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一隻寵物

六年一班

古叡鴻

養寵物，在古代不論哪裡都是只有富人能做的事，但是

六年級

在現代是很常見的是，最常見到的是狗或貓，再少見一點是
兔子或倉鼠，那……你有聽過雪貂嗎?
當時我才八歲，有一天，來了個爸爸的朋友，在他大
的很讓人注意的腰包中，探出一大一小兩顆頭，他們全身雪
白，有著血紅色的眼睛，臉很像倉鼠還有鬍鬚，爸爸的朋友
說牠是雪貂，因為多生了一隻小的，想送我們一隻。
我當時覺得牠很可愛於是就答應了，後來，我們把牠
養在小後院的鐵籠中，每天一有空就把牠放出來，讓牠在牠
得「小世界」中上竄下跳。
只是，生命總是會有結束的一天，大概在我十歲的某
一天早晨，我們看見牠在我們幫牠安裝的吊床上一動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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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專欄~有愛無礙

校長 鄭陳宏

每天的日出日落，當我們的作息似乎一切都是那麼自然
得天經地義的同時，有一群身心障礙的朋友正和我們一起生
活在社會之中；即使在我們求學周遭的同學裡，也因為我們
的不懂或疏忽，甚且曾經無知傷害了「他們」的真實存在！
依據特殊教育法規，所稱身心障礙，共分為十三類；係
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業評估 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
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類如下：一、
智能障礙。二、視覺障礙。三、聽覺障礙。四、語言障礙。
五、肢體障礙。六、腦性麻痺。七、身體病弱。八、情緒行
為障礙。九、學習障礙。十、多重障礙。十一、自閉症。十
二、發展遲緩。十三、其他障礙。
如果可以選擇，大家都寧願擁有的是身心健全的人生！

牠走了，牠就這麼在沒人注意的時候，悄無聲息地離開了，
我們把牠埋在一棵有八十歲的榕樹下，預祝牠下輩子能活得
像這棵榕樹一樣長壽，而牠的故事也靜靜地告一的段落了。

但統計報告指出，台灣的身心障礙人數占了總人口比例將近
5％，也就是說，每 100 個人當中就有 5 個人在身心上是有
缺陷的，在「他們」的生活上有著比我們一般人所感知不便
的地方。 為了化解可能造成有形或無形的障礙，唯有讓我
們共同付出關愛，彼此相互鼓勵支持，身心障礙的朋友才能
蘊積出正向積極的能量，社會才能在「有愛無礙」的氛圍中，
持續和諧共融！

做好充分的準備呢:例如上網蒐集資料、像要準備什麼飼料
給牠吃啊、要喝什麼水啊、平常要怎麼跟牠玩啊……等諸如
此類的東西，等做好充分準備後，我們才敢去領養，而且我
們也謹記一句話: 終養不棄養。
而我們第一次跟牠相處時，牠有點怕生，所以總是離我
們遠遠的，而我們也了解牠第一次來我們家有點陌生，所以
我們也盡量不會太粗魯去對牠，每天也還是會固定給牠食
物、水、幫牠洗澡。終於有一天，牠知道我們不是壞人後，
牠才願意跟我們親近；而我也很盡責，放學後總會自動的帶
牠散步；寫完作業後，也會迫不及待地跟牠玩；就連睡覺時，
我們也會一起睡呢!媽媽說，牠看著我們一起打呼的樣子，
真是好笑又有趣。

寵物與我

六年一班

彭于芸

我家有一隻很可愛的柴犬，我們叫牠柴柴，牠是一隻非
常可愛的柴犬，我們全家都很喜歡牠。
這隻柴犬有著金黃如太陽的毛皮、明亮如繁星的雙眼，
還有一對可愛的小耳朵，而且牠還會時不時的對我們「汪
汪!」叫一聲呢!真可愛!當然，我們在領養牠之前，還是有

ps.想了解更多「有愛無礙」的訊息
https://www.dale.nthu.edu.tw/

ABC 英語天地：名人佳句

我覺得能夠領養這隻可愛的柴犬，真是我上輩子修來的
福分，牠也在我的生命裡，盡情地揮灑著色彩，有時黑白，
有時彩色，讓我原本單調的生命裡，出現了一抹光彩，我很
感謝牠，我希望牠能伴我到終老。

