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羅萬象的機器貓

四年一班 徐小釩
我的家裡有一隻胖胖的、淡淡的綠和皎白黃顏色交叉的
機器貓，因為它看起來很可愛，所以取名「可愛」。
「可愛」的功能是教我和弟弟寫回家作業，每次遇到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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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的迷糊爸爸，增強記憶把遺忘的工作做好，好讓爸爸不會
被媽媽罵。
「可愛」最喜歡運動，每天早上都會做早晨運動，運動
時會發出高亢的聲音順便叫我和弟弟起床。當我和弟弟賴床
時，可愛會很生氣，這時它臉紅通通的、上頭還冒著煙，把
我們嚇個半死，拼命準備上學一刻也不耽擱。
因為有「可愛」教我們讀書，能不懂的地方搞懂，所
以成績算是不錯，因此讓我們全家都更加喜歡它了。除了是
個開心果，也是萬用的幫手，特別是它可以做出好多不一樣
美味的食物，既五花八門又色香味俱全，看得全家都流口
水，不知道要先吃哪一樣才好，
「可愛」都會在吃飯前說：
「健
康是一切的基礎，沒有了健康一切都是空談，各種食物都要
吃一點。」
我覺得「可愛」對我和弟弟的成績有
很大的幫助，也讓媽媽不再有太多家事做
不完；讓爸爸做事得心應手，希望它可以
幫助很多人，不再有煩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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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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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才能取得好的學習成績。

我的機器貓

四年二班 魏育奇
有一天晚上，我夢見有一隻機器貓站在我的面前，這
時，有一位老人跟我說：「從此以後，這隻機器貓就是你的
了。」他的話剛講完，我就迫不及待的拿走了，第二天早上
一起來，我就看到一隻機器貓趴在我身上，我輕輕的把它撥
開，沒時間細看它，便匆匆忙忙去上學了。
但是，在學校，我滿腦子都是「機器貓」這三個字，所
以放學後，我立刻衝回家，把作業寫完後，馬上跑到機器貓
前面，找它的開關，我好像按到頭部，它就說:「嗨!主人，
我是您的機器貓，有什麼事嗎?」我被嚇了一大跳，這時，
有一個聲音從肚子裡傳來，接著，它就變成一個烤箱。叮!
一碗香噴噴的肉燥飯出現在我的面前。我二話不說，直接把
那碗吃得精光。接著，我就說:「肉醬義大利麵、提拉米蘇、
夏威夷披薩。你有沒有?」想不到，食物馬上變了出來，我
馬上大快朵頤的把這些吃完。
我把東西吃完之後，就開始畫畫。機器貓看我這樣，上
前跟我說:「主人，我可以幫您畫喔!」聽到這句話，我就很
期待它到底會畫些什麼，結果一看，哇!這不是鼎鼎大名的
蒙娜麗莎的微笑嗎?簡直一模一樣，真是太厲害了。
我覺得這隻機器貓真是萬能，它不僅能做出食物，也能
替我畫畫，我應該好好愛惜它，把它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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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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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機器貓

四年二班 林湘庭
在這寒風刺骨的天氣裡，一家人坐在幸福又溫暖的圓桌
旁，吃著山珍海味的晚餐。吃完晚餐，長輩們開始發紅包，
我們說著吉祥話，這些活動結束後，爸爸帶著我和弟弟、哥
哥去逛街。逛街時，我看到櫥窗裡有一隻功能包羅萬象的機
器貓，我很想要，所以我跟爸爸撒嬌，爸爸終於答應了，因
此我們把它買回家。
買回家後，我和弟弟一起測試這隻新穎的機器貓。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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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啟動它，就看見它的眼睛緩緩地睜開。還說:「您好!我的
主人。」我和弟弟都嚇了一跳，我問它有什麼功能，它說我
的功能有:教您寫作業、整理房間……等。
說到作業，我就想到我的作文還沒寫，當我拿出作文簿
時，機器貓立刻播放投影機，把一些好的語句、成語都播放
出來，讓我很快地寫完作文了。突然我口渴了，機器貓說：
「口渴了，不要喝飲料，要喝水才健康。」說完它就給我一
杯水。它還有神奇的地方，就是我肚子咕嚕咕嚕叫時，它就
會送出營養的食物，讓我飽餐一頓。
自從有了機器貓後，我的身體愈來愈健康了，體重也變
輕了，而我的寫作技巧也越來越好，不只老師稱讚我，連同
學也嫉妒我呢!

