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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開燈的夜晚 

這個星期六晚上，社區有一個「關燈

愛地球」的活動。很多人都關上家裡的

燈，來到小公園，準備度過一個不開燈的

夜晚。 

公園裡，大人們聊天，我們玩遊戲。

忽然，有個大姐姐喊：「快看！星星好亮

啊！」所有的人都靜了下來，抬頭望著天

空，小星星一閃一閃，好像眨著眼睛。 

這時候，我聽見蟲兒的歌唱，這邊

ㄗ ㄗ ㄗ，那邊ㄐㄧ ㄐㄧ ㄐㄧ。我拉著

弟弟去找，雖然沒有找到蟲兒，卻聞到

淡淡的花香。 

我喜歡這樣的夜晚。媽媽說：「關掉

不用的燈，不但省電，也是愛地球的好方

法。」我和爸爸、媽媽約好，以後吃過晚

飯，一起關燈到公園，跟星星作伴，聽蟲

兒歌唱，和大自然成為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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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飛魚季 

藍藍的海面上，一條條銀白色的魚

飛出海面，在陽光下畫出美麗的弧線，

再落入水中。這種好像長了翅膀的魚，

就是飛魚。 

我們在蘭嶼長大，知道每年的三月，

飛魚來報到的時候，就是飛魚季節來臨

了。 

飛魚季裡，有很多重要的活動。一開

始的「招魚祭」，我們唱著祭歌，呼喚魚

群。捕捉飛魚的時候，太小的魚，我們會

放回大海。七月的「漁止祭」一到，我們

就不再捕魚。族裡的老人常說：「飛魚是

上天送給我們的食物，不貪心，才能有

吃不完的魚。」 

藍色的大海、銀白色的飛魚，是我們

家鄉最美麗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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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啄木鳥醫生 

安靜的暖暖森林裡，出現了「ㄎㄡ 

ㄎㄡ ㄎㄡ」的聲音，小動物都豎起耳朵

來聽，大家覺得很好奇。 

不久，小松鼠聽到敲門聲，開了門，

發現啄木鳥帶著果子在門外，笑著說：

「你好！我是新來的鄰居，大家叫我樹醫

生。」小松鼠說：「樹醫生你好！原來那個

『ㄎㄡ ㄎㄡ ㄎㄡ』的聲音是你在幫樹看

病啊！」 

啄木鳥說：「對不起！是不是吵到你

了？」小松鼠說：「不會！不會！謝謝你讓

森林裡的樹更健康，請進來坐一坐吧！」 

小松鼠拿出點心招待啄木鳥，他們聊

得很開心。小松鼠也陪著啄木鳥，一起去

跟附近的鄰居打招呼，大家都很歡迎他。 

後來，暖暖森林裡，常常會聽到輕快

的「ㄎㄡ ㄎㄡ ㄎㄡ」，小動物都覺得很

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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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臺說故事 

我喜歡聽故事，只要有人說故事，

我都會專心的聽。 

今天老師問：「誰要上臺說故事？」

小奇馬上舉手高喊：「我！我！我要說

故事！」他說故事的時候，表情很豐富，

聲音又洪亮，也會加上動作，逗得全班

哈哈大笑。 

我也很想上臺，但是又不敢。下課

後，我說了「三隻小豬」的故事給同學

聽。我一邊說，一邊做出小豬蓋房子的

動作，還有大野狼吹走房子的呼呼聲。

老師在旁邊聽到了，笑著點點頭：「你說

得很好！但是可以再慢一點，把故事說

得很完整，那就更好了。」 

回家後，我把故事仔細的讀一讀，

再練習說了好幾次。希望我上臺說故事

時，也能像小奇一樣，得到熱烈的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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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聽媽媽的話 

早上出門時，天色灰灰暗暗的，媽媽

一直提醒我要帶雨衣，我卻沒把這件事

放在心上就出門了。 

快要放學的時候，外面真的下起雨

來，雨越下越大。同學都穿上雨衣回家了，

我卻回不了家，真後悔沒有聽媽媽的話。 

雨不停的下著，我看著教室外的雨，

不知道該怎麼辦？「ㄏㄨㄚ ㄌㄚ  ㄏㄨㄚ 

ㄌㄚ──」雨一直沒有變小，我感到越來

越冷，不知道媽媽在哪裡？會不會來接

我？真希望能趕快回家。 

想著想著，媽媽真的拿著傘來了。

我以為媽媽會生氣，沒想到她著ㄓ
ㄠ急的問

我：「是不是等很久了？」看著媽媽匆

匆忙忙的樣子，讓媽媽擔心了，早知道

我應該聽媽媽的話。 

媽媽一手撐著傘，一手牽著我，走在

回家的路上，我的手暖暖的，心裡也暖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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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雨天猜謎 