Don’t find fault. Find a remedy.（不要找缺失，找解決辦法。）–
Henry Ford, Industrialist（亨利‧福特，工業家）
＊remedy (n.) 補救、解決辦法。例：I know a remedy for
headaches.（我知道一種治頭疼的藥。）
＊亨利‧福特 (1863-1947) 是美國工業
家、福特汽車公司的創立者，運用「大量
生產」概念在工廠的生產組裝線上，大幅
降低生產成本及產品價格。福特汽車革命
性的改變了美國的交通及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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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合作

可愛的小倉鼠

六年二班 張鈺豐

六年四班

梁綺芸

有句話叫「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這句話的

今年暑假，我們全家人去逛夜市，看到有一個攤位的阿

意思是：只要團結合作，就一定能有最大的效益；但相反的，
只要團隊裡面有人不願意合作，就有可能使事情失敗、一事
無成。所以團結合作，是讓團隊成功的最佳方法。
合作的好處非常多，在我們生活中有許多合作的事例，
例如：音樂合奏時，如果全部的人都願意一起合作的話，呈
現出的聲音，一定會既合諧又好聽；參加籃球比賽時，只要
隊員們不要顧著各搶各自的球，願意互相傳接的話，一定能
贏得比賽。所以團隊的合作真的非常重要，絕對不可以只想
到自己，而要想到整個團隊。
相對的，如果有人不肯和他人合作的話，就一定會使事
情不如團隊所預期的那樣，譬如：一起做美勞作品時，有人

姨在賣小動物，讓我駐足觀看了許久而不想離去，經過我苦
苦哀求之後，父母親終於答應給我買小倉鼠。
然後我們到寵物店幫小倉鼠物色新家，我們選擇了一個
藍色有兩層樓的籠子，看起來很精緻，小倉鼠的新家我們安
置在客廳的角落。
一回到家，我和哥哥就先把籠子的一樓地板鋪上一層薄
薄的木屑，再放入食物和水，接著在二樓放一個圓形滾筒的
跑步機，方便小倉鼠做運動，如此小倉鼠就能在籠子裡快樂
的生活了。
小倉鼠有兩隻黑黑亮亮的眼睛，就像兩顆黑寶石，小小
的耳朵，尖尖的嘴巴，牠的身子圓圓又胖胖的，還有一條短

不合作，就可能完成作品的時間延長、效率降低等各種麻煩
的問題；拔河比賽時也是如此，有些人因為覺得累就不使
力，讓整個隊伍因力氣短缺而輸局，也是很不好的做法。隊
伍裡只要有人不合作，不僅浪費時間、沒有效率，達成目標
的機率就會變小。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只要團隊團結合作、同心協力，不
管什麼問題一定都能克服。

短又毛茸茸的尾巴，樣子非常可愛，惹人憐愛。
小倉鼠的個性十分機警，當你拿食物給牠吃時，牠會先
聞一聞味道，不會立刻吃，接著把小腦袋伸出來，確定安全
後，才一溜煙跑到食物前，半立起身體，用兩隻前爪抓食物
吃，吃的時候還會不停的東張西望。每天一放學回到家，我
總會趁機摸摸牠、或跟牠說說話、或看著牠踩跑步機，圓形
滾筒一直轉圈 圈，好有趣
啊！
小倉鼠已經成為我們家
的一份子，活潑又可愛的小
傢伙，給我帶來了許多歡

