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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一道菜/10810指定組特優/三年 2班張珍悅 

 

    我最愛吃奶油培根義大利麵，為什麼我愛吃奶油培根義大利麵

呢？因為每當我看到別人在吃時，光聞飄過來的味道，就讓我垂涎

三尺，這時我就會忍不住請媽媽去買。 

    奶油培根義大利麵吃起來有濃濃的牛奶味，吃了讓我回味無

窮，彷彿牛奶在自己的嘴巴裡盪鞦韆，讓人想要一吃再吃，奶油培

根義大利麵有加培根、花椰菜、蛤蜊、蝦子、番茄……等，只要再

加上特調的白醬，光是用看的，就覺得吃起來讚不絕口。 

    每當我吃奶油培根義大利麵時，總是吃的津津有味，很可惜的

是，媽媽不會煮奶油培根義大利麵，如果她會煮，我肯定把它吃個

精光，我很想幫義大利麵的老闆代言，讓大家吃到這麼美味、幸福

的義大利麵。 

 

 

 

 

 

 

特優 



我最喜歡的一道菜/10810指定組優選/三年 2班吳欣昀 

 

    我最喜歡的一道菜是越南河粉搭配炸春卷，為什麼我喜歡吃越

南河粉搭配炸春卷呢？因為只要有人吃到越南河粉搭配炸春卷，那

時我就會垂涎三尺，口水都快流出來了，我就會請媽媽煮給我吃。 

    越南河粉帶給入口即化的感覺，讓人忍不住一口再一口的吃下

去，感覺裡面的食材一個個都在我的嘴巴裡溜滑梯，我想要把這兩

道菜推薦給我的朋友和同學，越南河粉搭配炸春卷是我人生中最好

吃的一道菜，我覺得這兩種組合，是比飯店的美食還要好吃，那種

幸福的感覺真是難以忘懷，每次吃到這道菜的組合，我的嘴巴都忍

不住不停的讚嘆，回味無窮呢！ 

    我媽媽的家鄉菜有好多種，但我只喜歡吃越南河粉和炸春卷，

每次吃到這道菜的組合，都讓我吃的津津有味，我想推薦給大家，

大家也來品嘗看看喔。 

 

 

 

 

 

優等 



我最喜歡的一道菜/10810指定組甲等/三年 2班葉恩綾 

 

    我最喜歡的一道菜是媽媽做的茶葉蛋，雖然她小小的，卻是我

心目中的美味佳餚。茶葉蛋的形狀是橢圓形，它的蛋殼是咖啡色

的，媽媽說這是用整顆生雞蛋用茶葉去煨，當我撥開硬硬的殼，就

會有像地圖似的花紋，看起來很特別呦。 

    看到茶葉蛋的樣子，我就聞了聞味道，就像是聞到一片美麗的

花園香味，我吃了一口茶葉蛋，我像是長了一雙美麗的翅膀，實在

太好吃了，再吃一口，我就像變成小動物，那種奇妙的感覺，比住

飯店還要幸福，真是有趣， 

    我第一次吃到媽媽煮得這麼好吃的一道菜，真期待下次還能再

吃到媽媽煮的自家茶葉蛋。 

 

甲等 



我最喜歡的巧克力/10810指定組特優/四年 3班戴芳君 

 

  我最喜歡的巧克力，它甜甜的，感覺吃了巧克力心情會很好，有

的巧克力苦苦的，感覺像在吃藥，我看到媽媽買了很多專門做巧克

力的器具。 

  由於第一次跟媽媽一起做巧克力，所以心裡有些緊張，第一次做

我一直做錯，幸好有媽媽的細心的一步一步慢慢教我，我才慢慢學

會，不然我一下子糖倒太多，一下子又沒把那個步驟做好，造成失

敗。 

  終於做好了，我嚐了一口，覺得怪怪的，怎麼會鹹鹹的呢?我想了

想，終於想到了，原來是我加到鹽了，後來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的

「私房美食」，在外面可是吃不到的，這個食物被我修改後，變成進

階版巧克力了，我們家吃的很開心，經過這一次有點失敗的實驗後

讓我更喜歡巧克力了。 

  這個食物在做的過程中我感到溫暖，因為有了媽媽，讓巧克力更

美味了。這是我跟媽媽的「自創食物」，這道菜是我最難忘的，雖然

有時候嚴格的試驗著我，但讓我最開心的是媽媽陪伴我的時光。 

 

 

特優 



一道美味的濃湯/10810指定組特優/四年 5班江安妤 

 

    有一次母親節,爸爸親自下廚,煮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玉米濃湯,這

是我喝過全世界最好喝的湯。 

    母親節那天,爸爸特別奇怪,因為他竟然想親自下廚,平常都不會

煮飯的爸爸,竟然在母親節這天想要嘗試看看,我們心裡又是興奮又

是期待。 

    剛開始我很擔心爸爸會不會讓媽媽失望,於是我就請哥哥一起去

幫忙。過了一會兒,想不到我竟然聞到一股濃濃的奶油香,這股香味

都是從廚房傳來的。我心想:「他們成功了,並沒有讓媽媽失望。」 

    這時爸爸把一鍋香味撲鼻的濃湯端出來,放在桌上,我看到鍋裡

的濃湯又白又黃,令我口水直流,也讓我迫不及待。 

    當我喝下第一口,實在是太好喝了,這口湯不但很好喝,還有濃厚

的父女感情,因為爸爸在湯裡,撒了愛情調味料,不只我感受到了,就

連媽媽也感受到了。 

    雖然玉米濃湯在外面就能買的到,但爸爸煮的這碗是在哪裡也買

不到的,因為這裡有著深深的感情,也就是『獨一無二』的。 

 

 

 

特優 



原味奶油餅乾/10810指定組優選/四年８班張瑋芯  

 

暑假作業中有一樣功課是要挑戰沒有做過，而且是讓人覺得很

厲害的事情的學習單，正當我苦惱不知要做什麼時，媽媽提出了一

個好主意－做餅乾。 

我很喜歡媽媽的主意也非常興奮，媽媽說要做「原味奶油餅

乾」，光想它的樣子就讓我垂涎三尺。媽媽準備好工具和材料後就要

開始做了，先把攪拌好的奶油麵糊一球球的平均放在盤子上，然後

壓扁，最後放進烤箱，等烤好後媽媽用心良苦教我做的餅乾就完成

了！現在就是品嚐味道的時刻了，我馬上吃了一口，奶香瞬間衝進

我嘴裡，緊接而來的是中和甜度的焦香，讓人一口接一口的餅乾一

想到是我做的就特別有成就感呢！ 

和媽媽分工合作所完成的餅乾馬上就被吃光了，我覺得有一點

可惜，不過我還是很高興，不但我的作業被解救了，我還吃到美味

的餅乾，我真是太幸福了，希望下次還可以和媽媽做不同口味的餅

乾。 

 

 

 

優等 



奶奶的「菜脯蛋」/10810指定組優選/四年 11班陳禹茞 

 

