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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龜兔賽跑
一年十班 仇瑄辰

第一次龜兔賽跑之後，兔子
心裡非常懊惱。兔子找來烏龜對牠
說：「上次的比賽不算數，我只不
過睡了個好覺，你就贏了，不算！
我們再比一次。」
隔天在山頂上會面，比賽開
始，兔子飛快的往前跑，牠想：
「這次不會再睡著，我贏定了！」
忽然，兔子發現路旁有個滑
板，他踩上滑板，想贏得輕鬆，沒
想到滑太快，在終點前失控了！
兔子撞上路旁大樹，跌斷了
腿，隨後趕到的烏龜，不小心踩到
兔子掉在路旁的滑板，咻！滑過終
點，烏龜又贏了！
不久，救護車趕到，躺在地上
的兔子，只能再次大哭：「嗚！我
又輸啦！」

猴子與螃蟹
二年五班 郭芯伃

有一天，猴子對螃蟹說：「我
們找一天來賽跑吧！」螃蟹答應
了，於是他們決定在森林裡舉辦。
這天終於到了，他們請小狗
當裁判，小狗吹哨子，他們開始
跑了，猴子一下子就跑很遠，拋下
離起點不遠的螃蟹，猴子跑到一半
又累又喘，只想睡一覺，他自言自
語說：「螃蟹還沒追來，應該可以
睡一下覺。」於是就靠著大樹睡著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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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面的螃蟹努力爬，不知不
覺看到猴子，心想：「猴子還在睡
覺，我不能吵醒牠。」於是牠輕輕
經過，螃蟹又開始努力的爬，等螃
蟹快爬終點的時候，猴子醒來了，
牠發現自己睡過頭，於是用最快的
速度衝，但是已經來不及了，螃蟹
早已衝過終點線，得到冠軍。
大家都為螃蟹歡呼，猴子不甘
心，善良的螃蟹對猴子說：「雖然
你輸了，但是，不要傷心，因為我
們都可以再努力。」猴子覺得很有
道理於是牠們兩就成為好朋友。

山羊與小野狼
二年八班 王櫻智

山腰有個小洞穴，洞裡住著
一隻大野狼，最近生了小野狼。野
狼媽媽為了有更多奶水餵小野狼，
時常到羊群裡偷吃小羊。有一天野
狼又去偷吃小羊，不小心掉在陷阱
裡，被獵人抓走了。
小野狼在洞裡面餓著肚子，其
中有一隻特別強壯的小野狼，爬出
洞外，想要找媽咪，當牠要走下山
的時候，不小心跌倒了，像皮球一
樣滾到山溝裡去。
「救命阿！救命阿！」小野狼
在山溝裡大聲哭喊著。
山羊媽媽正好走過來，聽到
「救命」的聲音，趕快跑過去，看
到一隻小野狼。心想：「野狼最可
惡了！專門吃小羊，我才不要救牠
呢！」
「羊媽媽！請你救救我，好
嗎？將來我長大了會報答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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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媽媽救出小野狼，把小野
狼留在身邊扶養長大，長大後的小
野狼竟然恩將仇報，把羊媽媽吃掉
了。真可惡啊！

地球高燒了
三年八班 施建誠

地球寶寶病了！他的頭很痛，
引起大地震和海嘯；他一咳嗽，就
出現颱風；他發起燒來，南極的山
就融化一大片。醫生謹慎的說：
「地球寶寶高燒不退，是因為人類
製造黑煙和垃圾，不停砍樹卻不種
樹所造成的結果。」
於是醫生帶著醫療小組，深入
地球寶寶生病的地方，只見人們製
造大量垃圾，工廠冒著污染空氣的
黑煙，藍藍的天空變成黑色，未處
理的廢水直接流入河川和大海，使
得河水和海水有如墨汁。
地球生病了，帶來許多災害，
人們開始想辦法幫忙醫好他。首
先，要把垃圾減量，不再浪費和亂
丟。另外，可用的東西要重複使
用，要做好垃圾分類和資源回收。
大家努力想使地球寶寶康復，
但是這不是一、二天就能成功的，
不但要有決心，還要有恆心，更需
要你我一起加油！

遊戲器材散發歡樂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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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特與媽媽
三年十一班 黃彥翔

