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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姓潘、名字
叫明皇，我最最最不喜歡吃
的是紫色的茄子、苦到爆的
苦瓜、噁心到不行的絲瓜等
等，總之所有的瓜類都不喜
歡吃。我超超超超愛吃義大
利麵、擔仔麵、Q 到不行的
披薩和蛋餅、又濃又香的玉
米濃湯等等。我超愛看書，
看了有紳士怪盜之稱的亞森
羅蘋、神話傳說的封神榜等
小說。我家有五個人，會發
呆的芳麟、跑得快的峰慶、  

常工作的伯父、會煮飯的奶奶和愛看書的我，以上是我的介紹。 

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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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我喜歡吃的食物 

繪畫─我的媽媽 

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夢想起飛 
我的夢想是去日本玩，因為我看到日本風景和一些有趣的東西，裡面有很多的

溫泉可以泡，有些有治療的效果，我就很想去日本玩，不過有兩個缺點一個錢不購
一個不會說日本話。 

那麼要去日本要存錢還要練習說日本話，不過我還要想出國要帶的東西上網找
出不能帶的東西我讀到一定的程度我就半工半讀努力的存錢，還要專攻日本話才能
跟當地人問一些事、一些有名的地方、一些當地的名產和一些旅館，我就會去拍有
名的地方、買一些當地的名產和去泡泡溫泉，我會寫信報平安和寄一些照片給家人
看，我會逛完全日本才回臺灣。 

錢不是會自動生錢的，總有一天會花光的，所以我就要想辦法去賺很多錢才能
逛完全日本和回臺灣。 

我要買報紙和一家一家問，有沒有缺員工，我一天要找到三份工作，就早上做
一份，中午做一份，晚上做一份，我會去別的地方，所以會換工作，我要在祖國－
臺灣學會一些工作或是看看自己可不可以做這份工作，我會一天玩一天工作來維持
住生活，逛完全日本，我就要天天工作存錢回去我的故鄉－臺灣。 

我覺得我要學習很多事，因為我會換工作，還要學習如何把新台幣換成日幣，
這樣才不會受騙讓別人多賺一些黑心錢，還要拒絕幫人拿東西，因為可能是毒品和
一些危險物品，我看電視和書，結果日本跟臺灣的食物好像差不多，因為日本有麵
臺灣也有麵，日本有水餃臺灣也有水餃，不過日本人的麵和水餃比較多樣化，像：
喬麥麵、有義大利醬的水餃、豚骨拉麵⋯⋯等，我一想像都會流口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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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陳庭誥。
我最喜歡的運動是打籃球、
跑步、踢足球和羽毛球等；
我最喜歡吃的水果是西瓜、
哈密瓜、香蕉、草莓、水蜜
桃；我最愛的動物是狗、
貓、獅子、花豹、大象等還
有很多很可愛的動物我喜歡
的；我的綽號是狗狗和大
狗；我最好的朋友是潘宏
豪、王協益、陳辰欽；我最
喜歡的音樂是轉角遇到愛、
老子說和羅志祥的歌和王心
淩的歌；我最愛的食物是
肉、青菜和貢丸湯還有糖
果。 

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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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繪畫─我喜歡吃的食物 

