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樣，一起做家事、煮飯、睡覺……。
媽媽生病前，留下了一些箱子，上頭都貼上了一個小豌
豆的記號，裡面留下媽媽小時候的獎狀和衣服，靜靜等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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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的開封。
雖然這個故事很悲傷，但是主角有小動物的作伴，總算
解除了寂寞，媽媽不能陪著小女孩長
大，可是她的愛跟著寶物箱留給主角最
美的回憶。

「閱」飛悅高「讀」步世界

故事接寫 --- 親愛的

校長 鄭陳宏

豌豆從小就學會照顧自己，因為媽媽生病住院，留下
她獨自一人，她時常都覺得很孤單，有一天，她發現了媽媽
的百寶箱，決定要把它打開來看。

「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礎，每當我們翻開書頁，等於開啟了
一扇通往世界的窗。」~ 前英國教育部長布朗奇 (David
Blunkett)。
一、楔子 ~ 「崎」盼希望夢實現！
教育是我們擺脫現實社會桎梏的不二法門，而閱讀更是
促使我們蓄積學習能量的最佳途徑。該如何來培育孩子成為
支撐未來地球公民的主人翁？學校必須整合校內外資源，透
過系統性的閱讀課程及開放性的閱讀教學，引領孩子各種可
能性的探索與嘗試，希望在十二年國教的脈動中，讓他們擁
有帶著走的軟實力，成為具有「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
參與」素養的終身學習者，以實現自己的夢想。
二、閱享悅多讀書趣

四年一班 黃映瑄

箱子裡面有許多媽媽的珍藏品，令豌豆更加想念媽媽
了，今天豌豆又和寵物夥伴一起野餐，草地裡飛來一隻鴿
子，腿上綁著一張紙條寫「親愛的」，豌豆仔細一看收信人
竟然是自己，寫信人是媽媽，豌豆明白
了，原來媽媽一直在身邊。
有一天豌豆又收到媽媽的信，信上
寫說媽媽要出院了，豌豆好開心，因為
她很久沒看到媽媽了，接回媽媽出院的
日子到了，見到媽媽豌豆開心不已，送
給媽媽的大禮物是整理乾淨、美麗有媽
媽味道的花園。
幸福又平安的日子來臨了，全家人終於聚在一起過個溫

文字是人類思維的展現，透過閱讀文字，讓人類產生愈
來愈多的創新和好奇。科學的研究早已發現，每個人一出生
就有一百兆個腦神經，當閱讀進行時，文字的訊
息進入
大腦前顳葉，經過一連串的接收器，產生類
嗎啡作用，讓人產生快樂。而當愈多新的訊息進
入時，類嗎啡的接收愈多，快樂的感覺也就愈強
烈，這正是閱讀的快樂。 久而久之，活化的大腦便會提高
理解系統的能力，對事物的理解能力愈
來愈好，也就是所謂的「變聰明」。

馨的年。

三、「閱讀」越有學習力 ~ 代結語
閱讀課程要給我們的是接軌世
界，也讓我們回歸本心，找到真正支持
自己的勇氣力量。我們得用閱讀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只有
靠自發性的學習動能，才能廣闊無垠的學習，期盼用這樣的
能力，在世界中有所定位，找到自己的未來。

的話，我一定會跟家人一起把您的困擾解決的。大海啊!您
是多麼美麗又動人，只是現在因為一些小小的原因，讓您的
美麗慢慢消失。大海，您會因為這些問題而讓您的生活過得
不好嗎?
大海啊!您還記得我以前跟您在沙灘玩得多麼開心呀!
好希望您跟以前一樣明亮動人，謝謝您，大海，我一定會好
好珍惜我跟您的快樂時光。祝
永遠快樂

故事接寫 ----親愛的

寫給大海的信

四年二班

邱品誼

親愛的大海:
您好!好久沒有去拜訪您了，不知道您這陣子過得好不
好?也不知道您是否因為工業汙染太嚴重，而讓您的身體愈
來愈不健康了呢?
大海，您是否因為人多吵雜的攤販，讓您沒有辦法好好
的補充睡眠?您的沙灘是否因為垃圾而讓您不開心?如果會

