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斷重複提醒：由於此階段孩子思考能力的限制，意志
不堅定，也缺乏自制力，經常受到環境改變的影響，因此需
要父母在不同的場景中，持續提醒好的行為，才能逐步產生

五年級

「學習遷移」的效果。
自律階段的孩子，對於道德規範已開始有認知上估算與
修正的能力，也會選擇性地接受環境對他們的要求。因此，
教育自律期的孩子則可著重自治，鼓勵運用逐漸發展出來的
道德推理能力，去探討行為是否恰當。給父母的建議：
一、討論價值觀念：有別於在無律階段的「不知而行」，在
此階段的孩子已逐漸發展出抽象的思考能力，可以對道德行
為進行思辨討論。因此父母可以嘗試與孩子就生活中發生的
事件進行對話。
二、提供選擇決定：此階段孩子的道德行為已非全由父母告
知而行，因此父母可與孩子討論各種不同的可能，協助選擇
做出決定。在探索的過程或錯誤的嘗試中，逐步培養孩子反
省檢討的能力與負責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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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教育篇／不同年齡的孩子，該如何教？
校長 鄭陳宏
摘自 2013-05 天下雜誌 親子教育出版
教育心理學家皮亞傑(Piaget）的道德發展論將兒童的
道德判斷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無律階段(約五歲以前）：行
為只是感官動作的自然反應或反射，而沒有道德意識；第二
是他律階段(約五∼十歲）：多以做了一件事或行為的具體後
果來判斷或決定行為的是非善惡，此時會片面尊重成人的權
威；第三為自律階段(約十歲以後）：多以行為的動機為善惡
判斷的根據，逐步邁向成熟。父母在了解了孩子的道德認知
概念發展階段後，就可以針對不同階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期
許與教育方式。
無律階段的學齡前孩子，在道德判斷上常容易受到情緒
上或周遭人的影響，也不具備思辨的能力。只要是自己覺得
有興趣的，或成人認為是好的，就認為是好的。一般而言，
教育無律期孩子的道德價值觀，需要多一些的引導與約束。
給父母的建議：
一、明確告知期望：在此階段的孩子因為不具備辨別對、錯

三、尋找生活典範：在此階段的孩子，情感上已開始漸漸獨
立，欲脫離原來對父母的倚賴，但生活裡他所認同的人依然
對孩子有重大的影響。因此父母可以協助孩子尋找生活裡的
典範。
上述這些建議雖是就認知發展階段而提出，但也不必然
有絕對的分野。主要是因為孩子本身發展的遲速有個別差
異，而後天和環境互動的經驗也有不同。最後要提醒所有父
母的是，道德價值常是在父母子女的交互作用中，透過微妙
的方式默默傳遞，如何有效讓價值內化，父母本身對此類價
值的體悟常是關鍵。

的能力，父母要明確清楚的告訴孩子在某一環境裡適當的行
為是什麼，並要求孩子表現出來。
二、父母以身作則：在孩子沒有自主判斷的能力下，最易受
生活在一起的父母影響。因此父母應將希望孩子養成的品
格，在生活裡示範給他看。
三、避免負面影響：因為孩子無法辨別在生活中哪些是父母
想要他們學習的，哪些不是，所以往往對父母的行為照單全
收。因此父母要特別留意日常非語言行為，是否有和對孩子
的期望相牴觸者。
四、鼓勵行動實踐：一般對有品德的人的認定，是著眼在其
道德行為而非道德知識。所以還是要在可塑性高的此階段，
指引孩子在適當的時間、地方，做適當的事情。
他律階段的孩子在道德行為的決定上，往往受到行為之
後的結果支配。同儕的關係已開始增加，與他人密切互動。
而在教育他律期孩子的道德價值觀時，可善用獎勵懲罰、提
示因果關係及透過同儕互動，來塑造合宜的行為。給父母的
建議：
一、體驗因果關係：因為孩子的行為常受到行為結果的影
響，所以父母可善用「行為改變技術」中的不同策略，將「鼓
勵」、「獎賞」與希望塑造的行為做緊密聯結；「處罰」、「隔
離」等與不當的行為做緊密的聯結，帶領孩子逐步行動出合
乎品德的行為。
二、激發同儕影響：同儕往往生活在一起，其影響不容小覷。
建議父母在適當的時候邀請孩子的朋友到家裡來，在同儕互
動中帶入適當的品格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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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秋夜

