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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莊士杰 校長     發行日期：106年 11月 13日 

編輯委員：林昱翰主任、曾文正主任、鄭如伶主任、 楊芳萍老師  

編輯人員：劉慧華、林立芸、張嘉吟、吳迺慧 

和平國小將持續推動閱讀活動並加深、加廣       校長  莊士杰 
  

本校是基隆市和平島上唯一的一所小學，也是和平島的「最高學府」。學校裡面存在著一群默默

推動閱讀的老師們，他們時常利用下午空堂時間，自發性的做教學研討與專題交流，他們既不

求名更不為利，只期望孩子能從閱讀中感受文字的神祕魔幻，帶領孩子走入寰宇，一窺宇宙萬

物的驚奇！。 

一、 實施目標 

（一） 培養孩子閱讀習慣，使其融入學習及生活脈絡中。  

（二） 啟動閱讀交流，分享閱讀教學策略，提昇閱讀教學知能。 

（三） 鼓勵家長積極參與親子共讀活動，增進親子互動關係。 

（四） 結合資訊網絡，進行知識共享，增進閱讀的廣度。 

（五） 營造豐富的閱讀環境，奠定終身學習的基本能力。 

二、 實施原則 

（一） 依和平島特性與條件衡量辦理並推動實施。 

（二） 鼓勵參與：鼓勵孩子及家長閱讀，親子共讀等方式，謀求擴大功效。 

（三） 推薦網站：提供最新閱讀資訊，提供孩子閱讀討論的場所。 

三、 實施重點 

（一） 成立孩子閱讀專案小組及老師讀書會及社群 

1. 成立推動孩子閱讀專案小組，分別負責本計畫之策劃及推動工作：該組織之成員包含

行政人員、社區、老師、家長等。 

2. 結合社區及民間資源，協助推動本校之閱讀教育。 

（二） 推展學校閱讀活動 

1. 鼓勵老師並接受培訓之教育人員。 

2. 徵求有意願擔任校園閱讀活動志工及社區人士。 

3. 辦理研習，提升老師、家長閱讀教學理論及技巧： 

（1） 學校教師研習：課程內容，含兩階段： 

A. 第一階段，研習內容包含：孩子閱讀之萌發、閱讀理論與教學、孩子文學導

讀、閱讀策略教學理論與實務、童書之閱讀與應用、童書讀書會的經營、圖

書館管理與運用等課程。 

B. 第二階段，研習內容包含：統整課程與閱讀教學之探討、閱讀教學理論與實

務、閱讀教學實作心得分享、孩子讀書會實作心得分享、童書應用方法探討

等課程。 

（2） 校園志工、社團孩子研習，時間及課程內容依照老師部分簡略提供。  

（3） 研習可另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教材內容將製作上網，提供本市辦理研習之

參考。  

 

  
                                           

 

  

 

 

   

 

 

 

  

 

 

 

 

 

 

 