繪畫─我的媽媽 

                            如果 

如果今天是出大太陽的日子，我們全家就可以快快樂樂的去海邊玩水
了。 

如果是下雨天，我們就不能出去玩，也不能出去外面作其他事情。 
如果是陰天，外面會很涼爽又很舒服，不會很熱也不會很冷，我最喜

歡這樣的日子。 
如果颱風天的時候，大家都不能出去外面玩，也要擔心家裡會有其他

的損害。 
如果是春天，樹上的葉子都會掉光了，我們去學校就會有掃不完的葉

子。 
如果是夏天，我們全家都可以去出去玩，還可以吃西瓜和玩水。 
如果是秋天，天氣很涼爽，都不會太冷也不會太熱，我們大家都不會

感冒了。 
如果是冬天，我們大家都要穿很多外套去學校上課，有的人感冒都要

去看醫生。 
如果天氣能讓我們控制那該有多好啊！只可惜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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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叫陳辰
欽，你也可以叫我阿欽喔！
我的興趣是打籃球和打棒
球。我的星座是巨蟹座，我
的家人有爸爸、奶奶、姊
姊、妹妹和我共五人。我最
喜歡吃的是西瓜、布丁，還
有吃餅乾。 
  我有一次和爸爸一起去
大河那邊，那裡有我們種的
花，還有樹。週休二日時，
我都和爸爸一起去澆花，再
去摘我們的水果，我和爸爸
每次都會摘很多很多的水
果，然後我和爸爸就回家了 

。到了晚上，全家人一起看電視、一起吃水果。  

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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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五忠男生在西螺大橋前留影 

繪畫─我的爸爸 

害怕 
什麼是害怕，害怕就是我們最討厭的物品。 

我最討厭的東西是蛇。因為蛇很恐怖，牠會咬死人，而且有些蛇有

毒。我一看到蛇，就會趕快的跑步離開。爸爸曾經跟我和妹妹說過，如

果看到蛇，一定一定不要靠近牠，你靠近牠，牠就會咬你的腳，所以我

最怕蛇。 

然後另一個我最怕的東西就是鬼，因為鬼會麻煩我們很多事情。爸爸

常笑我說，鬼又不會很可怕，而且我是七月份出生的，但是我就是很害

怕。有一次姊姊講鬼故事給我和妹妹聽，結果我嚇得躲在綿被裡，不敢

出來。還有一次我在謝雯雅家看鬼的影片，結果嚇得直發抖，從此再也

不敢看鬼電影和聽鬼故事了。 

所以每到晚上時間，我就會有點害怕，大家都笑我說，我是男子漢，

還怕成這樣。唉∼唉∼我決定了，我要好好訓練自己，克服自己害怕的

心理，讓自己變得更勇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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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大家過的
好不好啊！那我先來個自我
介紹好了，我叫潘佳儀，我
的生日是 84 年 10 月 7 日，
如果你們要送我禮物也是可
以哦！如果沒我禮物送沒關
係哦！看今年是什麼年就是
我的生肖哦！讓你們去猜
吧！我的英文名字是

GINA，還不錯聽吧！我最寶

貴的東西是電腦、MP3、手

冊⋯等等。我的夢想是長大

後出國旅行，多看看國外美
麗的風景。 

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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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繪畫─我喜歡吃的食物 

繪畫─我的媽媽 

如果 
  四月四日兒童節，這天是金竹國小的校慶運動會。整天都是陰雨不停
的天氣，讓我們不能玩痛快的玩遊戲。如果能讓我們自由選晴天或雨
天，那該有多好。 
  如果是好晴天的話，我們就可以快樂的玩我們校慶的活動，每次我
們進行一個活動進行到一半，突然就下起雨來，這個天氣真令人失望。 
  如果校慶這一天是下雨天的話，我們就只能在室內活動，就不可以
玩許多有趣的活動了。也就是這一天的天氣，一下子下雨、一下子又停
雨了，所以我們就一下子跑進走廊那裡等，一下子又跑到操場活動，好
麻煩喔！ 
  如果校慶那天的天氣不是下雨天的話，我們就可以開開心心的玩，
也可以在大樹下和師長們有說有笑的吃午餐，那種感覺會有多好啊！ 
  如果這一天會一直下雨的話，我們就不能玩大隊接力了，也就是這
樣而不能跑大隊接力我們都很失望的走回教室裡，吃著不開心的午餐。 
  雖然今年的校慶很麻煩，要這樣跑來跑去的，但是我們覺得已經很
好了，因為天氣雖然不好，但是至少也有玩到一半遊戲，只可惜大隊接
力沒有跑，因為那時下起了雨，所以就取消了，但是沒關係下次再跑就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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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我叫謝雯雅，我
們家有爸爸、媽媽、弟弟、
妹妹，姐姐，我的生日 12
月 8 日，星座是射手座。興
趣是打籃球、打電腦等等，
如果你下課有空，可以來找
我打籃球喔。我最好的朋友
是采雲，因為當我困難時，
她會主動幫忙我。我最喜歡
爸爸和媽媽，因為他們會帶
我們去旗山買東西。我喜歡
聽音樂，可以讓我放鬆心
情，我喜歡跟別人交朋友，
請多多指教。 

