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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德 閱 讀 電 子 報 

 

                                                  發行人:胡宗光校長 

                                                    主編:張思涵教師 

 

 

     親愛的大小讀者們: 

     期中考即將來臨，您是否有一種感覺:「考試」考的不只是課程與知識，有時還會考驗

「親子關係」、「自我肯定」和「省思能力」。 

     在期中考引起的影響發生前，閱讀小編想推薦一個很棒的網站: 

(11) 未來 Family | Facebook (亦可以在 Facebook 首頁輸入「未來 Family」搜尋) 

    很多因素都會影響孩子的評量表現，例如人際困境、分心問題，或是挫折忍耐度較低，

我們可以在以下這些文章中找到參考，或許能幫助我們面對不同的境遇。 

 

 

 

 

 

 

 

 

 

 

 

 

 

 

 

 

第三期 

https://www.facebook.com/globalfuture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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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書遊戲圓滿結束 
     

    恭喜四五六年級的獵女隊! 

    這群智力超群、行動力滿點的小朋友，當天就把所有的謎題解開! 

 

以下是當天活動的謎題與謎底，各位大小朋友也可以來試著當偵探! 

(請參考閱讀電子報創刊號的全校平面圖) 

 

 

 

 

 

 

 

 

 

 

 

 

 

 

 

 

 

 

 

 

 

語言教室四 507 教室 602 教室 

校長室 導師辦公室一 

恭 喜 獵 書 高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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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大小讀者們: 

   10/31就是一年一度的萬聖節了! 

   俗稱西洋鬼節的萬聖節，節日由來也有許多有趣的故事喔! 

   兩千多年前的大不列顛凱爾特文明，因為相信 10/31後白天變

短，夜晚時間變長，象徵著鬼魂更容易與人類接觸，所以要準備美

食款待，人們甚至也將自己裝扮成鬼怪的模樣，好讓鬼怪認不出

來，才不會傷害人類。 

    萬聖節的習俗後來又經過了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的融合，衍

生出了種種有趣的活動與傳說。例如南瓜燈、咬蘋果、扮裝，和小

朋友最熟悉的「Trick or treat!」討糖果活動!  

    閱讀小編在這邊要介紹另外一段有趣的唸謠， 

    蘇格蘭的孩子們在萬聖節那天，會唱著: 

 

「The sky is blue. 

The grass is green. 

May we have our  Halloween.」 

 

「天是藍的，草是綠的，大家一起來慶祝萬聖節的前一夜吧!」 

    萬聖節的活動衍生到了今天，已不再像凱爾特文明當時鬼氣森

森的嚇人。反而，我們可以藉由活動學習有趣的英語唸謠、歷史故

事，甚至，我們也能發掘幾本有趣的巫婆書、魔法書，開展無窮的

想像空間! 

 
 

      

507班的聊書夥伴們，選擇了幾本符合萬聖節氣氛的好

書(請見下方「好書時時推」)， 

他們繪製了精彩的推薦海報，即將張貼在圖書館外的走

廊；更有聊書影片即將上架，敬請期待! 

p.s建德國小官網下方的「悅讀閱讀」專區，還有 507的 

   電子書創作喔! 
 

Headlin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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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德了小學 (二)  噹噹有個妙姊姊 

    你曾做過火山噴發的實驗嗎? 

先用黏土捏出一座中空的火山，中間放些小蘇打粉，然後，灌入酸味十足的白

醋，就在一瞬間，又白又綿的泡泡從火山口嘩啦啦湧出，配上旁觀者的驚呼

聲，簡直就是火山爆發的現場啊! 

    媽媽常說，噹噹的自信心就像火山實驗一樣，常常突然爆衝，讓人又驚又

嚇，有時還哭笑不得。 

    噹噹兩歲的時候，某天自己吃完了一整碗飯，媽媽親了噹噹一下，「寶貝長

大了，好棒!」噹噹滿意的對自己點點頭，在嬰兒椅上穩穩地站了起來，看向遠

方，悠悠的說:「媽媽，我長大以後，要去馬戲團表演『吃飯』。」 

    同桌的姊姊明明笑得從椅子上掉下來，這件事情讓姊姊取笑了噹噹好幾

年。 

    每次噹噹學新的東西時，總是才看個開頭，就忙著說:「我會我會!我來我

來!」 

    有一次，噹噹吵著要學打蛋。媽媽說:「來，把蛋拿好，在碗旁邊輕輕敲一

下……」媽媽話還沒說完，噹噹自信滿滿的說:「我會!」順手快速地拿起雞蛋，

就往碗上用力敲，「喀拉」一聲，蛋液流的滿桌都是，只有一點點打進碗內，噹

噹心裡暗叫不妙，窗外的天色好像突然變黑了，抬頭一看，烏雲飄到媽媽臉上

啦! 

