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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對地球說，我會開始多

法就要認真學英文，這樣才有可

回到家後，我覺得有這個想

當空中小姐。

有緣再相會，我再把欠您的東西

做環保，不要讓你變得更嚴重，

能實現願望。

長大就世界末日。

還給您，希望您還可以當我的阿

雖然你已經被破壞，但我相信只

我答應您的事情，等到我們將來

公，活得久一點，可以有更多的

回原本美麗的星球，希望你能和

要大家肯努力，就有可能讓你變

除了阿公，我還有話想說。

我們一起努力，讓世界更美麗，

笑容和回憶。
我想跟家人說謝謝，因為她們無

三忠 黃 伃榕

今天我覺得是個特別的日子

日記一篇

親愛的地球啊！祝你永遠快

，因為再過一個星期就是哥哥的

讓空氣更清新。

幸福與美好；我想跟老師說謝謝

快樂樂、健健康康、更美麗更漂

生日，但哥哥的生日剛好遇到月

微不至的照顧，讓我的生活充滿
，因為他們教導我認識新的知識，

亮。如果可以，真希望神能將我

考所以我們就提前幫哥哥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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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原來東西方的宗教教義都是

讓我們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

變成地球，這樣我就可以永遠保

校長 鄭陳宏
殊途同歸，人生目標需要不斷向

錯的。最後，還要謝謝我的同學，

護大家，讓自己不會被破壞。

向前行
前行！

他們陪我度過快樂的每一天，稱

進門我發現每一桌幾乎都坐滿了

話說：「忘記背後，努 力 向 前 ！ 」

前一陣子看到聖經上的一句
不了解其中涵義有一段時間。但

讚我的優點，要我繼續保持；指

人，好險媽媽已經先預約了，這

我們來到我提議的餐廳，一

回顧小時候，老師常教我們寫作

出我的缺點，讓我不斷進步。
謝謝你們，愛我的每個人！

人想吃的東西，也順利的點完餐，

楊羽涵

我有話要說，我有很多話想

當我遇到困難時，你們都會及時

今天我覺得很奇怪，因為我

在等待服務生上菜時我很緊張，

五忠

對您說。阿公，您還記得以前我

地幫助我，所以下次換你們遇到

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在想長大要當

等菜全部來了我才鬆了一口氣，

我有話要說

們一起玩樂的時光嗎？有時和您

困難時，我也會盡全力去幫助你

什麼？第一節下課的時候，我和

心裡想哇！太棒了我都點對了！

文：
「我的志願」長大了要做什麼

到河裡釣魚、抓魚，有時還會一

們，來表示我對大家的感謝，謝

班上的女生到走廊看四年級跳舞

到了放學時，我還是一直忘

起來，一路上打打鬧鬧不知不覺

我們幾顆糖果，我和哥哥就吃了

悟

次讓我興奮的是由我來點菜，雖

...
幾經歲月的流動，深深體認

起玩耍，跟您在一起時，真的是

謝你們為了我付出的一切，在新

這時才發覺這家店的餐點特別好

？其實就是要告訴我們立下努力

到失敗、成功、創傷和病痛穿會

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事了！儘管我

的 一 年祝 福 大家 都可以 平 安幸 福 、 ，我還是一直在想，我已經不想

吃。

不了，最後我終於想出來我長大

就到家了，今天真是快樂的一

用完餐後，櫃台的人還送了

想要當什麼，那就是空中小姐，

天。

是忘不了。

然我寫很慢，但我很仔細問每個

在成長的過程之中。面對失敗要

們相處的時間不長，您卻是我最

健康美滿。

三忠 王怡馨

記取教訓、有幸成功也要不驕不

尊敬的長輩，您對人親切善良、

日記一篇

傲，雖然沉湎在過去的創傷病痛

溫柔和氣，這麼好的個性，有誰

的目標！當下好像有了省思領

之中，也將於事無補，但選擇面

會討厭您呢？雖然您有時看起來

再想了，我想要專心的看，但還

對過去的錯誤，更要有勇氣認錯

我想對居住在地球上的人類

因為我想要看看天空長什麼樣子

王怡婷
說，現在地球汙染得很嚴重，希

，我還想到世界各國去看看，而

五忠
很好笑，但是有您當我的阿公，
我還有話想對您說，我很努

望大家可以多多做環保、愛護地

且坐飛機也可以免費，所以我想

我有話要說

悔改。
，腳步要落實現在！」並不是要

力的讀書，所以我考了很多次第

球，別讓我們這些孩子還來不及

我真的很榮幸！

