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一刻

五年一班 彭于芸

每一次只要爸爸提到明天要

五年級

去基隆玩，我跟姊姊就很興奮，
睡覺的時候都睡不著！到基隆
後，爺爺奶奶會帶我們去好玩的
地方玩，還會煮好吃的給我們
吃，晚上後還會準備宵夜給我們
吃，這一刻真幸福。
每次只要到禮拜五、六、日都會覺得很幸福，因為可以
看電視、手機、還可以晚點睡覺，但有時隔天要去露營，所
以回到家要準備衣物，還有生活用品包括:洗髮精、沐浴乳、
乳液等，還有吃的食物和喝水等，再來就是要早點睡覺，明
天才可以好好地玩，這一刻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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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交流道 ~ 學習肯定是辛苦的！
校長 鄭陳宏
摘錄自 http://tw.anyelse.com/article/110784.html

只要一到夏天，我就會無比興奮，因為可以去玩水，還
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冰淇淋，嗯!冰淇淋化在嘴巴裡的口感
是那麼的綿密，好像躺在雲朵上，真舒服。此刻真是幸福無
比!相反的，我很討厭冬天，每次洗澡出來就感到很冷，每
次走在路上就會覺得寒風刺骨，這就是我討厭冬天的原因。
「幸福」是一種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說詞，幸福會在你
心裏慢慢化開、發芽，讓人 感到有一絲絲的溫暖流入血管，
就會覺得很暖和，因為正有一股暖流流入身體。

學習肯定是辛苦的!
人生不同階段都有不同的使命，在學生階段，學習掌握
知識，為他們以後的人生獲得成就的能力，就是他們這個階
段最重要的使命。為了這個使命，他們必須要學習忍耐、學
會放棄、學會付出，這不僅僅是學習的需要，也是人生的一
種修煉。
1、學習從來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全世界都一樣。
綜觀我們身邊的人，但凡取得一定成就的都是要經過艱
苦的努力，只有通過自身的不懈努力，刻苦鑽研才有成功的
可能。孩子畢竟不是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在這過程中更加
感受不到什麼快樂。其實在國外，優秀的學生一樣要很努力

幸福的一刻

五年二班 邱鎧唯

週末的時候，我覺得去巨城逛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因
為可以去尋找我要的文具或玩具寶貝。在百貨公司裡的物品
琳瑯滿目、應有盡有、種類較多樣，有時候還可以發現一些
限量的精品，讓我可以開心一整天。能去百貨公司逛一逛、
開開眼界，對我而言就是幸福的一刻。
遇到放連假的時候，爸爸、媽媽和我會事先計畫，選定
臺灣有名的的景點，全家一起玩個三天兩夜，住著舒適、乾
淨的飯店；吃著美味、特色的當地小吃；享受著飯店裡的育
樂設施；參觀著旅遊景點的風土民情。爸爸開著車，車內一
家人的歡聲笑語，即使是遇到突如其來的大雨，也無法澆熄
我們的熱情。家人一起參與的感動，是幸福的一刻。
除夕領壓歲錢的那一刻，也是我最幸福的時光。嘴裡吃

學習才能取得好的學習成績。
2、沒有經過無聊和苦逼的學習過程，就不可能有可喜的學
習成績。
絕大部分孩子都不可能把學習當作是一件快樂的事，優
秀學習成績的取得，需要孩子在別人玩遊戲的時候，別人在
看電影的時候，靜下心來學習。首先是要有一個目標，並在
實現目標的過程中，努力付出，這個過程是談不上快樂的。
快樂是體現在學習的結果上，當孩子取得優秀的成績，辛苦
的努力得到回報時，學習的快樂才會顯現出來。