四年一班 田若妤

這個故事主角的媽媽生病了所以很早就離開她，因為
想念媽媽，眼淚常常忍不住的流下來。
她有許許多多的寵物玩伴，當她傷心的時候，
寵物朋友就會帶來鼓勵和關心，這些玩伴裡，有一
隻叫多芬的鴿子和兩隻可愛的小雞，每天牠們會一
起玩耍，多芬走到哪裡牠們就走到哪。主角把牠們當作家人

喜愛您的小朋友
品誼敬上
11 月 30 日

一走進校園的大門，發現生態池的睡蓮像公主一樣可

坐遊覽車到飛牛牧場後，我們先做披薩，首先在麵團上
灑了紅蘿蔔絲、玉米粒、火腿片、鳳梨和起士條，蕃茄醬要
抹均勻，烤完後雖然上面還有一點麵粉，但是仍然讓我回味

愛。從另一個大門進來，可以看到巨大無比的蝴蝶壁畫和彩
色的椅子，真是奇妙。
一樓的小舞台，可以是玩樂的地方，也可
以是表演的地方。小操場旁的小花小草不僅增
加美觀，還會有清香的味道，這個小天地，真
是令人流連忘返。大象溜滑梯的圖案有窗戶，
就好像打開學習的窗一樣。操場上的小朋友正
在玩耍，有人在跳繩，有人在跑步，還有人在打球，大家都
很活潑呢!
校園的榕樹爺爺有好多鬍鬚喔!微風吹來，鬍鬚動啊
動，好有趣。春天時有粉嫩的櫻花；秋天時，有紅通通的台

無窮。接著彩繪環保背包，我畫得五彩繽紛，就像百花盛開，
好漂亮阿!
再來我們往兔寶寶的家前進，哇!這是我從沒見過的景
象：牠們摸起來就像軟綿綿的棉花糖，
真可愛；餵羊時，那些羊爭先恐後的衝
過來搶飼料，讓我嚇了一跳，好恐怖；
三五成群的鴨
子，有著亮晶晶的眼睛，就像兩顆
黑寶石，簡直美麗極了！身上的羽
毛蓬鬆鬆、毛茸茸的，看起來像一
團毛球，真舒服。

灣欒樹，真是太美了。早晨，辛苦的志工和老師在校門口進
行交通指揮。而我去幼兒園打掃
時，看見小朋友開心的對我笑，心
裡就會開心起來。進到教室，看到
大家用心畫出來的圖，也讓人感到
無比舒暢。
我覺得在這種環境上課，非常
幸福，所以我一定要保護這一座學
校，讓她永遠清爽、潔淨。

大家整齊的隊伍一一向遊覽車前進，唯獨我回頭望，想
再看一眼飛牛牧場，心想一天就這樣過完了，快樂的時光很
快的就在歡樂的嘻笑中結束，回想今天所看到的，所學到
的，都會牢牢記在我的腦海裡，並且分享給我的家人。

美麗的校園

四年二班

許洳瑄

我的日本東京之旅

四年五班 鄭言熙

今天爸爸媽媽特別請假去買東西準備拜拜，原來是今天

今年的暑假前，我們一家人到東京旅遊，為了這次的旅
遊，我們已經計畫很久了，所以我非常的期待和興奮它的到
來。重點是，我們這次決定嘗試用自由行的方式來完成這次
的東京之旅。
出發那天，一到機場我就開
心得不得了，因為是晚班飛機，

是阿公的忌日。看著這些祭品，突然使我想起了慈祥的阿
公，所有和阿公相處的回憶，在我腦海裡慢慢浮現。
我永遠記得，每當我回竹北時，阿公總是會帶我去買冰
淇淋以及糖果，還會帶我去公園散步、玩溜滑
梯、盪鞦韆……，這時，阿公也會和他的朋友
一起玩象棋。除此之外，阿公的廚藝很好，每
逢過年時，他總是會煮豐盛的飯菜，其中我最
喜歡吃他做的年糕!而且我就是他的小幫手，會在那一天走
來走去、幫忙端食物。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得了 B 型流感，當時我全身無力又發
高燒，因為爸爸媽媽要上班、沒空照顧我，所以阿公一聽到

