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毒天地，人生亮麗    林昱翰 主任 
■ 清秀女拉 K 20 歲包尿布 

自由時報 2014-8-10〔記者許國楨／台中報導〕    
     長相清秀的 20歲白姓女子，因長期拉 K，整個臉枯黃消瘦，更糟的是，她因膀胱萎縮頻尿，每天
跑廁所上百次，還得包尿布防漏尿；前天她攜毒被查獲，包包裡滿是尿布，因無法正常排尿，白女經
過 5小時才「滴」出 40西西，完成採尿，她懊悔毒品纏身毀了健康，員警勸她：「還是戒了吧！」 

■ 隨身背包帶 6片尿布 
台中市警局保安大隊前天凌晨巡邏經過北屯區崇德六路附近，發現身形略顯清瘦的白女，獨自在

路上步行，她抬頭看到警車，立即小跑步到對向車道，見警車迴轉又折返，員警認為她刻意閃避警車，

形跡可疑，因而趨前盤查。面對盤查，白女神情慌張全身顫抖，自知已無退路，乖乖從背包拿出一包
15公克 K他命。帶返隊部偵訊時，已為人母的詹姓女警，瞄到白女背包內攜帶 6片尿布，一度以為她
已有子女，還勸誡要給子女做好榜樣，未料白女尷尬地說「我還沒有小孩，尿布是我自己要用的」，
表示因長期拉 K，導致膀胱萎縮還纖維化，因頻尿每天得跑廁所上百次，弄得覺也睡不好，造成生活很
大困擾，不得已才包尿布。 

 
依刑事局統計，基隆市吸毒人口在各縣市比例皆高，且近年來青少年使用 k他命情況嚴重，K他命

原作為一種全身麻醉的藥品(稱為氯胺酮)，現多以粉末狀經過鼻孔進入呼吸道，產生麻醉效果，吸食

者通常會體驗到身體扭曲、喪失時間感、渾渾噩噩的精神幻覺。 

研究指出長期吸食 K他命，會對腦部造成永久損害。這些損害顯現出來的病徵主要如下：對藥物

有依賴、記憶力及智力減退、說話迷糊口齒不清及情緒不穩定。 K他命對泌尿系統也會有嚴重的影響，
K他命的代謝物存在尿液中產生膀胱壁的刺激性，使膀胱黏膜表層產生發炎潰瘍，而產生嚴重頻尿、血
尿、下腹痛甚至尿不出來，長期下來會導致膀胱壁嚴重的纖維化 ，使病人的膀胱容量極小，甚至不到
50㏄，最後有可能需膀胱全切除，終其一生用人造膀胱或背尿袋，有一部份使用人會引起腎水腫甚至
腎衰竭須終身接受洗腎，實在是千萬不可以嘗試。 

K他命屬三級毒品，依毒品危害防制條例 ： 
第 11 條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三十萬

元以下罰金。  
第 11-1 條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不得擅自 持有。  
寒假將近，毒販、藥頭無孔不入，希望各位家長一起防範子女受到毒品的汙染，同學也要拒絕毒品

的迷惑，謹慎交友，堅決於對毒品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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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國小榮獲 104 年度語文競賽本土語言組團體第一名 
◎和平國小榮獲 104 年度兒童音樂比賽『直笛合奏』優等 
◎和平國小榮獲 104 年度兒童音樂比賽『同聲合唱』優等 
◎恭喜本校六年級宋奕叡、陳祺宥同學榮獲靈鷲山普仁品徳獎 

 

艱難的挑戰                        五乙 王怡婷 

    「哇！怎麼這麼臭？」這學期我們班分配到一個艱鉅的任務─掃廁所。我們要掃的地

方有和平樓二樓和四樓的男女廁，而我和其他兩位同學是被分配到二樓的女廁。   

     一開始，我們三個人根本不知道要先做什麼後做什麼，只是拿起打掃用具像無頭蒼

蠅一樣開始掃，在二十分鐘的打掃時間裡，我們忙得團團轉，但廁所卻怎樣也掃不乾淨，

我們真的好氣餒。原本以為只有我們三個有這個問題，沒想到班上其它的同學也一樣。老

師看到這個狀況，就邀集全班來討論掃廁所的方法，在大家集思廣益之下，掃廁所秘笈終

於出爐了！於是我們迫不及待的想要實驗看看，結果......哇！這次我們掃得又快又乾

淨，真是開心極了！ 

    過了一陣子，我又發現即使用了新方法來打掃，但成果都無法令人滿意。探究其原因，

原來是有人會偷懶，不願意去認真完成他負責的工作，害大家無法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