74 



2 
 

4.編印推動閱讀活動之成功範例、閱讀指導手冊。 

5.邀請閱讀教育種子教師、閱讀種子學校到本校分享。 

(三)  辦理推廣活動  

1. 語文戲劇發表 

（1） 推動緣起：由「基隆市故事協會」的志工媽媽，加上邀請本市文化局王振蕙老

師到校指導，老師在閱讀教學上的專業與家長對表演戲劇的熱愛，推展出一幕又一

幕的戲劇展演活動。 

（2） 實施步驟：老師與家長們每次都會與王老師先共同討論，選定合適的繪本，開

始推動之後以孩子學習狀況，一邊練習一邊修改劇本。 

（3） 活動資源： 

A. 時間資源：課餘時間 

B. 人力資源：志工媽媽、王振蕙老師、真心的老師 

C. 物力資源：校內預算、社區捐款 

（4） 預期成效：希望孩子們不論是在繪畫、閱讀能力或是文字敘述的表達上，能夠

呈現出明顯的進步情形；也希望內向、弱勢或學習低成就孩子，建立自信心。 

2. 繪本融入課程 

（1） 實施對象：低年級 

（2） 課程資源： 

A. 愛的書庫 

B. 兒童電子繪本網站 

C. 學校圖書室 

（3） 實施方式： 

A. 每學期結束前，低年級老師討論、彼此推薦好的教學繪本。 

B. 以每班輪流閱讀及語文教學活動方式進行。 

C. 結合電子白板的功能進行繪本共讀。 

（4） 預期成效：希望孩子透過閱讀繪本，凝聚專注的能力，提升學習品質。 

3. MSSR自主學習 

（1） 課程目標 

終身學習者，基本上，就是終身閱讀者。所以，培養孩子成為終身學習者，就得先培

養終身閱讀者。 

（2） 推動原則 

持續安靜閱讀的力量是屬於閱讀者自己（孩子），讓孩子可以在文字裡推進。孩子是

獨立閱讀者，不需依賴從外在的老師指引。 

（3） 推動成功之要素 

A. 老師的身教─以身作則的力量 

老師必須停止手邊的動作，不說話，挑一本自己喜歡的書，安靜地與孩子一

起閱讀。孩子會模仿老師的行為，他們在意老師的一 舉一動，老師就是孩

子學習的榜樣。老師安靜地看書，孩子很自然地也想要拿起一本書， 像老

師一樣地看書。此外，還要注意兩點： 

（A） 老師要有一本自己想看的書在手上。 

（B） 老師要坐在讓全班都可以看見的位置。 

 



3 
 

B. 建立安靜閱讀的環境 

「閱讀區域」的概念，是指當一個人完全專注投入在書本的世界裡，渾然忘我，就

好像時間都靜止了一樣。幫助孩子進入閱讀區域的方式如下： 

（A） 教室必須保持安靜。 

（B） 老師停止手邊的活動，不說話，不大聲宣布事情。 

（C） 孩子一次可以同時拿兩本書。 

C. 持續閱讀──每天進行 MSSR，建立閱讀習慣 

習慣的養成，不是一次、兩 次就能夠建立的，也不是一個禮拜安排一天，或

是安排一次較長時間的 MSSR 活動就能夠成功。MSSR 必須天天做，持續做。

教室 MSSR 的時間安排，可以有以下方式： 

（A） 安排在每天早自習或第一堂課 

（B） 安排在每天最後一堂課 

（C） 安排在每堂課的前五分鐘或十分鐘 

D. 尊重自主閱讀──培養終身學習者的基礎 

讓孩子自由選書，也不要求他們一定要把書從頭看到尾，若是孩子挑到不喜歡的

書，隨時可以停下來再換一本新的。一本書要快速的瀏覽或是仔細地一看再看，

孩子可以自己決定。 

E. 建立班級圖書庫──每班有一個書櫃 

建立班級圖書庫是推行 MSSR 的必要條件，孩子可以隨時可以拿書看，且書籍的

數量要足夠，而且這些書都是老師特地挑選、適合孩子閱讀的類型。 

（A） 書籍的可能來源─先由學校圖書館支援 

（B） 書籍的可能來源─向家長募捐 

（C） 重視孩子家裡的書庫─孩子有自己專屬的書及閱讀書袋 

（D） 不斷更新與補充書籍 

（E） 班級圖書庫管理─容易、簡單 

F. 耐心處理特別的孩子 

開始的時候，通常會有孩子無法安靜閱讀，可以運用以下方式，幫助孩子近入閱

讀： 

（A） 請不能專心的孩子將椅子搬到教室前面，接近老師的桌子，讓老師容

易就近掌控，也使得孩子不容易干擾別的孩子。 

（B） 請孩子拿著書本在教室前面站著，老師也站在他旁邊，然後用手指指

著書某一頁的內容，用很輕的聲音閱讀，老師的手指沿著文字一行一行

移動，當老師注意到孩子能看下去，即進入閱讀區域的時候，就請孩子

回到自已座位上繼續閱讀。 

（C） 對於不能專心的孩子，通常不同的老師有不同的處理方式，但無論哪

種做法都需要老師的耐心與與愛心。 

G. 推薦書本與聊書 

老師讓孩子自由選書，同時也需要老師抽取一點時間，吸引孩子閱讀他認為不錯

的書，並延伸孩子的閱讀興趣，即閱讀眾多不同類型的書。在進行課堂 MSSR 時，

孩子會好奇老師現在是讀哪一本書？為什麼老師會喜歡讀這本書？老師推薦書

本自然會吸引孩子對該書產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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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課堂中大聲朗讀，孩子會喜歡聽：老師可以在課堂中利用兩三