五年一班

談努力

林宥均

夜色降臨，我和家人一同到公園步道散步。原以為是平

五年二班

許愷恩

安徒生先生說過：「一個人必須經過一番刻苦奮鬥，才

日散步後滿頭大汗的夏夜，不料迎面吹來陣陣涼風，吹走了
夏日燠熱的暑氣，也輕輕的告訴我，秋天的來到。
抬起頭，我看見了天空掛著又圓又大的月，在夜空中散
發著柔和的光，一閃一閃的星光也透著微弱光芒。我和家人
靜靜走在公園裡，徐徐的風吹拂著，輕輕的吹走一整日的疲
憊；而柔和的月光和閃爍的點點星光，在高高的夜空上無聲
的陪伴，好像在傾聽著我的煩惱。這樣的秋夜，好美！
漫步在步道上，我聽見了夜晚的蟲鳴聲，伴隨著秋風，
一陣一陣忽遠忽近的傳送著。於是，公園裡人們開心的談
天，孩童遊戲的銀鈴般笑聲，與草叢中的陣陣蟲鳴聲，彷彿
進行著一場大自然的演奏會，輕輕柔柔的演奏著一首又一首
動聽秋夜曲目。秋天的夜，好熱鬧！
我愛秋夜，愛他帶來的涼意和美麗夜色。走向秋夜的夜

會有所成就。」這一句話告訴我們，成功的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靠著不斷的努力與付出，才能有今日的成就。
談到「努力」，就會想到舉重女神——郭婞淳。她從小
家境貧寒，由奶奶一手帶大。有一次，在受訓時壓傷了大腿
百分之七十的肌肉，一度讓她茫然自己的運動員生涯。但皇
天不負苦心人，老天爺看見了她的努力，她不斷的訓練自
己、鍛鍊自己，才能夠有連續奪得數面金牌的好成績。她努
力不懈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說到「努力」，我的腦中還浮現了一個名字，那就是發
明大王——愛迪生。他一生中發明了無數為我們生活帶來便
利的物品，例如：電風扇、電燈等……。而他最偉大也最廣
為人知的發明是「燈泡」。一顆小小的燈泡，注入了愛迪生
多年以來努力的心血。他跟夥伴們嘗試了上百種，甚至上千

空，徜徉在秋夜裡，你也會和我一樣，消去一天的疲憊，忘
記整日的煩惱和愛上秋夜。

種的材料，才完成了這顆小小的燈泡。所以我們要像愛迪生
一樣，努力不懈、堅持到底，才能有成就，即使目標只是一
顆小小的燈泡也一樣。
總結來說，每個人若都能付出努力，而且不半途而廢，
不斷的付出與努力，就能撒下成功的種子，讓夢想萌芽。

我愛秋夜

五年一班

鍾秉霖

經過了數十日有如火焰般熾熱的白晝，秋天的夜晚悄悄
來到，在清涼如水、微風輕拂的月光下，我和家人一起在夜
空下漫步。
抬頭望夜空，月亮發出了柔和的光，黑幕似的天空也點
綴著閃閃星光，這樣的美景讓人忘記了白天忙碌的疲勞，也
抺去了心中許多的煩惱。公園散步的人們，步伐悠閒，似乎
也陶醉在這秋夜的美好。
環立公園周圍的大樹，在黑夜中是高大的巨人，長長的
枝椏團團圈住、包圍著公園和散步的人群，應和著人們的談
笑著，還不時搖晃著身軀，發出了沙沙沙的聲音；草叢裡時
而聽見傳來的陣陣蟲鳴，聲音忽遠忽近、若隱若現，伴著公
園中嬉戲追逐的孩童聲，整個公園裡好像正進行著一場獨特
且不同凡響的音樂會。秋天的公園，好熱鬧！
秋夜，它帶來了涼意，帶來了美麗的夜曲，讓人忘記了
白天的煩憂和倦意。走入秋夜，你也會和我一樣情不自禁的
沉醉在秋夜，愛上秋夜。