    「我來擦我來擦!」噹噹抽了一張衛生紙用力的抹著桌子，黃黃白白的蛋液

在桌面上混得越來越均勻，噹噹覺得還蠻好玩的，好像是在畫油畫。氣得頭上

冒煙的媽媽一吼:「不要動!去拿抹布!不對，你先去洗手!」媽媽氣得語無倫次，

噹噹趕緊趁亂退場。 

    媽媽冷靜下來後，(桌子經過 10 分鐘的又擦又抹，總算恢復光亮，猜猜是

誰擦乾淨的?)把噹噹叫到面前，媽媽還沒開口，姊姊在一旁笑咪咪的說:「成事

不足敗事有餘，這下可不是假裝『無所事事』就可以囉!」 

    「是『若無其事』!」噹噹心裡暗罵了一聲，但現在最好乖乖聽媽媽念完，

否則肯定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噹噹覺得自己實在是成語大師，越想越得

意。 

    媽媽盯著噹噹:「學事情都有個過程，需要時間，需要練習，更要好好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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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教你，不會的要問，邊做邊學，你看看剛剛你這麼著急，打蛋沒學到，還

差點被打屁股。」噹噹乖乖的點點頭，心思卻又飄到姊姊手上的玩具去了。 

    常常嘲笑噹噹自信心爆表的姊姊明明，在學校中卻號稱「計畫通」，對於解

決問題常有些獨特的方法。 

    一個微涼的十月天，早上起來已經有點冷了，姊弟倆穿著薄長袖，牛仔

褲，還覺得有些寒意，一人揣著一包衛生紙，擤著沒完沒了的鼻涕。早餐還沒

動，桌子上已經疊起一堆像是餃子的衛生紙團。 

    「你們兩個趕快吃點熱的，去學校運動一下，鼻子就會好多了」媽媽催促

著。好不容易要出門了，明明突然大叫:「我今天要上水彩課!」一回頭又鑽進房

間找東翻西，好一會兒才把東西找齊。 

     週三下午的水彩社團，是明明最期待的課。一管管的顏料，一點紅一點

藍，就成了葡萄的紫；一些黃再抹上一些白，又讓明明想起噹噹的蛋液畫，忍

不住露出微笑。 

    「呀!對不起!」小琪看著打翻的水袋，摀著嘴直道歉。 

    災情實在是太慘重了! 

    小琪剛剛不小心撞上了明明的書桌，水袋裡滿滿的水潑灑在紙上，明明的

褲子也溼了一大片。 

    明明站了起來，看著滿臉愧疚的小琪，「沒關係啦!我去教室找備用的衣服

換就好了。」明明跟畫畫老師說了一聲，趕緊跑下樓，溼答答的褲子真令人不

舒服。 

    才打開置物櫃，明明就發現事情大條了! 

    上次吃午餐時打翻湯，已經把備用的褲子都用完了! 

    該怎麼辦呢?褲子太濕了，擦也擦不乾，班導師也不在。 

    明明翻找著櫃子，找來找去只剩下一件棉質長袖上衣…… 

    十分鐘後，明明重新回到畫畫教室。 

    小琪盯著明明，半天說不出話來。「妳……妳的褲子呢?」 

    原來，明明把濕褲子給脫了下來，妥妥當當的包在塑膠袋裡，準備帶回去

給媽媽洗。再用棉質長袖上衣套住下半身，領口的部分就成了腰帶，兩條長長

的袖子拉到屁股上方，打個蝴蝶結，整體來看，就成了一件時尚的窄裙! 

明明自信的轉了個圈，優雅地坐在椅子上，小琪已經憋笑得快要內傷，如果不

是為了顧全好朋友的面子，她真想哈哈大笑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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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彩課平安的結束了。明明和小琪在操場追逐玩耍著。 

     媽媽在校門口大聲喊著:「明明啊!回家了!」 

     明明快樂的朝著媽媽跑去。媽媽臉上的笑容逐漸凝固，腦中快速回想:

「今天早上明明是穿裙子嗎?不對，我沒有給她買窄裙啊?是同學的嗎?她的褲子

怎麼了?!」 

    明明撲過來抱住媽媽，媽媽定睛一看，哪是什麼裙子，這不就是熟悉的那

件棉質上衣嗎? 

