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陽光西嶺學習護照個人檔案

◎我是五年甲班  號的

◎我的生日：

◎我的星座：

◎我的興趣：

◎我最喜歡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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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西嶺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陽光西嶺學習護照」認證實施計畫

壹、 主旨：為了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力」，達成九年一貫課程之基本能力指標，以學習護

照認證方式檢驗並肯定學生學習成果與教師教學效能，紀錄學習成長之軌跡，並在

親師生合作之下培養孩子終身學習的良好習慣。

貳、 實施辦法

一、由全校教師共同編輯一至六年級學習護照，並逐年檢討修訂教材內容。

二、學生一人一冊「陽光西嶺學習護照」，並依認證標準由級任老師認證蓋學校獎章。

三、學生累積獎章可以兌換文具用品。

四、認證類別及標準

護照項目 認 證  標 準 獎章

英語護照 能針對當週進度內容背誦流暢，發音標準。 1 點

讀經護照 能流暢背誦一首或一篇詩詞或經典，停頓不超過二次。 1 點

閩南語護照 能流暢朗誦、了解涵義，並清楚寫下內容。 1 點

閱讀理解 能達到教師所訂學習目標。 1 點/教師認定

引導式作文 能達到教師所訂學習目標。 1 點/教師認定

文章入選 文章或繪畫入選校刊。 10 點

文章入選 文章或繪畫入選國語日報或縣內相關兒童文選刊物 20 點

榮譽獎章 對學校及班級榮譽有貢獻。(每學期每班以 50 點為上限) 1 點

路隊獎章 確實排路隊走路上學。（每 20 點可兌換文具） 1 點

閱讀護照 確實完成年段要求。 4 點

廢電池回收 1.2 號電池，每 2 顆 1 點；3.4 號電池，每 5 顆 1 點。

說明：1.教師得依學生學習程度可以調整獎章點數，但一學期每生以 100 點為上限。

2.學生須妥善保護學習護照整潔，假如遺失須負擔印刷費，並且獎章規零。

五、獎勵方式

（一）學生完成項目即請級任老師或相關教師認證蓋獎章，積滿 10 點即可兌換文具用品。

（二）請於定期評量後統一至教導處兌換文具用品，時間由教導處依學校行事廣播宣布。

（三）可供兌換之文具用品將不定期更換並張貼於文化走廊公佈欄。

參、 本活動所需經費由學校獎助學金經費項下核支。

肆、 本計畫呈請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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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西嶺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陽光西嶺學習護照」認證獎章紀錄表

年甲班 姓名：

認 證 獎 章 紀 錄 表 兌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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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西嶺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陽光西嶺學習護照」認證獎章紀錄表

年甲班 姓名：

認 證 獎 章 紀 錄 表 兌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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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西嶺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榮譽獎章紀錄表

年甲班 姓名：

認 證 獎 章 紀 錄 表 兌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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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西嶺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走路隊上學」健康認證獎章紀錄表

年甲班 姓名：

認 證 獎 章 紀 錄 表 兌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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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西嶺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廢電池回收」環保認證獎章紀錄表

年甲班 姓名：

認 證 獎 章 紀 錄 表 兌換章

Ps:廢電池回收 1.2 號電池，每 5 顆 1 點；3.4 號電池，每 10 顆 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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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語 護 照

8



南投縣西嶺國小 110 學年度上學期週四晨間英語教材

Page1（第一頁）  班級（Class）：五甲  座號（Number）：   姓名（Name）：

Week VOCABULARY

（單字）

SENTENCE PATTERNS

（句型）

PHONICS

（拼音練習）

Week1 spring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 
Yes, I do.
No, I don’t.

Book p3＆4

Week2 apples 
bananas 
grapes

Do Amy and Tim like oranges?
Yes, they do. 
No, they don’t.

cheese

chair

Week3 oranges
papayas

Does he/ she like apples?

Yes, ______ does. 

No, ______ doesn’t.

lunch

ship

Week4 pears
watermelons

Review

Do /Does
shell

dish

Week5 coffee
hot chocolate

What do you want to drink ? 
I want some juice.

white

whale

Week6 juice
lemonade

What does Tony want to drink ? 

He wants some milk.
wheel

phone

Week7 milk
soda

This is for you. 

Thank you.
photo

graph

Week8 tea
water

It’s tea time.

This is my cup of tea.

thin

b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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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西嶺國小 110 學年度上學期週四晨間英語教材

Page2（第二頁）  班級（Class）：五甲  座號（Number）：   姓名（Name）：

Week VOCABULARY

（單字）

SENTENCE PATTERNS

（句型）

PHONICS

（拼音練習）

Week11 Sunday 
Monday 
Tuesday

What day is today ? 
It’s Tuesday.

teeth

this

that   mother

Week12 Wednesday
Thursday

Is today Thursday ? 
Yes, it is.
No, it isn’t.

can cap cut

Week13 Friday
Saturday

Time for my painting class. 

Let’s go together.
cent

city

Nancy

Week14 cooking
painting

What are you doing ? 

I am studying.
gate

goat

Week15 singing
sleeping

What’s Grandpa doing ? 
He’s swimming.

gum

gem

Week16 studying
jogging

She’s in the kitchen. 

She’s cooking dinner.
magic

gym

Week17 swimming Good job, everyone! 
Let’s have some grapes.

review

Week18 review review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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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 南 語 護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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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讀 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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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馬路喜  
改編者：林冬菊、連瑞琦

在非洲東部大裂谷的邊緣，大地被灼熱的太陽蒸得發燙，動物們顯得無精打

采，唯獨一匹剛出生的小馬，在爸媽的鼓勵下跌跌撞撞的站起來，他就是小馬路

喜。路喜天生喜歡到處走走、看看，只是他還小，跑不了太遠。

五月的大草原，天氣越來越熱，大地漸漸枯黃。馬王向大家宣布：「土地需

要休養，綠草才會生生不息；我們需要狂奔，身體才會健壯。明天開始我們要進

行一年一度的大遷徙，奔向我們的新綠地。」

路喜整晚興奮得睡不著，不時用腳蹄敲敲地上，檢查自己是否準備妥當。東

方初露曙光，就按捺不住，起身小跑試試身手。好不容易捱到馬王長嘯一聲，萬

馬一起奔騰，路喜緊跟在父母身旁。歷經一個多月，終於到達新的綠地。路喜完

成生平第一次遷徙，感到無比的舒暢與快樂。

路喜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別的小馬總是在一起嬉戲玩耍，他卻喜歡獨自奔跑。

他從不在乎同伴中誰跑了第一，自己跑累了，就趴在涼爽的樹蔭下，望著遠處的

雪白聖山－吉力馬扎羅山，想像著奔跑的快感。

路喜愈來愈健壯，又到了五月遷徙的日子，所有的馬群隨著馬王狂奔。經過

一整天的奔馳，終於到達馬拉河。馬王小心翼翼安排休息位置，並提醒大家：

「喝水時，注意鱷魚會咬你的頭；還有，山裡的獅子……」但馬王的聲音在路喜

耳中卻愈來愈模糊，他一心只想著聖山的美景。

一聲馬鳴劃破夜空，大家繼續狂奔。路喜欣喜若狂，感覺愈來愈接近聖山，

於是越跑越往東斜，不久便脫離隊伍，不顧一切奔向他的夢想。

剛開始，馬群裡議論紛紛。

「路喜這孩子跑得還真快！」

「路喜平常就很不合群！」

「路喜已經被鱷魚咬斷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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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被獅子吃得連骨頭都不剩了！」

後來討論的聲音愈來愈少，路喜似乎漸漸被馬群遺忘了。

有一天傍晚，遠處傳來達達的馬蹄聲，聲音越來越清晰，引起大家的好奇。

當遠處的身影慢慢變大，馬群不由得發出驚呼聲。

「是路喜！」

有的歡喜迎接，有的生氣指責，路喜幾次想解釋，都被大家的話給壓得開不

了口，只好把那夢幻的地方埋藏在心中。

有一年發生大旱災，河水乾了，連地都裂了，於是馬王決定提早遷徙，但是

環境惡劣，一路上依然缺乏水源，草木枯萎。眾馬又飢又渴，個個無精打采。

「再忍耐一下，就快到達綠地了。」馬王鼓勵大家。

「沒有食物，怎麼有力氣跑啊？」

「再到不了綠地，大家都會餓死的。」

「只要團結一條心，我們一定能克服困難。」德高望重的長老說。

就在大家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路喜怯怯的說：

「也許我們可以改變遷徙的路線……」

「祖先的路線，怎麼可以改？」不等路喜講完，長老們異口同聲的說，「對呀！

傳統怎麼可以改？」

「路喜不合群，不能相信他！」

「要是被獅子吃掉怎麼辦？」

正當大家吵得不可開交時，馬王臉色一沉，大吼一聲：

「安靜！讓路喜繼續說！」

路喜看看大家，小聲的說：「我們可以往聖山的方向跑，雖然會多花幾天，

不過一樣可以到達那一片綠地。那裡綠草如茵，湖水甘甜，在樹蔭下行走，涼爽

極了！」路喜越說越興奮，不自覺的提高音量繼續說：「我不知道有沒有獅子，

但是有很多小花鹿和小白兔……」

「我們要有信心，依照祖先的路線走，絕對沒問題的！」長老打斷路喜的話。

「對呀！祖先傳下的路最安全，我可不想冒險。」一群長老附和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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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新的路線？我想試試看！」也有幾匹年輕的馬竊竊私語著。

