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大羊吃草時都爬到圍牆上，好像要爬出來一樣，所以我
只餵可愛的小羊。很快到了中午，園區的阿姨和叔叔端出香
噴噴的滷肉飯和熱熱的貢丸湯，大家都餓了，吃得津津有

三年級

味。吃完飯就是我們的自由時間，大家隨意的在園區逛逛，
看看小兔子和烏龜等小動物。第四個活動是我們去三合院那
邊參觀，那裏有許多童玩，有陀螺和滾輪子還有踩高蹺，大
家覺得既新奇也玩得很開心。第五個活動是我們去做「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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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教育專欄~共勉做個有品的人

瓶 ，我的瓶子裡放了細沙、水蘊草和三隻小蝦子，看著瓶
子裡的蝦子自由自在的游著，覺得好幸福啊!
這次校外教學，我覺得裡面覺得最好玩的活動是搗麻
糬，因為搗麻糬的過程大家都使出吃奶的力氣，而且大家發
揮了團結合作的精神，自己搗出來的麻糬就是不一樣，分外
好吃。今天真是讓人難忘的一天。

校長 鄭陳宏

近幾年來的教育改革，仍比較強調教學成果與學科成
績，卻仍忽略生活與品格教育。品格，才是做人的根本、出
社會後的重要競爭力。而父母及師長，就是啟蒙孩子品格的
最大推手。
「品格」的意義是什麼呢？簡單的說就是一個人所具備

校園角落

三年一班

吳宇晴

在山崎國小的校園裡有許多美麗的角落，例如:許多人
愛去打籃球的操場、有許多藏書的圖書館、有許多小魚的前
門水池，以及讓人學習知識的教室。你覺得校園最美的角落
是哪裡呢？
我覺得校園最美的角落是資源班和一年級教室之間的
空地。這個空地雖然沒有遊樂設施，但是有好幾棵大樹，在
樹蔭下，風兒微微吹著，偶爾還能聽到小鳥吱吱的唱歌，我
常在下課時，找好朋友一起去那裏玩紅綠燈和牆壁鬼等遊
戲。
在這個角落可以玩很多遊戲，還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
可以盡情地笑著、跑著，放鬆心情，真是太美好了。我希望
大家都能在校園裡找到自己心目中最美的角落，為自己創造

的態度，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如果有好的品格就是邁向成功
的墊腳石；如果是壞的品格則會是步入失敗的絆腳石。好的
「品格」是什麼呢？重點指的就是能孝順父母、能友愛兄弟
姊妹、能和同學和睦相處、能做人誠信尊重、能欣賞他人的
優點、能有禮貌、能守秩序、能愛整潔、能勤儉謙恭、能負
責關懷、能感恩惜福…，也就是個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的人，就是具備有好品格的人，也就是個有品的人！
有品的人，具有正向的良善力量；相反的，無品的人，
負向的能量將阻斷任何可能成功的機會。觀念決定行為，態
度決定高度，同時也決定了你的成就大小！品格力量大，讓
我們一起共勉做個有品的人，社會才會更進步祥和！

最美的回憶。

活力健康農場一日遊

校外教學

三年一班

三年二班

朱憶雯

十一月十九日是山崎國小三年級戶外教學日，因為太興
奮了，所以我前一天晚上都睡不著。第二天早上，我滿懷期
待的走進教室，我看到桌上有美味的麵包和好喝的蘋果汁，
同學的心情都跟我一樣雀躍不已。
到了活力健康農場，我們先搗麻糬。我們這一組的同
學，大家同心協力，用接力賽的方式完成。大家都非常辛苦，
內心卻很開心。到了享用好吃的麻糬時，大家的動作都很
快，夾起麻糬，高興地吃了起來，我差一點就吃不到呢！第
二個活動是走迷宮。迷宮很大，我走得暈頭轉向，幸好我不