維特是五歲的小孩，有天媽媽
收走他最愛的玩具，他生氣的說：
「我不要媽媽了！」當維特生氣或
被處罰時常說出這句話，媽媽聽了
總是很難過。
山中的風精靈知道這件事，決
定要帶走媽媽，就吹來一陣風把媽
媽捲走，維特哭喊著媽媽，
可是媽媽回不來。森林裡住
著一個博學多聞的花婆婆，維特走
了很遠的路，要請求花婆婆幫這個
忙，花婆婆說：「你要走過一條寸
步難行的刺草叢石子路，穿過可怕
的森林。我會給你一顆魔豆，它會
幫你找到風精靈，通過風精靈的考
驗，你就可以救回媽媽了。」
維特辛苦的通過森林的考驗，
把魔豆種在土裡，他掉下思念的眼
淚，神奇的魔豆發芽了，牙很快的
長高穿過雲霄。維特爬到雲端找到
了風精靈，媽媽被施了魔法全身動
彈不得，風精靈說：「你要破解我
的魔咒，不然媽媽就要留下來。」
維特想了很多咒語，可是都不對，
維特很傷心的比了一個愛心說：
「維特維特愛媽媽」，在耳邊輕輕
傳來：「媽媽媽媽愛維特」，維特
伸出食指碰著媽媽的食指一起說：
「電！電！電到了。」
霹哩啪啦碰！魔法解除了，維
特終於救回媽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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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關係先生

46

ഭ༽̜ߎ

小郵差

三年十二班 林均曄

四年一班 溫婕翎

在一個偏僻的農村裡，住著一
個人，無論遇到什麼都說：「沒關
係」，因此，大家給他取了一個綽
號叫做「沒關係先生」。
有一天，他出去買東西。一
路上走著走著，來到水池邊，不小
心被一塊石頭絆倒，跌進水池裡。
有個路人正好經過，路人問：「要
不要緊？需要幫忙嗎？」他回答：
「沒關係！沒關係！」這句話害他
差點淹死在水池裡。
幾年後，沒關係先生想娶老
婆，他穿西裝打領帶準備去相親，
眼前來個虎臂雄腰，脾氣暴躁的小
姐。媒婆問他：「這類型的你介意
嗎？」他回答：「沒關係！沒關
係！」於是他們很快就結婚了。
婚後，老婆一生氣就對他拳
打腳踢，拿他當出氣筒，從此陷入
水深火熱，人間煉獄的日子正式開
始。瘦弱的沒關係先生，經不起虐
待，很快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沒關係先生快斷氣的時候，家
人問他後事可以草草了事嗎？他竟
然還是說：「沒關係！沒關係！」
結果無情的老婆用草蓆打包他，直
接丟到荒郊野外。

傑克的爸爸出門當郵差，媽媽
在家裡賣郵票。一個冬天的傍晚，
天又黑，風又大，媽媽說：「傑
克，快去把燈點亮吧！」
「哈啾！」傑克的爸爸打著噴
嚏走進來，「好冷喔！我全身都快
凍壞了！」原來他到梨樹農場去送
信，半路上，圍巾被風吹跑了。第
二天，傑克的爸爸感冒發高燒，請
老醫生來看病：「這兩天，千萬別
出門去。」「哈啾！」爸爸又打了
一個大噴嚏。
傑克背著郵袋，代替爸爸送
信。聖誕卡、問候信，一件一件送
出去，袋子越來越輕，最後剩下兩
封信。賣糕餅的小販大聲叫：「來
喔！快來買！」傑克放下袋子買
了一塊糕，當他張嘴正要咬......哎
呀！這下可糟了！一陣大風吹過
來，吹跑了傑克的兩封信。傑克把
糕塞進口袋裡，邁開大步去追信，
風兒吹得快，媽媽說：「貪吃丟了
信，把信找回來，才准吃蛋糕。」
傑克終於找到一封信，高高掛
在大樹梢，他四處望，咦？柵欄裡
面是什麼東西？
原來是朵莉老師的卡片！樹上
飄阿飄！爸爸的圍巾找到了，傑克
很開心。回到家，大聲報告：
「我把信件送完了！還找到
爸爸的圍巾，你們說，妙不妙？」
媽媽微笑，端來好吃的蛋糕。開心
的傑克一邊吃一邊說：「我是好郵
差，也是好寶寶！」

薪傳獎布袋戲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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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獼猴報恩
四年三班 張祐瑄