分鐘去推薦一本書：首先導讀，簡單介紹整本書的內容、背景和作

者，接下來朗讀書中已選定好的一至兩段情節，之後問一個問題（即

賣一個關子），而這個問題的答案需要看這本書才能找到，這樣就

能增加孩子對這本書的印象，增加閱讀這本書的興趣。 

（B） 老師針對一些班級圖書庫的書，在孩子面前聊書：孩子透過聊書，

可以表達與分享的過程中，會不斷思考並統整他們讀過的東西，透

過書本分享的方式，加深孩子對於閱讀內容的印象，同時維持他們

對閱讀的熱忱。 

（C） 解決孩子閱讀偏食問題，老師需要善專業能力：孩子喜歡看的書，

有可能屬於同一類型的書，對於其他類型的耆，久而久之，會出現

「閱讀偏食」的狀況。 

i. 善用「推薦書本」。 

ii. 老師運用「聊書」。 

iii. 課堂上融入「合作學習」。 

H. 學校行政團隊的示範 

士杰認為，對學校來說，由身為校長是全校的榜樣，應該親自帶領學校的行政團

隊，進行晨讀，是最有效的方式。士杰就有責任把享受閱讀、培養閱讀習慣、大

量閱讀，這些有關閱讀的事情，塑造成學校的文化。 

4. 鼓勵閱讀寫作 

（1） 活動目標；鼓勵孩子投稿校內刊物「和平交流道」。 

（2） 活動方式： 

A. 學童上台做導讀與推薦好書，說出印象特別深刻的部分，鼓勵孩子用完整的句

子描述，盡量避免簡短的語詞。 

B. 在寫作的部分，鼓勵老師設計漸進式的主題，善用形容詞的運用及練習詞語串

聯寫作。 

C. 配合生活課程，鼓勵孩子觀察鳥類，配合繪本解說，孩子用手做勞作。 

D. 鼓勵孩子幻想成為主角，老師將寫作引導，讓句子延伸成段落，再串成一篇文

章。 

（二） 營造閱讀環境  

1. 充實各校圖書館資源。 

（1） 鼓勵民間企業、團體、家長及校友，捐資認養學校圖書館。 

（2） 爭取教育優先區之圖書資源。 

（3） 協調公共圖書館提供學校借閱圖書之服務。 

2. 建置班級內設置圖書專櫃。  

3. 辦理進行校內、校際間之閱讀活動。  

（三） 善用閱讀專屬網站  

1. 運用「悅讀系統」： 

（1） 提供孩子選擇或搜尋希望閱讀或已經閱讀過的書籍目錄。 

（2） 善用「悅讀系統」之標準，提供孩子進行評量其所閱讀的難度。 

（3） 將「悅讀系統」聯結至本校圖書館，並鼓勵孩子下載電子書。 

2. 利用網路進行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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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孩子可於網站上討論書籍內容、上網創作或合作寫書，並可 將討論結果製成

網頁，或將其著作出版。 

（2） 進行多元化網路活動。 

3. 利用網路提供閱讀資源。 

（1） 善用教育部兒童閱讀人力資料庫，以提供本校人力之運用。 

（2） 建立本校親子共讀社區推動聯絡窗口，以整合讀書會資源網路。 

（四） 推展親子共讀活動  

1. 加強學校家長會、家庭教育中心、教育性質基金會及社教館所等方案承辦人員知能，並進

行親子共讀研習。 

2. 參加大專院校辦理親子共讀推廣課程，或參加學程中心課程規劃，同時結合本校人力於社

區辦理親子共讀活動。  

3. 依據本校之社區情況及家庭型態不同需求，善用教育部及本市之各項親子共讀執行策略及

教材。  

4. 參加家庭教育中心、社教館所及教育性質基金會辦理親子共讀方案，以符合不同對象之需

求，如特殊族群家庭等。  

5. 出版「和平交流道」，學校網站、LINE、FACEBOOK 定期提供有關親子共讀專業資訊、 經

驗交流、活動視窗及社會資源。 

二、 預定合作對象及資源 

1. 學校圖書館 2. 愛的書庫 3. 中正區圖書館 

4.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6. 各廟宇圖書館 

7. 和平島上社區發展協會 8. 攜手計畫扶助弱勢 9. 協和造船廠 

10. 基隆市讀經學會 11. 教育優先區 12. 及人之幼 

三、 結論 

  翻轉學習時代來臨，孩子成為課程主導領航員。閱讀是一切的基石，活用科技成為學習新關鍵。

結合紙本閱讀與數位學習。顛覆教師教學經驗，成就孩子未來領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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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因應空氣品質指標(AQI)調整，以下事項進行宣導： 