看著大家七嘴八舌，馬王沈思了一會兒，清了清喉嚨說：

「為求慎重，我們分成兩組：願意冒險的，跟隨我和路喜探索新路，其他的

由長老帶領走傳統的路。這樣安排，也可以減少一路上糧草不足的問題。」

「大王！不可以冒險！」

「大王！我們需要你！」長老們大聲的說。

「不要多說了！就這樣決定。」馬王用肯定的眼神看著大家，大聲的說。

於是，在路喜的引路下，馬王帶著馬群狂奔了幾天，果真到達鳥語花香，宛

如仙境的聖山。

望著眼前的美景，回想一路上的辛苦，馬王感慨的說：

「天下這麼大，我活了一輩子，竟然只知道一條路！」

馬王先安頓好大家，交代一些注意事項後，有的馬先到湖邊喝水，有的馬抬

頭環視週遭，一有危險便通知大家。

喝足了水，吃足了草，大家顯得精力充沛。馬王領導馬群繼續前進，儘管多

繞了些路，竟然還提早到達目的地。不過，因為擔心另一隊馬群的安危，大家心

情雖輕鬆，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

等了好幾天，終於看見零零落落的幾匹馬垂著頭，疲憊的到來。

「其他的伙伴呢？」馬王不安的詢問帶隊的長老。

「餓死了──」長老難過的說：「有的渴死了，有的為了搶食物，被踢死

了！」另一位長老哽咽的說：「如果我們沒有分批遷徙的話，恐怕全部都要

死在半途

中了……」

整個大草原，靜悄悄的，似乎也在哀悼所發生的不幸。儘管沒有人說話，但

是大家卻不約而同的泛著淚光，面帶微笑的看著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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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閱讀理解教學學習單 1

小馬路喜
1.為什麼馬王每一年都要帶領馬群遷徙？請從文章裡找出一個理由。

2.（ ）當馬群一起嬉戲玩耍時，路喜在做什麼？

○A 到處走走 ○B 試試身手 ○C 獨自奔跑 ○D 尋找聖山
3.（ ）路喜對於完成生平第一次的大遷徙，他有什麼感覺？

○A 平靜與安詳 ○B 舒暢與快樂 ○C 悲傷與痛苦 ○D 憤怒與激動
4.（ ）當馬王正在交代大家注意危險的地方時，為什麼路喜耳中聽到的聲

音卻愈來愈模糊？

○A 他想著美景 ○B 他很想去玩 ○C 他正在喝水 ○D 他很想睡覺
5.（ ）為什麼路喜可以找到遷徙的新路線？

○A 夢想找到新的路線 ○B 在馬群裡獨自奔
跑○C 想像著奔跑的快感 ○D 離開馬群奔向
夢想

6.（ ）當馬群遷徙遇到困境時，長老認為要怎麼解決？

○A 想嘗試走新的路線 ○B 走傳統的祖先路

線○C 要大家再忍耐一下 ○D 分兩組尋找新
綠地

7.（ ）故事中路喜有兩次表達意見的機會。

第一次路喜幾次想解釋說明，都被大家的話語壓下，說不出口。

第二次路喜怯怯的說：「也許我們可以改變遷徙的路線……」

請問為什麼路喜第一次沒說出口，但是在第二次卻說出來了呢？

○A 馬王和長老要他說 ○B 想幫大家解決問題

○C 想表現自己的厲害 ○D 想去綠草如茵的地
方

8.（ ）當馬群面對缺水斷糧的危機時，路喜先小聲的表達意見，為什麼他

後來卻越說越興奮？

○A 因為受到馬王大力支持 ○B 因為馬群們給路喜信

心○C 因為路喜陶醉在美景裡 ○D 因為希望長老能支
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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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馬王決定之前，有的馬兒支持路喜建議的新路線，有的反對他。請從文章裡

各找出一項支持和反對的意見。

支持的意見：

反對的意見：

10.（ ）馬群遷徙遇到困難時，馬王怎麼處理？

○A 鼓勵大家  →聽大家的想法  →做出決

定○B 鼓勵大家  →做出決定 →聽大家的

想法○C 聽大家的想法 →鼓勵大家  →做

出決定○D 做出決定  →鼓勵大家 →聽大
家的想法

11.路喜對「馬王領導馬群遷徙」有什麼幫助？請從文章裡舉出兩個例子。

12.路喜除了是一匹愛跑步的馬之外，從路喜所說的話、做的事，還可以知道他是

一匹怎樣的馬？請從文章找出兩個證據支持你的看法。

路喜是一匹( )的馬

1.

2.

13. （ ）路喜在三次遷徙裡，所扮演的角色，有什麼變化？

○A 獨行者 →跟隨者 →帶領者 ○B 獨行者  →帶領者  →跟隨

者○C 跟隨者 →獨行者 →帶領者 ○D 帶領者  →跟隨者  →獨
行者

14. （ ）故事結束的時候，為什麼馬群要面帶微笑看著路喜？

○A 嘲笑他 ○B 喜歡他 ○C 羨慕他 ○D 感激他

15.作者透過這個故事，主要想告訴我們什麼？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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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掉落的葉子
在美國紐約西區有一個老舊的住宅區，許多畫家喜歡在這裡落腳，慢慢的，

這裡就變成大家眼中的『畫家村。』

喬安娜和蘇是年輕的女畫家，他們對繪畫充滿了理想，兩人在這裡合租一間

房間當畫室。有一年冬天，天氣變化多端，體質羸弱的喬安娜，不幸染上肺炎，

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蘇廢寢忘時的盡心照料，一步也不敢離開。可是，醫生還

是悄悄的對蘇說：『喬安娜的病情危急，恐怕會熬不過去。祈求上天吧！倘若她

有更堅強的求生意志，那麼也許會出現奇蹟。』

蘇隱忍著悲傷，來到喬安娜的床邊。骨瘦如柴的喬安娜，眼神空洞渙散，這

時，蘇聽到喬安娜有氣無力的數著：『十二，十一，十，九。』過了一會兒，又

聽到：『八，七，六，五。』喬安娜虛弱的聲音，像飄盪在空氣中的羽毛：『那

顆樹上的葉子只剩五片了，當最後一片葉子掉落以後，我就會跟著離開了。』

蘇聽了好難過，但他還是強顏歡笑的說：『你不要胡思亂想，你一定會好起

來的！』喬安娜閉上眼睛，昏昏沉沉的睡了過去。蘇走到窗邊看外頭的樹，真的，

樹上只剩下五片葉子。這些葉子看起來是那樣的柔弱，那樣的無依無靠，那樣的

無所適從。他們在冷風中哆嗦著，和強勁的北風奮戰。連蘇自己也這麼想：喬安

娜的生命，真的就像這些葉子。遲早會隨風飄散！蘇覺得自己無能為力，只能狠

狠的把窗簾拉起來。

那一陣子，蘇請樓下的老畫家伯曼當模特兒。蘇忍不住告訴伯曼：『喬安娜

說自己將會跟那些葉子一樣，當葉子掉光，他就會離開。』蘇說完，兩人的眼神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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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而同望向窗外。外頭正下著雨，風雨夾擊中，那五片葉子正在飛快得旋轉搖晃。

『砰！』的一聲，話是裡一扇沒關好的窗戶，被風大力關起，那是多麼頑強的風

啊！蘇漢伯曼兩個人，眼神流露著驚恐。只不過。伯曼很快的鎮定下來，他的雙

眼炯炯有神，很肯定的說：『真是胡鬧！年輕的女孩，不會被肺炎打倒的！』

風雨持續了一整天。第二天早上，喬安那請蘇拉開窗簾，沒想到那顆樹上，

竟然還剩下一片葉子。那片葉子緊緊的抓住老樹的枝條不放。喬安娜說：「這是

最後一片葉子，我的生命，就剩下今晚了。」這天晚上，又是一夜淒風苦雨。隔

天早上，已經氣如游絲的喬安娜，央求蘇再次打開窗簾。天啊！那最後一片葉子，

居然還頑強的掛在老樹枝條上！蘇興奮對她：「你看，葉子不但沒有被風雨打倒，

反而更堅強、勇敢，你會沒事的。」喬安娜臉上開始有了生氣，他說：「我要努

力好起來，就像那最後一片葉子，不會輕易被擊倒。」

隔了兩個星期，喬安娜的病居然痊癒了。當她外出散步的時候，發現伯曼的

房子已經搬空了，她忍不住問蘇：「伯曼班到哪裡了？」蘇強忍著眼淚說：「你

還記得『最後一片葉子』嗎？我把你的事告訴柏曼，那天晚上，他在暴風雨中，

爬上高高的梯子，在磚牆上畫了那一片永不掉落的葉子！那場雨讓他患了重感冒，

惡化成肺炎，奪走了他的性命。他一直想畫一幅不朽的傑作，現在，他真的是完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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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閱讀理解教學學習單 2

