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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優點：  

1.看同學有困難，我會去幫助他。 

2.遇到認識的人我會打招呼。 

3.當路隊長時，我會管好路隊。 

4.在家裡，奶奶在忙，我會照顧妹妹。 

5.見到師長，我會問好。  

好兒童的條件： 

1.見到師長要問好。 

2.要熱心助人。 

3.要會讀書、也要會玩。 

4.要遵守師長的話。 

5.讀書是最基本的，一定要做好。  

對自我的期許： 

1.認真用功讀書，老師話要聽，上課內容用筆記記下來。 

2.奶奶的話要聽，不可以擺臭臉 。 

3.老師派的功課要寫，再難也要打電話去問同學。 

4.當老師的小幫手，當老師需要幫忙時，要勇於幫忙。  

  大家好，我叫潘智明，

是今年的畢業生。生日是二

月十九日，水瓶座。我的綽

號很多，有小明、阿明、明

仔、臭屁、花花公子……

等。我的特徵有雙眼皮、暴

牙、大大的臉形。我的專長

是跑步、和打球，各項運動

和靜態活動都是我的興趣。

我的偶像是５５６６、品

冠、張韻涵，他們的歌我最

喜歡了。家裡的事如丟垃

圾、拜拜、打掃、洗碗我都

很有興趣做。 

  我的夢想是將來長大後能當阿 Sir(就是警察啦！)，但也有可能去當黑

手，或是跟叔叔去工作，一切隨緣吧！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六忠學生作品 

我的個人部落格： http://blog.xuite.net/a0928150313/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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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繪畫比賽參賽作品 

版畫─廟會七響陣 

繪畫─廟裡拜拜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六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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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優點：  

1.很會畫插畫。 

2.跑步還滿快。 

3.數學還不錯。 

4.長得還滿高。 

5.國語還不錯。   

好兒童的條件： 

1.用功讀書、看書。 

2.每天寫功課。 

3.追求上進。 

4.認真聽課。 

5.會多看課外讀物。然後不要打架、罵髒話。   

對自我的期許： 

1.追求上進。多認真讀書，成績要超越以前，要越來越厲害。 

2.脾氣要好。別人不小心打到我，不要打回去，也不要亂生氣。 

3.讓自己每個科目都很好，努力鑽研不會的科目，讓會的科目更厲害。   

  大家好，我是游育家，在

十二月出生，屬於射手座。

在家裡排行老么，上有二位

姊姊。我的專長是畫圖，與

趣是下圍棋、象棋、五子棋

等棋類運動，也喜歡看漫

畫、玩大老二、排七。喜歡

的運動有打籃球、乒乓球、

足球、躲避球等，我常常利

用下課時間和同班同學打

球，有時候假日也會到學校

打球。特別要提一下，我最

喜歡看漫畫了，家裡有棋靈

王、哆啦Ａ夢、遊戲王、航

海王、聖魔之血、老夫子 

、驅魔少年……等，如果你也喜歡看漫畫，我們可以交換看喔！ 

我常常參加畫畫比賽，也有不錯的成績，例如珍愛故鄉繪畫比賽得優等、

統一發票繪畫比賽得優等，南部七縣市繪畫比賽得佳作，我能有這樣的成

績都要感謝謝舒屏老師的指導。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六忠學生作品 

我的個人部落格： http://blog.xuite.net/ksjz8902/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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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繪畫比賽優等作品 

南
部
七
縣
市
繪
畫
比
賽
佳
作
作
品 

版
畫
│
眾
人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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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六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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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優點：  

1.平時熱心助人。 

2.工作要做好。 

3.很會吹直笛。 

4.好點子很多。 

5.聽從家長的話。  

好兒童的條件： 

1.要做的事自己要做好。 

2.平時熱心助人。 

3.不亂發脾氣。 

4.對長輩有禮貌。 

5.聽從家長的話。   

對自我的期許： 

功課進步，平時多看一些書，認識一些字，下

課就去問功課較好的同學學習，回家多複習功

課。  

  大家好，我叫林世昌，

是今年的畢業生，綽號是林

小昌、蔥油餅，這些是我的

朋友和家人取的。我的興趣

是打籃球，我常常約同班的

同學一起打球。我的專長是

修東西、改裝車子，我的玩

具很多大部分都壞掉，我一

看到就一定會把它修一修，

然後再改裝一下，就會變得

比以前更好玩了。 

  我的家人每個脾氣都很

不好，動不動就打人，我的

二姊脾氣更是不好，她自己 

老是以為自己是老大，不過 

在我爸爸的面前卻像是老鼠一樣膽小。還有我的奶奶和爺爺最疼我，每

次有好的都會拿給我，這個家庭讓我覺得很快樂。 

  我的夢是當個黑手或是和舅舅一起去工作加環島。因為我舅舅可以

四處工作，很好玩，也可以遇到一些好玩的事！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六忠學生作品 

我的個人部落格： http://blog.xuite.net/a6601022/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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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繪畫比賽參賽作品 