王伯伯在山上開了一間小雜貨
店，賣一些日常用品及水果，讓爬
山的人和附近人家方便購物。
有一天晚上，天空下著細細冷
冷的雨，突然跑來一隻野生獼猴，
個子矮小、體型瘦弱，一看就知道
長期營養不良。眼睛佈滿紅絲，閃
著哀求的眼光，小獼猴指著攤位上
的香蕉，又望了望王伯伯。「可憐
的小獼猴，他一定餓壞了！」王伯
伯摘了兩根香蕉給牠。
「嗯伊！嗯伊！」小獼猴接過
香蕉，好像在說「謝謝！謝謝！」
然後歡天喜地離去。從那天開始，
小獼猴每天都來要兩根香蕉。但是
王伯伯發現，小獼猴卻一天比一天
消瘦，王伯伯多拿幾根香蕉給牠，
可是小獼猴不肯收，這樣持續幾
天。
有一天晚上，小獼猴竟然沒
來，王伯伯特別把打烊的時間延後
一小時，等阿等！盼啊盼！還是看
不見小獼猴的蹤影。
第二天，王伯伯決定上山找小
獼猴，來到山頂，出現一座黑黑的
山洞，「難道獼猴住在這裡？」王
伯伯這樣想後，便打亮手上的小電
筒，朝山洞進去，王伯伯看到小獼
猴旁邊躺了一隻母猴，而且已經斷
氣了，哭得好傷心啊！
後來王伯伯把小獼猴帶回家想
要好好照顧牠，但是小獼猴有自己
的打算，想要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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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春天來臨，王伯伯每天只要一
打開店門，就會發現門口堆了一
大堆水果，王伯伯心裡明白，是
那隻報恩的小獼猴送水果來了，
王伯伯的臉上堆滿笑容。

貪心的老虎
四年四班 戴翔

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住著
許多動物。有兔子、鹿、老虎……
等。
有一天，老虎餓得都快沒力氣
了，只好出去找食物。走了好久，
終於看到野兔在樹下睡覺！老虎躡
手躡腳走到兔子身旁，正當他張開
血盆大口想要好好享受野兔時，發
現不遠處有一隻梅花鹿，從他面前
跑過去。
這時，老虎心想：「梅花鹿更
大隻，要吃野兔不如吃鹿！」於是
老虎和梅花鹿展開一場追逐之戰！
梅花鹿和老虎都跑得很快，但是老
虎實在是太餓了，終於老虎體力不
支，放棄梅花鹿。
老虎打算回去吃野兔，可是，
因為剛才這一場激烈的追逐戰，把
野兔嚇醒了！這時，老虎真的沒東
西吃了，只好用剩餘的體力在山洞
裡挨餓。老虎這種心態就是「貪心
不足」。

親師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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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隻小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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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歷險記

四年四班 游子芸

五年一班 張佳琳

從前從前，豬夫婦生下三隻小
豬，大哥和二哥好吃懶做，小豬非
常勤勞，常幫豬媽媽分攤家事。有
天豬夫婦叫他們自己出去蓋房子。
首先豬小弟買了許多進口磚
塊，準備蓋磚屋，牠說：「保證大
野狼推也推不倒」，豬二哥買了堆
積如山的木頭，打算蓋木頭屋，
豬二哥不到一天就蓋好了；而大哥
呢？大哥去買許多茅草，打算要蓋
茅草屋，豬大哥不到三秒就蓋好了
呢！兩兄弟看了豬小弟還沒蓋好，
便過去嘲笑牠，豬小弟足足蓋了五
天五夜才蓋好。
不知過了幾天，大野狼先出
現在豬小弟家前，一吹，屋子竟然
倒了！豬小弟才知道這磚塊用厚紙
板製作的黑心貨，便跑到豬大哥的
家。豬大哥信心十足的說：「這茅
草是外國進口的，絕對不會壞。」
這時大野狼用力一推，整個茅草屋
都倒了，豬大哥才想到牠忘了用超
強黏性秒膠了！
大哥和豬小弟匆匆忙忙跑到
豬二哥家，豬二哥說：「我的木頭
是國外進口的，絕對不會有白蟻，
我還用了水泥和三秒膠，大野狼絕
對推不倒。」果然大野狼不管用撞
的、踢的、推的都弄不倒，但是跑
出上萬隻白蟻，真是傷腦筋啊！