星期天的早上，媽媽要帶小荷出門

玩，卻下起雨來。小荷忍不住說：「不能

出去玩，真討厭。」 

媽媽笑著說：「我們來玩猜謎吧！

你仔細聽呵：說牠是頭牛，無法拉著車

子走，說牠力氣小，卻能背著房子走。

猜一種小動物。」小荷很快的回答：

「我知道！是蝸牛！」 

媽媽又接著說：「有一種花，不必種，

只要雨一下，朵朵街上開。猜一種生活用

品。」小荷想了很久，還是猜不出來。媽媽

指著街上打傘的行人說：「你再想一想。」

小荷拍手大叫：「原來是雨傘！」 

雨停了，小荷望著窗外的天空，開心

的說：「媽媽，換我出題了，天上一座

橋，七種顏色真漂亮。請猜一猜它是什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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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詠鵝 

古時候，有一個詩人名叫駱賓王，

他十分聰明，七歲就會作詩。 

有一次，家裡來了幾位客人，聽說他

很聰明，就問他一些問題，他都能一一

回答。後來，他們走到水池邊，客人指

著池水裡的鵝說：「你能作出一首有關

鵝的詩嗎？」 

駱賓王一看，鵝正伸長彎彎的脖子，

向著天空唱歌。白色的羽毛浮在綠色的

水面上，紅紅的腳掌撥動清澈的水波。

他想了一會兒，就念出下面的詩句： 

「鵝、鵝、鵝，曲項向天歌。 

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客人一聽，發現這首詩裡有鵝的叫

聲，也有鵝向著天空唱歌的樣子，還有

白鵝撥動紅掌，在綠水中游動的情景。

詩句簡單卻非常生動，大家忍不住拍手

叫好，對駱賓王十分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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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一樣的捷運站 

如果你來到南港捷運站，一定要走

出車廂看一看。這裡的月臺牆上有一列

長長的繪本列車，魔女騎著掃把和列車

比賽，車裡的旅客好像在和你打招呼，故

事書裡的主角一一出現在眼前，那麼近、

那麼美。 

如果你經過南港捷運站，也請你走
進站裡逛一逛。這裡有許多令人驚喜的
創意：兔子和大象陪你走樓梯，小熊和
秋千躲藏在車站裡，可愛的小豬穿著舞

衣，抱著月亮的小孩是不是就像你，喜歡
抱著最愛的玩具。 

到底這些圖案是怎麼做出來的？小

小的繪本世界，怎麼會出現在大大的捷

運車站裡？聰明的人們運用現代科技，

先把圖案照比例放大，然後分成許多小

片，最後再一一拼貼起來。要重現原來畫

作的樣子，需要許多的人力和巧思。 

如果你還沒有到過南港捷運站，想不
想找個時間來走一走？看看車站裡的圖案
多有趣，繪本創意的運用多新奇，相信
你也會喜歡上這個不一樣的捷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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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回到鹿港 

我們的老家在鹿港，它是臺灣中部最古

老的城鎮。爸爸、媽媽每次帶我和哥哥回去，

都會到九曲巷和「半邊井」遊玩。 

九曲巷彎彎曲曲，又很狹窄，走在巷子
裡，好像在「迷宮」裡躲貓貓，轉來轉去，
一不小心，就找不到出去的路。鹿港的海風
雖然很大，巷子裡卻很溫暖。九曲巷除了可
以防風，還可以防盜，因為鹿港從前是一個
商港，經常有海盜出沒，聽爸爸說，有不少
海盜，會在彎曲的巷子裡「迷路」呢！ 

九曲巷附近，有一口著名的「半邊井」，

這口井一半在牆內，一半在牆外。每次來這裡

玩，都會想起奶奶告訴過我們有關「半邊井」

的故事。原來，以前有些好心的人家，蓋圍牆

的時候，故意把半個井口露在牆外，讓沒錢挖

井的人，還有過往的行人旅客，也可以在牆外

打水。奶奶還說，她就是喝這口「半邊井」的

井水長大的，鹿港人真有人情味！ 

我喜歡回到鹿港，因為這裡不但有奶奶

童年的回憶，還有許多好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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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賞鳥 

早上，爸爸、媽媽帶了望遠鏡，陪我

到野外賞鳥。    

爸爸說，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賞鳥。

看鳥的羽毛，可以欣賞美麗的顏色；聆聽

鳥的歌唱，可以享受悅耳的聲音；從鳥的

飛動、停留、吃東西，可以看到很多生動

的畫面。 

媽媽低聲跟我說，賞鳥要保持安靜。

這時，一群小鳥從遠遠的地方飛過來，

停在高高的樹上。我們拿起望遠鏡來看，

小鳥從頭到後頸部都是黑色的，但是頭

頂上有一大片白色的羽毛。媽媽告訴我，

那是白頭翁。我聽著白頭翁嘹亮的叫著

「ㄑㄧㄠˇㄎㄜˋㄌㄧˋ、ㄑㄧㄠˇㄎㄜˋㄌㄧˋ」，覺得

很有趣！ 

今天，我學到了賞鳥的方法。 以後，

我還要觀察各種鳥類，仔細的看，安靜的

聽，體會更多賞鳥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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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的借書證 