版畫─鑼鼓陣 

繪畫─廟裡拜拜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六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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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優點：  

1.唱歌一級棒。 2.英文非常棒。 

3.音樂一級棒。 4.國語還不錯。 

5.腳非常的長。   

好兒童的條件： 

1.功課要好。   2.課業進步。 

3.用功讀書。   4.認真聽課。 

5.會多看課外讀物。6.幫忙作家事。  

對自我的期許： 

1.希望自己的課業能好一點，自己不會的題目，問別人。 

2.希望自己能幫忙做家事，主動幫人家。 

3.希望自己能聽家人的話，家人叫我我就馬上回答他。 

4.希望自己能考上前三名，下課就看書，不會的題目就馬上問老師。 

5.希望自己畢業後能進入好的中學，下課時就可以做朋友。有時會失

敗，但我相信失敗為成功之母。  

  大家好，我叫藍川雄，

我有許多綽號，例如ㄚ雄、

趴趴熊、雄哥……等。我的

星座是雙魚座。我的興趣有

打籃球、桌球、騎腳踏車、

打電腦、唱歌、看故事書；

我有許多好朋友。 

  我的願望是當歌，賺錢

養妹妹、奶奶、爸爸他們。

我的母親是楊小青，她是一

位完美的媽媽；父親是藍建

三，他是一位好爸爸呢！妹

妹是藍采雲，她是一位管家

婆 ，每天管東管西的，可 

是她非常的卡哇尹哦！ 

  我最敬愛的老師有洪天來老師，他帶我們到六年，實在太感謝他

了；林家寧老師，因為有她我才會每天寫功課；張淑慧老師，她都一直

包容我，我才會喜歡上英語；謝舒屏老師，她對我有點使壞，不過我知

道她對我最好了；許湘慧老師，很關心我們，也對我們很好。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六忠學生作品 

我的個人部落格： http://blog.xuite.net/a6601720/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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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繪畫比賽佳作作品 

版畫─黃昏陣頭 

繪畫─祈福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六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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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優點：  

1.我會打籃球。 

2.體育還好。 

3.我會幫媽媽買東西。  

好兒童的條件： 

1.不騎機車。 

2.對長輩要有禮貌。 

3.不去網咖。 

4.不要罵三字經。 

5.不要去喝酒。   

對自我的期許： 

我要考試第一，每天讀好書。   

  大家好，我叫邱俊

佑。我有許多綽號，像小

佑子、葡萄柚、臭臭柚等

等。我的興趣是打籃球、

踢足球、躲避球、跑步

等。下課時候都會找同學

一起打籃球。 

平常在家，阿公都會帶我

去山上，我都在那裡採梨

子，而且梨子很好吃喔！

有時媽媽也會載我出去買

東西吃。 

  我長大以後要去學修理車子，所以現在車子故障時，阿公

都會帶我一起去旗山看修理車子。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六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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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繪畫比賽參賽作品 

版畫─弄獅 

繪畫─金龍寺廟會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六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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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優點：  

1.功課從沒有讓家人、老師擔心。 

2.聽從家人的話。 

3.書法寫得好。 

4.尊重家人。 

5.不會向長輩頂嘴。  

好兒童的條件： 

1.功課要很好。 

2.不能讓家人、老師擔心。 

3.要很有禮貌。    

對自我的期許： 

增加知識。我可以在老師的課程裡學

習知識，另外，可以吸取課外讀物的

智慧。  

  大家好！我是既將要畢

業的謝佳軒。大家可以叫我

阿仙哦！告訴大家，我的興

趣是打籃球、玩排球，有空

大家一起玩喔！還有我最愛

的一天是國父誕辰紀念日

了，因為也是我的生日，我

不介意大家送我禮物哦！  
我個人的特徵是眼睛水汪汪

的，烏溜溜的頭髮短短的。

我個人最風光的時候就是當

選模範兒童，當選模範兒童

雖然只有一次，但我對這件

事情印象非常深刻。還有參

加閩南語演講比賽，雖然沒 
有得名，但是讓我累積許多經驗。希望以後練閩南語演的學弟、學妹們，

能夠得到一個好成績哦！還有，我畢業後，千萬不可以把我這個學姊忘得

一乾二淨哦！。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六忠學生作品 

我的個人部落格： http://blog.xuite.net/d19931112/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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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荔節繪畫比賽參賽作品 

南部七縣市繪畫比賽參賽作品 

版畫─大轎出巡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六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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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優點：  