張語桐

今天是校外教學的日子，昨天晚上我把校外教學要用的
東西都準備好了，才安心上床睡覺。今天早上我很早就起床
了，因為我怕遲到，錯過了集合的時間坐不到遊覽車，所以
趕快背上背包，拿了早餐匆匆忙忙的跑出家門。到了學校，
我看到同學們都歡歡喜喜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相互聊天。
到了八點，我聽到廣播叫三年級的同學到樓下集合，全
班都興奮的大叫。帶領我們的工作人員有漂亮的導遊姐姐，
還有帥氣的導遊哥哥，上了遊覽車坐了半個多小時才到「活
力健康農場」。第一站我們分組做搗麻糬，在每個人都搗得
手痠的不行時，園區的工作人員終於喊開動，吃到一口自己
搗得麻糬，覺得特別美味，手也覺得不那麼痠了。第二站我
們去走「植物迷宮」，我走了好多好多死路，我差點以為自
己會迷路走不出去了。第三個活動是我們去餵小羊，工作人
員給每人一根牧草，讓大家餵羊兒吃，我覺得大羊很可怕，

放棄，認真找出路，最後還是走了出來，這時我發現有很多
人都已經在出口了。
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已經到午餐時間。我們吃的是
香噴噴的滷肉飯和好喝的丸子湯，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終
於到我們最喜歡的自由活動時間。我和同學一起去採高蹺，
我們互相比賽看誰能順利走比較遠，非常有趣。最後一個活
動是做生態瓶。在指導老師的引導下，大家在玻璃瓶中加入
沙子、水、蝦子和海草，一個神奇的生態瓶就大功告成了。
小蝦子在透明的玻璃瓶中游去游去，可愛的模樣，讓我看得
目不轉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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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校外教學，我有許多的親身體驗機會，學到很多
知識，讓我滿載而歸。期待下一次的校外教學活動很快到
來，我可以有更多有趣的新發現。

我喜歡的校園角落

三年二班

難忘的校外教學

們一早集合完畢就開心的坐上遊覽車前往目的地。
我們在活力迷宮裡，看到了由積木堆起來又高又大的機
器人，大家都發出驚呼聲，非常的興奮。老師請小童姊姊幫
全班在迷宮前拍一張大合照。接著由阿福哥哥介紹活力迷宮
內不同的植物和迷宮的出口，聽完了阿福哥哥的介紹後，我
們在迷宮內探險，在探索的過程中徐旭承本來已經快要走到
出口了，沒想到他突然搞不清楚方向，又往回跑，老師只好
叫班長進入迷宮帶他走出迷宮。
老師還帶著我們參觀三合院。在三合院的廣場上有陀
螺、高蹺和鐵圈，老師仔細的介紹這三項傳統童玩並示範使
用方式後，讓大家一個個試玩，接著老師還帶著全班一起去
雜貨店買東西，裡面竟然有賣古早的玩具，真是有趣呀！
這次的校外教學不但使我長知識，對我來說也是一趟難

陳冠全

聊天，真是快樂呢！
我希望山崎的小朋友和來這邊運動遊玩的人，能愛護這
個操場，不要亂丟垃圾，珍惜操場的設備，讓這個操場一直
保留著它的美。

忘又快樂的成長之旅。

我們這一班
三年三班

江承祐

升上三年級的第一次校外教學地點是活力健康農場。我

我的學校是新豐鄉的山崎國小。校園裡有許多美麗的花
朵，操場上有紅綠相間的跑道，還有高大的樹木。在這漂亮
的校園中，我最喜歡的角落是操場。
我最喜歡的校園角落是操場。在下課時，有許多小朋友
會到操場玩耍，當他們玩累了，可以到附近的樹蔭下乘涼。
這裡永遠都充滿歡笑聲，我喜歡這種熱鬧的氣氛。我也會在
下課時，和班上的好朋友在籃球場上打籃球。看著籃球一下
子落地，一下子在空中轉動，我的心情也跟著上上下下，很
有趣呢！在假日，我會邀請家人到操場這兒運動，全家開開
心心做自己喜歡的運動。爸爸陪我在籃球場打籃球，媽媽在
跑道上跑步。運動完，大家會在操場上找個地方喝喝水、聊

難忘的校外教學

三年三班

徐旭承

三年四班

林栯暘

說到我們這一班，就會想到熱情活潑，因為下課時我們
總是成群結隊帶著籃球衝向操場，上課時我們也踴躍發言，
此外我們班的人也很愛看書，讓教室時時充滿書香氣息。
我們班有一位很聰明的人，名字叫陳沁，他就像貓頭鷹
博士一樣，什麼問題都考不倒他，他的專長是讀書，成績總
是名列前茅，因此他是老師最放心的學生。體育也是他的強
項，踢足球時傳接得很好，而且跑步跑得快，所以被體育老
師選入大隊接力，我要好好向他學習。
接著我要介紹黎子豪，他就像一隻花豹，因為他也是我