    從小到大，爸爸、媽媽就經常帶我去吃美食，不管是火鍋、烤

肉、牛排、中式、日式、西式的料理都帶我吃過，但讓我印象最深

的依舊是奶奶的菜脯蛋。 

    雖然我經常吃菜脯蛋，但奶奶煮的永遠是我心中的第一名，雖

然奶奶煮的沒有像商家做的一樣，圓圓的而且口感很滑順，但是奶

奶加入了愛，所以特別好吃。 

    奶奶每天都堅持自己煮晚餐而不吃外食，就是為了家人的安全

著想，在奶奶煮的許多佳餚中，我最喜歡的就是菜脯蛋了，菜脯蛋

的外表雖然看起來很普通，內餡可都是從屏東老家帶來的。例如：

菜脯，就是在屏東用強烈的陽光曬成的，奶奶在煮菜脯蛋時，會加

入少許蔥花來增加顏色，煮好的菜脯蛋色香味俱全，讓人看了就食

指大動，嘗過的人更是回味無窮。 

    我會那麼喜歡奶奶煮的飯菜，是因為他加入了「愛」這樣東

西，才會變得特別好吃，希望永遠都能品嘗到。 

 

 

 

優等 



阿嬤的肉鬆飯糰/10810指定組甲等/四年一班陳芓溱 

 

    世界上有許許多多的美食，也有很多著名小吃，在這些美食

中，有一種不可或缺的美味材料─肉鬆。 

    為什麼我會認為肉鬆是最好的材料呢?這件事就要從我剛讀國小

一年級時說起了，在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因為爸媽的工作關係，

我都會很晚回家，回到家後，飯菜都已經冷掉了，這時，總是會有

一位魔法師出現，就是我的阿嬤，他總會先問我怎麼了，才會開始

施展她的「魔法」，也就是做我最喜歡吃的「肉鬆飯糰」。 

    每當阿嬤要開始做飯糰時，我都認真的站在一旁看，她會先把

白米壓扁，然後把肉鬆加進去，再用她那雙經驗老道的手搓揉著米

糰，每次當她做好時，我一定會問她:「阿嬤，為什麼您會這麼厲害

呢?」阿嬤就會回答我: 「這個做飯糰的技巧並不是阿嬤自己學的，

而是你的曾祖母教我的，你想學嗎?如果想的話，乖，等妳長大，阿

嬤就教妳。」 

    阿嬤的飯糰讓我永生難忘，我得好好向阿嬤學習，等我長大

了，換我包給阿嬤吃。 

 

 

 

甲等 



我最喜歡的三道菜/10810指定組佳作/四年 3班張嘉耘 

 

在我兩歲的某一天晚上，爸爸帶我回奶奶家，我一打開家裡的門就聞到

香噴噴的晚餐味道，我一開始以為我的晚餐就只有一碗白飯和三盤青菜，結

果只是一場夢，當我醒過來的時候媽媽和奶奶已經開始在吃了，她們就叫我

一起來吃晚餐。 

我第一口試吃奶奶炒的高麗菜，一咬下去，高麗菜熱呼呼的汁馬就噴我

的嘴巴裡，所以我就以經很熱愛這道菜了。 

第二道菜:從小我的媽媽和奶奶都會幫我做早餐，讓我帶去學校吃，每

天早餐都不一樣，有一天媽媽幫我準備炸薯條，我一到學校就把我的早餐薯

條拿出來，同學就一直看著我，不知道為什麼，一開始我就先吃吃看媽媽幫

我炸的薯條，哇!我一放到嘴裡就入口即化，難怪同學都一直看著我，當然

啊!那也是我最喜歡吃的一道食物其中之一。還有最後一道那就是我們的拉

麵，我生日那天爸爸一直在想要怎麼幫我慶生呢!當我們在想的時候，媽媽

就突然說:那…不然我們吃拉麵吧!一開始，我沒吃過拉麵，所以我不知道拉

麵是什麼食物，媽媽卻只有說你等一下就知道了，爸爸幫我點了一碗豚骨拉

麵，我吃了一口沒什麼味道，當我吃道第二口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拉麵的味道

跟其他湯麵的味道完全不一樣，到最後我就喜歡上了拉麵。   

我希望能再和家人一起吃到這些這麼好吃的食物了。 

佳作 



最美味的一頓飯/10810指定組佳作四年 4班/邱靖璇 

 

大家都有最喜歡，甚至最愛吃的食物。而我最愛吃的，就是

「天津飯」！ 

還記得那天，我、媽媽、弟弟和爸爸一起搭捷運，搭到市政府

站。接著走到一個類似美食街的地方，看到一家叫做「大阪王將」

的店。走進店裡，點了菜，上菜時，一股香氣湧了上來。開動時，

第一口就足以讓我細細品嘗。 

「天津飯」真的很好吃！將原本沒什麼味道的白飯，炒成津津

有味的炒飯，再把厚厚的蛋皮蓋上去，最後再將勾芡的湯汁淋上蛋

皮，這道美味的「天津飯」就完成啦！ 

雖然臺北的新光三越也有「天津飯」。可是讓我真正念念不忘的，

還是市政府那間「大阪王將」賣的「天津飯」呢！我下次一定還要

再來享用這倒讓我回味無窮、念念不忘的「天津飯」！ 

佳作 



一道菜的回憶/10810指定組特優/五年 3班李玟儀 

 

    這道菜是外婆拿手的菜，也是我最愛的自創美食，吃起來有點

鹹，又有點甜，它就是「外婆牌咖哩飯」。 

    在我的印象中，咖哩飯就是一道辛辣的料理，不敢吃辣的我連

碰都不想碰，直到外婆用她的「美食魔法棒」讓咖哩飯變鹹甜鹹

甜，我才敢吃咖哩飯，而且一吃就愛不釋手。 

    回憶起咖哩飯，就像在聽音樂會呢！蔬菜是拉小提琴，咖哩是

拉大提琴，兩個不同的聲部一起配合，最後加上白飯當指揮，這三

種不同的食物組合起來，就是美味咖哩飯。在炎熱的夏天，食慾總

是不好的我，喜歡拿咖哩飯來當開胃小菜，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呢！ 

    咖哩飯不但好吃，對我來說還有其他的意義，小時候的我挑

食，不喜歡吃蔬菜，外婆擔心我營養不良，才有了這道既營養又美

味的「外婆牌咖哩飯」。 

    感謝外婆用心良苦準備了這道料理，雖然現在我不能常回去台

南找您一飽口福，但是我會永遠記得外婆牌咖哩飯是您加了您對我

的關心和擔憂，最重要的是，這是我們兩個人之間濃厚的情誼。 

 

 

特優 



一道菜的回憶/10810指定組作文優選/五年 2班劉哲瑋 

 

    在大約半年前,我的媽媽在附近找到了一間在賣一種很營養的早

餐:「煎餅果子」。它是一種把麵糊煎得很脆,然後裡面包生菜、果

子、肉和蛋的一種富含豐富營養早餐。 

起初,我看著爸爸在吃,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好吃,我叫爸爸給我咬

了一口後發現沒什麼味道,可是爸爸吃的津津有味,讓我忍不住叫媽

媽明天也買一份給我吃。 

到了明天,媽媽帶我到那家店去,這時我才發現,爸爸昨天吃的其

實是原味的,只加蛋、果子和生菜,沒加什麼調味料,所以才會沒有什

麼味道。因此,我選擇了重口味一點的燻雞起士口味,點餐後,我看著

光顧的客人越來越多,便開始期待喔的餐點。過了十分鐘,終於做好

了,聞起來非常的香,我咬下了一口,整個食材的香氣從我的嘴裡擴散

開來,那種感覺就像我撿到一百萬美金一般快樂。從此之後,我對煎

餅果子的印象就此改觀,每個禮拜都會至少吃一次當早餐,直到四個

月前的某一天...... 

