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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節禮物

一年二班 成苡瑄

一年五班 黃暐謙

噹噹噹！下課了，我喜歡看同
心台上面的大壁畫，裡面有一棵大
樹，左邊有綠綠的草原。天空上白
雲自由飄，可以變化各種不同的動
物造型，很多快樂的小朋友在樹下
玩遊戲。幾隻美麗的蝴蝶在跳舞，
還有小鳥停在樹上唱歌。感謝大壁
畫陪我長大，希望和這位有名的畫
家做朋友，更希望大壁畫永遠陪伴
我們，留下美好的回憶。

兒童節前，爸爸問我和姊姊要
什麼禮物？我說：「關公手上拿的
大刀」，姊姊說：「要一把劍」然
後爸爸就出去買材料和工具。
吃飽晚飯，爸爸一個人到四樓
工作經過一個禮拜的努力，終於完
成了。我和姊姊都很高興，這是我
們收到最特別的禮物，我們會好好
珍惜。爸爸！謝謝您！

上生活課
一年三班 張芷瑛

感謝
一年五班 蕭善彧

我喜歡上生活課，老師會介紹
小動物，教我們親近大自然，我們
做傳聲筒來玩遊戲。
一條棉線就可以傳遞聲音，真
神奇！介紹房子時，我們用貼紙在
圖畫紙蓋房子呢！除了學唱歌，上
生活課還可以動身體，跳跳舞，生
活課真有趣。

我能學習到各種知識，都要
感謝老師，因為老師教我國語、數
學、生活。月考和小考我能考得這
麼好，都要感謝老師，還要感謝校
長請來這麼好的老師和導護志工，
讓我們平安上下學，我要好好珍惜
在靜修國小讀書的美好時光。

我喜歡上學

週休二日

一年四班 梁俞吟

一年八班 黃巧旻

我每天最喜歡做的事，就是
到靜修國小上學，因為有我喜歡的
老師和同學。林老師很漂亮，認真
教導我們讀書，我喜歡幫老師做事
情，例如收考卷、擦黑板、倒水，
我都好開心。我也喜歡和同學一起
玩，一起跑操場，一起跳舞。在一
年四班上課，真的好快樂！

週休二日是我最期待的兩天，
雖然爸爸的工作要輪班，但是他總
會空出週休二日，帶我們出去玩。
最近，爸爸帶我們到雲林朝天宮看
熱鬧，霹哩趴啦的鞭炮聲和搖頭擺
尾的舞龍舞獅，真是精彩。旅途中
我們買了好多名產，可說是滿載而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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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地球

二年一班 蘇柏先

二年四班 張采姿

我長得胖嘟嘟，有一對雙眼
皮眼睛，扁扁的鼻子，愛講話的嘴
巴，下課一直嘰哩呱啦講個不停，
大家都覺得我很搞笑。我是一個勤
勞的人，喜歡幫助別人，喜歡在下
課和好朋友玩鬼抓人。最討厭的事
是被人碎碎念，真是煩死人。長大
後，希望成為發明家，為好多人發
明東西，這樣可以為好多人帶來方
便。

我是一個愛地球的人。我會
種樹、垃圾分類等 ……。 一開始我
不知道在為誰做這件事情。有一次
問媽媽：「做這些事是為了誰？」
媽媽說是為了地球的生命和美化環
境。我聽了後，才知道地球這麼重
要，我要做一個愛地球的人。

故事媽媽
上臺領獎
二年二班 江鎮宇
上個星期五，升旗的時候，
我上臺領獎，因為我是模範生。主
持人是三個六年級學長，校長頒獎
完，有四年級和五年級的舞蹈，還
有合唱團的歌聲，這真是一個美好
的回憶阿！

學習進步獎

二年六班 陳幸妤
故事媽媽常常講故事給我們
聽，他們每個星期二都會來教室，
曾經講了泥土、地震、星星和寶
寶 …… 他們講的每一個故事都很好
聽。我想要說：「謝謝故事媽媽！
您的精彩故事，讓我們知道更多知
識」。我知道你們沒有領薪水，真
的好辛苦，對我們好有愛心，謝謝
故事媽媽！

快樂的故事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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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交通隊

二年七班 賴煒程

三年七班 陳奕蓁

假日，我們全家和朋友一起出
去玩，來到雲林的白雲生態園區。
一進去就看到三座大風車，還有好
多動物、昆蟲和稀有魚類等等。

感謝交通隊每天幫忙我們指揮
交通，讓我們安全上下學，他們手
中的旗子築成堅固的屏障。志工很
有愛心，走在路上，志工隊會跟我
們說早安，我也會跟他們說早安，
只要聽到這句話，心情就會愉快的
飛起來。

我愛動物
二年十班 詹弘程
我喜歡的動物很多，有企鵝、
小馬、獅子、黃金鼠、鯊魚、斑
馬、駱駝、象龜、小魚和老鷹，他
們都是我的好朋友。希望下次能到
台北木柵動物園，看動物快樂生活
的樣子。