結果我一上飛機才沒多久就睡
著了。不知睡了多久，我一睜開
眼睛，飛機已經降落在日本了，
突然覺得好不真實，太不思議了吧！也因為是晚班飛機，我
們到達時已經很晚了，街道上商店也幾乎都打烊了，於是我
們一家人找了一家小七買了一些東西先把肚子填飽後就先
回飯店休息。我原本以為飯店的房間會很大，結果實際上超
乎我想像的小。因為時間很晚了，我們也都累了，我們簡單
擺放行李，趕緊梳洗睡覺，養精蓄銳，準備隔天一早的行程。
一早醒來，我們在飯店用完早餐後就先
出發到第一站「雷門」
。雷門是一個觀光客都

消息，就很著急的從竹北騎車到學校接我去看醫生。從阿公
的一舉一動，我都感受的得到他
對我滿滿的愛與關懷。
如今，阿公已經去世三年多
了，想念他的心情，從沒消失
過，尤其像是在今天的忌日，我
手上拿著香、閉上雙眼，彷彿能
看到阿公好像正在對我微笑。安
息吧!阿公!我會當一個好孩子，認真讀書，不會讓你擔心
的!

會去的一間大寺廟，許多人都會在這裡祈
福，當然我也不例外。雷門附近還有很多販
賣米果的店家，我試吃了好幾種，感覺都跟
臺灣吃到的不太一樣。接下來的幾天，我們
還去了上野動物園、晴空塔、東京博物館和
相撲館等許許多多的地方，因為是第一次到東京旅遊，所以
任何事物我都覺得很新鮮、很稀奇，我還親眼目睹到相撲選
手，真是一個特別的經驗。
因為我們這次是自由行，所以我們幾乎都是用走的，儘
管幾天下來，我的雙腳走得很痛，可是我可以近距離欣賞到
日本的建築，更進一步了解日本的文化，因此，我真的覺得

我最想念的人

校外教學遊記

四年三班 郭柔芸

四年四班 黃子容

四年級的校外教學終於到了！我興奮得睡不著，腦海裡
浮現著出去玩的情景，我心裡既興奮又期待，好想直接到校
外教學那一天。

這些疼痛是值得的。要真要說出唯一的遺憾，那就是沒去到
東京迪士尼樂園。好在這次的自由行算是成功的，所以媽媽
有答應我們，一定會找機會再來東京一趟遊玩，哇！真希望
那天快點到來呀！

校外教學─飛牛記趣

四年六班

張益承

十月二十三日是四年級校外教學的日子，當天我一大早
就帶著興奮的心情來到學校。起初天空有點飄雨，但從學校
出發之後就是好天氣了。
經過了大約一個鐘頭的時間，我們到了飛牛牧場。哇！
放眼望去有好大一片青青
草原，看了讓人心情舒
暢。導覽員姐姐先帶我們
去兔子區，毛茸茸的兔子
真是可愛極了。接著我們
去餵山羊吃飼料，當山羊
吃著我手中的飼料時，我
的手好像被按摩一樣，好舒服喔！後來我們去看飛牛牧場的
主角─牛，草原上有好多牛在吃草，經過導覽員姐姐的解
說，我才知道原來牛有四個胃。
時間接近中午時，活動安排我們做披薩，費了許多功
夫，終於完成了，過程很好玩，且自己做的披薩真好吃，大
家都吃的好開心。吃完披薩就是自由活動的時間了，我們在
時間內逛了紀念品店，我買了三盒樂高積木，也和同學玩得
很開心。
開心的時間總是過的特別快，一天的時間就這樣過
了，回家的時間到了，這時我們只能抱著依依不捨的心情，
跟飛牛牧場說再見，帶著滿滿的回憶回家。