    看著媽媽驚愕的臉，明明笑嘻嘻的說:「我很聰明吧!」一邊把今天發生的事

一五一十的快速報告著。 

    複雜的情緒在媽媽心裡打架，一方面覺得明明解決問題的方法真的很有創

意，而且十分有勇氣，居然敢穿著如此獨特的衣服在校園裡跑來跑去，泰然自

若；另方面也忍不住想要問一個問題。 

    噹噹似乎也忍了很久，在回家的車上，噹噹看著姊姊:「姊，我想問妳，你

的內褲呢?」 

明明老神在在的說:「安啦!我穿得好好的，不然我怎麼敢去玩蹺蹺板?」 

   爸爸和媽媽齊聲驚問:「什麼!妳穿這樣去玩蹺蹺板!」 

   媽媽終於笑出了聲:「妳這個天兵!到底哪來的自信啊!」 

   「明明，下次遇到類似的狀況，除了把上衣變裙子之外，還有沒有別的方法

呢?」 

    噹噹插嘴:「對啊!妳想想看，如果下次濕的是上衣，妳難道要把褲子穿成上

衣嗎?」 

    明明哈哈大笑:「做不到吧! 嗯……我想不到別的方法耶?」 

    她拉了下「裙子」，小聲說著:「我是班上最高的人，而且很多同學都回家

了，我也借不到衣服。」 

    媽媽分析:「妳可以請老師打電話給家長，也可以問一下學務處或健康中心

的老師，借用備用的衣服。」 

    「總而言之，今天的狀況還沒嚴重到妳非得上演「時尚秀」的程度!」爸爸

說。 

     其實，噹噹覺得姊姊真的很酷，他決定一回家就要把姊姊的英姿拍下來，

畢竟這種比卡通還要戲劇化的場景，只有噹噹的妙姊姊才做得到! 

--全文完，下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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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小朋友，你是否像噹噹和明明一樣，曾做過、說過讓人

哈哈大笑，甚至哭笑不得的糗事呢? 

如果你曾閱讀過《葛瑞的冏日記》這套書，大概就能明白，寫

文章不一定要寫得嚴肅正經，只要能藉由文字，把生活中的趣事寫

下來，分享給大家，讓每個人在平凡的日子中多一些歡笑，就是一

件極美好的事情。 

歡迎你把遇過的糗事寫下來，和我們一同分享，你的作品就有

機會能登上建德國小的閱讀電子報。 

    你可以把寫好的文章拿給思涵老師，也可以電腦打字後，寄

email給老師喔! 

老師的電子信箱: 

aa3247@gm.kl.edu.tw 

溫馨小提醒: 

一、 作品不需寫得很長，也不一定要分段；只需要你誠懇、生動

地把自己的生活經驗描寫出來，就是好作品。 

二、 格式不限。日記、作文、新詩、歌詞……都可以。 

三、 徵稿時間:即日起到 11/12午夜 12:00 

✽老師保有修改錯字、格式與標點符號的權利。 

徵文主題 :  

一、 生活大事。 

(1)10/31是萬聖節，你曾參與過哪些印象深刻的活動呢?如果    

 

徵文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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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分享出來，一定很有趣! 

(2)期中考即將來臨，你有沒有準備考試的絕招呢? 

  或許有某個科目讓你特別煩惱? 

  歡迎你寫下對期中考的想法與感受! 

二、 你曾經發生什麼很好笑的事情嗎? 

歡迎分享你生活中令人哈哈大笑、哭笑不得的事情! 

 

 

 

 

 

 

 

 

 

 

 

 

 

 

 

 

 

 

 

 

 

小作家作品區 

301班 賴映安 

301
班 

黃
宥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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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班 施怡嬪 

301班 吳羽媗 

301班 王上行 301班 游采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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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小朋友的中秋節十分精采! 

有一輪明月，有滿桌美食，有熱烈歡欣的活動， 

最重要的是， 

最親愛的家人團聚在一起，是多麼幸福美好的回憶! 

謝謝小朋友不只是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時光， 

更藉由文字的紀錄， 

分享給讀者。 

只要能讓世界多一點美，多一點善， 

都能讓人變幸福。 

-------------------------------------- 

上學日的「忙」，開學前的「擔心」， 

孩子們寫得真好! 

相信你也注意到了， 

他們字跡端正，一筆一畫都是用心的， 

身為讀者，覺得「被尊重」、「被重視」了， 

謝謝孩子們，孩子們也要記得謝謝老師的用心指導， 

表現超讚! 

============================================== 

 

 

 

 

 

306的孩子們在課文中發現創作的空間， 

原來，依照課文的架構， 

挖走關鍵詞， 

填入自己的聯想， 

一首首美好的童詩躍然紙上； 

好讀、好念， 

陪著他們一起讀「創作詩」， 

竟然也能成為字音字形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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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班 戴奕晴 

294u4fu/6 

306班 林愷昕 

294u4fu/6 

306班 劉妧妧 

294u4fu/6 

306班 張詠晴 

294u4fu/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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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 :吸墨鬼來了! 