吃過晚餐，安妮、傑克和媽
媽三個人正在客廳看電視，電視報
導火星發生十級大地震，安妮害
怕地說：「好可怕喔！我們怎麼辦
呢？」，媽媽對兩個小傢伙說：
「不要怕，我們星球沒事，別害
怕，地球有防護罩。」
突然一陣巨響，這時發生讓人
膽戰心驚的八級大地震。傑克和安
妮害怕地躲在媽媽身邊，但是地震
越來越大，他們一家人趕緊逃到星
球廣場。看見地面裂開，安妮、傑
克還差點被隕石打中，幸好媽媽及
時把他們拉住。
此時，整座山已經淹大水，把
許多房子、車子都沖走。許多人痛
哭流涕，突然一個大浪打來，將安
妮、傑克捲入裂開的地裡，安妮趕
緊抓住身邊飄近的木板，將傑克拖
上來。此時，突然出現一個龐然大
物，原來一隻鯨魚也被衝上陸地，
安妮一躍，帶著傑克跳上鯨魚的
背，向東方游去。
接著又發生六點二餘震，大
家四處逃竄，在鯨魚背上的安妮和
傑克不知道要往哪裡跑？整座城市
天寒地凍，加上下起大雪，真是雪
上加霜。沿路，大馬路都已成了水
道，大樓浸泡在水裡，安妮、傑
克、想喝水也沒得喝了，想吃東西
也沒得吃了。
突然，聽到一陣熟悉聲音，
喔！原來爸爸開著潛水艇來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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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安妮拉著傑克由鯨魚被上跳
上救生艇。爸爸擁抱著他們倆，
安妮喜極而泣抱著爸爸說：「爸
爸！我們終於得救了。」未來的
命運不知如何？但人類會努力生
存下去。

選美比賽
五年三班 詹煜婕

最近，快樂森林舉行一年一
度選美比賽！但動物卻沒有參賽的
興奮，相反的，一聽到選美比賽就
垂頭喪氣的說：「不用比了！」這
種情況讓新搬來的天鵝小潔感到不
解，於是小潔跑去問老貓頭鷹，原
來一切都要從七年前說起！
七年前，當孔雀小雀拿走冠
軍時，很謙虛，大家一直讚美牠。
不久，孔雀不能容忍別人比自己美
麗，所以每年選美大賽時，就會有
許多選手遭到不明人士傷害。
六年前，雲雀選手在家睡覺
時，被人用刀割傷腳，因此不能參
加比賽，天堂鳥選手也是被不明人
士用彈弓射害翅膀......，雖然大家
都知道是小雀做的！但，小雀的父
親在森林很有權力.......。
聽到這些消息，小潔心裡做了
決定。比賽當天，正當大家習慣投
票給小雀時，小潔跳出來說：「等
一等，我也要參加比賽！」，聽到
小潔這麼說，大家都嚇一跳！
小雀生氣得亂叫，小潔問：
「你為什麼要傷害其他選手？外表
真的那麼重要？我雖然沒有你美，
但我知道給別人機會，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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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聽了感動得把票給小潔，
於是天鵝得到冠軍！正當大家開心
慶祝時，小雀走過來說：「對不
起！」這時所有動物都安靜下來，
動也不動的看著小雀，只有小潔走
出來抱著小雀說：「沒關係！大家
原諒你，下次不要再犯了！」
選美比賽過了一個月，這天
孔雀和天鵝在樹下聊天，孔雀說：
「經過這次教訓，我知道凡是都要
以自己的實力來做。」天鵝歡喜地
和孔雀對唱起來。

最棒的地方
五年八班 呂季庭

森林深處住著野狼家族，有辛
勤工作的野狼爸爸，細心又嘮叨的
野狼媽媽，活潑好動的小狼大寶及
剛出生的野狼小寶寶。
這一天風和日麗，是萬里無雲
的好天氣，野狼爸爸早早就出門去
工作，野狼媽媽哄弟弟別再哭了，
可是大寶卻拉著媽媽的衣角，吵著
要出去玩。媽媽忙著照顧弟弟，根
本無暇顧及，被大寶那麼一煩，大
發雷霆怒道：「我照顧弟弟已經夠
煩了，你還一直吵！」大寶覺得很
委屈，心想：「媽媽只喜歡弟弟，
都不喜歡我了！我要去一個更棒的
地方。」於是大寶離家出走！
大寶走呀走！看見一片美麗的
花海，他高興地跑進去追蜂逐蝶，
玩得好不開心。不久，大寶又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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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決定去找食物，忽然看見一
株蘋果樹，可惜大寶不會爬樹，
這時他懊惱平時不認真學習捕捉
獵物的技巧。
頓時，想起爸爸曾說：「覺
得餓就睡覺！」當大寶睡到一半
時，被凍醒了，這時他聽到聲
音，以為是鬼，害怕得瑟縮在角
落，哇哇大哭起來。可是當牠哭
到一半時，聽到有人叫牠的名
字，原來是爸爸、媽媽在找牠，
最後跟爸爸媽媽開心回家，大寶
現在知道，原來全世界最棒的地
方，就是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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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這天，好朋友小風和大
力都來了，媽媽端出剛烤好的蛋糕
來，大家高興得唱生日歌，一邊還
說出自己對大業的祝福，但大業還
是開心不起來。最後，爸爸拿出策
劃已久的生日禮物，大業臉上露出
笑容，原來爸爸送的是一副粉紅色
墨鏡，從此，大業看到的事物都是
粉紅色！
可是戴上墨鏡的大業，忽然覺
得沒有那麼喜歡粉紅色了，因為他
發現沒有粉紅色的這段時間，他認
識了更多漂亮的顏色，所以他決定
不再固執，決定接受更多豐富的色
彩來彩繪人生。