四季

五年三班

李珮菲

台灣一年有四個季節，分別是春、夏、秋、冬，這四個
季節循環往復、息息相通，綻放自己的色彩。
春姑娘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畫家。她用那纖細的巧手自由
揮動，把大地繪畫的多彩多姿；她也喚醒了冬眠的動物，並
且帶來翠綠的小草和繽紛的花朵。風和雲也經常會來湊熱
鬧，帶來一些徐風和細雨，滋潤大地。
夏哥哥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孩子。他讓大地的色彩變為濃
厚，他非常喜歡炎熱的天氣，也喜歡去海邊踩水、堆沙堡、
去河邊嬉戲和吃一支冰涼可口的冰淇淋.....等。
秋小姐給我們帶來豐收。縷縷清風吹過大地，她讓各個
花果樹木開花結果，人們看到農作物的豐收樂得手足舞蹈，
楓樹看見人們如此開心，也笑得漲紅了臉。
冬先生非常冷漠，他讓野生動物們躲進洞穴，野生小草
和花叢也無法生活，在這個寒冷的大地，冬先生也不忘飄起
冰冷的冬雨，讓大地陷入寧靜與休養。
四個季節有四種不同風貌，每一種都是一種大自然的
美，配合這四季變化，大地周而復始，萬物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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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趣

五年三班

到小琉球去

方奕旻

去年二二八連續假期，我們和阿姨一家人一起去新竹五

看燦爛的陽光照在金黃色的沙灘上
有一匹淺藍色的布在浪濤中翻騰
到小琉球去
穿過熱情打招呼的藍白色浪花
經過艷麗壯闊的翡色海洋
去探索這座神秘島嶼的秘密
去訪可愛的海龜與美麗的珊瑚礁
到小琉球去
那拍打海岸的海浪
那令人目不轉睛的亮麗珊瑚
那成千上萬遊客的嘻笑聲
滿滿的歡笑 滿滿的歡樂
到小琉球去

我覺得輕鬆愉快，真期待下次露營活動的到來。

浪花是海的首飾
小海龜的龜殼是島嶼的胎記
綿延的小山和蒼茫的天空
我愛台灣離島小琉球
這充滿海洋氣息的地方

到花蓮去
五年四班

周恩琳

五年五班

莊乃妍

到小琉球去

峰鄉露營，這是我第四次去露營。
這次的活動我們安排了三天二夜的行程，露營前要先準
備帳篷、睡袋、衣物、烹飪器具和足夠的食材，出發前我們
將行李依序搬上車，接著就出發了！一路上朝著蜿蜒起伏的
山路前進，漸漸的景色由車水馬龍的市區變成雲霧迷濛的山
區。一到達營地首先看到的是一大片櫻花樹林，哇！一整片
粉嫩色彩讓我覺得好夢幻。
接著大家分工合作搭起了帳篷，一下忙充氣，一下打營
釘，「叮叮叮…咚咚咚…」一會兒便完成了，我一下子就鑽
進帳篷裡滾來滾去，開心極了，晚上時大家一起用餐，一起
開心聊天，漸漸著深夜到來，我便沉沉睡去。
清晨時，陽光把我喚醒了，看著壯觀的雲海，呼吸著清
新的空氣，我的心情也跟著愉快的起來了，每次露營總是讓

中秋烤肉趣

五年五班

林泯佑

到花蓮去

今天是農曆八月十五日，也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往
年的中秋節總是張燈結綵，十分的繁華與熱鬧，彷彿過年一
樣,但是今年冷清許多，我想應該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害得
左鄰右舍都沒有勇氣出來烤肉，不過我們還是老樣子回到外
公外婆家烤肉。
往年都是吃一般的月餅，但是今年卻是吃大名鼎鼎的小
潘鳳梨酥，好吃的程度讓我大吃一驚。在中秋節的前一天，
我們已經在外公外婆家烤了兩天的肉。第一天，我們在表哥
家烤肉，準備了醃肉、香腸、小卷、吐司和玉米筍等食物，
在這些食物裡我最喜歡加鹽的烤玉米筍，雖然它本身沒有味
道，但是它吃起來脆脆的，加上了一點鹽完全是絕配呀!
第二天，除了烤肉的基本配備外，我們準備了米腸、雞
腿排和蝦子等食物，其中我最喜歡烤吐司夾雞腿排，因為吐