永不掉落的葉子

1.故事裡，大家眼中的「畫家村」位在哪裡？

2.從故事裡描寫喬安娜的詞語，你覺得喬安娜的病情如何？那些詞語或句子讓

你有這樣的感受？請舉出兩個例子。

3.故事裡，哪幾句話暗示著喬安娜的病情將有不同的發展，為喬安娜的病情轉

變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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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故事標題「永不掉落的葉子」最主要的含意是什麼？

○A 秋去冬來，大自然的萬物總有自己的生命姿態。

○B 當最後一片葉子掉落，喬安娜的生命就會結束。

○C 鼓勵人也要像永不掉落的葉子一樣，絕不輕易被擊倒。

○D 讚嘆伯曼的畫技高超，能畫出栩栩如生的葉子。

5. （ ）找到 的段落，當蘇發現窗外的樹，真的只剩下五片葉子時，

為麼狠狠的把窗簾拉起來？他當時可能有怎樣的想法？

○A 樹葉一片片掉落，窗外景觀不美麗，所以將窗簾拉上。

○B 樹葉掉落，她必須花時間清理，拉窗簾表示滿腔憤怒。

○C 她珍惜樹的生命，懊悔自己無力讓窗外枝葉繁茂長久。

○D 落葉象徵喬安娜的生命逐漸消逝，他氣自己無力幫助。

6.參照「永不掉落的葉子」的標題，請構想另一個標題，為什麼你會這麼認為？

你構想的標題名稱：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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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
改編者：吳燕燕、劉振中

外形

小學四年級暑假，媽媽帶阿清回外婆家。他們才到門口，小舅就迫不及待的

拉著他往頂樓跑。小舅一邊打開鴿舍的門，一邊介紹。「公鴿體形壯碩，鼻瘤比

較大，頸子粗短而較硬；母鴿體形線條優美，整個頭部狹長，鼻瘤比較小，頸子

細長而較軟。那隻是黑豆仔，這隻是灰的，渾身黑色有白色飛羽的叫白翅枝…

…」原本平靜的鴿舍，突然一陣騷動，「噗啪！噗啪！」鴿子爭相展翅飛出。只

見最後一隻灰鴿從容的走出來，冷不防的拍翅飛起，一會兒就與同伴並肩翱翔在

藍天。

飛行訓練

小舅不停的揮舞著手中的紅旗。

「舅舅！鴿子越飛越高，好像快飛到雲端了，牠們會飛回來嗎？」阿清不安

的問。

小舅鏗鏘有力的回答：「安啦！」他拿出哨子，「噓──噓噓噓！噓──噓

噓噓！」

只見鴿群紛紛降落在平台上，看來哨音彷彿有一股魔力。小舅將飼料放進飼

料槽，鴿子快速的跳進鴿舍，爭先恐後的啄食槽中的飼料。

隔天一大早，小舅叫醒睡眼惺忪的阿清，遞給他鳥籠說：「走！我帶你去放

鴿子。」小舅騎著腳踏車，載著阿清來到濁水溪畔。小舅將鳥籠放在河堤上，籠

門一開，兩隻鴿子立刻直沖雲霄，先在空中繞了兩圈，接著就朝北方飛去。這時，

小舅催促阿清坐上腳踏車說：「我們和鴿子比賽，看誰先回家？」小舅奮力的踩著。

一回到家，阿清火速上樓，鴿子果然已經在鴿舍。

窩

阿清受到小舅的感染也愛上鴿子。於是大膽央求小舅送他一對，沒想到小舅

爽快的答應，讓他欣喜若狂。回家那天，小舅將挑選好的鴿子放進挖了幾個小洞

的紙箱，陪著阿清到車站候車，一路上還不時提醒他成鴿短時間認不得新家，小

心不要讓牠們飛掉了！一回家，阿清和媽媽上街買籠子、飼料槽、水槽、蛋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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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最重要的飼料。當鴿子被放進鐵籠時，才發現籠子上方沒有遮蓋，於是他們

又忙亂了一下午，鴿子才有舒適的家。

成長

從此以後，阿清早、晚準時幫鴿子添飼料、換清水。在阿清用心照料下，牠

們長得越來越豐腴了。有一天，阿清放學回家準備餵鴿子時，發現母鴿不像往常

快速奔到飼料槽前等飼料，而是不動如山的蹲伏在蛋盆中。阿清知道母鴿每回只

下兩顆蛋，而且孵出來總是一雌、一雄。他有個預感：鴿子即將下蛋。等公鴿吃

飽踱步到蛋盆前，母鴿站了起來，這時，果然看到一顆晶瑩雪白的鴿蛋在蛋盆中

閃耀。隔天，阿清急著要知道鴿子還有沒有下蛋，所以早早回家，書包一放下就

伸手想撥開鴿子的身體，鴿子發出「咕」的鳴聲，以尖尖的嘴啄他，又用翅膀拍

打，痛得阿清急忙收手。等了好久，好不容易才看到蛋盆中已經躺著兩顆可愛的

鴿蛋了。

養鴿的過程讓阿清對鴿子的習性瞭若指掌，他知道鴿子除非一方死亡或人為

拆散，否則會謹守一夫一妻制。母鴿生完第二顆蛋時，就開始孵卵，阿清發現這

個工作是由公鴿母鴿互相輪班，母鴿是在下午五時到第二天上午十時，公鴿是在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左右。每當母鴿離開蛋盆去進食時，就會換成公鴿孵卵。阿

清心想：牠們還真是性別平等的模範夫妻呀！

第十八天的早上，阿清聽到尖銳的啁啾聲，小鴿子孵出來了！紅通通的身體，

披著黃色絨毛，連眼睛都還沒張開的兩隻雛鴿，在親鳥的腹下鑽動，真叫人憐愛。

為了讓雛鴿能獲得足夠的營養，阿清  特地買紅土幫鴿子加菜，以補充牠們生長發

育所須的鈣質。在親鳥不斷的哺育下，才幾天的時間，雛鴿成長迅速，身上開始

長出黑色的羽管，像極了小刺蝟。不久，羽管的前端蹦出羽毛來，再過幾天，全

身已覆蓋了羽毛，仔細看羽毛上還留著黃絨毛，真是不折不扣的黃毛丫頭。

大約四個星期，雛鴿已經長成幼鴿，親鳥為了讓幼鴿獨立就不再餵食。羽翼

漸豐的幼鴿，常在籠中賣力的拍著翅膀。

每當成鴿練飛一段時間之後，阿清會技巧性的用飼料引牠們回籠。經過幾次

的訓練，他終於擁有一對放飛還會乖乖回來的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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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鴿、雄鴿輪流孵卵
並有護卵行為

親鳥不再餵食

18 天 4 星期

卵 雛鴿
長出黑色羽管
羽管前端長出羽毛

幼鴿
啄食飼料
獨立練習飛行

阿清餵食紅土
補充鈣質

成鴿
練習飛行

阿清訓練鴿子
放飛跟歸巢

雌鴿每回產 2顆卵，1雄 1雌

和平鴿 圖 1 鴿子的成長

三十幾年前的臺灣，國小運動會常有放和平鴿的壓軸儀式。這年的運動會，

阿清心想：「我的鴿子有表現機會了！」運動會前幾天，阿清一放學就趕回家訓

練鴿子，由於正值十二月，下午五點天已昏暗，鴿子沒飛多久就想降落，阿清卻

還想繼續訓練。他揮舞著綁著紅旗的長竿，鴿子不得已再度起飛，直到一片漆黑

才停止。

運動會那天，阿清一大清早就帶著鴿子趕到學校。開幕活動雖然精彩，阿清  

卻覺得冗長難熬，因為他只期待放和平鴿的時刻快點到來。司儀終於宣布：「禮成，

放和平鴿！」只見百餘隻鴿子啪啪飛了起來，其間還點綴著冉冉升空的五彩氣球。

在如此壯觀的畫面下，阿清竟然還能清楚的看到愛鴿在鴿群中飛行的英姿。

隔天補假日，阿清一早上頂樓餵鴿子，卻被眼前血跡斑斑的景象嚇呆了。阿  

清癱軟在地上嚎啕大哭，想起昨晚回家時忘了關上鴿籠，引來餓貓的垂涎，使得

原本生氣活現的鴿子，竟然一夕間都變成……

時隔多年，空中翱翔的鴿子，仍時常吸引阿清的目光，尤其是鴿群飛行的英

姿，永遠連繫著那一段與鴿共處的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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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閱讀理解教學學習單 3