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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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繪畫─我喜歡吃的食物 

繪畫─我的媽媽 

夢想起飛 
  ㄏ！ㄏ!想知道我的夢想嗎?我的夢想是想當一位美髮師，因為可以幫很多人洗

頭髮、剪頭髮、燙頭髮......幫很多人弄頭髮，因為我從幼稚園就開始綁頭髮了，也

就是這樣,引起了有些人，都說我：「很乖、很棒」，我就心想長大我要當一位有

名的美髮師。 

  ㄞ！我應該要怎麼實現夢想呢！首先是外語的能力，因為有些洗髮精和護髮用

品都是別的國家進口的，所以要先學好，不會看都看不懂，而被老闆碎碎唸。我讀

高中的時候，要三個月讀書、三個月工作，因為要先賺錢繳學費和租房子，才能住

才能讀書，也讓我的語言更進步。 

  哎呦！怎麼辦，我把客人的頭髮亂剪，怎麼辦,這一位客人一來這裡,表情就很

生氣,又加上我亂剪,他如果跟老闆講,我一定會被開除的,啊!我想到了,我應該先心平

氣和跟他道歉,看他能不能原諒我,如果不原諒我,我再從新幫他剪一次,這一次免費,

算是我對不起他,請他再給我一次機會,如果要原諒我的話,我還是會免費他,不會有下

一次,請他再相信我一次。 

  我應該要給自己加油，我要對我有信心，只要有信心，就會有出人頭地的一

天，我現在讀國小，還有很多時間讓我學習各種語言，所以我要好好把握時間，不

能蹉跎時間，因為時間一去不回，所以要更加把握時間，我現在要開始努力讀書好

好加油，往前衝！衝！衝！我相信一定可以到處去弄頭髮，不用再別人的店裡工

作，可以自己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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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大家好！我叫做藍
采雲，我出生於 85 年 5 月
16 日，這樣你們應該知道我
的生肖是屬什麼了吧！如果
你不知道的話，自己再慢慢
猜吧！我平常喜歡聽音樂，
因為音樂有時可以代表我的
心情，所以我平常有空時都
會聽音樂，在班上裡，我有
幾個最好的朋友，瑞琪、佳
儀、孟樺、雯雅、因為我功
課不會時，他們都會很熱心
教我，所以他們都是我最好
的麻吉。在家我跟爸爸感情
最好，因為爸爸都會買東西 

給我，如果我被欺負時，我爸爸都會問我怎麼了？所以在家裡我跟爸爸感
情最好。 

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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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繪畫─我喜歡吃的食物 