著香噴噴的年菜；手裡拿著一包包紅色的紅包，和堂兄弟姊
妹討論著要如何運用壓歲錢，這種專屬於我們小孩子的快
樂，大人是體會不到的。親戚們團聚在一起話家常，彼此關
心打氣，冷冷的天、熱呼呼的氣氛，要感謝大人們給我們的
幸福感！。
其實我們的生活處處充滿著幸福，想要得到真正的幸福
並不難，只要用心體會，只要懂得感恩，你就會發現幸福就
在我們的身邊。

3、讓孩子知道，努力學習是一種責任。
家長在培養孩子學習的過程中，更多的是要讓孩子在努
力學習的情況下，通過辛勞付出，培養出他們的向上、拼搏
的精神和責任感。孩子在上學階段，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學
習，對於這個階段的孩子而言，努力學習就是他們的責任。
孩子天性就喜歡玩，家長不讓他們知道學
習是辛苦的，他們怎麼可能主動努力學習?
要讓孩子們知道，人生不同階段都有
不同的使命，在學生階段，學習掌握知識，
為他們以後的人生獲得成就的能力，就是
他們這個階段最重要的使命。 為了這個使
命，他們必須要學習忍耐、學會放棄、學
會付出，這不僅僅是學習的需要，也是人
生的一種修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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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記

金門三日遊

五年三班 謝昀洳

週末的時候，爸媽帶我們去旅遊，他們特地多請兩天的

五年五班 吳晏慈

我期盼已久的日子終於到來了!今天一大早，我們就起

假來陪伴我們。雖然出遊當天下了傾盆大雨，卻不影響我們
出遊的好心情，我和哥哥樂不可支，一路上期待著這一次旅
遊的景點。
坐了好久的車子，終於到
了墾丁。我們先將行李放到飯
店，接著就去鵝鑾鼻參觀台灣
本島最南端的燈塔。眼前一片
草地，讓人看了心曠神怡，我
在這片寬闊的草地上盡情的奔
跑、跳躍，我們全家也在這留下了難忘的畫面。
接著我們到了屏東最有名的萬巒吃豬腳，豬腳香味四

床了，因為我們要搭飛機去金門玩。吃過早飯後，大家就開
始收拾行李，準備開往台北的松山機場。
在飛機上，有提供報紙、雜誌等閱讀物，還有提供飲料
呢!到達目的地後，我們先租一輛車，載我們去觀看金門最
有名的洋樓─陳景蘭洋樓。陳景蘭洋樓是由陳景蘭先生出資
建造，後來政府整修成為紀念館，就變成現在的陳景蘭洋樓
了。
第二天，我們吃完早餐後，便前往古寧頭戰史館。那是
一場可怕的戰爭，當時金門的士兵，為了保衛國家而喪失生
命，最後雖然勝利了，但卻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參觀完後，
我們就去吃金門的特色美食─蛋狗、炒泡麵。一開始我以為

溢，肉質彈牙有嚼勁，外皮充滿了膠質，再沾上特製的蒜蓉
醬汁，配上一口飯，大家都吃的津津有味。
次日，我們來到了花蓮海洋公園，搭著空中纜車往園區
前進，從纜車裡往外看東海岸景色美不勝收，令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海洋劇場，看著海豚與訓練師的互動，每隻海豚活靈
靈現，海豚的表演就在掌聲中結束，這個表演也讓我感覺到
海洋生態的重要性。
這次的旅遊讓我意猶未盡，離開時我仍然依依不捨，但
在我的腦海裡，已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

蛋狗是一種狗，後來才知道，蛋狗其實是蔥油餅裡面加蛋和
熱狗，我吃得津津有味，覺得金門
的美食真特別。
今天就要回家了，我們先到機
場還車子，接著登機，等到班機起
飛，我依依不捨地望著愈來愈小的
機場，希望下次還可以再來金門玩。