鴿

1. 小舅迫不及待拉著阿清往頂樓跑的原因是什麼？

2. 文章告訴我們，公鴿和母鴿外型上有許多不同的特徵？請舉出兩項來說明。

3.文章中提到「紅旗」、「哨子」跟訓練鴿子飛行有什麼關係？

紅旗：

哨子：

4. 找到 的段落，阿清上樓看到鴿子果然已經在鴿舍中，表示鴿子有哪兩種

能力？

5. 閱讀完這篇文章，請寫出鴿子產卵的特性？

26



6.（ ）文章中鴿子為什麼會攻擊阿清？

○A 為了要保護卵○B 雄鳥要保護雌鳥○C 鴿子天生會攻

擊人○D 阿清穿了紅色衣服

7.阿清覺得鴿子是性別平等的模範夫妻。請從文章中舉出兩個例子說明。

8.（ ）阿清為什麼要買紅土幫鴿子加菜？

○A 讓鴿子聲音清亮○B 讓鴿子羽毛豐滿○C 促進鴿子腸胃

消化○D 幫助鴿子補充鈣質

9.「圖 1」如何幫助我們更瞭解鴿子的一生？

10.文章最後阿清嚎啕大哭,除了因為鴿子死亡而傷心之外，還有什麼原因？

11. 從文章中知道阿清養鴿子時，飼料除了是鴿子的食物之外 ,還有什麼重要

性？

12.（ ）這篇文章，主要告訴我們什麼？

○A 鴿子和人類也會有感情○B 飼養鴿子的過程很辛

苦○C 鴿子的成長過程與習性 ○D 舅舅教阿清如何養
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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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閱讀理解教學學習單 4

珍惜水資源

1. （ ）下列哪一句話對人類所使用的水量的描述是正確的？

○A 百分之九十七點五的海水。

○B 百分之二點五的淡水。

○C 不到百分之一的淡水。

○D 冰凍於極地的淡水。

2. （ ）文章第一段，作者使用了許多數據，目的是什麼？

○A 展現使用數據的時機和方法。

○B 利用數據證明水資源的稀少。

○C 比較地球水資源的分布情形。

○D 證明地球上的水總量很龐大。

3.文章提到「看不見的水」指的是什麼？請舉出文章中的兩個句子來說明。

4.本文利用定義說明和舉例說明來介紹「水足跡」。你認為哪種方式可以讓讀

者比較容易了解？並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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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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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五上生字延伸成語

一、拔一條河

▼拔

出類拔萃：遠超出同類之上，高出同群。形容才能特出，超越眾人。

例：經過多年的努力，她終於成為出類拔萃的服裝設計師。

▼瘡

千瘡百孔：形容損壞極大，殘缺不全。

例：經過一場激烈的槍戰，這幢房子已是千瘡百孔，面目全非了。

▼災

幸災樂禍：指對於他人的不幸遭遇引以為樂。

例：對於遇到困難的人，我們應伸出援手，不該幸災樂禍。

▼繭

作繭自縛：蠶吐絲結繭，將自己包裹於內。後用來比喻人做某事，反而使自己陷入

困境。

例：做事情之前得考慮清楚，可別越理越亂，最後陷入作繭自縛的困境。

▼鼎

一言九鼎：九鼎，傳說中夏禹的傳國寶器。「一言九鼎」形容說話很有分量，後亦用

來形容說話很有信用。

例：老王是一言九鼎之人，說話絕對可信。

▼鞭

快馬加鞭：對跑很快的馬，再加以鞭策，使牠跑得更快。形容快上加快。

例：施工單位快馬加鞭，日夜不休，以求如期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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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空中看臺灣

▼德

年高德劭：指年紀大而品德好。

例：這位年高德劭的教授，學識豐富，人品高潔，深受學生們的敬重。

▼昂

氣宇軒昂：形容神采飛揚，氣度不凡。亦作「器宇軒昂」。

例：他身材魁偉，氣宇軒昂，不管在哪裡都是眾人注目的焦點。

▼哀

哀鴻遍野：找不到棲身之所的鴻雁，悲傷哀痛的鳴叫。用以比喻到處都是流離失所

的難民。

例：在兵荒馬亂的年代，往往哀鴻遍野，民不聊生。

▼殘

風燭殘年：形容人身體孱弱，不久於世的晚年。

例：身邊有兒孫承歡膝下，是讓風燭殘年的老人感到最欣慰的事。

▼循

循循善誘：善於循序漸進的誘導別人。

例：在老師的循循善誘之下，同學的成績有了很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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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蚊帳大使

▼封

故步自封：指安於現狀，不求進取。

例：做學問不能故步自封，否則將難以有所精進。

▼均

勢均力敵：指雙方力量情勢相當，不分上下。

例：由於兩位選手的實力勢均力敵，所以比賽至今仍未分出勝負。

▼疾

大聲疾呼：大聲而急促的呼喊，以引起人們的注意。引申為大力的提倡、號召。

例：他們除了向社會大眾大聲疾呼環保的重要，每個人更是身體力行，一絲一毫都

不敢鬆懈。

▼措

不知所措：形容人惶恐不安，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例：面對這突來的惡作劇，他一時還反應不過來，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

▼聚

聚沙成塔：比喻積少成多。

例：善加利用零碎時間，聚沙成塔，同樣可以完成許多事情。

▼宣

心照不宣：彼此心裡明白，不必言語說明。

例：爸爸的生日快到了，大家心照不宣，都想給他一個意外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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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一樣的醫生

▼負

如釋重負：比喻責任已盡，身心輕鬆愉快。

例：期末考終於結束了，大家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開始籌畫即將開始的暑假生

活。

▼責

責無旁貸：自己應盡的責任，沒有理由推卸。

例：維護社區整潔，是每個居民責無旁貸的事。

▼稱

額手稱慶：舉手齊額，表示慶賀、高興。

例：看到辛苦已久的作品順利完成，大家興奮得額手稱慶。

▼幼

扶老攜幼：攙扶著老人，帶領著小孩。形容民眾成群結隊而行。

例：今晚在廣場有知名劇團的演出，許多市民扶老攜幼前來欣賞。

▼羞

阮囊羞澀：形容錢財窘乏，經濟困難。

例：我雖然有心捐款，但阮囊羞澀，只好擔任志工幫忙，也算是盡一分心力。

▼聊

民不聊生：形容百姓生活非常困苦。

例：某些地區長期乾旱導致民不聊生，需要世界各國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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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享的力量

▼乏

分身乏術：比喻非常繁忙，無法再兼顧他事。

例：這麼多的事情，令他分身乏術無法兼顧。

▼選

一時之選：當世傑出的人才。

例：這場演唱會的演出陣容都是一時之選，相信一定會大為轟動。

▼諾

一諾千金：形容信守承諾，說話算數。

例：對別人的允諾一定要慎重，才能做到一諾千金。

▼維

進退維谷：形容前進後退都無路可走的困窘處境。

例：夾在長官與老師之間，他可真是左右為難，進退維谷。

▼鉅

鉅細靡遺：重要的或不重要的，都不會遺漏。比喻做事很仔細。

例：這本書資料詳實，內容鉅細靡遺，是不可多得的參考書。

▼囑

千叮萬囑：一再叮嚀囑咐。

例：爸爸出差前對我千叮萬囑，要我乖乖聽媽媽的話。



35

六、田裡的魔法師

▼壤

天壤之別：比喻差別極大。

例：城市與鄉村在建設上有天壤之別，我們應努力縮短城鄉間的差距。

▼嘗

臥薪嘗膽：越王句 踐躺臥在柴薪上，不時舔嘗苦膽，以警惕自己不忘所受的屈辱。

比喻刻苦自勵，發憤圖強。

例：一時失敗何足畏，若有臥薪嘗膽的壯志，一定能反敗為勝。

▼疲

疲於奔命：原指不斷接到命令或逼迫而勞累奔走。後多用來形容事情繁多，奔波勞

累。

例：事業失敗後，他為了養家糊口而身兼數職，從早到晚疲於奔命。

▼倦

孜孜不倦：勤勉而不知疲倦。

例：他夙夜匪懈，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讓人欽佩。

▼荒

兵荒馬亂：形容戰爭所造成的混亂景象。

例：一旦戰爭開打，必然到處兵荒馬亂，人們流離失所。

▼僅

絕無僅有：極少。

例：國立故宮博物院所珍藏的翠玉白菜，在這個世界上恐是絕無僅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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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從失敗中覺醒

▼喪

垂頭喪氣：低垂著頭，意氣消沉。形容失意沮喪的樣子。

例：他失業後，總是垂頭喪氣，在父母的鼓勵下，終於振作起來，重新規畫自己的

人生。

▼屢

屢試不爽：屢次試驗，結果都相同。

例：這個方法十分有效，屢試不爽。

▼寂

萬籟俱寂：萬物無聲，一片寂靜。

例：一陣急促的狗叫聲，劃破了萬籟俱寂的夜空。

▼焉

心不在焉：比喻心思不集中。

例：他上課心不在焉，一直望著窗外發呆。

▼測

居心叵測：居心，存心、處心。叵測，難以預料、不可測。後用「居心叵測」比喻

心存險詐，難以預測。

例：他突然大量買進這家公司的股票，居心叵測，莫非想奪取經營權？

▼腕

壯士斷腕：比喻在緊要關頭，能當機立斷，知所取捨。

例：壞習慣一旦染上就不容易戒除，一定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與之一刀兩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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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火星人，你好嗎？