辛苦的交通服務隊

放學後
三年八班 楊翊琦

我的祕密基地
三年四班 游佳叡
我的祕密基地，在川堂的一
個小花園，那裡開滿五顏六色、爭
奇鬥艷的花朵，非常漂亮。下課時
間，我喜歡去那裡玩辦家家酒，有
時還會撿垃圾回教室丟掉。希望我
的祕密基地永遠保持乾淨又漂亮，
不要有人來打擾。

放學後，我都自己一個人走
路回家，雖然有時候覺得孤單，但
是走著走著，走到天橋上方，又有
一種享受的感覺，幻想自己像一隻
小鳥，在天空飛翔，那麼的自由自
在，讓我愛上放學後，獨自走路回
家的幸福滋味。

母親節
三年九班 蔣蕙瑄
最喜歡母親節，那天我會送媽
媽康乃馨和卡片，媽媽開心地抱著
我，我也會跟著開心起來。媽媽認
真工作，感謝她這麼照顧我。今年
母親節，我要祝福媽媽快樂健康，
希望我永遠跟媽媽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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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啟聰同學

三年十班 高鈺軒

四年四班 游芳瑀

家中養一大群魚，大魚和小
魚都有，其中我最喜歡的魚是胖胖
魚，他有一個圓滾滾的肚子，和一
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搖起尾巴真是
可愛，我把他取名叫「黑霜胖胖
貝」。每次看完書，都會去看他，
看他自由自在的游來游去，就覺得
很開心。

上體育課時，我們班和啟聰
同學一起上課，跟他們在一起很有
趣，我們學到一些手語跟啟聰同學
聊天。我相信保持一顆良好的心，
只要和他們一起努力，我和啟聰同
學的感情會愈來愈好。

親職教育講座

做環保小尖兵
關心老人行動劇

騎腳踏車
四年三班 黃名億
我們全家到大林自行車步道
做一趟鐵馬之旅。騎著腳踏車，穿
越隧道，鳥兒吱吱喳喳；雨過天晴
以後，草叢窸窸窣窣，一隻隻樹蛙
冒出頭來，遠遠望去，人造樹蛙站
在田園農莊裡。沿途結實纍纍的果
樹，香氣逼人，風光明媚，讓人流
連忘返。

四年四班 許立瑋
「地球生病了」，最近有很
多這樣的傳聞，因為人類亂排放二
氧化碳污染環境，害地球生病，使
氣候變化多端，所以我們要拯救
地球。做好垃圾分類、不砍伐樹
木 …… 等很多方法，讓我們來做一
個拯救地球的「環保小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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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娃娃

四年五班 徐右潔

四年十二班 王堤筠

中午肚子餓了好久，走到廚
房看到阿嬤，拿著鏟子在鍋子前大
展身手，一會兒中餐終於大功告
成。望眼過去，哇！五顏六色的料
理，一下子紅、一下子綠、一下子
黃，真是美味。拿起筷子吃得好滿
足喔！我最愛吃阿嬤的菜，更愛阿
嬤。

過年的時候，媽媽幫我買了
一個會轉動，有配樂的洋娃娃，我
既驚訝又高興，因為那是我一直想
要的洋娃娃。我開始幫她梳頭髮，
跟她睡同一張床，她就像是我的妹
妹，什麼事都和我在一起，這種感
覺真好！

生命的體會
五年一班 鄭詠澤

八卦山昆蟲巡迴展

布丁鼠
四年九班 劉霈綦
我最喜歡動物是布丁鼠，小
巧玲瓏的牠，有水汪汪的眼睛，毛
茸茸的身體和小小的嘴巴。當他們
看到美味可口的飼料時，會爭先恐
後想要大飽口福，當他們呼呼大睡
時，翻來覆去的模樣真討人喜歡。
我好喜歡布丁鼠，希望他們陪我一
起長大。

「如果我們都不死，生命就
沒什麼意義，因為死，才顯出生命
的珍貴，死亡是一面鏡子，告訴我
們如何感謝生命的難得。」啟聰班
的同學雖然弱勢，卻令體會到生命
的可貴，上帝創造我們，是為了讓
我們敞開胸懷，來帶給他們溫暖和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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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路如虎口

五年一班 許惠勝

五年六班 張羽倫

駕馭每一顆棋子，在棋盤上馳
騁，在這方格天下，我猶如孔明胸
有千萬軍馬，運籌帷幄指揮若定。
舉手投足便能克敵致勝，佈下無敵
八卦陣，抽車、跳馬、拉炮，出兵
頃刻間，敵軍將帥寸步難行，勝負
已定，稱霸棋盤方格，難逢敵手是
我的本領─象棋。

「咻！咻！咻！」車水馬龍
的十字路口，總有許多車子疾駛而
過，讓人提心吊膽，也不禁為那些
駕駛人捏把汗。尤其現今交通工具
這麼進步，如果大家都貪圖自己方
便，不遵守交通規則，那麼害人又
害己，所以為了大家的安全，不管
行人或駕駛都要記得「馬路如虎
口，遊戲危險多」！