談合作

六年三班 曾梓晴

在生活中，合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關鍵，如果大家都可
以團結合作，就可以發揮最大的效益。但是，相反的如果一
個人非常自私，不肯和他人合作，那麼事情將會面臨到失
敗。因此，和做事事情成功的重要因素。
為什麼要合作?因為可以呈現最完美的表演，例如:合奏
表演，大家都必需要非常有默契，如果其中一個音彈錯，就
會影響到整場演出。還有每年學校舉辦的運動會，有很多項
目也是需要合作才能完成的，例如:大隊接力趣味競賽，這
些活動都是要大家一起練習、排棒次，要是沒有練習、合作，
即使跑得再快，也沒辦法完成比賽。
團隊合作的方法和技巧是很重要的。首先，配合大家，
由組長分配好工作，設定努力的目標，例如:分組作業，其
次，在做分組作業時，若組員們互相推卸責任，或者各做各

樂，使我的生活更加多彩多
姿。

的，那樣怎麼完成這份作業呢?要是不合作，很多事情是無
法完成的。
俗話說的好:「團結力量大。」就表示團結合作可以發
揮最大的效益，如果我們願意和他人合作，成功的機率就會
變大，因此，合作是事情成功的重要因素。

再加上老闆十足的人情味，這樣的香氣，遠勝過玫瑰的芬
芳。一口咬下去，鮮嫩多汁，美味在嘴裡蔓延，從舌尖擴散
到整個舌面的味蕾，可口極了。
繼續往前走，珍珠奶茶攤位顯眼的招牌就像一塊超強吸
力的大磁石，緊緊吸住了我這個小磁鐵，慾望操控著我，不
管再長的隊伍，我就像一顆等待發芽的種子，靜靜的排在人
龍中。終於輪到我了，老闆裝盛珍珠奶茶的熟練動作，讓我
心中不禁大感佩服。拿到珍奶時，看著圓如球、閃亮如星星
的黑色珍珠沉在杯底，白如雪的奶茶混合著淡淡的咖啡色，
此時心情愉悅極了。趕緊喝下一口，甜甜的奶茶冰涼全身，
舒暢快樂，再吃幾顆珍珠，QQ 軟軟的口感，令人齒頰留香，

夜市美食

六年四班

蔡淯丞

台灣的夜市舉世聞名，林林總總的美食，總是令人食指
大動。
在黃昏時候，就會有大批人潮湧進，熱鬧萬分，不管是
人們的談天聲，還是老闆的叫賣聲不絕於耳，這裡就是擁有
「深藏美食之地」的士林夜市。
一進到夜市，陣陣的香味撲鼻而來。賣香腸的攤位傳來
「很熱，要小心吃。」老闆一邊遞香腸給我，一邊親切的叮
嚀我。這香腸的味道很特殊，是老闆獨門調製的私房秘方，

回味無窮。
「士林夜市」之旅，滿足了我的口腹之慾，各式各樣的
美食更讓我無法忘懷，果然是美食的天堂啊！有空時，我一
定要再去逛逛深藏美食的熱鬧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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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夜市裡有許多好吃的美食，讓路過的路人都垂涎三

家都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但是魚的新家總算是佈置好了。
一開始，小魚還不太熟悉環境，一直靜悄悄的待在角
落，但後來小魚漸漸熟悉新家，開始自由自在的在水中游

尺、食指大動，家喻戶曉的夜市，讓各地的遊客讚嘆不已。
我去過很多夜市，如：逢甲夜市、士林夜市、湖口夜市、
花園夜市、墾丁夜市、台南夜市，但我最喜歡去士林夜市吃
它的大雞排，它金黃酥脆的外皮和那粉嫩的肉，讓人一口咬
下，就感覺彷彿在天堂一樣美好，所以每次去士林夜市的時
候，我一定會去吃那美味的大雞排。但每次去都要排隊，因
為每次那個攤位的客人絡繹不絕，是家喻戶曉的好滋味。
到了墾丁夜市，我喜歡品嘗滷味，那裡的滷味真的一級
棒，不但價格便宜，東西也非常美味，還有人在賣墾丁的名
產，肉乾、肉紙、蛋捲，是大家必買的伴手禮喔！
總之，台灣夜市的美食實在太棒了！各式各樣的台式料