看蔚藍的大海在艷陽高照下
有成群的海豚自由自在地玩著
到花蓮去
穿過鬼斧神工的隧道
經過溪水清澈的山谷
去探訪原住民的部落
去享用當地的特色美食
到花蓮去
那壯闊的太魯閣峽谷
那一望無際的金針花海
滿滿的稻田
滿滿的收穫
滿滿的笑聲
滿滿的歡樂
到花蓮去

司烤得表面金黃酥脆，再夾上多汁的雞腿排，吃完真讓人吮
指回味啊!而且這個酥脆多汁的雞腿排是跟鎮上有名的炸雞
店訂的，所以格外好吃。
雖然這次中秋節跟往年不一樣，少了點熱鬧的氣氛，但
還是非常好玩，讓人回味無窮。

藍色的大海
神秘的隧道
壯麗的山谷和金針花田
我愛花蓮
這充滿大自然之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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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澎湖去

五年五班

助人快樂多

許容飴

到澎湖去

五年六班

劉珈杕

英國 尼古拉斯．溫頓爵士說：「別以沒有做錯事而自

看碧綠的海水灑在沙灘上
有小巧的珊瑚埋在沙粒裡
到澎湖去
穿過清新遼闊的草原
經過高大雄偉的山岳
去探索神秘未知的山峰
去挖掘奇形怪狀的石頭
到澎湖去
那熱情無比的太陽
那紅色的黃色的綠色的攤位啊
滿滿的人群 滿滿的相機
滿滿的笑聲 滿滿的歡樂
到澎湖去

滿，要為每日行善而準備。」人們也常說「為善最樂」，行
善不僅能幫助人，還可以在付出的過程中，使自己變得更樂
觀，同時也得到滿足感，並且找到內在的平靜，進而學會珍
惜。
升上五年級，我當了健康中心的小護士。每節下課，都
要從四樓到一樓的健康中心去幫忙。起初的前幾天，一到四
樓跑上跑下，讓我感到身心俱疲，回到家也都會跟媽媽抱
怨。但後來發現，每次看到學弟、學妹，擦完藥後向我說：
「謝謝姐姐」笑臉離開的瞬間，我心裡真的很開心，也很有
成就感。「助人為快樂之本」，所以我現在很喜歡當小護士，
一點也不覺得累，反而覺得很開心。
刈包小販廖榮吉二十五年來辛苦賺錢，卻固定在小年夜
辦桌，請無家可歸的街友吃飯，成為街友口中「最溫馨的年

碧綠的海洋
金黃的沙灘
自由的海水和鳥兒
我愛澎湖
這充滿歡樂與愛的地方

夜飯」。廖榮吉先生對街友的關懷不限一年一度的年夜飯，
平時也不定時的發便當、肉粽等食物……，這善行漸漸傳
開，家喻戶曉。他說：讓他欣慰的就是街友們的一句「謝謝」
。
每個人都可以幫助他人，也可以為社會盡一份心力。幫
助別人、給人溫暖，自己也會感到快樂，即使是一件微不足
道的小事，也會令自己感到很愉快。