我的座右銘
五年二班 賴依竫
我的座右銘是「失敗為成功之
母」，很多人都害怕失敗，因為失
敗會讓人感到自卑，但我並不怕失
敗，因為我相信每一次的失敗，都
是可貴的經驗，我從中記取教訓，
避免以後再犯。失敗並沒有使我灰
心，反而讓我成長不少。

離別
五年四班 張語珊
還記得，三年級的某個午後，
那時天空是多麼蔚藍，陽光多麼絢
麗，但我的心情卻是烏雲密佈、一
片陰暗。因為那天傳來一個噩耗，
我的好友宛軒要轉學。整天的心情
一直沉沉的。放學前，她跟大家道
別，看到她的身影，不知不覺淚水
如注，無法停止，直到她離開，希
望她現在一切安好。

我們都是愛心小天使

日本大地震
五年八班 游偉傑
看到新聞報導，日本因為地震
引發海嘯和核災害襲擊。雖然地震
是無法避免的，然而這次地震高達
九級，真是可怕。臺灣也前去幫忙
救災。當我看到災民不斷在倒塌的
房屋中尋找自己的親人，心中也跟
著難過。讓我們一起祈禱災民，讓
他們有勇氣重建家園！

3122 ᐖ ࣒  ආ

ௐ26ഇ

Jing Siou Student Journal

眼淚

64

ഭԶഭდ

我喜歡跑步

六年二班 余振豪

六年三班 黃建勳

北部的天空最軟弱，眼淚總是
在臉上留下痕跡。中部的天空最溫
和，眼淚只在眼裡徘徊。南部的天
空最強悍，眼淚總是往肚子裡吞。
天空流的淚一點一滴成了河流，大
海收集了天空所流的淚。

運動的項目五花八門，有游
泳 、 籃 球 、 跑 步 …… 等 。 其 中 ，
我最喜歡的是跑步，因為跑步可以
鍛鍊身體，也可以促進發育，更可
以使身體健康，所以我就和跑步結
下不解之緣。運動不只可使身體健
康，還令人精神飽滿，真是棒啊！

童稚時
六年五班 楊友翰

六年級升學講座

做環保
五年十一班 洪若瑄
說起愛地球的方法，莫過於
對「環保」的重視了，說起環保，
應該做好資源回收的分類。一般來
說，資源回收可分成五大類，包括
垃圾、塑膠、紙類、鋁罐和玻璃，
其中以垃圾最為常見。街道上常有
清潔隊員和義工打掃街道，我們
要跟他們說：「謝謝您，您辛苦
了！」大家一起做環保，留給後代
子孫一個美好的家園。

童稚時的我，因為我還是一
個調皮搗蛋的小鬼，不知事物的貴
重及價值，所以常把家裡搞得雞飛
狗跳；童稚時期的我，還是一個乳
臭未乾的小毛頭，常對父母無禮，
常對年紀較小的朋友惡言相向。如
今，我已成長，要抱著傳承的同理
心，引導比我小的新成員。

大隊接力
六年五班 黃婕瑩
大隊接力是校慶運動的重頭
戲，也是班上同學一展身手，爭取
榮譽的大好時機。我是負責第一棒
的開路先鋒，在大家上下一心奮力
向前的努力下，終於奪得第三名，
令本班師生既興奮又感動，留下難
忘的成功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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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

六年六班 詹心喻

六年九班 賴昱婷

週休二日，我們帶著愉悅的心
情來到田尾。沿途種滿各式各樣不
同種類的花，有玫瑰花、菊花、劍
蘭，不僅鳥語花香，還可以悠閒騎
著自行車，迎著微風，哼著輕快的
歌曲，自由自在享受田野風光。如
果你還惆悵週休二日何處去？走！
來一趟田野賞花騎車之旅，包你流
連忘返，下次還會再來喔！

友誼是世界上珍貴的東西，
友誼不是有錢就買得到，那些因為
金錢才親近的人，並不是真正的友
誼。友誼是一個人發自內心想跟你
做朋友的心，所建立起來的珍貴友
誼，永遠不會變。希望大家建立良
好的友誼，豐富美麗的人生。

六年九班友誼永存

我們是校園植物攝影家

母親節
六年八班 曹嘉芯
每年母親節，我總會感謝辛苦
又勞累的母親，一張手工卡片與一
份小小的禮物，感謝母親一年來的
照顧，無怨無悔辛苦與付出。今年
母親節，也不會忘記給親愛的母親
卡片與禮物，並附上一句：「媽媽
您辛苦了，母親節快樂。」

雨的記憶
六年十班 邱子玲
快樂的校外教學終於來臨，
大家帶著愉快的心情，來迎接美好
的校外教學。可是天公不作美，下
起毛毛雨，使我們的心情已跌落谷
底。但是到了晚會時間，氣氛卻是
非常的hight，讓我們忘記早上失
落的心情，留下畢業旅行的高潮回
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