我們六年的母校，創客館的語文訓練、

視聽教室的才藝表演、圖書館的身影、操場上的奔馳，

這一切的一切，我將永生難忘。 

今日畢業，老師的諄諄教誨，我將難以忘懷，雖然心中

有千萬個不捨，但還是要輕輕道聲再見，也祝大家，一

路順風。 

畢業有感    黃郁軒 
在寧靜的六月，是我們向母校道聲再見的

時刻，在母校的這些年裡，我們在學校的歡樂
時光，是我們畢業班的共同回憶。 

如今，我們要踏上屬於自己的小路，老師
們就像路燈一樣，照耀著我們，照耀著我們的
未來，我們將脫離童年的蛹，變成一隻隻美麗
的蝴蝶，飛向自己新的人生。 

我期許大家，將來個個都是豐功偉業的名
人，不論是當明星、政治人物，還是成為博士、
教授，我希望有一天我們八個好朋友能夠聚在
一起，談談自己的童年時光，以及那些我們擁
有的共同回憶。 

現在，快到了單飛的時候，我們要試著出
去外面闖蕩，嘗嘗自由的滋味，放膽做自己，
在一○五年六月十六日，這重要的一天，我們
唱著「一起老去」這首歌，向學校，和各位老
師、學弟、學妹道別，在此輕聲的說聲：「珍重
－再見」。 

此時此地，我身在校園，雖然還沒有畢業，
但我的心，老早就慢慢的計畫著，慢慢地邁向
我的國中生涯，相信未來一定是一部不平凡的
電影，精彩刺激。 



 

 

 

 

 

 

 

 

 

 

 

 

 

 

 

 

 

 

 

 

 

 

 

 

 

 

 

 

 

 

 

 

 

 

 

 

 

 

 

 

 

 

 

 

 

 

 

 

 

 

 

 

 

 

 

 

 

 

 

 

 

 

 

 

 

 

 

 

 

 

 

 

 

 

 

 

 

 

 

 

 

 

 

 

 

 

 

 

 

 

 

 

 

 

 

 

 

 

 

 

 

 

 

 

 

 

 

 

 

 

 

 

 

 

 

 

 

 

 

 

 

 

 

 

 

 

畢業有感        邱品宸 
又是鳳凰花開的日子，以為畢業愁緒可不上心頭，

可是要畢業日子越來越近了，我的心就越煩亂。 

今天我們終於要邁向自己人生的另一個階段，未來

也許會有一些坑坑洞洞，但不管遇到了什麼樣的挫折，

我們也要勇敢的向前邁進。不論我們的人生的是要往哪

個地方，都不能輕易的放棄，只要肯努力，就可以為自

己造就精彩又美好的人生。 

能在福龜國小成長和學習，都是我們大家的福氣，

所以我們應該要珍惜這份難得的福氣，雖然我們就要離

開了，但是我們不會忘記在校的每一分每一秒，期望畢

業是另一個好開始。 
 

畢業有感       黃羽晨 
    六月又是鳳凰花開的日子，也是即將離

開母校的日子，我要向師長與同學道別。我

們就要踏上屬於自己的小路，每一個路口都

有希望和友誼等待著，我們即將跨出一大步

邁向人生另一個旅程，勇敢向前行。 

    跨出童年的門檻之前，我要先謝謝在這

六年來，當我遇到挫折幫助我的師長，還有

教過我的老師們，感謝老師像一盞燈一樣照

耀著我們，不辭辛勞地教導我們，更謝謝導

師王老師在這兩年的叮嚀與祝福。 
    最後，希望班上的同學在未來的路上，

都能發光發亮。再次回顧校園的點點滴滴，

遠眺九九峰，創客館的語文訓練、社團活動

的烏克麗麗、扯鈴，圖書館看書身影，操場

上的奔馳，往後的日子再也沒有和你們在一

起嬉戲、玩鬧的身影，最後讓我們輕輕道聲

再見，我的同班同學們。 

畢業有感           曾柏凱 
    又是鳳凰花開的季節，看到鳳凰花開就會想到畢
業，一想到畢業，就會想到要告別母校和同窗六年的同
學了。 
    今天，我們大膽地跨出童年的門檻，踏上自己的小
路，校長、主任和老師都像太陽一樣，呵護、照耀著我
們，從我們小時候，照顧我們，一直到畢業，師長們就
像園丁，我們就像小種子，園丁天天澆水、施肥，最後，
種子終於長成高聳壯麗的大樹。 
    我期許大家將來都是有才華的人，不論是歌星、舞
蹈家、魔術師……等，什麼都好，希望將來有一天，我
們八個好友，能夠再聚在一起，一同回憶我們的童年時
光，翻開人生中最美的一頁。 
    現在，我們即將在畢業的那天展翅高飛，六月十六
日那天，讓我回想起我們人生春天的原野、夏天的雷雨，
以及人生中無比瑰麗的風景線。離別在即，滿心的感傷
和不捨之情，在心中裊裊升起，像一朵朵雲般，每一朵
雲都有說不完的感恩和不捨，就讓我們闔上童年的書
本，打開屬於我們的新書。 