阿蓁師的美食秀

四年七班

賴玟蓁

我記得我第一次做點心的心情非常興奮，我把它命名為
「宇宙不同的布丁」，陪我做這「宇宙不同布丁」的是我的
姊姊。
姐姐把布丁粉、果凍粉、熱水…等材料拿出來後，我偷偷
的看了一下布丁粉，我心裡想：「布丁是黃色的，布丁粉竟
然不是黃色的，而是白色的」
，然後我就去問姐姐，姊姊說：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喔！」，開始做布丁前，姐姐要先告訴
我做布丁的步驟，免得等一下我搞錯步驟，導致手忙腳亂，
這樣的話就無法享受我們的美食了。
先把造型杯倒入三分之二的熱水，在把布丁粉和果凍粉倒
入造型杯中，然後拿起攪拌器，均勻混合，最後就是要把它
放入冰箱裡等它凝固。
製作時因為太過興奮， 攪拌時太用力了，其中一杯布丁
被我打翻了，覺得好可惜，也感覺好浪費，所以做每一件事
情都要小心翼翼地完成，在打開冰箱時看到布丁是閃閃發亮
的金黃色布丁，因為製作前是白色的
布丁粉，變成金黃色的布丁，真是太
不可思議了，這布丁聞起來沒有什麼
味道，但吃起來是美味又可口的布
丁，又清涼的布丁，我竟然做出那麼
好吃的布丁，覺得自己好有榮譽感
呦！
爸爸和弟弟品嚐我和姊姊精心製做的「宇宙不同布丁」，
爸爸竟然說很難吃，但是也有鼓勵我們下一次會更好，而弟
弟卻吃得津津有味，下一次我決定要挑戰別的點心，因為我

覺得自己做東西真的好有趣喔！

鉛筆的心聲

四年八班

王睿宏

我是一枝可愛又輕巧的鉛筆，全身都是木頭做的，頭上
戴一頂小白帽，中間有一支筆薪 ，可以寫字，也可以畫畫，
非常方便喔！
在溫暖的鉛筆盒家中，我有許多朋友，他們有著各式各
樣的外型，也有千變萬化的顏色。其
中，和我最要好的朋友就是直尺，他
總是協助我畫出精準的直線，讓我的
小主人輕而易舉的把線畫得又直又
準。
此外，我還 有一 個很要好的朋
友——削鉛筆機，他經常在我筆薪斷掉的時候，幫我剝掉一
層層的外皮，把我的筆薪削得尖尖的，讓我的小主人方便寫
字，寫出端正又工整的字體。
我有點不太喜歡我的小主人，因為他會常常把我忘記，
有一次，我不小心從學校的書桌滾到地上，小主人不但沒有
把我撿起來，還從我身上踩過，我好傷心，過了幾天，我不
但沒被發現，還被其他人踢到一個又黑又髒的地方，漸漸的
小主人遺忘我了，有一天一位小男生把我從角落救了出來，
還把我還給了我的小主人 ，讓我重新回到溫暖的家。
隨著時光流逝，我也漸漸變短縮小了，希望在我僅存的
二分之一的生命中，小主人能夠好
好的對待我，不要三不五時把我丟
到某個黑暗的角落，也期待我可以
好好的被利用，達到物盡其用的目
的。

週末我最想做的事

四年九班 熊翊凡

每到週末我喜歡上網玩遊戲和釣魚，其中我最喜歡釣魚。
一開始時，爸爸常帶我去釣魚，後來他教我釣魚的技巧，到
現在我都還沒忘記喔!而且我到現在對釣魚仍愛不釋手。
我依然深深記得當我第一次釣到大魚的美妙經驗。大概
一年級時剛學什麼都不懂，經過爸爸苦心教導，忽然我感覺
中獎了，有魚上鉤了!不過當時還覺得這條魚怪怪的，我怎
麼用盡全身的力也拉不動，然後過了一會兒將魚拉出水面
後，我興奮的大喊:「我釣到大魚了!我掉到大魚了!」當下
爸爸仍半信半疑的跑過來幫我。一回到家後我便得意洋洋的
跟媽媽分享戰績，媽媽也開心的為我鼓掌並稱讚我是「聰明
小釣手」呢!
我覺得釣魚是一個很好的休閒活動，不僅可以訓練反
應，也可以培養專注力，真是一舉兩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