皮皮蝦給人類的一封信
助人快樂多

五年六班 王崇任

五年七班

彭祐紳

俗話說：「助人為快楽之本。」用一顆熱忱的心來援助
需要幫助的人，最後會回饋到你的熱心；你的努力全部會再

你好！咱是五彩螳螂！俗稱皮皮蝦。今後就稱我為皮皮
蝦吧！我是甲殼類、肉食性動物，是海洋的狠角色！揮拳速
度快到會發光，風馳電掣的一拳可達音速和光速！功力有如

回饋給你，讓你再次幫助他人，形成了善的循環。
熱心助人的我，幫助他人，義不容辭。同學遇到困難，
必當伸出援手、以身相挺。但一人之力，難以造全校之福，
我的志向便是效仿亨利．杜南先生，成立「校園幫手委員會」
並召集同學，一起幫助需要協助的人，讓大家更幸福。
十大傑出青年之一的沈芯菱，從小就靠著自己的資訊技
術和努力，關懷弱勢族群。因不忍鄉里老農辛苦種植的農產
品滯銷，於是架設了「農產網路銷售平台」協助老農促銷農
產品。為了幫助弱勢兒童，她架設了「安安免費教學網站」，
讓這些偏鄉弱勢的兒童在放學後，也有資源學習。而記錄台
灣社會底層人們的「草根台灣臉譜」，讓更多人關注這些弱
勢民眾，也是她膾炙人口的事蹟之一。對沈芯菱而言，幫助
別人這件事，和年齡、種族、性別、身分都沒有關係，只要

一般手槍！
我曾被抓到水族館等待一個主人來領養我，我被放置在
隔離區，主人偶爾會放小動物給我吃，大概是因為我是肉食
性的。後來，科學家開始拿我們來做研究，用我們的揮拳速
度來發電。因此，我也搬家到了實驗室...我思念那蔚藍的
大海，於是我打破了玻璃，進行大逃亡...
我雖逃亡成功了，但是經過此事，想必人類也會加強玻
璃的構造，等於是害了一同進入那實驗室的同類。有時我也
會為此事擔憂，更會夢見他們在責罵。雖然人類是為了大自
然好，但是這樣只不過是在害皮皮蝦絕種，可是又有哪種動
物願意遭受這種坎坷的命運？因為有了罪惡感，我再也沒臉
見皮皮蝦了。
我希望人類了解這點，而且他們必須另找別的方法進行

有心，人人皆能讓世界更美好！
古人常說：「施比受更有福」。就是在告訴我們：當你幫
助他人，自己所獲得的快樂與幸福感是廣大且久遠的……。
所以，我們應時常伸出援手，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環保發電，這樣下去皮皮蝦才不會遭遇這般不幸的命運。所
以若我能為世界完成這個小小心願，或許我會好過些，但我
只是一隻小蝦子，又有什麼希望能完成此事呢？
皮皮蝦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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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灘去

五年七班

海角一樂園讀書心得

范湘妘

到海灘去看陽光燦爛的照射在海面上

黃立愷

這本書在講理查一家流浪到荒島所發生的所有事情。因

海面上浮現出亮眼的藍色
真是美極了！

為一場強烈的暴風雨，大浪不斷拍打在客輪上，砰的一聲，
客輪卡在礁石上，於是理查交代孩子找有用的東西來做了一
艘小船，一家人用那艘小船逃離岌岌可危的客輪。
他們漂流到一個不知名的島嶼，用樂觀的態度，同心協
力解決問題。不知不覺，他們在島上住了十年，把森林開墾
成富庶的家園。後來，他們找到漂流到另一個孤島的珍妮。
又過了一段時間，英國海軍來到這裡，救了他們，他們終於
能回到人類的文明社會之中。
這本書我最喜歡的角色是理查，因為他會用陽光的態度
來面對問題、照顧家人以及領導家人，很值得學習，我覺得
他是一個好榜樣。
孩子們從什麼都不會到可以做生活用品，回到社會後也
可以在自己的領域發光發熱。

到海灘去
看著海浪一波波的打上來
就像大海吐著白色的泡沫
有人在拍照，有人在玩沙
他們感覺都好快樂
到海灘去
沙灘上有很多耀眼的貝殼
沙灘就像是一大箱的寶藏
閃閃發亮的！

如果是我們家遇到船難，我會先觀察情況，確認有沒有
事情，接著，我要先規劃路線，再檢查所有人是不是都在，
並且準備逃生用具，並且照著指示到救生艇那理，先讓爸
爸、媽媽、爺爺、奶奶等長輩先坐上救生艇，然後才是我跟
妹妹。