媽媽突然說:「賣煎餅果子的阿姨說她好像是因為攤位的月租費

太高,高過了她賣煎餅果子的收入,所以呢她要在這個月的月底把攤

位給收起來,不賣了。」由於這件事發生得實在太突然了,以至於我

完全無法置信,我心裡想:「我一定要在剩下的這幾天,吃到我滿足為

止。」就這樣過了月底,我想我在也吃不到那個阿姨做的煎餅果子

了。 

雖然這麼好吃的食物就因為這樣吃不到了有一點點可惜,但是,也讓

我學到,並不是所有很營養的東西都是難吃的,「煎餅果子」就是一

個例外。我希望可以再次吃到那麼好吃的食物,也希望我可以找到一

間同樣也是賣煎餅果子的店。 

 

優等 



媽媽的特製肉羹/10810指定組優選/五年 4班陳芊涵 

 

    我的媽媽有一道私房菜，名字很簡單，就叫「肉羹」。我對這道

美食有一個很獨特的印象，這都得要從我八歲那年講起:八歲時，我

的口味非常非常挑剔，讓媽媽傷透了腦筋。不過，她卻靈機一動，端

出了她那一道肉羹，香味撲鼻而來，我跟隨著香味到廚房，媽媽說:

「煮好了，來吃吧！」媽媽說完後，我早已經像餓虎撲羊一樣，迫不

及待的開動了！入口時，肉羹吃起來軟軟、QQ 的;入口後，肉羹反倒

是變得很有嚼勁，這道菜衝擊了我的味蕾！ 

    因為有著獨特口感的肉羹，也讓我發現了這個天大的袐密！媽媽

與我分享了肉羹的祕密。原來，這是只有他們家才有的私房菜，他們

打算生生不息的一代傳一代，我一聽到，立刻跳起來大叫:「啊!那下

一代不就是我了！死定了啦!」媽媽聽到後，並沒有回答，反倒是是

輕輕的笑了一下。過了一會兒，我又問:「對了！妳還沒跟我說肉羹

的祕密，快說！到底是什麼？」掙扎了許久，媽媽才終於脱口而出。

「重點在於抓醃！」媽媽說。我疑惑的問:「抓醃？」媽媽說:「就是

讓肉變得更有味道！一開始一定得先裹粉，這是少不了的必備條件！

接著，最重要的點-抓醃。就是一邊加醬油，一邊抓肉。最後加入配

料一起烹煮即可。」我目瞪口呆的看著媽媽，突然，媽媽說:「乾脆今

天晚上吃肉羹好了！」就這樣，我的記憶依然停留在那天晚上。 

    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做出那令人手舞足蹈的肉羹。 

 

 

 

優等 



有味道的回憶/10810指定組優選/五年 8班吳悠 

你是否還記得已故或生病的親人所做的料理呢？那你是否還記

得它的味道呢？ 

「來喔！趕快來吃飯喔！」這個聲音一直重複的出現在我的腦

海中。還記得，小時候阿嬤時常煮我愛吃的食物。尤其是在過年

時，桌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美食，有魚、肉、青菜和螃蟹。但是，

最吸引我的還是那炸的金黃，咬起來酥酥脆脆，裡面軟軟黏黏的炸

年糕了！阿嬤的炸年糕和外面賣的不一樣，就差在阿嬤的炸年糕裡

充滿著她無盡的愛與用心。炸年糕的做法雖然簡單，但也要有功夫

才能做的好吃。在我眼裡，阿嬤就像是已經當了數十年的資深廚師

的，所以任何人都比不過阿嬤的料理！ 

然而如今，阿嬤中風了，智力與四肢也都退化了。她不能再做

炸年糕給我吃，我雖然很想阿嬤能再像以前一樣，但也不可能實現

了。所以，我更要好好珍惜現在阿嬤還記得我的日子，跟她說說

話、陪她出去玩。 

現在，我還是十分想念阿嬤料理，但與阿嬤相處的日子裡，更

是誰也無法奪取的回憶。在這裡我要告訴你：「好好珍惜你所愛的

人，不要等人不在了、生病了，才在那後悔著。」最後，我想與阿

嬤說：「阿嬤，我真的很謝謝妳。希望妳也可以知道！」 

優等 



一道菜的回憶/10810指定組優選/五年 1班林婕縈 

 

    在我的家鄉裡，有一道「隱藏美食」呢！巷子口的那家小吃店

以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不只食物好吃，他們的店面也會依據節慶來

做變化，真像是花樣百出的魔術師。 

    「隱藏美食」的製作過程不僅讓人目不轉睛，還會令人口水直

流。而這好吃的美食就是―河粉，那充滿韭菜香氣的濃郁湯汁，搭

配上軟嫩軟嫩的糯米河粉，這樣還不夠，還需要加一樣只有傳統越

南人才知曉的秘方，就是「檸檬汁」，那酸酸的汁液加上微鹹的湯

汁，那種微酸微鹹的奇妙口感迴盪在口中，是說不出的好滋味。 

    一開始還不曉得有越南河粉這樣的美食，是經由阿姨仔細向我

介紹才慢慢了解的，那時阿姨趁過年休假帶我去吃，在店裡我盯著

那顆檸檬看，阿姨就對我說：「這碗越南河粉之所以會這麼好吃，就

是因為有了這顆檸檬幫的忙，不過要先好好的把這顆檸檬壓的粉身

碎骨才行。」聽到這句話，讓我對它的刻版印象完全解除。 

    雖然阿姨已經不在人世了，但只要有空，我會帶一碗香噴噴的

越南河粉到她的墳前與她一起共享，邊吃她生前最愛的美食邊思念

著她及和我講過的越南河粉歷史、由來，感恩她送給我這樣美好的

回憶。 

 

優等 



這道菜的回憶/10810指定組甲等/五年六班陳玟慈 

 

 你對那些食物有什麼特別讓你有印象深刻的回憶嗎?我對外婆做

的麵線有一種特殊的回憶，因為以前我小的時候，爸爸和媽媽都要

上班，所以就被帶到外婆家給她照顧。我想起以前外婆都要用心良

苦的煮麵線給我吃，所以她要一直站著，讓我覺得很心疼。煮出來

的麵線雖然沒有很豐富，但是麵線裡，卻隱含著外婆滿滿的愛心，

難怪外婆的麵線總是讓我念念不忘。 

外婆的拿手菜，不是只有麵線這一樣，還有美味可口的蛤蜊

湯。蛤蜊湯裡 

的蛤蜊，是外婆不怕熱，自己去人山人海的菜市場買回來的。除了

蛤蜊湯之外 

，還有我最愛的飯糰。飯糰當然也是外婆親自做的，裡面雖然只有

包飯、肉鬆 

、花生還有蛋，但是跟早餐店賣的一點也不一樣，因為這裡面有包

含著外婆的用心啊!所以每次都會有流連忘返的感覺。 

 我決定長大後也要跟外婆學做菜，而且還要比她做的還要好

吃，所以我一定也要好好跟著外婆學習做菜的技巧。 

 

甲等 



一道菜的回憶/10810指定組特優/六年 1班謝士鈞 

 