畢業有感       鍾曜聰 
六年級了我們就快要畢業了，即將離開

讀了六年的母校了。 

回憶六年，在學校跟大家玩遊戲、一起

聊天，也得到很多的知識，這些是我莫大的福

氣。 

每天早上跟老師們問好，我的心裡總是

很開心，早上在音樂教室晨讀，星期三還有語

文訓練，提升我們的語文能力。 

我想感謝老師們的教導，尤其是王老師

在最後的兩年細心教導我們，開啟我們的智

慧，還與我們甘苦與共。 

雖然要畢業了，可是我們還是福龜國小

的一份子，我一定會記得在學校六年的日子和

半圓形廣場、視聽教室及圖書館這些地方留下

的美好回憶，之後我就要讀國中了，要更上一

層樓，在國中好好用功讀書。 



媽媽的愛 

藏在一顆顆香香的檸檬裡， 

藏在一次次有趣的旅行裡， 

媽媽，謝謝您！ 

 

媽媽的愛 

藏在媽媽的懷抱裡， 

藏在媽媽對我的指導裡， 

媽媽，謝謝您！ 
 

105 年 6月 3 日   星期五   

今天早上我們學校舉辦認識綠斑鳳蝶的活動，讓我

們認識可愛的綠斑鳳蝶，曾老師告訴我們綠斑鳳蝶有四

大絕招可以預防小鳥、寄生蜂和螞蟻吃牠，這四大招

是，第一、扮成鳥大便，讓鳥不想吃牠，第二、牠頭部

有六根刺刺的，小鳥一看，怕吃了會被刺到，就不敢吃

牠，第三、保護色，綠斑鳳蝶四齡的幼蟲是綠色的，可

以爬到樹葉上，這樣小鳥們就看不到牠囉！第四、牠的

頭部和卡通神奇寶貝裡的怪物一樣有臭角，還會發出臭

臭的味道，小鳥聞到這噁心的味道，就不敢吃牠了，聽

完曾老師的介紹，我覺得綠斑鳳蝶是很厲害的蝶類，希

望每一隻綠斑鳳蝶的幼蟲都能順利的變成美麗的成蟲。 

 

        

 

   我有許多的玩具，其中我最喜歡的玩具是 bus 積木

遙控戰鬥機，這架戰機是媽媽買給我的。我的這個玩具

是塑膠做的，它的顏色是灰色的，它的身上有許多飛彈

喔！ 

    我的玩具可以讓我在傷心的時候安慰我，而且他有

許多種玩法，它可以變成車子，若是遇到敵人來襲時他

會變成機器人發射飛彈攻擊，再來，它的刺尾可以把敵

人打翻，到了這個階段它就會使出大絕招把敵人砍爆。 

    我的玩具帶給我快樂及幸福的感覺。 

 

 

 

 

 

    每當家人帶我去理髮時，我會覺得很不開心，因為

我留長髮沒辦法剪造型，只能打薄或剪短，所以我只會

修掉分叉的髮尾，我實在捨不得剪掉一頭烏溜溜的長

髮。 

    進到理髮廳，無奈的我只能呆呆的坐在

椅子上，理髮阿姨先幫我洗髮，這時我會聞

到一股又濃又香的的洗髮精味道，阿姨會再

幫我吹頭髮，突然間我的頭髮變得輕飄飄

的，不一會兒，阿姨已經幫我剪好很美的髮

型。 

    終於可以回家了，我高興得又叫又跳。 

 

 

我最喜歡的人是「黃柏維」，他讀福龜國小三年級，

他長的高高胖胖的，他長得很像超級賽亞人，他喜歡騎

腳踏車來找我一起去打籃球，他最愛說的是「球瓶」。 

有一次，他和我一起去打籃球的時候，他投了一顆

三分球，結果球投到水溝裡，球隨著水流漂走，我們拿

著網子一起追籃球，我們一起撈，撈了很久，最後終於

撈到了。撈到球後，我們又一起打籃球，真是有趣又好

笑的回憶。 

黃柏維是我最喜歡的朋友，我喜歡和他一起開心地

去打籃球，我希望他可以天天健康、快樂。 

 

                             

 
他們三個突然被一隻巨鳥抓到海邊，這裡有五千年

前就已經滅絕的動物，最可怕的暴龍也有。原來暴龍是

被一個巫婆救活的，這巫婆雖然死了，但有寫一本日

記，這日記裡有教如何把暴龍殺掉。 

他們三個看了日記的最後一頁，上面有教如何做

「傳送門」，他們三個知道有辦法可以回去時，突然有

一個人叫他們，他們一看竟然是十年前失蹤的麥斯。他

們看見麥斯背著一個箱子，原來麥斯原本想自己去海邊

想辦法把木頭中間挖掉，工具卻忘了拿，想回去拿剛好

在半路看見他們。 

隔天大家合力的把女巫教的「傳送門」做

出來，做出來後，大家一走進門裡，時間就回

到剛進去的山洞門口，麥斯一家人終於再次團

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