我說：「你畫得真好，但是有些地方可以更好。」然後把畫
畫的小技巧，像是眼睛的大小、服裝與鞋子、髮飾的搭配及
自然的表情，全都告訴我。我依照小咪的建議重新畫了一張
圖，帶到學校大受老師和同學的好評，實現了我畫漫畫人物
的美夢。
經過小咪的幫助，我終於可以輕易的拿到第一名，在四
年級時，我連續三次評量都得到了第一名，現在的我已經可
以在沒有小咪的幫助下實現自己的願望了，所以我讓小咪去
幫助更多需要的人，讓更多人完成自己的夢想。

我的機器貓

四年四班 何亭慧
有一天，我在放學的路上，突然看見一隻長得奇形怪狀
的貓咪掉進池塘裡，我急忙的跑過去幫助牠，牠就是我的新
朋友—機器貓，牠為了感謝我的救命之恩，不但主動和我結
交為好朋友，還給我一個許願的機會，使我開心得手舞足
蹈。我左思右想應該許什麼願望呢？最後決定－我要永遠和
機器貓在一起！
機器貓聽到後也爽快的一口氣答應了我的請求，頓時，我的
心情可真像是中了樂透一樣開心呢！
我帶著機器貓回到家後，便迫不及待的向家人們介紹我
的新好友，並且口若懸河的介紹牠的過人之處，雖然家人們
都半信半疑的樣子，不過還是接受了我的請求讓牠借住。從
那天起，我和牠就像是好姐妹般形影不離，我們喜歡在房間
裡天南地北的聊天、一起逛街、吃美食。在我讀書寫作業時，
牠也會陪伴著我，當有我不懂的地方，牠總是耐心的教導
我，尤其是我最不會的數學，牠就會絞盡腦汁，搬出十八般
武藝，讓我很快就能理解，有了牠的幫助，使我在課業方面
更得心應手，成績也變得更進步。
記得有一次半夜，我的肚子咕嚕咕嚕的叫著，使我輾轉
難眠，貼心的機器貓立刻來幫我，牠叫我伸出手在牠的肚子
上按一下，突然間一盤香噴噴的義
大利麵就出現在我眼前，讓我又驚
又喜，再按一次又跑出我最愛的烤
雞腿，我開心的大快朵頤一番，這
幸福的滋味真是令我感動不已！
接著我還吃了披薩，還喝了珍珠奶
茶，才帶著滿足的心情進入夢鄉，
真是過癮呀！
自從有了機器貓這位好麻吉後，我的生活變得多采多
姿，做任何事不再膽怯害怕，因為有了牠的陪伴，也使我不
再感到孤單寂寞，也更願意主動學習。希望我們能當一輩子
的好朋友永遠都不要分開。

臺南之旅

四年三班 郭柔芸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日禮拜六的上午，爸爸帶著我們一家
人，浩浩蕩蕩的從新竹出發了。一路上，溫暖的太陽和涼爽
的微風配合車子的速度，和我們一同前往臺南。
我們來到的第一個景點，是被譽為「臺灣袖珍版亞馬遜
河」的四草綠色隧道。最讓我難忘的是搭乘竹筏遊覽，除了
可以飽覽綠色隧道的美麗景緻之外，船上還有導覽人員沿途
解說紅樹林的生態;當我親眼看見這絕美的綠色美景「天使
之吻」時，不禁讓人讚嘆實在
太美了，不用出國就能看到不
輸給國外的美景。
接著我們去奇美博物館，
奇美博物館是由奇美企業創辦
人許文龍所創，館內除了有高
聳圓頂的大廳之外，各樓層都展示了不同種類的藝術品，甚
至在博物館外面都有雕像的展示品，所以奇美博物館可說是
南臺灣的旅遊勝地。很可惜館內的美術品不允許拍照，所以
我們在外面拍了許多照片，紀念這一次的藝術之旅。
第二天我們來到老唐湖藝術村，一開始我們先去租服裝
來拍照，我選了一套小格格的服裝，穿上它讓我覺得自己好
像穿越回到古時候的清朝呢!拍完照後，我們開始欣賞園區
內的建築物，它們很特別，因為它們是用木頭和磁磚搭建出
來的。最後我們還坐了要用人力拉的船，雖然我沒有親自去
拉船，但光是坐著，就讓我覺得值回票價了。
隨著夕陽西下，這趟文化之旅就要進入尾聲了，開心的
時間總是過得特別的快，兩天的時間就這樣結束了，這時我
只能抱著依依不捨的心情以及滿滿的回憶跟臺南說再見。