我們遺忘過去，過去的經驗讓我

一名，也得到了很多獎狀，以前

證嚴法師：
「理想要放在遠方

們策勵將來，一步一腳印踏實築

例如：打電腦、打籃球、畫畫

大家都有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最喜歡做的事 六忠 邱于庭

口傳來急促的門鈴聲，我走到窗

拿電話筒打電話報警，這時，門

下午沒有你的消息，當我正準備

之後，我便沒有再看過你。隔天

自從那天晚上你跟我吵完架

你若能懂，你就能了解我所要告

禍雖末至，福已遠離。」這句話

，福雖末至，禍已遠離；人為惡，

得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人為善

事，以後才不會過得太苦。不曉

為了我安份點，出來後多做些好

回收再利用」這九個字，我想大

，政府就積極的宣導「節能減碳，

近年來大家知道您受傷之後

候可就不同了哦！

幫助，但是當大家都一起做的時

做這些舉動可能不能對您有大的

己的信心有一點像我呢！我小時

威斯利他的行事作風及對自

讀後感：

缺朋友了。

國所吸引，最後，威斯利再也不

四忠 羅郁淇

等……，而我最喜歡做的事就是
戶旁，從微小的細縫中看到兩個

跟朋友一起玩。

候就只有幾個朋友，但我現在有

隔壁鄰居正在竊竊私語。我把門
順祝

家都很認真和用心去做唷！放心

為什麼我喜歡跟朋友一起玩
打開。我早料到這兩人所帶來的

他當成了榜樣，我相信威斯利王

國的發展史，一定能繼續流傳下

去。

四忠 溫晨軒

這是一個超現實的故事，書

第二天，我七早八早提著竹

叫威斯利，一開始他就連一個朋

永遠等你媽媽筆

愛您的地球居民溫晨羽敬上

平平安

訴你的。

呢？，因為跟朋友一起玩可以增
八卦一定會使我傷心，可是我萬

敬祝

感情好到跟姊妹差不多的朋友呢

進感情，感情就會來越好。就因
萬沒想到你被關的消息我竟然要

長命百歲

，您一定會愈來愈健康，愈來愈

為如此，感情越好的朋友，才不
由此得知。你知道嗎？這個打擊

順心如意

會為了一點芝麻小事就吵架。相
已重重的傷了我的心，我花了好

！我覺得威斯利的堅持，讓我把

反的，如果感情不好的朋友，往
長一段時間才能接受這個殘酷的

漂亮的。

往會因為一點點小事就撕破臉，
事實。

健健康康

不會互相體諒。
籃上菜市場買了許多你喜歡的菜

您最近過得如何？我想應該

友也沒有，可是最後能吸引別人

中寫一個小男孩，在生活上有很

如果我不能跟朋友一起玩，
然後急忙的趕回家，深怕趕不上

不 好 吧！ 因 為暖 化現象 日 益嚴 重 ，

和他做朋友，真是神奇。他讓我

給地球的一封信 六忠 溫晨羽

我就會覺得我沒有朋友，沒有人

會客的時間，這一路上，我的眼

真是讓人頭疼，可是我們有盡心

知道一個人也能創造屬於自己的

多獨特的想法和做法。那個男孩

跟我玩，我就會變得很孤單，因

淚像珍珠一般的滑落，每一滴都

靈力的幫您延長壽命，希望您能

親愛的地球您好：

此我很喜歡跟朋友一起玩。

在訴說我有多想你，甚至把我買

家都有做一些愛護您的小舉動，

所以我們應該有所回報。我們大

一堆，他種了一種神奇的植物【奇

類，他沒有朋友，欺負他的人卻

內容提要 ..
威斯利是這個文明社會的異

植物後，卻會去思考怎麼利用它、

那麼聰明？他擁有這些不知名的

特別的威斯利呢？威斯利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總是要欺負那麼

王國。

長命百歲。

威斯利王國讀書報告

給你的菜給弄溼了，心想待會兒

回到家，我一邊煮著你喜歡

想想您應該很想知道我們有做些

蘇】，用這種植物發明出各種食、

可以發明出怎樣奇特的物品，所

四忠 李依庭

六忠 彭群婷

的菜，一邊思索著等一下要與你

什麼吧！我們有做資源回收，這

衣、住、行等用品，甚至發展出

以我們應該像他一樣，好好思考

這個好環境是您給我們的，

孩子，你最近過得好嗎？監

說些什麼。一切準備好了之後，

樣才能讓從您身上得到的寶物能

自己的文字及文化，在種植與發

回家煮菜的時候可能不用鹽巴

獄裡的食物還吃得習慣嗎？有沒

我便出發了。這一路上轉了很多

循環再利用，更能降低垃圾量。

了。

有交到朋友？進去之後有沒有被

車為的就是要看你一眼，對你說

如何利用身邊的東西，發明出奇

（虛構）給顥顥的一封信：

人欺負？這些問題每天都一直環

明的過程中，他的同學漸漸靠攏，

特的東西。

大家養成隨手關水、電源的好習

受到威斯利運用智慧所創造的王

些話。媽媽真的好想你。
最後，我希望你在監獄裡能

慣，減少資源浪費。雖然一個人

繞在我的腦海中，久久無法散
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