偷懶的人一定是想：「就算我不做，還是有其他人會做呀！」唉！這種人真是令人討厭；

在合作做一件事時，若人人都有這種想法，那事情還能完成嗎？我們應該像小螞蟻一樣各

司其職，做好份內的工作，這樣才能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 

    從掃廁所這件事讓我學到了，做事一定要有方法，否則就會事倍功半；另外，我們每

個人就像一顆顆小螺絲釘，每個人都盡自己的本分，那機器才能順利的運轉喔！ 

 
我最喜歡的童玩                       三甲 王郁淳 

    童玩，就是兒童的玩具，每個人成長的過程中，都有喜歡的玩具。例如：彈珠、

陀螺、發條釣魚轉池、水槍、紙飛機等。 

    我最喜歡的童玩就是紙娃娃，她的外觀很美，有水汪汪的大眼睛、細長柔軟的頭

髮，像是個美麗的公主。她身上有很多顏色，有金黃色的頭髮、粉紅色的洋裝，還有

像牛奶一樣白的皮膚。 

    其實紙娃娃的玩法很簡單，只要把衣服、裝飾和一些化妝品戴上去就可以玩了，

但是要小心，因為那是紙做的，折久了容易破。我是在學校和好朋友瑄瑄一起玩的。 

    我好久沒玩紙娃娃了，紙娃娃很好玩，她有很美麗的衣服，扣在紙娃娃身上，哇！

搖身一變，變成可愛的姑娘了！這雖然和洋娃娃差不多，但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例

如：紙娃娃不是立體的，洋娃娃是。雖然如此，我最喜歡的還是紙娃娃！ 

 



  

  

戶外教學記                          四乙  劉韋伶 

    期待已久的戶外教學，終於來到了！昨晚還想到今天要去戶外教學，都興奮到睡不著覺呢！今天的
天氣雖然有點冷，可是每個同學的臉上都是笑嘻嘻的！這是我第一次和同年級的同學一起去戶外教學，
心裡開心極了！在這一片歡笑聲中，不知不覺車子已經到達了目的地－海洋科技博物館。 
    大家依序下車後，我們跟四甲的同學先集合隊伍，再經過一座美麗的天橋步道，走了一小段路到了
今天上課的教室。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去我們今天要上課的教室，因為有很精彩的導覽課程，以及認識
海洋生物的課程。早上經過緊湊又精彩的「送魚兒回家」課程，我對於大洋區、珊瑚礁區，以及深海的
魚類特徵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下午則有 3D劇場，到了 3D影片場後，一進去我就很期待的趕快戴上 3D眼鏡。馬上就開始了，因
為整天的戶外教學而且晚上興奮的都沒睡，所以我很累，因此當我戴上 3D眼鏡後就不知不覺睡著了，
所以我連看都沒看。看到了北極熊媽媽這麼勇敢的保護熊寶寶讓熊寶寶跑第一，熊媽媽負責對付公的北
極熊，因為公的北極熊想吃熊寶寶，看的很難過。 
    這次的戶外教學，令我覺開心又難忘，雖然沒買紀念品，心中已經留下了深深的記憶希望以後能夠
再去參觀。 

我是聖誕老公公     二甲  楊晴涵 
    我要送給媽媽項鍊當禮物，因為媽媽每天都沒時間
打扮，我想送她一個漂亮的禮物，要戴上也方便。 
    我要送給姐姐貼紙當禮物，因為姊姊正在收集貼
紙，如果我送她貼紙，他會很開心。 
    我要送給弟弟玩具車子當禮物，因為弟弟常和媽媽
吵著買玩具，我送給他，他就不會再和媽媽吵，媽媽就
可以安心做事情了! 
 

棉花糖          二甲   高伊涵 
    星期一的早上，康軒叔叔教我們做棉花糖，我的心
情是非常快樂的。 
    我看到棉花糖機會吐出棉花糖和白煙，我光聞到味
道就流口水了，在轉棉花糖的時候，我的手轉的好痠喔! 