幸福的一刻

五年四班 楊昀蓁
幸福，是指生活美滿、身體健康、精神愉快，諸事皆稱

大家好！我叫歐哈拉，我是來自紐西蘭的拉不拉多
犬。我不是一般的狗，我是一隻導盲犬，我的工作是帶領視

心如意。每個人對於幸福的定義各不相同。得到幸福有許多
方法，有些人不必花錢就可以得到幸福；有些人卻要花很多
錢來得到幸福，但未必花錢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
我曾讀過一篇文章－一間房的家。文中的主角雖然已
婚，但主角和妻子只住在一個二尺見方的房間裡，這就是他
們的家。新婚之夜，他們聽到了許多雜音，可是他們沒有怨
恨。即使家是一個小小的薄紙盒子，他們也不在乎，因為兩
人總算能夠在一起了。這一刻是無與倫比的，這就是最幸福
的一刻！
每個週休假日，媽媽總會找一天，煮頓豐盛又美味的晚
餐給我們當驚喜。最近媽媽新學了一道名叫「三杯杏鮑菇」

障者及早避開行進間的障礙物，以及突如其來的車輛，讓視
障者更安全、更有效率的行進。因此，我從小就接受導盲犬
的專業訓練。受訓練時，過程很辛苦，訓練的內容很多，例
如:不能受美食的誘惑、要主人下令才可行動、要絕對服
從……，雖然很辛苦，但我知道這是上天交付給我的使命，
所以我常對自己說:「加油!對自己要有信心!」這句話就是
我前進的動力啊! 工作之餘，我最愛玩水，這是我宣洩工作
壓力的最好活動。
我的主人張國瑞先生是一名視障者，在淡江大學盲生資
源中心工作，我和主人是「主僕」關係，上班、買東西、做
一些活動，都是由我帶著主人進行的。主人對我很好，每天

的料理，只要媽媽煮這道菜時，我都會迫不及待的等著晚餐
時刻的到來。在日積月累下，我在一頓又一頓的晚餐裡感受
到媽媽對我的愛和關懷，這就是幸福的味道。每當我吃下一
口「愛的晚餐」，我就覺得這一刻最幸福！
去年的校外教學我們去臺北市立動物園，雖然我曾去過
好幾次，但我覺得這次最好玩。校外教學跟家庭旅遊最大不
同是校外教學可以跟許多同學一起去。校外教學當天我們先
搭乘遊覽車到臺北，然後再坐上纜車到動物園。在搭乘纜車
時，我們盡情的在纜車上大叫、吃糖果和餅乾，發洩平常累
積的壓力，讓純淨的空氣隨著我的呼吸節奏進入我的心裡，
這種舒服不可言喻。這一刻真幸福！

細心的照顧我，不會讓我成為流浪狗，但是我在工作時，他
不會和我玩耍，也不會讓我撒嬌。每當我的主人想上超市買
東西，出門前他都會叫我的名字，我就會跑到他身邊，用鼻
子碰他的手，並主動鑽進項圈裡，等待他一起出門，我們是
一對默契十足的好夥伴。
我來到臺灣遇到的第一個颱風是象神颱風，當象神發
威，狂風驟雨不斷的敲打著門和窗戶。我當時雖然很想上廁
所，但正當主人要帶我去上廁所時，我看到被攔腰折斷的
樹、被大風吹落的招牌，
看到這一幕，讓我不由得
猶豫起來，我不敢出門上

導盲犬-歐哈拉的告白

五年五班

莊紫言

廁所，於是我停下腳步不
肯向前走，主人沒辦法，
只好再把我帶回屋內。因
為我一方面擔心主人會受

幸福不見得要用金錢來取得，只要用心去感覺，其實生
活中處處都有幸福。幸福是現在進行式，只有珍惜當下的幸
福，才是最容易得到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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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另一方面看到外面滿目瘡痍的景象也讓我害怕，我怕主
人遭遇危險，第一次「違抗命令」，不知道主人懂不懂我的
心思?