    我最喜歡的一道菜是金針湯。還記得以前讀一、二年級時，每

當我回到家，正飢腸轆轆時，外婆就會煮一碗熱氣騰騰的金針湯給

我喝，而這一碗湯也成為我的記憶中，一段很重要的兒時回憶。 

    這道金針湯的做法並不難，首先在鍋子裡加水，等水滾了以

後，再加入金針花和排骨，熬煮個三十分鐘就大功告成了。為什麼

我對金針湯充滿了回憶呢?因為外婆自己很喜歡喝金針湯，所以她也

常做給我們喝。外婆曾告訴我外面賣的金針湯很多都添加了調味

劑，還是自己煮的營養又美味。 

    起初我看到金針湯，覺得它是道不起眼的湯品，但喝下那一口

的瞬間，甘甜的口感頓時抓住了我的味蕾，讓我忍不住一喝再喝，

簡直以秋風掃落葉的速度喝完了整鍋湯，有一次我還因為喝得太

快，胸口濕了一大片，外婆不但沒有罵我，反而看著我那天真無邪

的眼神，感到十分欣慰。 

     我的外婆已離開我們將近一年了，她做的金針湯也已成絕響，

但我絕不會忘記那段美好時光，也不會忘記外婆的那份慈愛，外婆

做的金針湯是最好喝的，它不僅溫暖了我的胃，也溫暖了我的心。 

 

 

特優 



一道菜的回憶/10810指定組優選/六年 7班汪湘芸 

 

    相信在每個人的記憶，都有在一道特別難忘的美食吧！ 

還記得小時候，有一天爸爸丶媽媽帶我到廟口，那時，正好有

人在唱歌仔戲，我好奇的問：「我們今天要來看歌仔戲嗎？」爸爸、

媽媽帶著神秘的笑容，牽著我的手來到戲棚旁邊，發現戲棚底下透

出些許的光線，他們帶我走進戲棚底，在棚底我看見兩位叔叔正在

教導其他孩子拿著湯勺在鋪滿黑炭的炭盆上，用筷子快速攪拌勺裡

的糖水。我驚奇的問：「他們在做什麼？」媽媽回答我說：「他們在

做「膨糖」。」  

    輪到我時，我興奮地坐上小板凳，手裡拿著叔叔給我的湯勺。

首先叔叔在我的湯勺裡加入糖和一點點的水，這時，我怯怯得問叔

叔：「叔叔請問這是什麼糖？」叔叔回答我：「這是砂糖。」接著叔

叔要我將勺子放在炭盆上，又說：「勺子中的糖和水會漸漸融化，你

偶爾稍稍攪拌它，等它變成黏稠狀且開始冒泡時，再叫我。」我遵

循叔叔的指示將勺子放在炭盆上，靜靜等候糖融化，當糖開始冒泡

時，叔叔剛好走過來，並告訴我下個步驟，他說：「這個步驟很重

要，膨糖能否成功就看這個步驟了！」他拿筷子，在上面沾了少量

的小蘇打粉，告訴我：「等一下把小蘇打粉放下去後，你要馬上快速

的攪拌均勻。」我在放下去的下一秒，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攪

拌，當我停下來時，它漸漸膨脹起來，終於完成了！ 

    我和爸爸、媽媽一同分享，脆脆的糖，一放進嘴巴，甜味逐漸

擴散開來，還有著淡淡的炭香，品嚐著自己親手製作的食物，真有

種說不出的喜悅與成就，謝謝爸爸、媽媽給了我如此特別的體驗！ 

優等 



一道菜的回憶/10810指定組甲等/六年 6班林妍蓁 

 

    一道美味的食物除了要有特別的調味，還要充滿愛，如果一道

美味的食物沒有了愛，就單單只吃到了食物的調味，就有如要寫功

課時沒有了筆；如果一道美味的食物加有了愛心，就會讓你感到溫

暖，不管你到了如此可怕的地方，吃了這道加有愛心的料理，都會

讓你覺得很溫馨。 

    我最喜歡的一道菜就是你覺得很平凡的料理「番茄炒蛋」，雖然

是一道普通的菜，但對我來說卻充滿了回憶，記得有個中秋節連

假，我和爸媽開著車子回到鄉下去看阿嬤，一來到阿嬤家，阿嬤養

的小柴犬就朝我撲過來，用高興的眼神看著我並用牠的舌頭舔我的

腳，這時阿嬤剛從菜園回來，手上提籃裝滿了新鮮的蔬菜及香甜的

水果，我很想念的跑去抱住阿嬤，阿嬤只是笑著問我說我吃飽了

嗎？我搖了搖頭，我扶著阿嬤走進家裡的廚房，把剛採收下來的菜

放在一旁，我決定這次要跟阿嬤一起做菜，阿嬤說要先教我做番茄

炒蛋，阿嬤一步一步的教我，先把番茄切成適當的大小，放到鍋裡

炒到半熟，再把打好的蛋加進鍋裡一起炒，再加上阿嬤的特別調

味，我站在旁邊看，這次我感受到煮飯的辛苦，後來和爸媽還有阿

嬤吃這道菜，我吃到的不只是調味，還吃到阿嬤的用心及辛苦，我

也感受到阿嬤辛苦的汗水。 

    在之後當我吃到番茄炒蛋時，就會想到在鄉下生活的阿嬤，這

道番茄炒蛋不只是一道菜，還是我跟阿嬤的共同回憶，雖然有很多

好吃的米其林三星美食，但是都比不過一道平凡的菜－番茄炒蛋。 

 

 

甲等 



阿嬤的糖醋排骨/10810指定組甲等/六年九班詹喬安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道令自己可以回憶起許多往事的菜，也許那

道菜是出自於高級米其林餐廳，也有可能是再平凡不過的家常菜，

但那些看似簡單的菜餚在它的背後一定都會有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小時候因為爸爸嬤嬤都要去外頭『打拼」，年幼的我就這樣和我