▼斤

半斤八兩：舊制一斤為十六兩，半斤和八兩輕重相等。比喻彼此相當，不相上下。

例：你們兩人半斤八兩，誰也不必取笑誰。

▼碑

有口皆碑：眾人稱頌的話語，就像鐫刻在記功碑上一樣，到處流傳。比喻廣受好評。

例：這部電影因為製作嚴謹，因此有口皆碑，在各地都很賣座。

▼析

分崩離析：形容國家或集團的分裂瓦解。

例：人民用民主力量讓專權體制分崩離析。

▼源

飲水思源：喝水時就想起水的源頭。比喻人不忘本。

例：我今日受你之恩，他日飲水思源，必盡力回報。

▼脫

脫胎換骨：原指經過修煉和服食丹藥，脫去凡胎，換俗骨為仙骨。後用以比喻徹底

改變，亦用以比喻作詩文雖效法別人，但不露痕跡，且能創出新意。

例：透過藝術家的巧手妙思，讓這些回收物脫胎換骨，變成一件件令人愛不釋手的

藝術品。

▼查

明查暗訪：公開調查，暗中了解。亦作「明察暗訪」。

例：經過我們的明查暗訪，終於知道默默幫助那位獨居老人的善心人士是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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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溪谷間的野鳥

▼潭

龍潭虎穴：潭，深水池。龍潭虎穴指龍潛伏的深淵，老虎藏身的洞穴。比喻凶險之

地。

例：為了知道真相，即使是龍潭虎穴，我也要去闖一闖！

▼銜

結草銜環：比喻至死不忘感恩圖報。

例：你對我的大恩大德，我就是結草銜環，也難以回報。

▼執

執迷不悟：堅持錯誤的觀念而不醒悟。

例：十賭九輸，一個人不可能靠賭博致富的，你不要再執迷不悟了。

▼狹

狹路相逢：比喻仇人相遇。

例：這兩人素來不合，今天狹路相逢，免不了有一番爭執。

▼孤

一意孤行：形容人固執己見，獨斷獨行。

例：做事如果一意孤行，容易導致失敗。

▼遷

事過境遷：事情過了，環境也已改變。

例：這件事在當年很轟動，如今事過境遷，已沒多少人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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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海豚

▼鯨

蠶食鯨吞：像蠶吃桑葉般的和緩，或像鯨吞食物般的猛烈。比喻不同的侵略併吞方

式。

例：在各大連鎖企業的蠶食鯨吞下，個人經營的小型商家難以生存。

▼矯

矯枉過正：糾正偏差超過適切程度，反而不符合中庸之道。

例：我們在糾正別人錯誤時，要恰如其分，不要矯枉過正。

▼軀

為國捐軀：為國犧牲性命。

例：在戰亂頻仍的國家，士兵們仍在戰場上不斷為國捐軀。

▼額

焦頭爛額：比喻做事陷入十分狼狽窘迫的困境或犧牲慘重。

例：最近我忙得焦頭爛額，甚至連寫封信的時間都挪不出來。

▼威、脅

威脅利誘：以威力脅迫，用利益誘惑。

例：無論敵人如何威脅利誘，他還是不為所動。

▼填

義憤填膺：「義憤」，出於正義的憤怒。「填膺」，填滿胸中。「義憤填膺」指胸中充滿

因正義而激起的憤怒。

例：對於歹徒殘暴的行徑，每個人都義憤填膺，咬牙切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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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你想做人魚嗎？

▼泛

泛泛之交：普通膚淺的交情。

例：他和同事們都只是泛泛之交，談不上有深厚的友誼。

▼博

博古通今：學問淵博，通曉古今。

例：他的學問淵博，不愧是博古通今的歷史學家。

▼恐

有恃無恐：形容有依靠而無所顧忌。

例：不管他出什麼招數，我們都已有妥善的因應辦法，所以有恃無恐。

▼吞

囫圇吞棗：囫圇，整個。「囫圇吞棗」指吃棗子時不加咀嚼，把整個都吞下去。後

用「囫圇吞棗」比喻理解事物籠統含糊，或為學不求甚解。

例：有些道理必須深入思索，絕不能囫圇吞棗。

▼窺

以管窺天：透過竹管看天，僅見天的一小部分。比喻見識片面而狹窄。

例：判斷事情如果過於狹隘，就好像以管窺天一樣，往往會影響個人的判斷與學習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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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衝破逆境

▼逆

莫逆之交：指心意相投的朋友。

例：因為長期的工作夥伴關係，讓他倆成為莫逆之交。

▼魄

驚心動魄：形容人內心感受極深，震撼很大。

例：這部電影驚心動魄的戰鬥場面，讓觀眾看了直呼過癮。

▼遂

毛遂自薦：戰國時，平原君之門下食客毛遂自薦跟隨前往楚國遊說。後用「毛遂自

薦」比喻自告奮勇，自我推薦。

例：我毛遂自薦參加這次的演講比賽。

▼屈

不屈不撓：指意志堅毅，絕不屈服。

例：在困境中能不屈不撓、堅持到底的人，就是成功者。

▼凝

屏氣凝神：屏住呼吸，集中精神。謂專心一意。

例：在她演唱時，廳內所有的人都屏氣凝神，專心聆聽。

▼絡

絡繹不絕：絡繹，往來不絕、相連不斷。「絡繹不絕」形容連續不斷的樣子。

例：每逢例假日，動物園的遊客總是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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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想念的季節

▼薰

利欲薰心：貪圖名利私欲而蒙蔽了心智。

例：多年來，他利欲薰心，監守自盜，最後難逃法律制裁。

▼暮

朝秦暮楚：戰國時之小國，時而事秦，時而事楚，反覆無常。後比喻人心反覆無常。

例：在動亂中，最容易看到一些人鑽營謀利、朝秦暮楚的醜態。

▼擅

擅離職守：自作主張離開職位。

例：大樓管理員的擅離職守，很可能延誤意外的處理而發生憾事。

▼吟

無病呻吟：沒有生病但卻發出呻吟聲。後比喻人故作憂戚狀或妄發牢騷。也諷喻文

辭的矯揉造作，言不由衷。

例：不要整天無病呻吟，應該振作起來，為將來打拚才是。

▼墜

天花亂墜：形容說話動聽，但多浮誇不切實際。

例：逛街最怕遇到說得天花亂墜的推銷員，揮之不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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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小樹

▼顫

心驚膽顫：形容十分驚慌害怕。亦作「心驚膽戰」。

例：有懼高症的她，只要到稍微高一點兒的地方，就會感到心驚膽顫。

▼窄

冤家路窄：仇人或不願見到的人，偏在狹小的路上相遇，無法躲避。

例：我常碰到冤家路窄的情況，明明不想看到的人，卻總是碰頭了。

▼緒

千頭萬緒：形容事情雜亂，頭緒紛繁，難以處理。

例：面對千頭萬緒的重建工程，我們得要有更充裕的時間和人力才行。

▼撫

撫心自問：自我反省檢討。亦作「捫心自問」。

例：在指責別人之前，應該先撫心自問自己的言行是否得當。

▼懼

勇者不懼：有勇氣的人不會畏懼、退怯。

例：他面對困難時的堅毅態度，充分表現出勇者不懼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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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我的座右銘（配合第一課我的夢想）

寫作小叮嚀
⒈這個題目在審題時可以用

是誰說的？何時說的？為什麼影響我？如何影響我？
⒉文章的題眼是「座右銘」，雖然沒有規定這「一句話」要寫什麼，卻考驗著「一

句定江山」的能力。這種題目最好「小作」，選擇最熟悉、最有意義，同時又最有
發揮空間的「一句話」。
⒊這篇文章要寫得亮眼出色，可以「記敘」事情（敘述和這句話息息相關的事件）

＋「抒情」（心情的感受與觸發）＋「論說」（說明這句話對你的影響）。

二 寫作教學思路引導
「我的座右銘」就是要敘述或說明「這句座右銘」對「我」造成怎麼樣的影響？

如何讓「我」受益無窮？讓「我」哪裡改變了？你必須要說出一番道理或真誠的體
悟，讓這一句影響我最深的話能合理的落實。

◎寫作第一步：確定一句話

● 我的座右銘是：

● 意思是：

◎寫作第二步：取材與構思
⒈你可以先依下列表格的提示，將跟這句「座右銘」有關的部分全都先寫下來，再

依照引導完成一篇文章。

是什麼 誰說的 在哪裡說

我的感觸 我的座右銘 在什麼情況下說的

我的體悟 如何影響我 為什麼影響我

⒉我的座右銘是在什麼地方、聽什麼人說的？

⒊敘述當時聽到或看到這句話的場景或畫面。（記敘事情的故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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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裡看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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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敘述「我」當時的心情或感受。