香味，我的心情就非常開心。
媽媽開車帶我們去到苗栗，一抵達草莓園，我馬上拿了
籃子和剪刀就衝過去了，看到一顆一顆又大又紅的草莓，我

主人啊!當我來到您的身邊，就帶著神聖使命，要當您
的第二雙眼睛。你別怕看不到路，因為我會一路安全的帶著
您到任何您想去的地方，並永遠陪伴著您，帶給您歡樂。謝
謝您把我當成家人般疼愛我、照顧我，能和你一起生活，我
覺得很開心，也很幸運，我望您會永遠記得我。

的口水就快流下來了!採完草莓後，老闆娘還請我們吃一大
盤草莓，我們忍不住草莓的誘惑，便像飢餓的狼一樣，個個
狼吞虎嚥，一下子就把盤子裡的草莓吃得乾乾淨淨，對我來
說，採草莓真是太有趣了!
隔天，媽媽又帶我們去騎腳踏車，經過山洞的時候，我
總愛發出一些很恐怖的怪聲音，讓妹妹感到非常緊張和害
怕，還好有媽媽陪在妹妹的身邊，讓她緊張的心情慢慢變好
了，經過山洞之後有一個上坡，因為太陡了，所以只好下車
用牽的慢慢走上去。要回家的時候就變成下坡，可以一路滑
下去，一陣微風朝我的臉上吹來，就像媽媽溫暖的手輕輕摸
我的臉一樣，真是舒服極了，我希望下次還可以和家人一起

導盲犬-歐哈拉的告白

五年五班 賴善群

我的名字是歐哈拉，我是一隻訓練有素的導盲犬，我的
品種是黃金獵犬。我每次都帶著導盲鞍和「看不見陽光的人」
行走。我的主人是一位視障者，他的名字是張國瑞，他在淡
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上班。他小時候因為被像刀子一樣尖銳
的竹箭射到左眼，後來右眼也失去光覺，最後雙眼失明。但
是意志堅強的他，在淡江大學畢業後，發明盲用電腦軟體，
是視障界的科技尖兵，後來他有了我之後，大家就改稱他為
導盲犬的主人。
當主人要去超市或外
出時，我就會自動鑽進導
盲鞍裡。在路上，我會帶
領著主人走每一條路，每
一個拐彎，直到他安全到
達目的地。有時候，主人
會讓我跟無邊無際的草原

騎腳踏車。
我想每個人都有自己最快樂的時光，連我也一樣，我要
把這次去苗栗玩的回憶記起來，永遠保存在我心中。

打招呼，但是我知道我的
使命，我必須保護我的主人，不讓我的主人碰到危險，所以
我不能鬆懈。
我來到臺灣遇到的第一個颱風是「象神」颱風，它導致
了山區發生土石流、大石頭崩落……等大災害。在「象神」
發威的那段時間，狂風驟雨、樹枝折斷、招牌掉落，街道滿
目瘡痍，主人看一看手錶說：「歐哈拉已經有十幾個小時沒
上廁所了。」主人有憋尿的經驗，深深瞭解那種痛苦，他
穿好雨衣，拿出手杖，按下電梯，打算帶我到外面大、小
便。我被主人帶到門口，我停住了，我想我不能為了上廁所，
而讓主人冒著生命危險，所以我回到屋內，躺在地板上休

很有特色的小米雞蛋糕，小巧玲瓏的雞蛋糕令人看了垂涎三
尺，更令飢腸轆轆的我吃得津津有味。之後我們到了港口
旁，放眼望去，遠方的小島在雲霧中顯得更美，眼前依山傍
水的景色彷彿一幅美麗的圖畫。
離開日月潭後，我們來到了氣球工廠，聽完解說員的說
明後，就讓自己動手做兩個氣球，我全神貫注的製作氣球，
深怕一個不小心，氣球就破了，無法成型，烘乾後的氣球再
加上滑石粉就完成了。氣球工廠裡還有許多介紹氣球製作過
程的說明，這些內容讓我學到許多課本上未學到的知識。
這次的旅遊讓我增廣見聞，不僅看到了許多形形色色的
物產，美麗的風景更讓我身心靈都放鬆，這真是一段難忘的