的阿嬤相依為命，我的阿嬤身高並不高，圓圓的臉上總是堆滿那溫

暖的笑容，他有一個拿手絕活－煮飯，雖然這可能是每個家庭主婦

都會的一技之常，但不知道為甚麼我還是最喜歡阿嬤煮的飯了！每

次只要聞到飯菜的香味都能令我口水直流每到晚餐時間，餐桌上就

會擺滿各種香氣四溢的美味佳餚，其中我最喜歡的菜就是非糖醋排

骨莫屬了，那酸酸甜甜的滋味總是令我愛不釋手，有時在外想起這

道菜的味道，我都恨不得想衝回家中細細平常一下那美妙的滋味，

這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在我心中可堪稱經典中的經典呢！ 

    其實這道在外人眼中看似平凡無趣的菜，在我的心中有一段小

小的故事-以前我為了能在學校期中、期末考中下前三名，我不停的

在讀書，那時只要有時間我就會拿起那疊厚重的課本往死裡讀，有

時在安親班我也會像忘記時間似的，到了晚上九點才肯回家，在那

時能吃到一頓熱騰騰、很平常的家常菜我就會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

福的小孩了，很幸運的是我有一個很疼愛我的阿嬤，每當讀完書要

回家時，一打開門就會看到我阿嬤用那溫暖的微笑迎接我，他會用

一種溫柔且緩慢的語氣說：「你回來了喔！我今天煮了你最愛的糖醋

排骨，現在還熱熱的外坐下來吃吧！」聽到了阿嬤這麼說、又吃到

了糖醋排骨我心裡突然覺得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 

    我的阿嬤隨著時間一天天的變老，我一定要把糖醋排骨給學起

來，等我長大以後一定要煮給我的小孩吃，讓他們知道甚麼是阿嬤

的味道！ 

甲等 



獎項 年 班級 姓名 獎項 年 班級 姓名

特優 三 2 張珍悅 特優 五 4 魏亞芝

優選 三 2 吳欣昀 特優 五 3 李玟儀

甲等 三 2 葉恩綾 優選 五 8 吳悠

特優 四 5 江安妤 優選 五 2 劉哲瑋

特優 四 3 戴芳君 優選 五 4 陳芊涵

優選 四 11 陳禹茞 優選 五 1 林婕縈

優選 四 8 張瑋芯 優選 五 3 周佳穎

甲等 四 1 陳芓溱 甲等 五 6 陳玟慈

甲等 四 7 謝雨珊 甲等 五 8 陳妍妡

甲等 四 9 黃威諭 甲等 五 5 梁哲銘

佳作 四 3 張嘉耘 甲等 五 6 陳采蓉

佳作 四 4 邱靖璇 特優 六 1 謝士鈞

佳作 四 1 張念媞 優選 六 11 林毓芩

佳作 四 2 李杰軒 優選 六 7 汪湘芸

甲等 六 11 吳禹萱

甲等 六 6 林妍蓁

甲等 六 9 詹喬安

佳作 六 8 謝雨芯

108學年度10月份指定組作文成績       主題：食物篇



獎項 年 班級 姓名 獎項 年 班級 姓名

特優 一 1 王于瑄 特優 二 7 陳廷愷

特優 一 7 蘇暄淳 特優 二 7 陳品妍

特優 一 6 葉品妤 特優 二 9 葉宇昕

優選 一 7 葉昀樂 優選 二 7 莊侑哲

優選 一 6 蔡薾瑭 優選 二 7 侯善媜

優選 一 6 林恭平 優選 二 7 王怡婷

優選 一 6 蔡易昕 優選 二 7 林鉉全

優選 一 6 陳暐淇 甲等 二 5 林沛蓉

優選 一 6 陳祺盛 甲等 二 7 高陳浚

優選 一 6 盧俊棋 甲等 二 9 高子婷

優選 一 6 林佑儒 甲等 二 9 張詠晴

甲等 一 1 陳奕翔 甲等 二 11 李香瑩

甲等 一 1 洪丞妡 佳作 二 6 陳品叡

佳作 一 1 李宥希 佳作 二 9 邱宥喆

佳作 一 1 黃己軒 佳作 二 10 林立堃

佳作 一 1 林書羽

108學年度上學期第三季校內投稿寫作大賽成績_低年級



獎項 年 班級 姓名 獎項 年 班級 姓名

特優 三 7 何岑駖 特優 五 3 李文儀

特優 三 7 孫幼珊 特優 五 4 魏亞芝

優選 三 7 詹鈺潔 優選 六 4 林宜臻

優選 三 7 林芯麒 甲等 六 9 蔡侑成

優選 三 7 林豪毅

甲等 三 7 陳祺勛

甲等 三 7 孫幼展

甲等 三 7 洪文瑾

甲等 三 7 邱靜萱

優選 四 4 邱靖璇

優選 四 7 謝雨珊

優選 四 8 陳楷翔

甲等 四 8 鄧力傑

甲等 四 8 黃俊棊

108學年度上學期第三季校內投稿寫作大賽成績_中高年級





























































































































如何做好防震減災/108S3投稿特優三年 7班何岑駖 

 

    地震是一個無法預知的自然現象，隨時都有可能發

生。如果你發現房子在晃動時，要有正確的防災方法，才

能將傷害降到最低。 

    有一次發生地震時，我正在看電視，搖晃得很大，我

當時就先想到要保護頭部，所以我就先躲到桌子底下，等

到地震過後，我才從桌子底下出來，當時我還嚇了一大

跳，覺得地震真可怕。 

地震會造成很多的災害，例如：有山崩、房子倒塌，還會

造成人員的傷亡，所以我們都要知道如何防震。在學校也

有防災演練，老師會叫我們戴防災頭套躲到桌子下，再到

操場上集合。平日在家裡就要準備防災包，裡面要有手電

筒、電池、收音機等。 

    災害無可避免，只有加強防災知識，在地震前做好預

防措施，才可以減輕災害損失，保障我們生命、財產的安

全。 

 

 



如何做好防震減災/108S3投稿特優三年 7班孫幼珊 

 

    我聽媽媽說:「九二一大地震，全國都有人死亡。」聽

了就毛骨悚然，我心想以後會不會有更大的地震呢? 

    暑假的時候，晚上我睡得正熟，有一個好大好大的地

震，媽媽一開始從床上跳了下來，把門打開，關上瓦斯，

叫我躲在書桌下，給了我枕頭，當時我的心臟一直跳，因

為這場地震實在太大了，地震完我們全家人衝到電視前面

看新聞，一打開電視，都在說關於地震的事情，地震真是

可怕，地震的恐怖深深烙印在人們的心中。高速公路上有

一個奇景，是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的遺跡，看得出當時地震

力道非常大令人震撼，大家都嚇了一大跳吧! 

    以後在學校防災演練的時候，我會躲在桌子底下，也

會去操場上避難，還會戴上防災頭套，在家中也會做好萬

全準備，以防萬一。 

 

 

 

 



地震是什麼？/108S3投稿優選三年 7班林豪毅 

 

地震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災難，有可能讓人失去自己的

家；也有可能讓人受傷；也有可能有東西掉落，砸中慌張

的人們，因此做好防震減災是很重要的。 

最近最有印象的就是在去年某天下午，那時候我正在安親

班寫作業，寫到一半突然有一個好大的地震，我們全班都

很慌張，不過還好安親班的老師有立刻去打開門，然後還

邊叫大家躲在桌子下面，也請大家不要慌張，後來經過一

下子，地震就結束了，我們也就繼續寫作業了，不過，真

的很感謝安親班老師，不然我們就會很緊張，並且四處亂

跑，反而變得更危險。 

 

 

 

 

 

 

 



如何做好防震減災/108S3投稿優選三年 7班詹鈺潔 

 

    我看電腦才發覺，在我出生之前發生一次大地震。大

家如果提到「九二一大地震」心裡就忍不住回想那一天，

那一晚，有人瞬間一無所有、無家可回都讓他們很難過。

而且，天搖地動，地鳴突饗真得很可怕。 

    有一天，三重早上發生地震，因為來的突然所以，在

夢鄉的家人都被驚醒，但我沒反應過來，我還以為是妹妹

在搖床，結果我看爸爸這麼驚慌，我忍不住問媽媽，媽媽

說地震，所以地震一停，我就躲到妹妹床上，才放下心中

的大石頭。 

    每次地震都很讓人害怕，所以要準備好，以免發生跟

以前一樣的災難，我們要在家裡和學校進行準備，在學校

做防震演練時不可玩笑嘻鬧，並熟記在心，真正發生時才

不會驚慌，除了平常在學校，在家也要和家人做好防震演

練，知道地震來臨時可以躲藏的地點，也要討論約定電話

以免家人擔心呵！ 

 

 

 



如何做好防震減災/108S3頭稿甲等三年 7班邱瀞萱 

       

民國一百零六年的時候，我看到花蓮的大地震，房屋還

倒塌，因為地牛翻身，我覺得好可怕，還有更可怕的是九

二一大地震，雖然我沒有經歷過，但是聽起來就很可怕，

真是令人震撼。 

有一次我在睡覺的時候，感覺有晃動的時候，老師馬上

把門打開，全班都醒了，後來寫功課時才發現是四級地

震，那時全班都嚇壞了，回家我跟阿嬤說，她說：「如果是

大地震，不可以袖手旁觀。」 

學校常做防災演練，老師也一直強調地震時不可以太緊

張，也不可以搭電梯，因為如果太緊張的話可能會發生一

些意外，例如：發生推擠，如果搭電梯的話，可能會被困

在電梯裡。 

如果在家裡的話要準備一個防震包，沒有防震包的話，地

震時要躲在桌子下或用枕頭遮住頭部，地震如果停了，要

跑到公園或學校才比較安全而且不容易受傷。 

 