我的機器貓

四年四班 劉采炘
有一天，當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時，看到有個人抱著一個
大禮物往我這邊跑來，他對我說：「生日快樂！」然後將禮
物遞給我，我突然想到，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接過禮物，抱
著它回家，回到家便興奮得將它打開，是一隻機器貓，我高
興得手舞足蹈，因為這是我從小到大收過最棒的禮物。
這隻機器貓有著黃色的毛，搭配咖啡色的斑點，它的毛
色會隨著心情改變，開心時是黃色，生氣時是紅色，緊張時
是綠色。我迫不及待的拿出說明書，依照說明書的步驟啟動
機器貓，機器貓張開眼睛並對我說：「你好，我的主人，你
可以叫我小咪。」我拿出作業之後，按下它項圈上的紅色按
鈕，它馬上變成我的小老師，我不會的題目一一的指導我，
讓我的成績突飛猛進。
週末，上完美術課，我帶著作品回家，小咪看到了就對

小熊晚安

四年五班 吳芯語
每天晚上，我都會先和床上的小熊說聲「晚安」，然後
才抱著它關燈睡覺。
這隻可愛又全身毛茸茸的小熊，是在我四歲生日時，爸
媽買來送給我的生日禮物。它身體是灰色的，圓圓的眼睛好
像在看著我想要跟我說話一樣。它還有一對短短的耳朵，耳
朵裡面搭配著粉紅色，頭上還戴著一頂小帽子，脖子上還圍
著一條小圍巾，看起來實在是可愛極了。
有時我一個人在關了燈的房間裡睡覺，黑漆漆的心裡會
感到害怕，可是我只要把小熊抱在胸前，不一會兒我就可以
安穩的進入甜蜜的夢鄉了。有時當我心情不好，我也會抱起
它來，看看它圓鼓鼓的小臉，跟它聊聊不開心的事情，沒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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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中的香味

久，我的心情就會變得好多了。
雖然小熊只是一個布偶，但是我把它當
成一位貼心的好朋友，雖然它不會對我說
話，可是我能跟它分享我所有的喜怒哀樂，
加上它是爸媽送給我的且具有紀念價值的禮
物，我一定會好好愛惜它，希望它陪伴我一
起長大。
四年六班 陳昕宜
在聖誕夜前夕，我幫助了一位老爺爺，隔天早晨，我家
的聖誕樹下放著一隻機器貓，上面還掛著一張小小的卡片，
上面寫著：「小朋友，謝謝你，為了表達我的謝意，這隻機
器貓送給你，希望你能好好的珍惜它喔。」我這時才知道，
昨天我幫助的老爺爺並不是普通人，而是鼎鼎大名的聖誕老
人。
我開心的把機器貓帶回房間，可是不管怎麼找都找不到
開關，當我拉著它的尾巴想把它收起來的時候，它發出了嗶
嗶聲，尾巴也發亮了起來，我再碰一下那閃閃發亮的紅色尾
巴，「您好，我的小主人，我是您的機器貓，今後請您多多
指教喔！」機器貓開口說話了！我驚訝的從椅子上跳了下
來，想把這件事告訴媽媽，「碰」的一聲，我跌倒了，膝蓋
撞傷並流血了，這時機器貓急忙跑過來安慰
我，並從它衣服前面口袋拿出一瓶外型奇特
的瓶子，打開瓶蓋滴了一滴，我的傷口不痛
了而且傷口漸漸癒合，然後不見了。我很驚
訝一隻機器貓居然有這樣神奇的法寶。
漸漸的我發現機器貓有好多好多的神
奇法寶，它可以把所有要清洗的碗筷放進自己的口袋，然後
拿出來就變乾淨了，它還可以把家裡打掃得乾乾淨淨，除此
之外，它可以在一秒鐘之內送我進教室，讓我省下很多時
間。而且當我遇到不會寫的功課，它也會馬上教導我，讓我
的功課突飛猛進。我們全家都很愛它，也都很珍惜它，希望
它可以永遠陪伴我們。
四年七班