我家附近的圖書館雖然不大，但是

有個兒童圖書區，裡面的書很多，有科學

的、自然的、語文的……。每一次，我去

圖書館，都直接到那裡看書。 

今天，爸爸帶我到圖書館，幫我辦了

借書證。我一拿到借書證，就高興的找

了三本故事書，然後去辦理借書手續。圖

書館的阿姨親切的告訴我，要注意還書

的日期。 

回到家裡，我讀著有趣的故事，忍不

住笑了出來。媽媽問我什麼事這麼好笑，

我把故事說給媽媽聽。媽媽聽了，也笑了

起來。 

學會使用借書證後，我就可以常常

到圖書館，把書借回家，和家人分享閱讀

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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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救救小蝌蚪 

草原上的水塘裡，住著好多小蝌蚪。

因為很久沒有下雨，水塘裡的水越來越

少，小蝌蚪全都無助的擠在一起。 

 青蛙媽媽看了很著ㄓ
ㄠ急，想挖一條水

道，連到一旁的小河。可是，只靠青蛙媽

媽的力量，要挖到什麼時候呢？螞蟻知道

這危急的情況，很想幫忙，但是力氣太

小，就趕快請求斑馬一起來救救小蝌蚪。 

 斑馬和青蛙媽媽挖呀挖，忽然，下起

了一陣大雨，雨水落進水塘裡。「下雨

了！下雨了！」小蝌蚪開心的大叫。不是，

不是！原來是大象趕來，吸了河裡的水，

注到水塘裡。終於，一隻隻小蝌蚪又能在

水塘裡游水了。 

  看著小蝌蚪自由自在的游水，大家

都歡呼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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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猴子撈月亮   

 晚上，一隻小猴子走過井邊，他往井裡

一看，不禁大叫：「唉呀！月亮掉到井裡了！」 

 大猴子聽見了，跑過來一看，跟著叫起

來：「唉呀！月亮真的掉到井裡了！」 

 老猴子和附近的猴子聽見了，都急忙

跑過來看，你一句我一句，慌慌張張的叫著：

「月亮掉到井裡了，月亮掉到井裡了，我們

趕快把月亮撈起來吧！」 

   猴子都爬到井邊的大樹上。大猴子先

倒掛在樹上，再用兩手拉住另一隻猴子的

腳，一隻接著一隻，最後是小猴子。 

小猴子往井裡一撈，月亮卻破了，怎麼

也撈不起來。 

老猴子往天上一看，咦？月亮還在天

上啊！他高興的對大家說：「不用撈了，

不用撈了，天上還有一個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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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角和腳 

 有一隻口渴的花鹿在河邊喝水。 

   花鹿看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對四隻

又瘦又長的腳很不滿意，卻十分欣賞頭上

長得又大又漂亮的角。 

 正當花鹿得意的欣賞頭上那對角時，

一隻獅子遠遠的向他撲了過來，他嚇得拔

腿就跑。花鹿在草原上飛快的向前跑，但

是跑進樹林的時候，頭上的角卻被樹枝卡

住了。眼看獅子就要追上來，花鹿著ㄓ
ㄠ急的

掙扎，好不容易才掙脫開來。他全力的往

前跑，終於跑出了樹林。 

 花鹿定下神來，回頭望了望樹林，

自言自語的說：「漂亮的角讓我差點沒

命，瘦長的腳卻救了我，真的不能小看這

四隻腳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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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提早五分鐘   林良  

  

櫻櫻： 

 這幾天，我替你做了一個有趣的小統計，發

現你在三天內，一共丟了四樣東西。星期一，你

丟了公車票。星期二，你丟了筆跟三角板。星期

三，你還丟了作業本。會發生這些事情，都是因

為「匆忙」。 

 每天早上，我常在你該上學去的時候，聽你

大叫：「啊！來不及了！」接著就是「我的公車票

呢？」、「我的筆呢？」……。為什麼你一直是那

麼匆匆忙忙、慌慌張張？我勸你睡覺前，先把明

天要帶的書本和文具都整理好。你的回答是：

「到時候再說吧！現在我得去睡覺了。」 

 我終於發現使你這麼匆忙慌張的原因。你是

不計畫的，喜歡「到時候再說」。你全靠「到時候

再說」，因此到了時候常常已經來不及了。 

 我做事喜歡先計畫，要做些什麼，都先想好。

做的時候，又喜歡「提早五分鐘」開始，使時間

充分、有餘。你看到我上班總是提早出門，因此

如果忘了帶東西，都有足夠的時間回來拿。我喜歡

「先準備好」，我永遠不「趕」，不趕就不容易出

錯。下一次，你也試試看！ 

                                                     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