泳。有一次，妹妹放學回家後，竟然看到有一隻魚奄奄一
息的躺在沙發上，她驚聲尖叫，爸爸和我馬上跑出來看到
底發生了什麼事，最後我和爸爸小心翼翼地把跳出來的魚
埋在家裡附近的空地，我在心中祈禱，希望牠死去後也可
以自由自在的。
我覺得小魚非常可
愛，看著牠們在水中悠
游，就像在跳水中芭蕾
一樣，好看極了。我一
定要好好的愛護牠們，
讓牠們無時無刻都能在

理名聞遐邇，是值得向國外推廣的台灣之光，台灣也堪稱夜
市王國，希望世界各地的人都能來台灣品嘗、體驗台灣的夜
市文化。

水中快樂的游泳。

夜市美食

六年五班 林子傑

我的小寵物

六年六班 謝盈芳

台灣夜市名聞遐邇，人山人海，加上攤商熱情的叫賣聲
和食物飄出的誘人香味，讓飢腸轆轆的人食指大動，垂涎三
尺。
我不記得小時候去過那些夜市了，只記得有一次我與
住在板橋的外婆、小舅舅和媽媽一起在晚上的時候要去外婆

我小時候曾經有一個夢想，就是可以飼養一隻寵物，
因為我覺得小寵物很可愛，所以常常跟媽媽撒嬌，但媽媽
都不答應。
長大後，漸漸不再對小動物感興趣了。直到不久之前，
我突然發現手機有一個飼養寵物的遊戲，想說可以遂了自
己的兒時心願，於是就下載了那個遊戲。安裝完畢後，我
迫不及待的打開那個遊戲，首先它要我們選擇想要的寵

家附近的湳雅觀光夜市。那裏有我喜歡的滷杏鮑菇，攤商將
杏鮑菇切成一小塊一小塊，配上暗褐色的滷汁，再撒上胡
椒，飄出的香味讓人口水直流，吃下去的味道令人齒頰留
香，十分可口。再往前走，我們買了印度拉茶，拉茶飄出濃
濃的奶香味，喝下去香甜滑順的口感，令人讚不絕口。
往前走，我吃了一家素食店的蚵菜煎，那裡面包的是
青菜和素火腿，雖然口感和一般的蚵仔煎差不多，但風味卻
非常的不一樣，讓我食指大動。接著，外婆走到前面的攤位
買了一袋東西，哇！裡面是炸得金黃酥脆的地瓜球，飄出陣
陣的地瓜香，大口一咬，就會發出「喀滋喀滋」的聲音，滋
味令人無法抗拒，地瓜球的好滋味，令我難以忘懷，值得推
薦給大家品嘗。

物，我與妹妹們七嘴八舌的討論後，我們就決定養―倉鼠，
之後畫面上就出現一隻小小的、可愛的小倉鼠，我們首先
餵牠吃我們花 50 代幣買的向日葵種子和用 100 代幣買的飲
水器（已經有裝水了）
，牠吃飽喝足後，就在籠子裡的一隅
打起盹，模樣實在非常的惹人憐愛。
有一天，我們和往常一樣登入遊戲，結果卻發現小倉
鼠頭上的氣泡寫著「生病」二字，我們擔心不已，拼命找
尋醫院，雖然找到了，但看一次病就要 1000 元，我們根本
付不出來，只能眼巴巴看著小倉鼠由生病的狀態轉為死
亡，最後消失在籠子裡。
經過這次「用遊戲養寵物」的體驗後，我明白養寵物
沒有我想像的簡單，尤其是牠死去的那一刻，我簡直難過

總之，台灣夜市的美食頂呱呱，各式各樣名聞遐邇的台
式料理都等著你去品嘗。堪稱夜市王國的台灣一定有許多不
輸外國的料理等著你去尋找、發現與品嘗，有時間，你一定
要造訪夜市，感受一下夜市美食的魅力，保證讓你回味無窮。