我做的棉花糖像一朵白雲，我吃完以後，我覺得我 
的牙齒快掉了，因為太甜了!! 

 
像          二甲  胡聖璽 

水母像枕頭一樣軟軟的，真想躺在上面睡一覺。 
         二甲  孫義峻 

海星看起來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一樣美麗。 
        二甲  詹詠全 

小貓的指甲尖尖的，很像邪惡的妖怪牙齒。 
                                  二甲  游婷棋 
蝸牛身上的殼，就像一座重重的屋頂，壓著蝸牛都走不
動了! 

遊學之旅    二乙謝修昀 

    今天我們參加遊學活動，我們甲乙兩班

一起到禮堂的三樓，那裡有大大的地圖和海

洋故事館。 

    藍媽媽先介紹基隆在地圖的哪裡？再說

明其他地方，介紹完之後，我們還去了「海

洋故事館」。藍媽媽介紹很多種類的船和海

藻，藍媽媽還說：「海藻是要在退潮的時候

拔。」    

    聽完了許多關於海的事物，我們就去藍

媽媽的店裡做鑰匙圈，我拿到的鑰匙圈模型

是愛心形狀，今天我的收穫還真不少。 

 

              新鮮的花蜜   二乙賴彥任 

    花園裡的玫瑰花、黃花，今天終於開花

了，甜甜的花蜜吸引了很多昆蟲來作客，牠

們都說：「今年的花蜜新鮮又可口，真是好喝

呀！」 

 

              影片欣賞      二乙沈宥妡 

    今天大愛媽媽給我們看一部影片，這部

影片是「我是人氣王」。「我是人氣王」的影

片有講到人氣王要注意的事情喔！我今天學

到做人要謙虛、要有禮貌，希望下回我也可

以當人氣王。 

一次難忘的旅行         三甲 林駿佑 

    今年暑假，爸爸帶著我和妹妹去高雄玩，因為爸爸要參

加划龍舟比賽，所以我和妹妹就當了爸爸的跟班，到高雄去

玩。 

    那天週六一大早，爸爸帶了划船的衣裝，奶奶和妹妹也
準備了一些零食好讓我們一路上吃。因為我們的目的地是高
雄的美濃，路途有點遠，因此沿路美景盡收眼底。我們看到
許多車子在高速公路奔跑，經過田野孩看到牛，真是興奮。 

    我們每到一個收費站，都會下去休息，因此我們也品嘗

了許多當地的小吃，如太陽餅、方塊酥……等，當然也有我

最愛吃的關東煮，飽食一餐真開心。在遊覽車上我也認識了

爸爸的好朋友的小孩，我們也成為好朋友了。 

    忽然間，我覺得好幸福，因為可以趁著這機會輕鬆、快

樂的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美麗的校園     四甲  張喆惟 

    我有一個美麗的校園，春天鮮花盛開，夏天
綠樹成蔭，秋天涼爽，冬天冷冽。校園景色一年
四季都很美麗。 
    校園中我最熟悉的地方就是我的教室，黑板
上充滿一排排整齊的字，還有老師精美的布置，
讓我們的讀書環境更美崙美奐。當累的時候，我
總會看看窗外的綠樹、花草，讓自己心情緩和一
下。 

    在上學途中，我總會聽到小鳥們啾啾的叫
聲，還有師長們、同學間此起彼落的問候聲。更
有上下課的打鐘聲和幼稚園弟弟妹妹們的歡笑
聲。每當中午聞到從廚房傳來的陣陣香味，我就
知道快要吃午餐了。心中就開始期待，今天廚房
叔叔、阿姨又準備什麼好料呢？ 
    下課時我常常和同學們跑到操場玩耍嬉

戲，玩「鬼抓人…」、「一二三木頭人」、和「跳
繩」……等遊戲，真是既有趣又好玩呢！ 
    雖然在校園活動常常突然遇到下雨，當雨滴
一滴一滴打在我身上時，摸起來感覺濕濕黏黏
的，讓身體又濕又冷十分不舒服，不過我還是很
喜歡和平國小這個溫馨又美麗的校園喔！ 