⒌這一句話為什麼會影響「我」？

⒍「我」在什麼時候會想起這一句話？

⒎「我」受這句話影響的事例。（舉例說明聽到這一句話後，自己心態上前後的差異。）

⒏這一句話對「我」的哪些方面有深深的影響？為什麼？（敘述生活中發生了哪些

影響）

⒐再度咀嚼這一句話，「我」有什麼樣的心情、感受與想法。

◎寫作第三步：完成寫作大綱

小朋友，參考上方材料，擬定寫作大綱，並依照大綱完成整篇文章。

段落 大綱 內容

第一段
敘述聽（看）到這一
句話的緣由

第二段
敘述聽（看）到這句
話的事件或場景

第三段
如何影響我
（哪些方面）

第四段 為什麼影響我最深

第五段
我的感覺
（我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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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寶庫
● 名言佳句篇
⒈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⒉人們的愉悅就是我的報酬。

⒊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

⒋放棄時間的人，時間也會放棄他。

⒌可以做一棵大樹，就不要只做一片葉子。

⒍負責就是負責把事做好。

⒎不要把時間花在你會後悔的地方。

⒏不要急著做一個成功的人，要在乎能不能做一個有價值的人。

⒐一分耕耘不見得有一分收穫，一分收穫卻絕對來自一分的耕耘。

⒑生氣，就是拿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

⒒理直要氣和，得理要饒人。

⒓能為別人服務，比被服務的人更有福。

⒔學點頭，學低頭，不要學拳頭。

⒕不要小看自己，因為人有無限的可能。

⒖把專心變成一種習慣，心不散亂就有定力。

⒗每個人都應當從小就看重自己！在別人肯定你之前，你先要肯定自己！

⒘生活不是單行道，一條路走不通，你可以轉彎。

⒙我覺得如果你做了某件事而結果不錯，你應該去做其他很棒的事，而不是停留

在那太久，去想出下一件事是什麼。

寫作檢核表
寫完文章後，請依「寫作檢核表」檢視文章內容，有做到的項目打✓。

寫作檢核表

檢核項目 有做到的打✓
能清楚寫出影響我最深的一句話。

能寫出這句話的出處。

能寫出當時的場景與事件。

能寫出心中的感受。

可以說明這句話影響的原因。

能寫出我受這句話影響所產生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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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大觀園（範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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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題：○○快樂多︵配合第五課分享的力量習作第

寫作小叮嚀
⒈「○○快樂多」，首先要先把題目補充完整，想一想，做什麼事可以讓你快樂，

讓你覺得很滿足、很幸福呢？○○可以填上動詞或形容詞，不限於兩個字，例如：

分享、助人、不計較、轉念、運動︵打球、跑步、健走︶、彈琴、唱歌、閱讀、旅

行、登山、見義勇為等。

⒉「○○快樂多」是屬於「為何型」，換成一般的句子，就是「○○為何會快樂多呢？」

也就是說，這個題目的重點在「你為什麼認為○○會比較快樂呢？」

⒊在舉例作為論據時，舉例的形式可以採取什麼人＋做了什麼事＋有什麼成果的方

式來寫例子。舉例的內容要確實有代表性，要新穎才有新鮮感。

⒋如果真的想不出來，也可以用「分享快樂多」為題，引用課文中小學生和諾貝爾

的例子當論據，再加上一個自己的例子，進行寫作。

寫作思路引導
小朋友，「分享的快樂，遠勝過獨自的擁有」。在我們周圍，常有許多愛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因為樂於分享而變得更快樂！有什麼事情可以讓你覺得快樂呢？是幫

助別人，還是不跟人計較？或是運動、聽音樂，還是改變心情？請你以「○○快樂

多」為題，寫一篇文章，告訴大家為什麼「○○」可以獲得更多快樂。

◎寫作第一步：確認論點
（

— ）快樂多

你做什麼事最快樂呢？做什麼事讓你覺得心情很好，很有成就感，心裡感到很

幸福？在思考時，你可以利用下方的九宮格進行聯想，最後選擇一個主題成為你的

論點，就可以將主題填上題目，讓題目變得完整。記得這個主題要有正面的思想，

論點要是正確的，大家才能接受呵！

○○快樂多

我認為：（ ）快樂多 確立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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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第二步：取材與構思

寫這篇文章時，你可以先說明你認為○○會比較快樂的原因，當然，要舉出適
當的例子來增強說服力。你可以依序敘述以下幾點，完成文章的布局，最後再將它
們組織成一篇完整的文章。
⒈○○會比較快樂的原因是：

⒉舉例說明○○會讓人感受到快樂的經驗或感受。可以舉自己的例子，也可以舉

名人的例子。可以採取「什麼人＋做了什麼事＋有什麼成果」的方式來寫例子。
例如：

提出論據

什麼人 做了什麼事 有什麼成果 有什麼快樂的感受

⑴例子可以是兩個以上的正例，也可以一正一反，形成對比。

⑵這些例子不是文章的重點，所以不必長篇大論，掌握重點敘述即可。⑶
如果真的想不出來，可以「分享快樂多」為題，引用課文中的小學生和諾

貝爾的例子當論據，再加上一個自己的例子，進行寫作。

⒊這些事情對我的啟示是什麼？我從中學到什麼？

⒋我對這些事情有什麼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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⒌有沒有相反的故事或例子可以印證？

⒍舉出一個跟○○有關的名言佳句。

⒎用一句話做結語。

◎寫作第三步：完成寫作大綱

小朋友，在確定你的主題與選擇可發揮的材料後，就可以開始擬定寫作大綱，

並依照大綱完成整篇文章。

段落 大綱 內容

一 論點

二
論據

例子一

三 例子二

四 做法

五 結語

三 寫作寶庫

◎論據的寫法

論據不必長篇大論，掌握重點敘述就可以。我們可以採取什麼人＋
做了什麼事

＋有什麼成果的方式來寫例子。例如：

簡要舉例
表達分析

什麼人 做了什麼事 有什麼成果

著名的大書法家懷素，
以木板代替紙張練習，
被他寫禿的筆不計其
數，終於使他成為萬古
流芳的書法家。

懷素

名的大書法家 以木板代替紙張
練習，被他寫禿
的筆不計其數。

終於使他成為萬
古流芳的書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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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可以簡要說完，也可以用一大段來深入說明一個例子，端看如何安排，例如：

簡要舉例 詳細舉例

昔日大禹為蒼生治水，櫛風沐雨，
三過其門而不入，受人感念。武訓立誓
以乞興學，使天下人皆有書可讀，令人
敬佩。現今更有嘉邑行善團為偏遠地帶
的民眾造橋鋪路而不以為苦，樂在其
中。

上古時期的大禹，看見人民連年受
到水患之害，於是親自帶領著水工治
水，改變原先父親圍堵的治水方法，開
挖河道，引水入海，終於逐步解決了水
患。由於治水有功，大禹受到百姓和諸
侯的愛戴，於是舜帝就傳位於他，讓他
繼續保護天下百姓。

◎名言佳句
⒈有福同享、宅心仁厚、樂善好施、人飢己飢、知足常樂、寬恕體

諒⒉一個人的快樂不是因為他擁有的多，而是他計較的少。

⒊快樂不是件奇怪的東西，絕不因為你分給了別人而減少。有時你分給別人的越多，

自己得到的也越多。
⒋施比受更有福。

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⒍送人玫瑰，手有餘香。

⒎我們必須與其他生命共同分享我們的地球。︵瑞吉兒．卡森︶

⒏悲傷可以自行料理，而歡樂的滋味如果要充分體會，你就必須有人分享才行。

︵馬克．吐溫︶
⒐如果你把快樂告訴一個朋友，你將得到兩個快樂，而如果你把憂愁向一個朋友傾

訴，你將被分掉一半憂愁。︵培根︶

寫作檢核表
寫完文章後，請依「寫作檢核表」檢視文章內容，有做到的項目打✓。

寫作檢核表

檢核項目 有做到的打✓
清楚寫出論點：○○快樂多

論點是正面且讓人接受的。

舉出實例印證論點。

具體說出論據的原因、經過、結果。

適當引用名言佳句。

具體寫出自己的感受或啟示。

書寫字體標準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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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大觀園（範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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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題：寫給火星人的一封信︵配合第八課火星人，你好嗎？習作