我的機器貓

四年七班

四年九班 黃宇洝

放學了，我獨自一人準備走路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寒風
刺骨，我將冰冷的雙手放進口袋，沒想到口袋裡有一張百元
紙鈔，本想去買豆花，卻被一間小小的玩具店給吸引，我掏
出了紙鈔，進去買了一隻雪白色的機器貓－牛奶。
牛奶看起來很普通，但我發現它的耳朵有小小的開關，
我將它打開，它便開始說起話：「主人，妳好！我是來自西
元二一一二年的寵物貓，因為不小心穿越了時空隧道，所以
才到了二零一九年。」於是我問它未來的我是什麼身分，聽
到我的名字後它十分驚訝，它說我是一位高官，而且活了很
久，原來牛奶不但可以知道一千年後的事，也能知道一千年
前的事呢！
突然，我發現已經九點半了，該是要睡覺的時間，我問
牛奶：「你可不可以八時間變成八點呢？」它回答：「如妳所
願，我的主人。」一說完，時鐘就變回了八點，就連電視都
變成了八點的節目了！
之後我便可以預知未來，大家都叫我未來歷史小博士
呢！即使同學們一直問我是怎麼知道的，我也只是笑著回
答：「天賦！」

李希媛

大樹下舉辦了一個小活動
紅是憤怒燃燒的火焰
橙是鮮豔成熟的橘子
黃是閃耀刺眼的太陽
綠是綠草如茵的草地
藍是一望無際的大海
靛是寂寞傷心的夜晚
紫是香甜美味的葡萄
我們一起展開七彩的派對

我的彩色花園

羅偉峻

當我是小嬰兒時，媽媽因為要上班便把我託給奶奶照
顧，我的奶奶很注重整潔，家裡每天都會保持得一塵不染，
尤其是廁所，廁所總是乾乾淨淨，搭配上芳香精油的味道，
也會讓我想起我在百貨公司廁所聞到相同的味道，這時候我
的腦海中不禁浮現奶奶辛勤打掃的背影。
有時候我肚子不舒服時，媽媽總是會幫我擦精油味道聞
起來讓人覺得很舒服又帶著涼涼的感覺，這時我總會想起我
的外婆，外婆年輕的時候時常早起工作，導致現在腰骨容易
痠痛一不舒服他就會貼痠痛貼布，每當我聞到那種涼涼的味
道，心裡就會酸酸的，不由得想起外婆不舒服的模樣。經過
牛肉麵店，牛肉湯撲鼻而來的香味，就會讓我想起爺爺的滷
牛肉，我的爺爺很會滷牛肉，一旦我放假回去時，一大早爺
爺就在廚房忙進忙出烹煮牛肉，在廚房門口就可以聞到醬油
的鹹香與滷包濃濃的中藥味，再搭配奶奶自己種的有機蘿
蔔，香氣真是逼人，令我垂涎三尺。
寒冷的冬天晚上，抱著媽媽準備好的厚棉被，那散發著
太陽曝曬過的乾爽清香，整個房間都像是被大自然熱情的擁
抱著，這香味，讓人聞著好舒
服，伴隨著我進入夢鄉，不僅
溫暖了我的身體也暖了我的
心。
這些香味讓我記憶深刻，
也深深的藏在腦海裡，讓人意
猶未盡；並不時傳達長輩對子
孫的厚愛。

我的機器貓

五顏六色的七彩派對

四年八班

劉冠伶

花園裡有一個展覽會
紅是愛漂亮的玫瑰花
橙是美麗可愛的菊花
黃是搖著鈴鐺的金針花
綠是有大肚子的布袋蓮
紫是懶懶散散的睡蓮
粉是努力生長的蓮花
白是心靈純潔的百合花
歡迎你來到我的花朵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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