到心都快碎了！所以不管是電子寵物還是真正的動物，我
們都要好好珍惜牠、照顧牠，陪牠走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夜市美食

六年五班

黃琪喻

狗兒奇遇記

六年六班 林和謙

有一天，爸爸突然問我和妹妹想不想養寵物，我們不約
而同的大叫：「好！」「我想養小狗。」「我想養貓咪。」我
和妹妹七嘴八舌的討論著要養什麼小動物，最後我們決定要
養可愛的小魚。

我記得在一年級的時候，某天週末下午，全家人到海
邊散步時，突然，一隻小動物跑過來，嚇了我一大跳!回過
神仔細一看，原來是一隻咖啡色、身體瘦瘦小小的狗。
那隻狗看起來非常可憐，我的手上剛好有一個豆沙
包，我就撕一塊給牠吃，我問爸媽可不可以把牠帶回家養，
得到的答案卻是不行。不論我怎麼苦苦哀求，爸媽還是不

到了水族館，我和妹妹認真的思考到底要養哪一種魚，
而爸爸則在老闆的介紹下選了一個又大又美麗的魚缸。回到
家裡，我和妹妹興奮得像隻小兔子一樣活蹦亂跳的，因為爸
爸說我們可以一起合作幫小魚整理新家了！整理完魚缸，大

同意，我覺得很傷心。後來，我每個星期六、日去散步時，
牠都會跑來找我，雖然不能帶回家養，但至少牠還記得我，
我有些感動。之後我去散步時，都會買一個豆沙包餵他吃，
漸漸的，牠就不像之前那麼瘦了，還變得有一些胖胖的，

快樂的小魚

六年六班 陸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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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感到非常開心。
有一天，我去散步時，跑來的不只有那隻小狗，而是多
了兩隻跟牠很像的狗，讓我有一點傷腦筋，因為以後我不只

上課時，老師在台上不停地說著話，而台下的同學都
快睡著了。但是一聽到下課鐘聲響起，我們就突然變成一
條活龍，大家一窩蜂的衝去操場。下課時，有些人在打籃

要買一個豆沙包，可能還要多買兩三個，而且不知道牠們會
不會跟別隻小狗生小孩，這樣就要買很多食物給牠們吃，我
試著驅逐另外兩隻小狗，結果原本咖啡色那隻狗為了保護另
外兩隻小狗，而跑來咬我的手，雖然不痛，但卻讓我非常驚
訝。隔天我帶了兩個豆沙包來到海邊，卻沒看到那三隻小
狗，我跑遍了整個沙灘，都沒看見那三隻小狗的身影，我心
想：牠們一定是被好心人領養了！
經過這次的經驗，我體會到養小動物並不是件容易的
事，要花費許多心思和時間，而且如果一不小心沒照顧好，
發生一些遺憾的事情，可能會一輩子都無法忘懷，幸好那時
爸媽有阻止我，如果沒有的話，現在我應該會忙得不可開交

球，有些人在玩遊戲，有些人在教室畫圖、看書和寫作業，
還有些人會練習躲避球。校園的各個角落都好熱鬧。下課
十分鐘，我最喜歡畫圖和打躲避球。如果我寫完功課我就
會下去打球，但如果還沒寫完我就會在教室畫圖。不過大
部分的同學都會去打躲避球，只有少數的人留在教室而且
老師每天的作業都不一樣，所以我只能看作業有多少再決
定可不可以去打球。
雖然下課只有十分鐘，但是在這短短的十分鐘裡，我
覺得非常開心。如果有機會能和上課時間交換我們就能多
享受下課的時光。