第一 寫作小叮嚀

⒈「寫給火星人的一封信」形式上是屬於應用文，所以這一篇文章，書信的正確格

式︵包含稱謂、正文、祝福語、署名、日期等部分。︶是寫作時首先要注意的。

⒉寫信的內容，是這一篇文章的正文，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一開始要將寫信的目的

與動機稍微提一下，再進行相關對話，這樣文章比較完整。

⒊這篇文章要寫得好，除了掌握到書信的正確格式之外，關鍵在於能不能有條理

的將要對火星人要說的話、心中的問題，完整有順序的寫下來。當然，發揮想像

力是這篇文章能表現出亮點的地方。

⒋因為對象是火星人，所以可以什麼話題都寫，什麼問題都可以詢問，什麼事都可

以說，比起寫給一般真實在眼前的人，還會更有豐富的趣味。

二 寫作教學思路引導
小朋友，你喜歡抬頭看天空嗎？你發現了浩瀚的天際中，遠方那顆發亮的火星

嗎？你是不是對火星充滿好奇與嚮往？你曾經想過：如果有那麼一天，火星人出現

在你眼前，他會是何種模樣呢？你會跟想他說哪些話呢？你會想如何介紹你生長的

「地球」？迫不及待的向他提出哪些疑問呢？請以「寫給火星人的一封信」為題，

發揮你的想像力，把你的思所感寫出來，讓大家跟著你的文章，和火星人來一場充

滿太空冒險與神奇的星際對話吧！

◎寫作第一步：稱謂、打招呼

⒈火星人：你好！我是

⒉寫信的原因

我為何要寫這封信？我的目的是什麼？我想要跟他說些什麼？是因為讀了火星

人，你好嗎？一課的介紹，產生了一些想法或疑問？還是本來就一直對天文學有著

好奇與興趣？或是想邀請火星人到地球來做客，讓彼此成為好朋友？抑或是看了介

紹天文的故事、電影或書籍？當然，也可以把他當成朋友，發表自己的見解。

●我寫信的原因是：

◎寫作第二步：取材與構思

寫信給對方，是一個單方面的活動，因為你不知他收到信的反應和可能發生的

情景。那麼寫這篇文章時，可以發揮你的想像力，把想說、想問、所思所感都寫下

來。無論是講一個問題，還是講幾個問題，都要圍繞著中心來說。再多的事情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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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清主從，考慮先講什麼、再講什麼，好讓讀信的人條理明白，知道你想說什麼。

你可以利用下頁表格思考，再選取相關的材料完成一篇文章。

書信正文

⒈介紹自己：介紹自己來自何方？︵可以簡單介紹「地球」的美麗和神奇之

處。︶是哪一個地方︵國家︶的人？說說自己的學校生活或是家庭狀況、興趣嗜

好，也可以說說人類的外形和揣想火星人他們的模樣。

⒉介紹我居住的地方：我居住的地理位置在哪裡？有什麼特色？我們是如何生活

的？︵飲食、穿著方式、交通工具、居住環境、讀書……︶

⒊我對火星的了解有哪些？

⒋我想問的問題是什麼？

⒌如果你來拜訪地球，我會帶你去哪裡？

⒍我想告訴你：

⒎我的感覺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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⒏寫上祝福語和稱謂、日期。

◎寫作第三步：完成寫作大綱

小朋友，在確定你的主題與選擇可發揮的材料後，就可以開始擬定寫作大綱，

接著再依照大綱完成整篇文章，就大功告成了。

段落 大綱 內容

開頭 稱謂、打招呼

第二段 寫信原因

第三段 想說的話

第四段 想說的話

第五段
祝 福 語 、 
署名、日期

三 寫作寶庫
寫信，要注意對象，要用親切的語言與對方說話或談心。書信的正文是信件最

重要的部分，其實它就跟一篇文章是一樣的，最重要的是表達出你內心的情感。

作家簡媜寫過「給孔子的一封信」，以一個母親的身分，把一些複雜的教育問

題和社會現象提出來請教孔子。明知這是一封寄不出的信，可是透過寫信給孔子，

點明了現在孩子學習的問題。書信表達的內容是非常廣泛而多元的。

寫作檢核表

寫完文章後，請依「寫作檢核表」檢視文章內容，有做到的項目打✓。

寫作檢核表

檢核項目 有做到的打✓
我認識書信的寫法。

寫出寫信的原因。

寫出心中的疑問。

寫出對火星的所知所聞。

寫出心中真正的感受與想法

學會正確使用祝福語，正確的標點符號。

56

6
5

4
3

2
1



四 寫作大觀園（範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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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我最喜歡的動物︵配合第九課溪谷間的野鳥︶

一 寫作小叮嚀

⒈「我最喜歡的動物」，重點在「最」這個字。通篇只能選擇一個來發揮。

⒉「我最喜歡的動物」這個題目屬於狀物︵記物︶類的記敘文，但審題時要注意：

這篇文章重要的是要寫出你和牠的互動，你喜歡牠的原因，必須寫出內在情意的

聯想，這樣文章才會有深度，有情感，才不會寫得像說明文。

⒊動物和植物之所以不同，就是動物有屬於牠的特殊動作、習性和叫聲。所以，必

須仔細觀察，寫出動物的特徵和習性，牠的動態和靜態，文章才會有亮點。

二 寫作教學思路引導

小朋友，你喜歡動物嗎？動物是人類的好朋友，為我們的生活帶來許多樂趣。

你喜歡哪一種動物呢？仔細觀察牠的外型、動作、習性、特徵，再寫出一篇「我最

喜歡的動物」的文章。

◎寫作第一步：決定主角

‧ 是我最喜歡的動物。

生活中到處有許多動物，你看過小螞蟻排著整齊的隊伍，沿著牆角匆匆忙忙的

趕路嗎？你看過小狗在門口等候主人嗎？在這些動物中，你最喜歡哪一種動物呢？

◎寫作第二步：仔細觀察，抓住重點。

描寫動物時，我們不僅可以觀察牠的外型︵形狀、大小、顏色︶，還可以了解牠

的動作和習性等，仔細觀察才能抓住牠細膩且與眾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寫出

喜歡牠的原因，你和牠之間的互動。你可以從下列方向找出一些思考的點來書寫：

外形︵大小、形狀、顏
色︶

動態︵聲音、動作︶ 習性

特徵 我最喜歡的動物 牠的來源或背景

我感覺…… 我和牠的互動 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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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說明牠的來源或背景。

⒉介紹牠的名字和外型︵先敘述整體外型，再細膩的描寫牠局部的身體。︶

⒊牠的聲音、動作和習性是什麼樣子？

⒋寫出你喜歡牠的原因。

⒌你和牠之間的互動是否有特別的象徵意義？

⒍牠有什麼特別不同的地方或特徵？

⒎牠安靜的時候是什麼樣子？動的時候又是什麼樣子？

⒏除了你之外，還有誰也喜歡牠呢？︵家人？同學？朋友？︶

⒐如果你是牠，你會說什麼話呢？

⒑統整你的看法和想法，寫出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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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第三步：完成寫作大綱

小朋友，在確定你的主題與選擇可發揮的材料後，就可以開始擬定寫作大綱，

接著再依照大綱完成整篇文章，就大功告成了。

段落 大綱 內容

第一段 來源背景

第二段 外型、特色

第三段 喜歡的原因

第四段
互動的情形
︵動態、靜
態︶

第五段 結語

三 寫作寶庫

◎與動物有關的詞語

萬獸之王、善解人意、聚精會神、心血來潮、刮目相看、百看不厭、明察秋毫

鼠↓膽小如鼠、投鼠忌器 龍↓生龍活虎、畫龍點睛

牛↓牛頭不對馬嘴、牛刀小試 蛇↓打草驚蛇、杯弓蛇影

虎↓談虎色變、三人成虎 馬↓識途老馬、馬到成功

兔↓守株待兔、狡兔三窟 羊↓羔羊跪乳、亡羊補牢

寫作檢核表

寫完文章後，請依「寫作檢核表」檢視文章內容，有做到的項目打✓。

寫作檢核表

檢核項目 有做到的打✓
會清楚寫出喜愛的動物。

學會觀察的原則。

掌握動物的習性、特徵。

會描寫動物的動作。

融入自己的情感來描寫。

標點符號使用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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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寫作大觀園（範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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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向○○學習︵配合第十二課衝破逆境習作第

寫作小叮嚀
⒈「向○○學習」這個題目是屬於「限制型」的寫作，根據習作提示說明，「○○」

只能是「動物」，必須很精準的扣住從「動物」身上「學習」的關鍵重點進行寫作，

不能是其他對象。所以，一開始要先思考，從哪一種動物身上學習，然後把「○ 

○」填上動物名稱，讓題目完整。如果是選擇好幾種動物學習，那題目可能要修

改，例如改為「向動物學習」……。

⒉「向○○學習」，重點在從動物身上的行為或反應學習到什麼精神或哲理，要把握

主旨，「學習」的寫作關鍵必須從動物身上的行為或生活型態，歸納出生活中能運

用的哲理或思想。例如：冬天來了，灰熊會選一處安全的洞穴冬眠︵動物的行為︶。

動物們獨特的過冬本領告訴我們：冬天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生命力和抵抗力︵學

習到的哲理︶。

⒊這篇文章可以通篇只寫一種動物，詳細描寫牠的動態或行為，帶給我們什麼省思；

也可以像衝破逆境一樣，寫兩種動物。若這幾種動物都有共同的特質，那就可以

在描寫完各種動物的動態後，寫出從牠們身上學習到的共同道理；若是每一種動

物代表不同的精神，那就寫完一種動物，便直接說出可以從牠身上學到什麼精神，

文章最後再進行總結。

寫作思路引導

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動物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蒼鷹築巢於峭壁的危崖之上，