粉紅誘惑
五年九班 張家華

有一個男孩叫大業，非常喜
愛粉紅色的東西，無論是褲子、床
單、書包或者是鉛筆盒等等，全部
都是粉紅色。
有一天，媽媽覺得這樣不行，
趁大業不在時，把東西全部換成藍
色，大業一回到家，馬上感覺不對
勁，藍色的褲子，藍色的床單還有
藍色的書包和鉛筆盒，他最喜歡的
粉紅色怎麼全部變成藍色了？
自從身邊少了粉紅色後，大業
整天垂頭喪氣，心不在焉，爸爸媽
媽非常擔心，於是他們想到了一個
兩全齊美的辦法。「明天是你的生
日，你想要什麼生日禮物？」爸爸
問，大業回答：「想要一副新的墨
鏡」，爸爸和媽媽早準備好要給他
驚喜了。

保防教育宣導

家長會捐書邀你共讀好書

Jing Siou Student Journal

親親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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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認錯的人

六年十一班 陳孟婕

六年十一班 廖宜宜

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個依山旁
水的島，島上有一座風光明媚、山
明水秀的大公園，那座公園叫「親
親公園」。那裡的人都很和善，而
且很盡職，生活豐衣足食、逍遙
自在，島民「有福同享，有難同
當」，還真讓人羨慕啊！
但是，一年後，有一個農夫竟
然引狼入室，接待一個奸商來親親
公園，奸商看到這裡花木扶疏，不
禁起了貪念。於是，他將計就計，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以最快的
速度把樹木砍光，搭著船，開往西
方，他神不知鬼不覺把木頭運到
西方賣，成為一個家財萬貫的大富
翁，但是事情的發展有他想的那麼
順嗎？
太陽從東方緩緩泛起一片白，
麻雀在空中鳴叫，但是聽起來有點
悲傷，大家紛紛從被窩中爬起來，
走出門外一看：「天哪！這是怎麼
回事啊？」大家都百思不解，原來
綠油油的樹木都被夷成平地，經過
調查，終於真相大白了，原來是奸
商做的好事，大家又氣又無奈，當
中有一個去找天空警察，警察以迅
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讓奸商鋃鐺入
獄，為民除害。
多年後，公園經過大家共同努
力，又恢復以往的風貌，大家更加
珍惜這失而復得的小公園。

某一天，家寶跟朋友踢足球，
不小心踢破家裡的玻璃，媽媽發現
後，開始調查誰打破的？家寶會主
動承認嗎？
家寶深怕媽媽發現之後罵他，
所以開始編織謊言，他告訴媽媽：
「或許是小狗弄的！」
但是媽媽馬上反駁，狗狗關
在籠子裡，怎麼可能是牠弄的呢，
之後媽媽發現家寶搶第一個回答，
所以有可能是家寶打破的，她開始
引導讓家寶自己承認，一開始說：
「要請警察來幫忙！」家寶聽到，
心裡喊不要，之後馬上說：「先
不要把事情弄大，慢慢調查也不
遲！」，媽媽說：「好吧！」
過了幾天，家寶受不了良心
譴責，打算跟媽媽說實情，但一開
始支支吾吾的，過一段時間後媽
媽說：「其實是你朋友用的對不
對？」家寶驚訝的看著媽媽久久不
語，媽媽拍著他的背說：「傻孩
子，媽媽看得出來你心裡在想什
麼，只不過希望你能夠自己承認，
而不是我逼你講」。家寶跟媽媽道
歉，還說自己不會再說謊了。
做人要腳踏實地，不要為一點
事情而說謊，要做誠實的人，所以
要學會勇於認錯喔！

創意彩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