1.寫字很漂亮。 

2.很會吹直笛。 

3.很會畫畫做美工。 

4.很會寫書法。 

5.會幫媽媽煮菜。  

好兒童的條件： 

不要每天讓家人擔心，也不要都不

幫家人做工作，課業上

學業要很好，平常要幫

助別人，要對老師有禮

貌，才能當個模範好兒

對自我的期許： 

我希望我的課業能很棒。我可以每天好好聽老

師上課，回家時會自己複習功課，這樣我就可

以在課業上有很好的表現。  

  大家好，我叫楊青容，

我的綽號是恐龍妹(那都是我

家人在叫的)，我在家中排行

老二。我的興趣是做ＤＩＹ

和打籃球，我的專長是打電

腦和綁我自己的頭髮，我的

生日是五月五日，我最好的

朋友是佳軒和瑞英。我家在

賣手套，如果缺手套要記得

來我家買喔！。 

  我的夢想就是長大可以

幫大家綁個美麗頭髮的美髮

師。因為我從小就對美髮有

興趣，所以漸漸長大以後，

就開始學美髮，有時都會拿  

自己的頭髮來當試驗品，每次都綁的很漂亮，姊姊就會說：「水喔！」只

是就要幫姊姊綁頭髮，但是這樣我自己就有很多的成就感，就會讓我很高

興了。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六忠學生作品 

我的個人部落格： http://blog.xuite.net/windy8307/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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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荔節繪畫比賽參賽作品 

南部七縣市繪畫比賽參賽作品 

版畫─鑼鼓喧天的鼓陣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六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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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優點：  

1.遇到老人會打招呼。 

2.看到需要幫助的人家會 

   過去幫忙。 

3.不讓家長和長輩擔心。 

4.書法寫的還不錯。 

5.我會幫媽媽照顧弟弟。  

好兒童的條件： 

1.功課要每天寫完。 

2.不常常讓家人或老師擔心。 

3.要常幫家裡父母的忙。 

4.看到長輩要打招呼。 

5.要熱心助人。 

6.不可以打架。  

對自我的期許： 

1.用心聽老師講課，增加自己的學習能力。 

2.多和同學或朋友讓自己變的很有人緣。 

3.要常孝順父母更加的疼我。  

  大家好，我是六年忠班

的黃瑞英，我的綽號是黃老

鷹，我是今年的畢業生。我

的興趣是打籃球、排球、桌

球，以及打電腦。我喜歡打

籃球和桌球，這是因為上課

時主任都會教導，下課時同

學也會一起玩，所以才會喜

歡打籃球和桌球。我在家裡

排行老大，有時候大家都會

叫我的綽號，舅舅通常都會

叫我老鷹，爸媽也會叫我老

大，因為我是家裡最大的孩

子。  

  長大後，我希望能考上師範大學，再回來當金竹國小的老師，因為這

不但是我自己的夢想，更是爺爺對我的期望。爺爺很希望我當老師，是因

為爺爺以前也是位老師。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六忠學生作品 

我的個人部落格： http://blog.xuite.net/l6601520/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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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荔節繪畫比賽參賽作品 

版畫─熱鬧的陣頭 

南
部
七
縣
市
繪
畫
比
賽
參
賽
作
品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六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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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優

點：  

1.很會打棒球。 

2.體育很好。 

3.熱心助人。 

4.打掃用功。 

好兒童的條件： 

1.不要在外面打架鬧事。 

2.功課每一天要按時寫完。 

3.對長輩要有禮貌。 

4.不用髒話罵人。 

5.不要亂花錢，把爸媽給的零用錢存起來。  

對自我的期許： 

由於我從來沒有考上全班第一名，所以我希望今年能夠考上全班第一

名，我要上課專心，回家要馬上寫功課，功課寫完要複習功課，不會的

題目要去問老師。  

  大家好，我叫陳志忠，

有些人都叫我阿忠。我的興

趣是打棒球，有空會找隔壁

的朋友一起玩。有時會在外

面玩到很晚才回，媽媽差點

就氣昏了。 

  我家有爸爸、媽媽、哥

哥和我四個人。我媽媽是一

位很兇的虎姑婆，常常因為

一件小事而大發雷霆。我爸

爸則不會像媽媽一樣常常生

氣，但是當爸爸生氣打人的

時候，就像被九重葛的刺刺

到一樣很痛，所以我和哥哥 

就幫爸爸取一個綽號叫「沒神經」。 

  我剛轉來金竹國小的時候，洪老師他對我很好，有功課不會的時候，

老師還會特別把我留下來特訓。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六忠學生作品 

我的個人部落格： http://blog.xuite.net/qq6602245/blog 



130 

 

統一發票繪畫比賽佳作作品 

版畫─阿忠布袋戲 

繪畫─大拜拜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六忠學生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