 



如何做好防震減災/108S3投稿甲等三年 7班孫幼展 

 

    九二一大地震的威力實在非常大，房屋倒塌非常的嚴

重，路上滿是坑洞， 

大家都無家可歸。 

    有一天早上，我還躺在床上時，忽然一陣搖晃，我以

為只是妹妹在翻身，但是我發現搖晃越來愈越大，才發覺

這是一場地震，當我發現時，媽媽也大喊「是地震!快躲到

桌子下!」我們也立刻拿著枕頭爬到書桌下，我們躲了一陣

子之後，吃早餐時，看見了許多新聞台都在播報關於地震

的資訊，這真是可怕的早晨。 

    我在學校防災演練事先發佈警報，大家都會躲在桌子

底下，等到發佈疏散的時候，各班就會到操場逃生，在家

的時候，則會躲在書桌下，大家在家的時候也可以準備緊

急避難包，才能防震減災。 

 

 

 

 



如何做好防震減災/108S3投稿甲等三年 7班陳祺勛 

 

  每一次，都聽到大家在說九二一大地震。我心裡就在想:

「九二一大地震是什麼」?，後來我去看看百科全書才知道地

震是由板塊運動形成的，然後我就看到了九二一大地震是發

生在南投縣集集鎮，可是到現在也會發生許多地震。因此現

在都會有許多高科技製作出來的防震設施。 

  有時候會發生地震，可是我經歷過的地震都只是一、二級，

直到有一次我在安親班寫作業的時候，突然桌子在晃動，我

一開始覺得是別人在晃桌子，正要制止他的時候，突然停電

了。大家都趴到桌子底下，於是我也跟著趴了下來。幾分鐘

後，地震結束了，電也恢復了，老師說:「地震的時候，要先

趴在桌子底下、抓住桌角。」就在這個時候，我又學到了新

的一課。 

  平常在學校的時候如果發生地震應該要避難到操場上並

且戴著防災頭套、聽從廣播的指令。在家裡平時就該準備好

避難包裡的東西，像是哨子、乾糧、手電筒、電池、醫護廂….，

事先準備才能在天災來臨時減少災害的發生。 

 



防火由我做起/108S3投稿優選四年 4班邱靖璇 

「媽媽，我聞到一股燒焦味。」「我也聞到了。」這是

我和弟弟對媽媽說的話。媽媽回答：「好像是失火了，我們

去看看。」站到窗口前時，發現居然是對面的房子失火

了！我們趕緊下樓查看。看到消防隊早已在滅火了。幸好

這場火災並沒有造成任何傷亡。 

這場火災雖然沒有造成傷亡，然而卻讓我印象深刻。

這場火災也讓我更知道防災演練的重要性；這場火災還讓

我知道為何學校要不斷宣導：「安全用火，不要讓火用

你。」 

如果發生火災的地點是一般家庭，家中客廳天花板的

警報器會先響起，我和其他家人會想辦法逃出去。可惜的

是，逃出去後，我們就只能眼睜睜看著大火燒掉我們家。

所以我絕對不會亂「玩」火。 

這次經驗讓我知道，「火」是個多麼危險的東西。我在

以後的防災演練時，一定會更加努力練習的。這次的大

火，也讓我學習到：雖然火很小，威力也是很強的！也就

是「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希望就算災害來臨時，我也

會學以致用，讓家人們都平安無事的！ 



地震防/108S3投稿優選四年 8班陳楷翔 

 

    地震就像隱形的不定時炸彈,地震難以預測,也沒有明

顯的前兆,瞬間讓很多人失去生命,新聞內容常常是房屋倒

塌和人們無助表情的畫面,看了之後總是不由得難過起來。 

    台灣由於位在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因此地震非常頻繁,

我們要怎麼樣做才能不讓悲劇重演?怎麼樣做才能把無法阻

擋的災難帶來的傷痛減到最低呢? 

    防震常識您一定要知道!平時應準備一個逃生背包,裡

面裝水、衣服、重要物品、食物、手電筒、電池等等東西,

而且記得一年更換一次喔!更要加強建築物的防震結構。地

震逃生演練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活動,不單單是我們小學生,

大家都要參與,因為這個活動能讓我們在地震中鎮定自若、

臨危不懼。 

    雖然天災無法避免,但只要在日常生活「以多一分準

備,少一分災害,也就多一分安全」。必能將地震造成的傷亡

與損失降低至最小程度。 

 

 



如何做好防震減災/108S3投稿甲等四年 8班鄧力傑 

    今天是九二一那一天，到了凌晨一點多，突然天崩地裂，大家

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些家人抱頭鼠竄的跑出來，有些救難人員急如

星火搶救。 

    就在這時候有一間房屋失火了，大火把一間又一間的房屋燒掉

了，那些家人因該很傷心，這時候突然山崩了，一塊塊石頭，不管

是大還是小石頭，大家都落荒而逃，有些家人就在這時被驚嚇了而

且還看到山要倒了，他們看到了就開始把急救包帶出門，突中落石

聲離我們越來越近，我們要在快一點！不然我們會被山壓死在這

裡，所以現在要跑到比山還要遠的地方，我們才不會死掉。一些熱

心人士同心協力的把居民就出來，這次地震原因就是：台灣位於歐

亞大陸和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處，屬於太平洋火環的一部分，地震

頻繁。菲律賓海板新生代以來一直朝西北移動，和臺灣生成有密切

不可分的關係，也在東部花蓮縱谷、中央山脈、西部麓山帶以及平

原區形成一系列的斷層。 

    大家經歷這次的九二一大地震，毀了家園、橋梁、學校操

場……。讓大家忘不了這次的災難。 

    九二一地震讓許多居民，對生命的威脅、生命財產損失、山路

落石，倒至山路不通，無法行走。 



防火由我做起/108S3投稿優選四年 4班邱靖璇 

「媽媽，我聞到一股燒焦味。」「我也聞到了。」這是

我和弟弟對媽媽說的話。媽媽回答：「好像是失火了，我們

去看看。」站到窗口前時，發現居然是對面的房子失火

了！我們趕緊下樓查看。看到消防隊早已在滅火了。幸好

這場火災並沒有造成任何傷亡。 

這場火災雖然沒有造成傷亡，然而卻讓我印象深刻。

這場火災也讓我更知道防災演練的重要性；這場火災還讓

我知道為何學校要不斷宣導：「安全用火，不要讓火用

你。」 

如果發生火災的地點是一般家庭，家中客廳天花板的

警報器會先響起，我和其他家人會想辦法逃出去。可惜的

是，逃出去後，我們就只能眼睜睜看著大火燒掉我們家。

所以我絕對不會亂「玩」火。 

這次經驗讓我知道，「火」是個多麼危險的東西。我在

以後的防災演練時，一定會更加努力練習的。這次的大

火，也讓我學習到：雖然火很小，威力也是很強的！也就

是「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希望就算災害來臨時，我也

會學以致用，讓家人們都平安無事的！ 



你，開始了嗎？/108S3投稿特優五年 3班李玟儀 

 