(1)家長可以至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或以「環境即時通 APP」查詢空氣品質資訊，

學務處也會在接獲傳真或數據資訊後進行廣播加以提醒。 

(2)學校教師會依據新制「空氣品質指標(AQI)」對應之顏色與活動建議(詳如附件)，

調整上午或下午之戶外活動。AQI 值達橘色時，請學校減少敏感性族群學生戶外活動；

AQI 值達紅色時，學校應考量戶外活動地點之空氣品質條件，必要時，將課程、活動調

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AQI值達紫色時，學校應立即停止戶外活動，將課程調整於

室內進行。 

(二) 

天氣漸涼，請大朋友小朋友在使用瓦斯器具時，記得要保持室內空氣流通，以避免一

氧化碳中毒喔~ 

 
(三) 認識 1991 專線 
    有鑑於重大災害發生時，常因災區電話系統損壞或民眾關心家人互報平安之話務，
造成電話線路不通或壅塞，緊急報案電話亦無法撥通，經參考日本 171 語音信箱系統，
建置本專線供民眾災時互報平安。 
    (使用 1991 報平安留言平台-使用說明-電話語音-常見問題三) ，約定電話為方便
親友記憶使用，事先約定好的電話號碼，以家戶電話(含區域號碼)或手機號碼為佳。
如為市話 02-2344-xxxx，請按 022344xxxx；如為行動電話 0901-216-xxx，請按
0901216xxx  
平台的運作方式，有網路留言板、電話語音及手機留板三種方式。
http://www.1991.tw/1991_MsgBoard/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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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桌球隊參加基隆市第 3次桌球排名
賽獲佳績。 
中年級組 王亮璇 亞軍 徐子宣殿軍 
高千淳 第 6 名 楊奧斯丁 第 8 名 
低年級組 高上筑 亞軍。 

感謝洪麗玟教練指導 

本校獲基隆市政府 106 年原住民語單字比賽， 
全市第 4 名成績。 

參加學生:莊鈺婷、豐間徹、陳家佑、 
 陳潔茹、王佳瑩。 

感謝楊芳萍老師、林洹月老師、林慧美老師指導 

  

         
                                                           

                

 

      

 

 

 

 

  

 

 

 

 

 

 

 

  

 

 

 

  

 

  

 

 

 

 

 

 

 

 

 

 

 

 

 

 

 

恭喜楊馨惠同學參加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基隆複賽

晉級全國總決賽初賽優勝入選決賽。 

感謝王秀明老師指導 

本校 106 年度語文競賽 
榮獲 

閩南語朗讀 王郁淳 第 5 名 
國語演說   楊馨惠 第 6 名 

 
感謝 黃淑青老師、楊芳萍老師、 

  王秀明老師、陳怡礽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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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魔法師                    三甲 司子涵 

     有的人說，時間是蝸牛；也有人說，時間是飛奔的斑馬；還有人說，時間像彈簧，

開心的時候縮短，傷心的時候伸長；更有人說，時間像流水，一去永不回頭。時光飛逝，

但如果能善用時間，就能完成許多事情，想一想每天放學後到睡覺前，可以用來做什麼

事呢？ 

    每天，我從學校放學後去安親班寫功課，寫完功課後就馬上複習今天上課老師所教

的內容。回到家之後，我趁著媽媽在煮飯時，我幫忙家裡收衣服進來並把要洗的衣服丟

進洗衣機，趁洗衣機在洗衣服的時候，我就去洗澡。當我洗好澡時，媽媽也煮好晚餐了，

這時我們一家人坐下來開始享受屬於我們一家人的晚餐。接著我趁家人輪流洗澡的時，

把洗衣機的衣服拿出來晾乾並且開始整理明天上課需要帶的物品。此時爸爸也會陪著我

一邊整理一邊看新聞。接下來的時間就是屬於我自己的快樂時間囉! 