息，等到雨勢減緩，我才讓主人帶著我去上廁所。不料山上
的岩石突然崩落，我咬住主人的腳，奮力的把主人往前推，
然後自己掉到了山裡，受了重傷，無法移動，最後因為好心
人士把我送往醫院急救，才讓我撿回一條命。
雖然，在工作時，我為了保護主人而受傷，但我一點兒
也不後悔，因為保護主人的生命安全是我的職責。雖然，在
工作時，我不能和一般的狗一樣自由自在的活動、玩耍，在
主人的懷裡撒嬌，但是，我覺得我的生命很有意義。主人我
想對您說：「有您當我的主人，我覺得很幸運，我很珍惜和
您相依相守、形影不離的日子。」

旅程。

遊記

週末的時候，我跟著媽媽參加她們公司的員工旅遊，這
次的活動地點是日月潭，當天晴空萬里，一路上風景優美，
眼前山明水秀、綠草如茵，令人賞心悅目。
首先，我們來到了伊達邵港，街道兩旁的攤販商品琳瑯
滿目，讓我看得目不轉睛，許多原住民特色的產品，色彩鮮
豔豐富，質感細緻多元，讓人忍不住多看幾眼。我還品嘗了

遊記
遊記

五年六班 劉芙均

五年七班 江定謙

在暑假期間，我們一家人和表姐去蘇澳冷泉露營，對於
露營，我從未嘗試過，既期待也非常興奮，而且露營不像住
旅館，有很多前置作業要準備，像是食物、炊具、帳蓬……
等，光是整理這些用品，就耗費好大功夫，但為了不讓這趟

五年六班 徐子蕾

今年寒假，每一天都下雨，好不容易出太陽了，媽媽決
定帶我和妹妹去苗栗大湖採草莓，一想到能聞聞草莓淡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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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掃興，我們還是不厭其煩的清點，全家人都動員起來，
就是希望能在行程中留下滿滿的回憶。
終於到了週末，我懷著興高采烈的心情和家人坐車前

寒假之旅

五年九班 宋芳婷

寒假開始的第二週，我和家人以及小姑一家一起搭乘自

往，雖然路途遙遠，但我們依然熱情不減，當天風和日麗，
是出遊的好天氣，山明水秀的風景也引人入勝。路途中看到
了一望無際的海岸線以及藍天白雲，頓時令人心胸開闊，煩
惱剎那間就消失了，那種開心的心情筆墨也難以形容，對於
首次露營的我，內心滿是澎湃。
到了目的地，令我非常驚訝，廣闊的草皮四周圍繞著山
區，就好像住在大自然的懷抱裡，和平常住在都市的水泥建
築中，真有天壤之別。緊接著爸媽開始忙著搭帳棚，準備用
品，在烈日下真的是汗流浹背，就在一陣手忙腳亂後完成了
帳棚搭建，我立刻往帳棚裡鑽，真像是秘密基地，我非常的
喜歡!

強號火車到南部的高雄玩，那裡的天氣爽朗，大家也都非常
興奮。
第一天早上我們搭乘火車到達高雄，這時已經是中午
了，所以就到老宋咖啡館吃中餐，享用完後，再沿途走到捷
運站搭捷運到捷絲旅旅館休息。到了傍晚，姑姑帶領著我們
到鈴木賽道樂園玩，那兒晚上的風景別有一番風味，一串串
的小燈泡掛在樹梢上，點亮漆黑的樂園。再往裡面走，就是
遊樂設施，我跟姊姊玩了許多驚險刺激的自由落體，表妹則
在一旁看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玩賽車，可隨意控制方
向、速度，非常逼真，然而正當我玩得開心時，遊樂園卻要
打烊了，於是我們只好回旅館休息，期待明天的旅程。