繪畫─我的媽媽 

夢想起飛 

  我的夢想是開一間「早餐店」，裡面有賣各式各樣的早餐和一些飲料，我會有
這種夢想，那是因為我對煮東西有興趣，也想要讓大家早餐可以吃一些美味又營養
的東西，所以我長大以後 ，一定會開一間美味可口的早餐店。 
  等我國中畢業以後，我會讀有關餐飲的高中，再讀高中時，我一定會很認真的
聽老師上課，回到家以後，在把老師上的內容做一次的複習。到了我高中畢業時，
我會好好的準備考大學，我想考一間有關餐飲的大學，一間可以讓我夢想實現的大
學，如果老師有教我們學「煮東西」我一定會加點把勁的學，把我最想學得東西學
起來。 
  如果到了我可以開一間早餐店時，卻遇到我錢不夠時，「我會怎麼辦呢？！」
我會找可以讓我安定的工作，每個月的薪水都是固定的，到了我可以開一間我要的
早餐店時，我會請工人來幫我做建築，如果錢還是不夠時，我會再慢慢的存錢，等
到了我的早餐店終於做好時，「也就是我的夢想實現了！」如果客人說我煮的東西
都會少了一種味道，那我一定會把客人說的味道找出來。 
  「你有自己的夢想嗎？想要達成自己的夢想」，必須要有一個很大的勇氣去完
成，所以大家都可以為自己設一個很棒的夢想唷！我覺得我應該要從現在開始，要
很認真的聽老師上課，再為我自己定一個夢想，「不管達成我的夢想有多困難」，
我都會努力的去做，讓我的夢想成真，所以我一定要為我的夢想「努力的去讀書」
不過⋯⋯我覺得要達到自己的夢想，最好是靠自己的雙手，這樣才會很有成就感，
所以我決定從現在開始，「要好好的努力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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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五年忠班
的吳孟樺，我的興趣是看
書，因為看書可以增加知識
又可以變聰明。我也喜歡看
電視，因為電視裡有很多節
目，所以我喜歡看電視。另
外我也喜歡玩電腦，因為有
很多遊戲很好玩。我也喜歡
運動，像跳繩、籃球、羽毛
球、足球等。我最大的夢想
是長大後當一位編故事的
人，因為這個工作不但可以
賺錢，更可以讓大家開心。  

 

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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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繪畫─我喜歡吃的食物 

繪畫─我的媽媽 

害怕 
每個人都有害怕的東西，有些人怕毛毛蟲、怕蛇、怕黑、怕蟑螂、像我就怕

黑、怕毛毛蟲。 

每個人都有怕的東西，像我就非常討厭夏天，因為夏天常常會下雨，一下雨就

一定會打雷，還記得小時候常常被突然而來的雷聲嚇的魂飛魄散。 

而且我也怕蟑螂，為什麼我會怕蟑螂呢？因為有一次我踩到一隻蟑螂，突然喀

一聲，我把腳抬來看到白白的東西，我馬上起雞皮疙瘩好噁心喔。 

我很怕毛毛蟲，因為毛毛蟲有很多顏色，看起來很噁心，而且被毛毛蟲咬到會

很癢，所以我很怕毛毛蟲。 

另外我也怕蚊子，因為我討厭蚊子，因為被蚊子叮後會很癢，我也怕冷因為冷

的話會很想睡覺，而且上課會很想睡，我也怕蟾蜍，因為蟾蜍軟趴趴的，小時候我

常常被蟾蜍怕死了因為蟾蜍都躲在雨鞋裡面，我怕死了。我最最最最最地震了，因

為我被上次的恆春大地震給嚇壞了，天搖地動好恐怖喔。 

不管誰都一定有怕的時候，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克服害怕，希望大家都能克服

心中最害怕的事，做一個勇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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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叫黃瑞琪。
ㄏ！ㄏ！我現在就讀的學校
很很偏辟可是很漂亮的金竹
國小，我的成績都保持的不
錯喔！我家有六個人，首先
是對我們很的爸爸，很會縫
衣服的媽媽，很高的姐姐，
可愛的妹妹和粗心的弟弟，
我們家平常可是很熱鬧的！
我喜歡吃的東西有粉多，大
家應該也都會喜歡吧！其實
我的興趣主要還是看那永遠
都看不膩的電視，我的好麻
吉有采雲、孟樺和佳儀，以
上是我的自我介紹，希望大
家會喜歡。 

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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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繪畫─我喜歡吃的食物 

繪畫─我的媽媽 

害怕 
什麼是害怕？對我來說，害怕是會讓人恐懼而感到頭皮發麻，害怕是我心目中

最大的障礙。所以我要克服我心中的障礙，才能做我想做的事，那麼我害怕的事是
什麼呢？一起來猜猜看吧！ 

世界上最恐怖的事莫過於我走在陰森森的黑暗中，走在黑暗中，會感覺有很多
隻眼睛在看著你，讓人有毛骨悚然的感覺，這時風吹來，呼∼呼∼呼∼的聲音更會
讓人受不了，想要拔腿就跑！跑到有人的地方，才會安心。 