    現在我知道一刻千金，時間是非常珍貴的，並且也發現有效地做這些節省時間的方

法之後，時間真的被節省下來了，我可以利用更多時間去做更多的事情，時間再也不會

被我浪費了。古時候的人說：「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所以時間珍貴，

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費，我們要善用時間，做好時間計畫。 



9 
 

 

 

 

 

 

 

 

 

 

 

 

 

   

   

   

  

 

 

 

 

 

 

 

 

 

 

 

 

 

 

 

   
                                                   

 

 

 

 

 

 

 

 

 

 

暑假生活        四甲  楊晴涵 

    終於放暑假了！我最喜歡暑假了，因為

暑假可以不用上課，早上也可以睡到自然

醒，每天更可以看喜歡的節目。最重要的是

爸爸會帶我們出去玩，一想到乾淨的游泳池

和要去的目的地，就會不由自主的興奮起來

呢！ 

    我的暑假計畫是爸爸有空時帶我們去

游泳，還有把暑假播出的二十四部「名偵探

柯南」都看完。另外，我要把暑假作文班學

習到的知識都記住，也要把合唱團和直笛隊

的新曲子練習好。 

    今年暑徦，我們全家人去了南部的海生

館遊玩。在海生館我觀賞到了好多魚類，尤

其是館裡的海底隧道，裡頭還有小白鯨在游

泳，真是美麗啊！離開前，我們還和小白鯨

拍了紀念照，相當有紀念價值呢！轉眼間就

要開學了，希望在新學期我的課業能更上一

層樓。 

暑假生活     四甲 賴彥任 

    期待已久的暑假終於到來，我希望今年

暑假能玩許多水上活動，能閱讀許多書，更

能品嘗很多消暑冰品。學期中的生活步調相

當忙碌，我希望能趁暑假期間好好放鬆，讓

自己享受一個開開心心的暑假。 

    在暑假，每天起床時，我可以慢慢的享

用著美味早餐，吃完再開始暑假作業和英語

功課。到了下午，我會閱讀課外書籍，看完

後再和姐姐一同玩電腦遊戲或觀賞線上影

片，每天的活動都安排相當充實呢！ 

    今年暑假，我還報名了毛克立夏令營，

這五天的營隊活動中，我玩了很多遊戲，學

了許多健康知識，更結交了許多好朋友。在

營隊結束當日，離別時大家都十分依依不

捨。另外，我也參加了救國團的羽球課程，

學會很多羽球技巧，有空時，還和家人一同

到海洋大學游泳，在這個夏日，運動陪伴我

度過許多美好時光呢！ 

我的美麗假期    五甲  王芷娟    

中秋節那一天好好玩哦，我們家好多人

啊！我們烤肉烤到晚上十二點四十分左右

呢。 

我們烤肉的地方是我家的廚房，好熱鬧哦！

大人負責烤肉、小孩子負責吃，我覺得我們

小孩子好幸福啊！你們知道我負責做什麼

事情嗎？我是幫忙買飲料的，剩下的錢都是

給我的，那一天我就拿到了一百四十元呢！ 

烤完肉的時候真的好累喔！因為還要

收東西、還要掃地和拖地，但是還是很開

心！因為有烤肉，而且還有拿到錢是我最開

心的一天 

 

我的美麗假期     五甲  雷奇浩    

國慶日放四天，其中的一天晚上

要烤肉。 

不過在開始之前，我要打籃球！

我跟朋友一隊，球在我身上時，我就

像脫繮的野馬飛撲到籃框下，一個上

籃，籃球在籃框上滑稽的轉了一圈，

最後得分了！ 

到了晚上我們吃著烤肉，牛小排

的汁在烤盤上吱吱作響，聽了就胃口

大開。吃著碗裡、看著烤盤裡的，牛

小排和蝦子一咬下去都是汁。吃完之

後離不開柚子，仔細的聞，空中瀰漫

著芬芳的果香味，柚子的果粒就像一

粒粒的瑪瑙，晶瑩剔透很是好看！一

咬下去果汁四射，酸酸甜甜的果汁直

撲嘴巴，讓人陶醉在果香中。 

這就是我的中秋節，我最期待的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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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偶自我介紹    二甲 戴敬軒 

   大家好！我是人偶小傑，今年八

歲，我是一個有錢的帥哥，我來自

台灣。 

   我喜歡變魔術，我害怕兇猛的老

虎。我會幫流浪狗洗澡，是個善良

的人。我也是個勇敢的人，因為我

不怕邪惡的蝙蝠。我是個熱情的

人，因為我每次看到同學都會打招

呼。 

    我擁有飛翔的特殊能力，能在

天空中飛，我喜歡在早晨出去飛

翔，早晨的美景特別漂亮。 

三隻小鴨    二甲 宗尚良 
    下雨的時候，小鴨們沒有帶雨
衣，著急地哭了。 
    雨一直下，小鴨們哭著不敢回
家。這時，大哥忽然想到打電話，
就可以請媽媽帶雨傘來了。 