    二十年前一個寧靜卻酷熱的夜晚，當大家各自在夢裡

演繹著喜怒哀樂時，渾然不知下一刻的臺灣將經歷一場驚

心動魄的生離死別。 

    「九二一大地震」，臺灣人民心中的一道傷口，這場災

難撕裂了臺灣中部原本豐饒的土地，奪走了無數條應該安

居樂業的性命。上天的無常，雖然給了臺灣一場震撼教

育、一記無情的巴掌，卻也喚醒了臺灣人民對防災教育的

重視，並反思大自然反撲的嚴重性。 

     面對不可知的天災地變，世界各國無不竭盡所能預防

與應對，臺灣也不例外，除了加強預警機制、落實防災教

育之外，當災害來臨時，有系統的運用人力與科技進行救

護與災後重建，讓我們在面臨災害時能保持冷靜、正確判

斷。但，這樣就夠了嗎？ 

    氣候變遷與天災頻傳互為因果，若只是一味的防治，

而忽視了人類對環境的破壞才是天災的根源，就只能說是

治標不治本。試想：當北極不再是一片聖潔白皙，當亞馬

遜雨林不再是地球之肺時，哀鴻遍野的大地將是世界滅絕

的序曲。 



    是該開始改變了！而改變的起點就是你我。節能減碳

不應淪為口號，而是要身體力行，那怕只是隨手關燈這樣

的小動作，都是減緩暖化的有效方法，也許抑制全球氣候

異常的最佳時機已經過了，但是只要越多人正視這個問

題，我們就可以多爭取一分地球喘息的時間，多留給後代

一些大自然的空間。 

    你，開始改變了嗎？ 

 

 

 

 

 

 

 

 

 

 

 

 



還給地球乾淨的面貌/108S3投稿優選六年 4班林宜臻 

 

「空氣汙染發布紅色警報，請師生儘量避免外出，並

戴好口罩……。」遠遠望去，白霧霧的一片，既非白茫茫

的濃霧，也不是天堂或人間仙境而是眾所皆知的廢棄、二

氧化碳及 pm2.5。 

近幾年，空氣汙染愈來愈嚴重，別看它體積小而輕忽

它長期吸入更可能危害人體健康，尤其對過敏、氣喘等的

朋友更是不友善!如果人類在不警覺，或許到時就無法挽

回，而成為人類的致命傷，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

各學校都只是提議提皮毛，沒有更深入的宣導也似乎沒人

對這個議題更深入的關切，只覺得預防地震、颱風才是較

主要的地方。的確，空氣汙染目前造成的危害不及地震、

颱風帶來的災害大，但它就如同慢性病，是一點一滴侵蝕

地球的。再仔細想想:古代的空氣比現代乾淨吧!那是因為

工業革命後，工廠、火車排放廢氣，汙染了美麗又純淨的

地球。總結來說，空氣汙染是人為的。 

那人們該如何抑止空氣汙染的肆虐呢?答案是:請從自

身做起。為了與空氣汙染相抗衡，環保人士也幫我們想了

應對之道:一、少開機汽車，多利用電動車及大眾運輸，減



少排氣量。二、不要浪費電。或許你會覺得空氣汙染和電

沒有關係，但台灣發電大部分都是火力發電，燃燒火會產

生廢氣對地球也十分不友善。總而言之，就是減少排放廢

氣。 

希望你不要輕視「空氣汙染」並對他更深一層的了解

並預防，還給地球乾淨的面貌。 

 

 



獎項 年 班級 姓名 獎項 年 班級 姓名

特優 三 二 蕭少甫 特優 四 八 邱湘閎

特優 三 二 蔡睿晢 特優 四 一 陳芓溱

特優 三 七 林芯麒 特優 四 三 戴芳君

特優 三 七 孫幼珊 特優 四 九 許萱樂

特優 三 七 何岑駖 優選 四 十一 林亞辰

特優 三 七 陳祺勛 優選 四 五 劉士誠

優選 三 二 王紫靜 優選 四 五 王稚甯

優選 三 七 林悉妍 優選 四 一 蕭妤桐

優選 三 七 鄭博揚 優選 四 一 潘姿廷

優選 三 七 陳盈仲 優選 四 九 黃柏崴

優選 三 七 洪文瑾 優選 四 一 黃威豪

優選 三 七 葉佑睿 優選 四 一 吳岳騏

優選 三 七 劉羿彣 佳作 四 二 楊元綻

優選 三 七 邱瀞萱 佳作 四 十一 施又瑈

優選 三 七 林豪毅 佳作 四 十一 林庚諒

佳作 三 二 劉廷祐 佳作 四 九 王又毅

佳作 三 七 詹鈺潔 佳作 四 十 蔡竣宇

佳作 三 七 洪若芸 佳作 四 十 劉晉維

佳作 四 一 潘敬儒

佳作 四 一 李軒毅

佳作 四 一 林暐傑

佳作 四 二 林珺樺

108學年度上學期第三季書法大賽得獎名單_中年級



獎項 年 班級 姓名

特優 六 二 朱昱瑄

特優 六 四 翁可恩

特優 五 四 魏亞芝

特優 五 四 陳楓琳

特優 五 二 簡語萱

特優 五 三 李玟儀

特優 五 十 周煒芸

特優 五 六 陳潔薰

特優 五 六 李心筠

優選 六 九 陳亮瑀

優選 五 三 蔡鳳茹

優選 五 四 張芷瑄

佳作 六 四 林宜臻

佳作 五 六 郭佑華

佳作 五 六 劉嘉偉

佳作 五 四 林孟臻

108學年度上學期第三季書法大賽得獎名單_高年級



 

三年級特優-何岑駖 

 

三年級特優-林芯麒 
 



 

三年級特優-孫幼珊 

 

三年級特優-陳祺勛 
 



 

三年級特優-蔡睿晢 

 

三年級特優-蕭少甫 
 



 

四年級特優-邱湘閎 

 

四年級特優-許萱樂 
 



 

四年級特優-陳芓溱 

 

四年級特優-戴芳君 
 



 

 

 

 

  

五年級特優-李心筠 五年級特優-李玟儀 
 

 

 

 

 

 

 

 

 

 

 

 

 



 

 

 

 

  

五年級特優-周煒芸 五年級特優-陳楓琳 
 

 

 

 

 

 

 

 

 

 

 

 

 



 

 

 

 

  

五年級特優-陳潔薰 五年級特優-簡語萱 
 

 

 

 

 

 

 

 

 

 

 

 

 



 

 

 

 

 

 

五年級特優-魏亞芝  
 

 

 

 

 

 

 

 

 

 

 

 

 



 

 

 

 

  

六年級特優-朱昱瑄 六年級特優-翁可恩 
 

 

 

 

 