吧！

下課十分鐘
我家的毛小孩

六年七班 鄭資璇

六年八班 鄧詠宣

「噹，噹，噹」悅耳的下課鐘聲敲響在校園中，同學
們很快地衝出有如地獄般的教室，興高采烈的跑去有如天
堂般的操場上玩遊戲。
下課鐘聲一響，本來鴉雀無聲的操場，頓時人山人海
熱鬧起來了。上課的壓力完全被拋下，操場上有的同學在
玩鬼抓人，玩得你抓我躲、你追我藏，有的同學在玩躲避
球，讓操場上充滿歡笑的聲音。也有些人會利用下課去圖
書館借書、看書或是找尋自己愛看的書。玩累的人就會在

在我生日時，收到了一個非常特別的生日禮物。生日前
幾天我們全家到媽媽的朋友家挑選生日禮物，他家有三隻活
力十足，而且很調皮的小貓。經過長時間的挑選後，我們決
定帶走一隻比較親人、溫和的小貓。牠是一隻橘色的虎斑
貓，全身上下都是亮麗的橘色，眼睛也是橘色的，所以給牠
取名「柳橙」。
剛開始，只要有人一靠近牠，牠就會連忙躲起來。現在
牠是一隻走著走著就會倒在路中間的礙路貓，而且只要說:
「柳橙，吃飯了!」再用湯匙敲打牠的碗。不管在哪裡牠就
會馬上飛奔過來的超級貪吃鬼，所以牠的肚子就像裝了一顆
籃球。每次牠在走路的時候，牠的肚子就左右不斷的搖擺。
只要一坐下肚子就會拖到地板。雖然知道牠很胖了，但是聽
到他一邊可憐的喵喵叫，一邊磨贈我的腳，我就不忍心讓他
挨餓，所以牠才這麼胖。但是胖歸胖，我要抓牠的時候，牠
就馬上逃走，有時候我在走路，牠也會突然拍我的腳，如此
「貓」樣百出，真讓人又愛又憐。
養寵物是件不容易的事，既要照顧牠的日常飲食，又要
擔心牠的健康，畢竟貓咪不會講話，只能從外表及活動力判
斷牠的身體狀況。而且既然養寵物，就要好好對待牠，千萬

大樹陰涼處聊天休息，微風吹來有如冷氣般涼爽，真是很
舒服。下課時有些同學會愛教室看書、聊天，有的在寫作
業，有的在吃著津津有味的零食。而老師下課時間就忙著
改作業。
上課鐘聲一響，全部同學都跑回教室，有些同學滿身
大汗、依依不捨的走進來，準備開始上課準備。下課十分
鐘讓校園充滿了喧鬧歡笑聲，大家一邊聽著課一邊想著待
會下課又要玩什麼遊戲。

不能棄養也不能虐待牠喔!
照顧貓咪讓我上了寶貴的
一課-養牠就要愛牠。雖然
有時候覺得柳橙很煩，但大
多還是很可愛，希望牠一直
身體健康，年年有「貓食」，
也希望牠陪我們久一點。

其中，我最想去的國家是「日本」
，因為那裡的人都很有禮
貌，且衛生關念很好。因此，我非常想要到那裡旅遊。
日本函館的「百萬夜景」
，是非去不可的景點之一。左
右對稱的海灣呈現近似品牌香奈兒的商標形狀，真不愧是
日本三大夜景之一。
櫻島火山也是一個不錯的景點，櫻島火山屬於活火
山，且那裡的櫻島熔岩海濱公園裡有免費的足湯可以泡，
還可以看著遠方的火山以及灣景，誰不想要體驗看看呢？
日本的歷史建
築、名勝古蹟也是不
錯的旅遊景點。人人

下課十分鐘

我最想去的國家

六年九班 劉緯辰

現代科技發達，交通便利，往來世界各地非常方便，

六年八班 謝宗烜

親切且魚蝦鮮貝都
很新鮮，是旅遊的好
去處，真希望可以到
那裡玩!

「噹，噹，噹」下課的鐘聲已傳遍整個校園，當我一聽
到下課的鐘聲就興高采烈地衝去樓下，雖然下課只有十分
鐘，不過卻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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