    大哥帶著弟弟們去找公共電話
打回家，正在打掃的鴨媽媽，剛好
接到兒子的電話。 
    鴨媽媽帶著大大的雨傘，馬上
趕緊跑到學校。小鴨們見到媽媽開
心的大叫，然後他們開心平安的回
家。 

人偶自我介紹    二甲 謝修玟 

   大家好！我是人偶花輪，今年十

一歲，我是個男生，我來自台灣。 

   我喜歡吃青菜，害怕噁心的蜘

蛛。我很善良，我會幫助受傷的人。

我很熱情，同學問我問題，我都會回

答她。我也是個可靠的人，老師交代

的事，我都會做得很好。 

    我的特殊能力是很會畫畫，畫出

來的東西都能變成真的。我喜歡幫助

沒有飯可以吃的人，畫出美味的韓國

料理，讓他們吃得飽飽的。我覺得幫

助別人，讓我好開心。 

一則水域新聞的啟示  六乙 張恩瑞 

    某一天的晚上，我和家人看到一則有關

水域的新聞，新聞中報導有一名十四歲少年

在溪邊的石頭上看別人游泳，不小新失足而

跌入水中，在另一旁的二十歲青年看到這個

情形，立刻奮不顧身的跳入水中想要救人，

結果十四歲少年救起來了，二十歲青年救人

反而不慎溺斃。 

    從這一則水域新聞我覺得二十歲青年

部應該奮不顧身的跳下去救人，而十四歲少

年也不應該在危險水域看別人游泳，也很慶

幸那位十四歲少年在兩小時以後有被找出

來，並用 CPR、電擊救人。 

    從這一則水域新聞我學到，如果有人溺

水絕對不能自己跳下水，要不然你也會跟他

一起溺斃，要用救人五步驟，叫、叫、伸、

拋、划來救人才能有效救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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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水域新聞的啟示          六甲郭家甄 

    晚餐時，我和家人看到一則新聞報導在暑假的時候發生南投

種瓜溪有一個人為了救 14歲少年，立刻奮不顧身跳下水救 14 歲

少年，救人反而不慎溺斃。 

    我覺得 20歲的青年很勇敢，直接下水救人，可是 20歲青年

的家屬很難過，但 14歲少年很感動，因為 14歲他被 20歲救起來，

14歲家屬很愧疚，一則很感動   一則很難過。                                           

    如果遇到有人溺水，可以用塑膠袋來把它充氣再拋給溺水的

人，還可以用你身邊有的物品，像使用空保特瓶，或可以用「叫

叫伸拋划救溺先自保」，你不要以為會游泳就下水救人，一定要注

意有沒有漩渦，而不要自己下去，要找大人或有救生員的地方，

不可以去成人游泳池，也不要下去有告示牌的地方，救生員如果

說不要下去游泳就不要下去。 

旅遊記錄           六甲 唐玄彧 

    五年級時我是全臺灣跑來跑去的小孩，而我現在要把我

的回憶寫出來。                  

    四升五的暑假過完後，大概是第三週的假日我們去六福

村玩，那時的我很活潑幾乎每一個遊樂設施我都玩過，而連

假時我們去義大世界，那裡的 VR體驗館真的很酷，真想要把

那個 VR帶回家，那裡還有一個創世巨作，就是「360度巨大

設施」，那個有年紀限制，所以我不能坐，如果可以的話我也

不想坐，因為太可怕了，而在另一個連假中我們去了走馬賴，

那邊不是滑雪居然是滑草，這是我最驚訝的部份，那裡還有

射箭，我 20 箭中中了 3次紅心，真的很好玩。 

    其實在這個暑假我還有去很多地方，但是我無法一一列

出，因為真的很多地方，所以我就從中選出最經典也最多人

的地點寫出來，也把它們比較好玩的設施寫出來~。 

    義大世界、六福村、走馬賴、小人國等都是我去過最好

玩、最有趣的遊樂地點，這些遊樂地點都有自己的特色，別

具意一格，能去這些地方玩真的很開心，也希望以後還可以

趣到那些地方，或其它我還沒趣的地方遊山玩水、樂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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