此次行程中最讓我雀躍的是在冷泉裡玩水，當我腳踏進
水裡時，身體抖了一下，哇！這水也太冰了吧！真是名副其
實的「冷泉」，就這樣讓人直發抖，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才
稍稍適應，開始跟營友們玩起打水戰，一陣尖叫後全身被噴
得溼淋淋，超刺激又好玩。到了晚上大家各自準備晚餐，在
月夜下共同享受晚餐搭配著電影，我想這就是我喜愛的大自
然的原因之一。
隔天睡一覺醒來，將要依依不捨的回家，在這裡我結交
了很多新朋友，體驗了很多從來不曾體驗的事，也瞭解在活
動中分工合作的重要性，最後，我認為無論是到哪裡玩，能
跟家人朋友歡聚在一起，都是最棒的旅遊。

第二天一早，大家收拾好行李後，便前往大東藝術館欣
賞展覽，在那兒，你可以認識高雄的歷史與美食文化，駐足
一會後，我們接著拜訪溼地公園，綠草如茵的草皮和湛藍的
天空讓人賞心悅目，此時大家的肚子呱呱作響，都想去品嚐
一旁的道地美食，光聞到從店鋪傳來的味道就讓人垂涎三
尺，飽餐一頓後，我們依照行程的安排，繼續前往下一個地
點-衛武營-走走，那兒的地方大，還有白色的奇特屋頂可以
遮陽，所以是散步悠閒的好去處。
接近傍晚時分，我們渡船到對岸的旗津老街，渡海途
中，陽光灑落海面上，就像一顆顆閃耀的鑽石漂浮在海中，
登上陸地之時，映入眼簾的並不是高樓大廈，而是一幢接著
一幢的平房，簷下掛著幾串燈籠，帶有一種復古的風味。旗

幸福的一刻

五年八班

津老街還有一樣特別的地方，就是它位在海邊，一方面可以
觀賞美麗的海景，一方面也為小孩們帶來樂趣，真是一舉兩
得啊！非常適合作為全家蒞臨遊玩的景點。
晚上，姑姑帶著大家到愛河搭觀光小船並聽導覽員解
說，瞭解到這裡每年都會舉辦游泳比賽、跳河活動，以及認
識附近碼頭、著名建築的由來，讓我學到不少地理常識呢!
最後，我們走去火車站，路上大家有說有笑地談著旅程中發
生的趣事，也期待下次的旅遊!
這趟旅程讓我學到的不只是高雄的歷史，最重要的是如
何跟同伴團結合作，並且在過程中發現臺灣的人情味!

張若妤

諺語有這麼一句話：「人在福中不知福」，往往生活太過
美滿的人都只會怨天尤人，整天只會抱怨自己不夠幸福。我
本身從小就很幸福，多虧我媽媽耐心的一直教導，才讓我了
解到我真的很幸福，更成為一個懂得感恩惜福的人。
在我的生活中有許多幸福的時刻，那就讓我來說給大家
聽聽吧！每逢暑假期間，火熱的太陽就會把我烤得熱呼呼
的，這個時候媽媽就會帶我們到圖書館看書，這裡的書五花
八門、琳瑯滿目、應有盡有，讓我讀得是津津有味，還有免
費又舒服的冷氣可以吹，更有冰涼涼的開水可以喝，這時候
的我真幸福。
放寒暑假時，爸媽一定會帶我和哥哥出國去玩，讓我們
透過旅行了解各國特色、美食與傳統文化，到目前為止，我
已經去過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這次爸媽決定帶我們
到四季如夏的熱帶國家─泰國，當地的美食好吃又平價，衣
服也是獨一無二，有著熱情的南洋風格。我們逛累了還可以
去專門的按摩店來一場舒適又特別的腳底按摩，晚上回到飯
店更可以在游泳池中盡情游泳放鬆，這時候的我真幸福。
在生活中只要不計較，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幸福就
會在你身邊，只要心存感恩就能感受到每一刻都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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