      文哥日記.          六甲李湘文 
（一）冬天的和平島 
    和平島是個容易著涼的島，因為我們四周圍都
是海，再加上一堆甚麼風的，都會吹來基隆。打風
妹妹拜訪基隆哥哥時，基隆哥哥都會穿上毛衣，怕
風妹妹會讓大家感冒；但風妹妹有個弟弟叫海弟
弟，他很調皮，只要風妹妹一來，他也會跟過來，
每次有人下水，海弟弟就會把人拉到海底玩。不過
太陽爺爺一出來，風妹妹和海弟弟就被爺爺趕走
了，可是雨姊姊是年輕人，爺爺也管不動了，只好
讓雨姊姊的水到處流。 
 
（二）天氣變冷了 

天氣突然降溫，我早上起床時，就像泡冷水那
樣的冷；走去上學時，更像從堆起的雪中出來，雖
然有出太陽，但太陽是假的嗎？一點溫暖也沒，還
是天堂的人忘記關冷氣了？今年的寒流來的晚，但
我還是來不及準備毛衣，我不想被冷死，我搞不懂
為什麼天堂的人都要開冷氣，我們就像是天堂裡的
小模型，拍照就是我們的閃電，漏水就是我們的
雨，關門就是陰天，真是恐怖阿！ 
 
（三）海鷗與少年 

我是一隻有問題的海鷗，和其他有點古怪的海
鷗在熱帶陸地上生活，那是一個有人類、屋子和說
話的地方，我和古怪的海鷗們過著早日飛、晚上休
這種循環的日子。 
    有一天，我在天空飛翔時，看到一名少年在我
正下方，我一開始覺得這名少年有可能拿石頭丟我
們，結果他對我們很好，我天天都會找他玩和吃，
一點也不怕，這少年家裡很拮据，卻還抓魚給我們
吃，真是碰到大好人咯。 

這天，少年行為有些不一樣，他平常不會帶著
怪臉來找我們，或一直叫我們飛下去，當我們是傻
子嗎？而且我還找到他的 3個不良企圖：1一直叫
我們，2是異常大方給我們吃的，3是怪怪臉露很
大。 

後來，我聽說原來少年想把我們抓去賣，當我
知道這件事時，心就像被閃電打到一樣，害我相信
他那麼久，這次的事情教會我未來要謹慎，不可以
隨便相信陌生人。 

        電視的心事       五甲張姿婷 
    我是一台黑色、長方形的電視，被放在教室的
前方，我是老師和許多學生的教學物品之一。少了
我，學生們就會無法學習到一些知識和常識。 
    我有許多有趣的好朋友，有總是愛黏在我身旁

的遙控器，當然也有不少很愛吵鬧的學生。他們每
到下課鐘聲一響，就會跑來一直擠我，因為他們想
要聽音樂，也想要練舞，所以他們時常在我面前吵
架。 
    只是當夕陽染紅大地，老師和同學們都回家以
後，我就得孤單地待在教室；而到了晚上，就會更
加恐怖，因為沒有人會陪我了。我會聽到水龍頭在

滴水，而且還會感覺到有人在敲門窗，教室就會顯
得特別的陰森，所以我好希望趕快是白天喔！ 
    我有些話想要對小朋友說：「你們要好好珍惜
我，請勿傷害我，如果沒有我的存在，你們就會失
去學習知識的機會喔！而我，也會盡全力幫助你們
上課，讓你們得到更豐盛的知識。」 
 

漂流和平島~遊學心得     六乙 楊馨茹  

今天愛鄉協會的藍媽媽帶我們六年乙班到

學校的海洋教室，一開始介紹的是和平島的地

質及周遭的環境，再來就是介紹和平島公園裡

的「奇岩怪石」，之後則是介紹營養豐富的海

藻，最後則是吊飾 DIY。這次的遊學雖然只有短

短的 2個小時，但是讓我更了解了自己家鄉－

和平島，讓我獲得了許多平常在課本上學不到

的知識，今天真是讓我獲益匪淺! 

 

檢討 2015         六乙 簡妟如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一年又要過去了，

雖然我又長大了一歲，但總覺得沒有好好利用

這寶貴的一年。 

現在回想這一年自己在課業及品性上的得

失。在課業上自己都沒有很好的表現，應該要

多努力在課業上，不可一知半解；在交友方面

也曾有過錯誤，曾經和同學產生衝突，讓家人

師長擔憂，在這方面應該徹底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