我害怕的不只一樣，我怕的事有好幾樣，除了怕黑，我第二怕的是做錯事怕被
罵、被打，做錯事的時候，心裡就有一點擔心會被罵，又沒有人知道，那時候心裡
會有小鹿亂撞的感覺。那時候就會很後悔當初為什麼要去做那件事，不然就不會犯
下了這個錯誤，因為我有親身經歷過，所以這是有證據的！ 

我害怕的事排名第三的是自己一個人，其實我很膽小，會怕許多事，就連我自
己一個人在房子裡，就算亮亮的，我還是會覺得心裡毛毛的，四周都沒人，感覺好
空虛，好寂寞，這就是我害怕的原因。 

我的害怕名單排名第四的是打雷，要打雷前，天空都會有一道白白的光，有時
候甚至有一條條黃色的，再來就是轟隆⋯轟隆⋯作響，有一次我還被嚇到哭，好恐
怖！從那次之後，我就越來越怕打雷了！因為那次讓我印象深刻。 

以上是我害怕的前四名，其實我還有許多害怕的東西，例如：青蛙、蛇、壁虎
等。雖然我想盡力去接受這些東西，可是我ㄧ看到那些東西我就腳軟，不敢看。我
很膽小，希望我長大可以變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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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就是五年忠
班最帥的小朋友，我叫做黃
裕喜，綽號阿喜，你知道我
喜歡做的事情嗎？現在就讓
我來告訴大家。我喜歡做的
事情有打球、看電視、騎腳
踏車等。那你又知道我喜歡
吃的東西嗎？嘻！嘻！有西
瓜、水餃、哈密瓜、炸雞、
牛排、果汁、汽水、餅乾等
等的食物，以上是我的自我
介紹，也希望可以和大家做
好朋友。 

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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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繪畫─我喜歡吃的食物 

繪畫─我的媽媽 

夢想起飛 

我知道大家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夢想，我自已也不例外，我的夢想是

當一位職業網球選手，因為可以向全世界不同的高手挑戰，而且如果打

贏了，還會有錢可以拿。 

為了讓夢想實現，現在每個星期三下午，一寫完功課，我就立刻飛奔

到學校，和同學老師一起打網球。偶爾也會因為只顧來打球而忘了寫功

課，結果就因為沒寫功課被老師處罰。但是為了實現夢想，我會一直努

力的練習網球的技術。 

在實現夢想的過程，可能會遇到許多困難。像是比賽一直比輸了、或

是我的球拍和制服被弄壞了等等，不過不管如何，我一定會堅持下去，

完成我的網球夢。 

目前要成為一位職業網球選手是不太可能，不過，只要努力，相信一

定會有成功的一日，所以現在我能做的是要努力向王老師學習，加強自

己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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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很可愛的
潘芳麟，我的綽號叫小麟、
小芳、小白馬等等。我的興
趣是跑步、打籃球，網球和
足球；最喜歡的書自然或科
學的書；最喜歡的食物是青
菜、肉和糖果⋯..。我的願
望是和家人一起出國玩，你
知道嗎，我最想要成為科學
家，所以我要好好讀書，將
來才能成為科學家。我最喜
歡的科學家是愛迪生，因為
他發明電燈照亮我們的世
界。我最喜歡的動物是狗
貓、猴子和獅子等等。 

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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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繪畫─葫蘆彩繪創作 