最後
大家都開心地回家了！

我家的貓

五年八班

五年八班

古致名

寫給手機的一封信

我家一年前在車庫旁發現一隻小貓，牠不害怕人，我們
就把牠留下來養。
過了八個月後，牠懷孕了，某一天牠整天都不見蹤影，
幸好下午四、五點就回來了，但瘦了很多，而且尾巴還濕濕

五年八班

彭皓璟

有一天媽媽送給我一支手機，它的外面是白色的，而裡
面則是如彩色般的顏色。
我還記得一年級的時候，跟家人去遊樂園，意外的跟家

的，應該是剛生完小貓了，大概過了十分鐘，我們就找到小
貓了，兩隻灰色、兩隻黑色。
過了幾天，牠竟然自己把小貓叼出來，一下子又叼到另
一個地方，我們請阿婆幫忙抓出來給我們看看，每一隻都好
可愛。
其中由我負責養的大母貓叫「黑妞」，因為牠是黑色、
母的；小貓裡有一隻叫「黑母」，因為牠也是黑的、母的；
另一隻黑色小貓叫「呆呆」，因為牠的臉看起來很呆；灰色
的一隻叫「背心」，因為毛色分布很像穿背心；另一隻灰色
叫「米苔目」，因為看起來像米苔目一樣好吃。他們的個性
很愛玩，有牠們陪伴日子真是幸福，但令人難過的事是養沒
多久背心和黑母就死了。
自從黑妞來到我家後，爸爸對發票中了一千元，大家都

人走散，我當時驚慌失措，我一邊找東一邊找西，但還是找
不到。當我沮喪的時候，突然，我的腦子靈機一動，想到口
袋裡有一支昂貴的手機，於是我迫不期待的打開手機，打給
家人，告訴我的位置後，家人欣喜若狂趕來接我了，我發自
內心的感謝那支手機。
有一天，我做了一些蠢事，把媽媽搞生氣，像母老虎的
媽媽就火冒三丈的把我手機給沒收了，那時候，我一直哀求
媽媽把手機還給我，但她正在氣頭上，還是裝沒聽到，接著
我去要求媽媽使喚我做家事,當我做家事做到懷疑人生、滿
頭大汗的時候，再去跟媽媽要手機，但，媽媽說無論我做什
麼事情他都不會還我，除非我考前三名。接著的一、兩個月
的時間，我努力考到生涯第一次的前三名，我興奮地趕回家
給媽媽看我的獎狀，媽媽看的目瞪口呆，才心不甘情不願的

很開心：「黑妞好像招財貓，帶來財運。」我們帶著一千元
和黑妞去逛夜市，但黑妞好像不習慣貓箱，一直在箱裡喵喵
叫，好像在說害怕!害怕!我們只好一邊逛一邊安撫牠。等到
吃飽喝足後，我們才打道回府，一回到家黑妞就迫不及待衝
出貓箱跑進自己的窩裡舔身體，不一會兒就捲曲的睡著了。
希望黑妞能一直陪著我長大。

還我手機。
我想要謝謝這支手機，如果沒了它，我就沒有今天，我
會一直珍惜它、愛護它，除了我以外的人，休想動它一根寒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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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秋假期

五年九班

我的防疫好朋友

薛智宸

五年十班

徐郁婷

中秋假期，想必是許多人都熱愛的假期之一吧！不但可

疫情期間，為了減少出門，我們在家線上學習，沒有朋

以和家人團圓，還可以賞月、吃月餅、烤肉、拜拜等，其中
最令人興奮的，當然非烤肉莫屬啦！因此我們家也決定要來
烤肉了！
在中秋節當天，我和媽媽一早到市場買烤肉所需的食
材。到了市場，放眼望去人山人海，人聲鼎沸，每個人臉上
洋溢著幸福的笑容。晚上時刻，我們將採買的全部食材ㄧㄧ
取出，準備開始烤肉。我向媽媽學習如何烤肉，首先先將食
材清洗乾淨。然後用竹叉串起食材，並且放在烤架上；接著
將烤肉醬塗在食材上，待食材烤熟；最後我將烤好的食物，
拿給全家吃，大家都讚不絕口，讓我好有成就感。
在烤肉的過程中，爸爸說了許多有關中秋節的傳說，我
和妹妹聽得津津有味，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嫦娥奔月
的故事。這個故事相傳是后羿射下九個太陽，為百姓造福，