建議閱讀年齡 可以在哪裡找到這本書 

中年級 移動圖書館、共讀書庫(適合以班級為單位借閱) 

           簡介: 

               「真的，沒騙你！我看見一個怪人正在『吸』一本書！」 

               討厭讀書的奧迪看到一個怪人飄進書店，用吸管津津有味的 

                 喝著一本書，他好奇的跟蹤怪人來到地下墓室，竟然發 

                 現…… 

  

               有點詭異、有點懸疑，絕對異想天開的文字，馬上打開小朋

友愛看書的胃口，兩種風格迥異的插畫，又酷又可愛，這本書不只字墨好喝，

插畫的滋味也香醇順口！博客來-吸墨鬼來了（新版） (books.com.tw) 

                 

    

306班 張宸睿 

294u4fu/6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62551?sloc=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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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本 :吸墨鬼來了 2 錯字飲料店  

建議閱讀年齡 可以在哪裡找到這本書 

中年級 移動圖書館，共讀書櫃(適合小組共讀) 

簡介: 

                            席捲全世界怪奇又有趣的吸墨鬼來了！ 

                    歡迎光臨錯字飲料店，享受吸讀好書的暢快滋味！ 

                    糟糕，不得了！德古書叔叔得了錯字恐懼症，如果                       

                      不救他，就會因為害怕喝到錯字而渴死！奧迪急得 

                      像熱鍋上的螞蟻，到底該怎麼辦，才救得了親愛的 

                      德古書叔叔呢？ 

 

博客來-吸墨鬼來了 2：錯字飲料店（新版） (books.com.tw) 

                        

第三本 : 歡喜巫婆買掃把 

建議閱讀年齡 可以在哪裡找到這本書 

低中年級 移動圖書館、共讀書庫(適合以班級為單位借閱) 

簡介: 

     不得了了，歡喜巫婆碰上了大麻煩。她的飛 

天掃把壞了。沒有掃把，歡喜巫婆不能到北 

極看熊，也不能在天空繞圈圈，她只得乖乖 

的走路進城買掃把。沒想到，「有眼不識巫 

婆」的守門員，竟然想向她要過路費。歡喜 

巫婆身上只有三塊錢，給了守門員，就買不 

成掃把；不給錢，又進不了城。歡喜巫婆泣 

氣得下咒語，讓這座城的門，永遠都打不

開。城門打不開，城裡的王后出不去，城外的農夫進不來。國王跑出來命令守

門員立刻打開城門，守門員卻……博客來-歡喜巫婆買掃把 (books.com.tw)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62553?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70785?sloc=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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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本 : 招風耳巫婆 

建議閱讀年齡 可以在哪裡找到這本書 

低中年級 移動圖書館、共讀書庫(適合以班級為單位借閱) 

簡介: 

      招風耳巫婆有一對大大的招風耳，走到哪 

兒都招來狂風，讓她連掃把都騎不穩，經 

常摔得鼻青臉腫。偶然間，她經過一座石 

碑，石碑附近一點風也沒有，她訝異極 

了！原來，那是一座專門制服狂風的「虎 

字碑」啊！巫婆心想，如果能把虎字碑綁 

在掃把上，她就再也不必擔心大風吹來 

了！ 

可是虎字碑很重，巫婆搬不動，這下子該怎麼辦才好呢？突然，虎字碑說

話了，他告訴巫婆另一個能制服狂風的好方法，要招風耳巫婆去參加宜蘭的搶

孤活動。 

到底什麼是「搶孤」活動呢？搶到的東西又有什麼用呢？招風耳巫婆是不

是成功了？......看這個故事，不但能滿足孩子的想像力，讓孩子對「虎字

碑」的由來、「搶孤」的民俗文化都有更多了解，還穿插了悲天憫人，為別人著

想的情節。但願小朋友在閱讀之餘，能對宜蘭的文化能有多一層了解，也能在

歡笑中欣賞善良的人性。 

第五本 : 野貓的研究 

建議閱讀年齡 可以在哪裡找到這本書 

低中年級 移動圖書館、共讀書庫(適合以小組為單位借閱) 

簡介: 

      誰說觀察動物一定得跑到荒郊野外？ 

                          在日常生活中，你就能進行一項完整的動物觀 

                            察！穿梭在大街小巷的流浪「野」貓，其實行 

                            為舉止都有一定的規範喔！ 

                           在「貓社會」裡，有哪些必須遵守的規矩？ 

                          觀察野貓時，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看似悠閒、無所事事的野貓，如何度過牠精采 

                            的一天？《野貓的研究》，帶你深入貓的世界！ 

                               博客來-野貓的研究（三版） ooks.com.tw)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5338?sloc=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