繪畫─我的媽媽 

 如果 
你們喜歡晴天嗎？嗯！其實我也很喜歡晴天，因為晴天很熱，不過有

時候我也會討厭晴天，因為太熱了。 

如果今天的天氣是陰天，我會非常的高興，因為可以出去玩又不會非

常非常的炎熱，也不會因為太熱而中暑。 

如果今天的天氣是下雪，我會非常非常高興，那是因為我覺得的滑

雪、打雪仗，是最高興的事情，只不過在台灣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台灣

的位子在熱帶地區。 

如果今天的天氣是下雨的話我是非常的討厭，因為它讓我的鞋子溼

掉，走到學校整各都是水，像一條小小的河流，而且還不能到外面玩。 

如果今天的天氣是颱風天，我會非常討厭，因為又不能出去玩，而且

會因為停電而不能看電視。 

我們的心情會受到天氣的影響，天氣好我的心情會很好，天氣不好我

們的心情就會很差。雖然不可能每天都是晴天，但是我們可以控制自己

的心情，所以我們要多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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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全校最帥
的帥哥王協益，我的小名是
王阿益、王血益，我最喜歡
的東西是炸雞、雞肉牛肉，
反正只要有肉這個字的食物
我就喜歡吃。還有我的好麻
吉有潘宏豪、陳辰欽、陳庭
誥等，但是他們的功課都有
點不好，可是我還是跟他們
作朋友。我家人有阿公、阿
嬤、還有一個可愛又天真無
邪的小弟弟名叫王協錠，我
還養了一隻狗名叫萊花小名
小胖之，他很好笑喔，因為
他每次都一直叫，然後我就
要過去的時候他就不叫了。 

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118 

 
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繪畫─我喜歡吃的食物 

繪畫─我的媽媽 

如果 

今天期待的運動會開始了，可是我很失望，因為下雨，所以有些比

賽活動就沒有進行。 

如果今天沒有下雨，我就可以參加所有的比賽活動，才不會因為下

雨讓比賽活動暫停而沒進行。 

如果今天天氣很熱，有些人可能會說想要早點結束好快點回家吹冷

氣，不想在這熱死。 

如果今天運動會因為下雨而不辦了，我想全校的小朋友一定會很不

高興的，就連我也一樣。 

如果今天我生病了我會很難過，因為生病就不能跑步了，因為我一

生中最喜歡的就是跑步跟畫畫，所以我才會很難過。 

如果我跑接力賽害了我們那一隊輸的話，有可能被同隊的罵死。 

如果我不小心受傷的話，一定會有些的活動不能玩。 

如果今天是颱風天，可能就沒有運動會可以讓我們玩了。 

如果、好多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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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金竹國小
人見人愛的潘宏豪，也有人
叫我是臭屁豪或著是小潘
潘，我平常都會和朋友到學
校打籃球， 所以我籃球技術
很好，可不要來找我挑戰
喔！ 
  我長大想要當個大畫
家，因為可以和很多人分
享，我的興趣有很多，例
如：打籃球、踢足球、打網
球等，我的星座是正義的射
手座，我的成績還算不錯，
只是社會有點差而已。我的
麻吉是王協益、陳辰欽、陳 

庭誥、他們雖然成績不是很好可是他們都很有正義感。 

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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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五忠學生作品 

繪畫─我喜歡吃的食物 

繪畫─我的媽媽 

夢想起飛 

  每個人都有自己要的夢想，當然我也有一個很偉大的夢想，就是當一個全世界

都知道的大畫家，因為當個畫家可以和很多很多人分享自己畫的畫，而且還可以到

世界各地演講，在演講的當中，我還可以增加演講的經驗，還有一個就是我畫的畫

如果賣出去，這樣賺到很多很多收入。所以這就是我的夢想。 

  那麼要當一個大畫家要怎麼實現，就是多觀察一些大自然的植物，或者是看一

些有關畫家所畫的書籍，再把自己收集的東西結合在一起，這樣就可以開始畫，如

果有些還是不懂的話，我就可以去問老師，這樣子應該可以去實現我的夢想了。 

  可是你正要去實現夢想的時候，中途卻遇到了困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去問老

師，或者是去跟有名的大畫家訪問，可是我講的畫，有些大畫家是外國人，所以這

樣子他們就會聽不太懂，然後我就要去學習他們那一國的語言，順便可以知道世界

上共有幾種語言，這樣子真是一舉兩得啊！ 

  如果我的夢想雖然沒有實現，不過不要灰心，只要有努力用功的去做就是最好

的收穫了，我覺得這個夢想如果還不是你心目中想要做的事，你可以考慮換別的夢

想，這樣你以後成功實現夢想的時候，你一定會有很大的成就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