並且用嚴苛的態度訓練雛鷹飛行；蜘蛛在燈架上結網，網不斷被破壞卻永不放棄。

這些小動物的行為，都帶給我們許多人生的啟示，激勵大家要能勇於接受挑戰，看

見希望。你曾觀察到哪些小動物的行為呢？這些行為透露哪些大道理？請以小動物

為師，以「向○○學習」為題，寫出自己的體悟。
◎寫作第一步：確立主體 向（ ）學習

｜
的

—
回聲定位原理發明的。我們學習魚鰭發明了船櫓，從狼身上學習攜手並肩的精

神……。你曾觀察到哪些動物的行為呢？哪些動物的行為或生活型態讓你覺得很有

趣，值得學習呢？你可以利用下方的九宮格進行聯想，再選擇一種動物︵兩種以上

也可以，但題目就要斟酌修改︶成為你的主題，然後將題目填上主題，讓題目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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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選擇時，記得動物的動作或特性要表達出值得我們學習的精神︵可以在旁邊

先寫上學習的主旨︶，才能成為寫作的主題。例如：

兔子（分散風險） 螞蟻（堅韌毅力）

向○○學習

我的主題：向（

◎寫作第二步：取材與構思

）學習 確立主題

有許多動物的精神都值得我們學習，大至海洋中的藍鯨，小至勤奮的螞蟻，都

是可以學習的對象。動物們為了保護生命，繁衍後代，都發展出非常細膩的智慧，

不向險惡環境低頭的毅力。這些動物們都如此勇敢又有志氣，值得我們學習。你可

以按下方提示依序完成文章。

⒈根據上方所選的主題，寫出動物的行為，仔細描述動物的動態或生活特性。

⒉動物的動態或生活特性讓你想到哪些道理或學習到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聯想？︵寫出原因和想法︶

⒊你打算怎麼運用領悟到的道理？如何在生活上運用？︵提出具體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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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期許自己將有怎樣的改變。

⒌若是選擇多種動物，文末就需要再進行總結。

若對動物的動態或生活特性不了解，也可以先去圖書館或上網蒐
集資料，再針對動物的動態或特性進行解析，符合哪一個特質，然後
進行寫作。

◎寫作第三步：完成寫作大綱

小朋友，在確定你的主題與選擇可發揮的材料後，就可以開始擬定寫作大綱，

並依照大綱完成整篇文章。

段落 大綱 內容

一 動物的動態

二 聯想的道理

三 說明理由

四 提出做法

五 自我期許

三 寫作寶庫
小朋友，以下這些語料都很適合放進文章中，你可以適當的運用，豐富你的文

章呵！

⒈兔子

在自然界中，兔子是弱者，處於食物鏈的底端，為了生存，通常要在經常覓食
的區域內挖多個洞穴，這樣萬一遇到老鷹或者其他的食肉動物，可以就近藏到一個
洞穴裡，從而確保自身安全，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狡兔三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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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壁虎
壁虎在遇到強敵的時候，掙扎一番後，尾巴就會脫落。因為折斷的這段尾巴裡

有許多神經，當它離開身體以後，神經並沒有馬上失去作用，所以還會擺動，以達
到迷惑敵人而趁機脫身的目的。這就是壁虎逃生的絕技。過幾天，壁虎的尾巴又能
完好如初。
⒊野山羊
野生山羊自衛本領差，不能在第一時間發現敵人，而野山羊的鄰居土撥鼠卻非常

機靈。稍有動靜，土撥鼠會集體怪叫起來。野山羊為了安全起見，經常在土撥鼠的周
圍活動，睡覺的時候就會趴在土撥鼠的窩邊。顯然，土撥鼠成了野山羊的「哨兵」。
⒋獅子

在非洲草原上，百獸之王獅子是這裡的統治者。獅子是群居動物，在獅群中，
一般有一隻雄獅，若干隻雌獅，雄獅統治著整個獅群。與此同時，獅子在家庭分工
上非常嚴格，雄獅負責把守領地。看到一塊沒有被其他獅子發現的土地，雄獅會以
尿液為標記，表明自己對領地的所有權，其他獅群不得擅自闖入，否則就會受到領
地內雄獅的驅逐。而雌獅則負責在領地內狩獵，捕到獵物，整個獅群一起享用。⒌
松鼠
松鼠是十分勤勞的動物，每逢秋天，就會開始儲備很多食物。牠們會把堅果塞

到老樹空心的縫隙裡，為過冬做準備。雖然尋找和儲存這麼多的糧食，松鼠要花費
很多時間和精力，但牠們卻非常專注，樂此不疲。
⒍狼
狼是群居動物，這大大提高了狼群的戰鬥力，更有利於生存。狼是動物中最冷

靜和沉穩的，一旦看中了獵物，在進攻之前都要仔細了解對手，先通過對峙來消磨
對手的耐力，然後伺機而動。當遇到比自己更強大的對手，狼會借助集體力量群起
而攻之，所以狼在捕獵時總是能夠百戰百勝。

寫作檢核表
寫完文章後，請依「寫作檢核表」檢視文章內容，有做到的項目打✓。

寫作檢核表

檢核項目 有做到的打✓
清楚寫出向哪種動物學習。

詳細描寫動物的動態或生活習性。

具體寫出學習的主旨或精神。

具體寫出聯想的原因。

寫出自己的具體做法。

寫出對自我的期望。

遣詞造句順暢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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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大觀園（範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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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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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我最喜歡的作家︵配合第四單元﹁文學步道﹂︶

一 寫作小叮嚀

⒈﹁我最喜歡的作家﹂，重點在﹁最﹂字，喜歡的作家可以很多個，但﹁最﹂喜歡的

作家，全篇只能選擇一位來寫。

⒉題目限制對象是﹁作家﹂。﹁作家﹂，基本上是從事寫作或在寫作上有專精的人，也

就是說，畫家、演說家、演藝名人都不是正確選擇的對象。

⒊善用﹁引用﹂修辭可以讓文章更有說服力。例如可以引用這位作家的文句，讓自

己喜愛的作家在文章中活靈活現的展露，讓讀者感受作家的特別之處。

⒋﹁我最喜歡的作家﹂重點要寫出你為何喜歡他的原因，喜歡他什麼地方。尤其

是他或他的作品與﹁你﹂的心靈交流，和﹁你﹂之間所產生的共鳴，讓你有什麼

改變或影響，那才是這篇文章最需表現的亮點。

二 寫作教學思路引導
小朋友，你已經讀過不少書，應該也認識許多作家了吧？哪一位作家是你最喜

歡的呢？你可以利用下方的表格將喜歡的作家先列出來，然後，再選擇其中﹁一位﹂

最喜歡的作家，成為你文章中的主角。

◎寫作第一步：確立主角

‧   蘇珊．柯林斯     是我最喜歡的作家。

我最喜歡的作家

◎寫作第二步：取材與構思

寫這篇文章時，你可以善用﹁六何法﹂︵

適當的引用這位作家的文字來增強全文的說服力，那是最好的。你可以利用下頁的

聯想圖完成構思和選材，最後再將它組織成一篇完整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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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作家

你可以依序敘述以下幾點，完成文章的布局。

⒈你最喜歡的作家是誰？你在何時、何地認識他？

⒉敘述這位作家的基本特質或生平簡介。︵簡單介紹背景︶

⒊簡單敘述喜歡的原因。

⒋你閱讀過哪些作品？這些作品帶給你哪些快樂或收穫？或是你如何向他學習？

⒌如果你遇見他，你會跟他說什麼？︵結語︶

⒍從作品得到什麼啟發？︵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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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第三步：完成寫作大綱

小朋友，在確定你的主題與選擇可發揮的材料後，就可以開始擬定寫作大綱，

接著再依照大綱完成整篇文章，就大功告成了。

段落 大綱 內容

第一段 開頭

第二段 作者簡介

第三段 喜歡的原因一

第四段 喜歡的原因二

第五段 結語

三 寫作寶

庫◎佳句篇

⒈讀一本好書，就是與許多高尚的人談話。︵笛卡

爾︶⒉書是唯一不死的東西︵邱特︶

⒊當我們第一遍讀一本好書的時候，我們彷彿覺得找到了一個朋友；當我們再一次

讀這本好書的時候，彷彿又和老朋友重逢。︵伏爾泰︶

寫作檢核表

寫完文章後，請依﹁寫作檢核表﹂檢視文章內容，有做到的項目打✓。

寫作檢核表

檢核項目 有做到的打✓
簡單介紹作家。

適當引用名言佳句。

文章段落分明。

文章內容切合主題。

遣詞造句順暢生動。

標點符號使用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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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寫作大觀園（範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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