205 邱品儒 特優 黃美英

106 林佑儒 特優 侯麗娟

203 何丞皓 特優 林潔英

107 黃楷諺 特優 林慧倫

107 許奕晴 特優 林慧倫

107 陳增珉 優選 林慧倫

107 吳玟君 優選 林慧倫

107 蔡國瑧 優選 林慧倫

107 呂垣霆 甲等 林慧倫

107 吳晉緯 甲等 林慧倫

107 蘇暄淳 甲等 林慧倫

108全國美展校內評選得獎名單_繪畫類

低年級繪畫類



402 鄭卉妤 特優 陳勝南

309 陳芊錡 特優 潘奕辰

307 陳祺勛 特優 林思瑜

403 戴芳君 特優 潘奕辰

403 謝純真 特優 潘奕辰

307 林芯麒 優選 林思瑜

402 陳姿彤 優選 陳勝南

409 詹浩允 優選 陳勝南

404 黃郁芳 優選 陳勝南

408 張瑋芯 優選 陳勝南

408 林鈺富 優選 陳勝南

409 許萱樂 優選 陳勝南

408 黃俊棊 甲等 陳勝南

410 李澤宇 甲等 陳勝南

406 楊錦泓 甲等 陳勝南

404 沈妍希 甲等 陳勝南

404 曾姿晴 甲等 陳勝南

307 孫幼珊 甲等 林思瑜

108全國美展校內評選得獎名單_繪畫類

中年級繪畫類



608 謝雨芯 特優 蔣玉庭

601 陳柏誠 特優 蔣玉庭

606 陳婕甯 特優 蔣玉庭

606 李宜柔 特優 蔣玉庭

602 朱昱瑄 特優 蔣玉庭

608 魏妤真 甲等 蔣玉庭

408 邱湘閎 特優 邱文仕

602 朱昱瑄 特優 邱文仕

604 翁可恩 特優 邱文仕

510 周煒芸 特優 邱文仕

506 陳潔薰 特優 邱文仕

506 李心筠 特優 邱文仕

502 簡語萱 優等 邱文仕

中年級書法類

高年級書法類

108全國美展校內評選得獎名單_繪畫類、書法類

高年級繪畫類



組別 班級 姓名 名次 指導老師

402 洪宥丞 特優 陳勝南

401 潘姿廷 特優 陳勝南

401 許恩綺 特優 陳勝南

410 蔡竣宇 特優 陳勝南

403 陳重逸 特優 陳勝南

305 蕭名宏 優選 林洳穗

307 陳群恭 優選 林思瑜

307 洪文瑾 甲等 林思瑜

308 林昇儒 甲等 林先能

308 陳姵妤 甲等 林先能

308 蔡雨璇 甲等 林先能

609 陳新喬 特優 蔣玉庭

609 吳承澔 特優 蔣玉庭

609 周宥儒 特優 蔣玉庭

601 葉彥妤 特優 蔣玉庭

606 陳怡儒 特優 蔣玉庭

108全國美展校內評選得獎名單_漫畫類

中年級漫畫類

高年級漫畫類



408 邱湘閎 特優 邱文仕

504 林孟臻 特優 陳勝南

509 陳重亦 特優 陳勝南

509 吳悠 特優 陳勝南

605 薛兆恩 特優 蔣玉庭

607 蔡雅娜 特優 蔣玉庭

510 陳禹彤 優等 陳勝南

505 陳泰宇 優等 陳勝南

501 曾致瑋 甲等 陳勝南

505 張純甄 甲等 陳勝南

503 蔡鳳茹 甲等 陳勝南

601 蔡沐辰 特優 蔣玉庭

610 蔡昀倢 特優 蔣玉庭

中年級水墨類

高年級水墨類

高年級平面設計類

108全國美展校內評選得獎名單_水墨類、平面設計類



 

 

 

 

 

高年級平面設計類-蔡沐辰-花旦 

 



 

低年級繪畫類特優-邱品儒-泰雅之歌 

 

低年級繪畫類特優-林佑儒-想吃蘋果的鱷魚 



 

 

 

 

低年級繪畫類特優-何丞皓-高空彈跳 



 

低年級繪畫類特優-黃楷諺-辛勤的蜜蜂 

 

低年級繪畫類特優-許奕晴-露營 



 

中年級繪畫類特優-鄭卉妤-刺激的雲霄飛車 

 

中年級繪畫類特優-陳芊錡-和朋友一起賽跑 



 

中年級繪畫類特優-陳祈勛-夜市 

 

中年級繪畫類特優-戴芳君-菲律賓原住民表演 



 

 

中年級繪畫類特優 

謝純真-外婆家的公雞會孵蛋 
 

 

 



 

 

 

 

高年級繪畫類特優-謝雨芯-心目中的畫家 

 

 



 

高年級繪畫類特優-陳柏誠-逛書店 

 

高年級繪畫類特優-陳婕甯-老街咖啡館 



 

高年級繪畫類特優-李宜柔-舞蹈教室 

 

高年級繪畫類特優-朱昱瑄-阿公的糖葫蘆 



 

 

  

中年級書法類特優 

邱湘閎-節錄陶淵明詩 

高年級書法類特優 

朱昱瑄-杜甫登樓 
 

 



 

 

 

  

高年級書法類特優 

周煒芸-唐詩二首 

高年級書法類特優 

翁可恩-唐詩二首 
 

 



 

 

  

高年級書法類特優 

李心筠-李白詩二首 

高年級書法類特優 

陳潔勳-李商隱唐詩 



 

中年級漫畫類特優-洪宥丞-多多鳥的滅絕 

 

中年級漫畫類特優-潘姿廷-空汙受不了了 



 

中年級漫畫類特優-許恩綺-地球，發燒了 

 

中年級漫畫類特優-蔡竣宇-企鵝最後的家 



 

中年級漫畫類特優-陳重逸-海洋汙染目擊者 

 

高年級漫畫類特優-陳新喬-母愛 



 

高年級漫畫類特優-吳承澔-十三歲生日 

 

高年級漫畫類特優-周宥儒-畢業旅行 



 

 

 

高年級漫畫類特優-葉彥妤-觀察植物 

 



 

高年級漫畫類特優-陳怡儒-我的房間 

 

高年級平面設計類-蔡昀倢-班服設計 
 



 

 

 

中年級水墨特優-邱湘閎-野趣 



 

 

 

 

 

高年級水墨特優-林孟臻-大鳥帶著我們翱翔 

 

高年級水墨特優-陳重亦-爸爸是電競高手 
 

 

 

 

 

 

 

 



 

 

高年級水墨特優-薛兆恩-弄龍 



 

 

 

高年級水墨特優-吳悠-我是腕力女王 



 

 

 

高年級水墨特優-蔡雅娜-象山 



 

 

 

 

 

 

 

 

 

 



 

 

108年新北市語文競賽活動 

 

108學年度英語歌謠比賽 



 

 

108學年度第 3季指定組作文比賽 

 

聯告盃作文比賽_校長和學生合影 



 

 

期末英語闖關活動 

 

英語闖關活動_現場指導 



 

 

1080817新北市週末藝術秀_淡水捷運站_太鼓表演  

 

1080817新北市週末藝術秀_淡水捷運站_太鼓表演 



 

 

1081114新北市音樂比賽弦樂合奏 

 

1081223弦樂聖誕招生演出 



 

 

1081227新年感恩音樂會 

 

1081227新年感恩音樂會 



 

 

1081227新年感恩音樂會 

 

1081227新年感恩音樂會 



 

 

1090113管樂團跳蚤市場演出 

 

1090114讀經闖關活動 



 

 

1090114讀經闖關活動 

 

1090114讀經闖關活動 



 

 

校園防災演練_校長擔任指揮官進行避難指示 

 

學生帶頭套進行避難 



 

 

學生往操場進行避難 

 

集結至操場避難 



 

 

108年新北市語文競賽活動 

 

模擬滅火 



 

 

大手謢小手_學長姐指導新生整理文具與打掃 

 

大手護小手_學長組帶領新生進行閱讀 



 

 

升學博覽會講座 

 

親職講座_3C時代教養攻略 



 

 

輔導知能研習_親師生的三角習題 

 

彩虹志工聖誕音樂劇_超級聯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