友的陪伴，顯得有幾分寂寞，但也多出了不少時間呢！寫完
作業，我有時和哥哥玩、有時做運動活動筋骨；有時坐在蓬
鬆柔軟的沙發上──看書。
書就像朋友一樣，在疫情期間陪伴我。最近常陪我的，
是赫赫有名的武俠小說，金庸所寫的《射鵰英雄傳》，故事
的主角是郭靖，他從小在蒙古長大，性格溫和老實，被江南
七怪找到傳授武藝，又跟全真教 馬鈺學內功，十八歲時，他
遇到黃蓉，兩人不知不覺成了知交，攜手闖蕩江湖，路途中
拜九指神丐 洪七公為師，到桃花島求親，後來成吉思汗逼死
郭靖的母親，郭靖離開蒙古，參加華山論劍，最後去襄陽協
助抵禦蒙古人的入侵。這本小說的情節描寫得生動有趣，我
的心情常隨著主角喜怒哀樂起伏不定，忍不住一而再、再而
三地翻看。

而王母娘娘賜給他長生不老藥，后羿將此仙藥交給妻子嫦娥
保管。不料后羿的門徒覬覦仙藥，趁后羿出遠門時，逼迫嫦
娥交出仙藥，嫦娥在無奈及情急之下吞服仙藥，便飛向月亮
成仙。后羿回家後心痛不已，於是每年的八月十五日，便擺
設香案，遙寄祭嫦娥。
在中秋節日，可以和家人團聚賞月，也讓我學習到如何
烤肉，期待下次能烤更多的美味食物，可以讓全家人大塊朵
頤一番；中秋節也有許多膾炙人口的故事，令人回味無窮，
所以我非常喜歡中秋節。

還有一套我非常喜歡的書，就是 J·K·羅琳所創作的《哈
利波特》系列，主角哈利波特從小父母雙亡，只能跟著阿姨、
姨丈生活，在他十一歲生日時，收到一封從霍爾華茲──一
所魔法學校寄來的入學信。哈利進入霍爾華茲後，分類帽分
到葛萊芬多學院，認識榮恩和妙麗兩個好朋友，一起經過重
重考驗，四年級時，哈利贏了火盃的考驗，但史上最強的黑
巫師、同時也是殺死哈利父母的佛地魔也復活了。在哈利七
年級時，與佛地魔正面對決，佛地魔的索命咒竟跟多年前一
樣反彈打中自己，就此身亡。當我在閱讀這些文字時，彷彿
置身於在魔法世界裡，和主角一起參與刺激的冒險之旅，心
裡七上八下的。
看書不但可以打發時間，還可以從書中學到許多絕妙的
知識。勵志的故事可以啟發小孩心中夢想、冒險的故事可以
滿足我們的想像。疫情期間，希望大家盡量待在家，與書為
伴，生活更充實。

我最喜歡做的事

五年九班

楊育昀

我喜歡做的事有很多，例如:捏黏土、摺紙…..等。其
中我最喜歡做的事是畫畫，因為畫畫讓我有種平靜的感覺。
我從小就很愛畫畫，媽媽買了很多蠟筆給我，讓我盡情
揮灑。長大後，媽媽讓我去美術班學畫畫，讓我學習更多技
巧，有時候在家有空時也會畫畫，而且在學校我最喜歡的課
程也是有關畫畫的課程，就是美勞課，因為可以讓我發揮想
像力去完成作品。只要那天有美勞課的日子，我就會很開
心、很期待！我畫畫時，通常都會使用色鉛筆、鉛筆、水彩、
蠟筆等。
畫畫讓我感到快樂又輕鬆，雖然我沒有那麼厲害，但是
我真的非常喜歡畫畫，希望未來我可以再學習畫畫，創作出
更棒更好看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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