這次戶外教學我們全三年級都要去活力健康農場，出發
的前一天，我甚至興奮到睡不著覺，但最後還是有睡著，不
然當天可能真的會累到無法玩得盡興。
到了目的地後，我們先去搗麻糬，分組一人搗 10 下，
每個人出一點力，麻糬很快就搗好了，我想，這就是所謂的
團結力量大吧！搗完麻糬我們就開心地將它吃完了，果然自
己搗的麻糬最好吃！
之後，我們去玩迷宮，可是我怎麼走都走不出去，幸好
同學來救我了，不然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呀！接著還去
觀察昆蟲，才知道原來世界上最大的蝴蝶叫做亞歷山大鳳
蝶。
我們也自己動手做了生態瓶，在瓶中放入沙、水草和蝦
子就完成了，看著蝦子自由自在的在水裡游呀游，真是可
愛。我們還玩了許多童玩，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打陀螺，
我試了很多次都打不起來，回家後我一定要再好好練習！
這次校外教學實在太好玩了，玩到我都不想回家，下次
有機會我還要叫爸爸帶我、媽媽和弟弟再來一次活力健康農
場。

認為擅長跑步的同學，下課時我們會一起打球，因為共同的
興趣，所以我們常玩有關跑步、打球的遊戲。
在班上同學之間雖然難免會吵架，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在
衝突中學習如何好好的溝通，也希望我們在錯誤中記取教
訓，能更懂事。期待我們接下來的日子裡可以一起創造三年
四班專屬的喜、怒、哀、樂，成為我們成長中最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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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掃時間

三年五班

何彥寬

我們都希望周圍的環境乾淨又整潔，而這樣的環境要從
哪來呢?當然是我們勤奮的雙手啊！每天早自習和第三節下
課，全班要做打掃工作，打掃是為了讓教室和校園乾淨，我
從打掃中學到了要吃苦耐勞的把事情做好，在我的班上打掃
工作有分內掃和外掃區，除了打地要認真外，老師還提醒同
學打掃時不能玩耍，不可將把掃把變成「金箍棒」。
每天去掃外區的時候，我們就像勤做工的螞蟻，因為我
們的外掃區有無患子等木本植物落葉和楊桃的果實，如果落
葉特別多，我們就必須花更多的時間和力氣把這些樹枝、樹
葉收集起來，送到樹葉回收區，另外，如果有人造垃圾，像
是塑膠袋、回收物， 就要把它帶回教室處理。
而每天只要是 10 分鐘或 20 分鐘下課，就是我們清掃教
室的時間，每次時間一到，首先我會拿著專屬的掃把和畚
斗，接著用掃把將垃圾掃進小畚斗中，如果遇到同學的書包

難忘的校外教學

黎沛彤

這次的校外教學是去「桃園活力農場」，一早我踩著輕
快的腳步來到學校，看到同學們每一個人的臉上掛著開心的

或物品掉落在地上，我會提醒他們，掃完後我會等老師檢
查，檢查通過後就完成了一件打掃工作。
「環境整潔，人人有責」因此班上每一位同學都被分配
到一項打掃工作，在全班努力下已經拿到幾面錦旗，這是對
我們辛勞工作的肯定，我覺得很開心，希望這個榮譽可以保
持下去。

我們這一班

三年七班

笑容，不一會，我們就準備排隊上車，前往目的地。
上車坐好後，有一位大哥哥向大家介紹自己，原來他是
我們的領隊「包子哥哥」，他自我介紹，因為他的肚子圓滾
滾就像包子一樣，所以大家都才會叫他他「包子」。大家聽
了都哈哈大笑。一路上，包子哥哥向我們介紹沿途風景我們
看到了漂亮的紫色仙草花，也看到一群群在田裡快樂覓食的
白鷺鷥。
抵達活力農場後，我們就開始一連串有趣的活動，有體
驗搗麻糬，還參觀昆蟲館，欣賞了美麗的蝴蝶標本。用完午
餐後，大家還一起去餵鴿子、魚跟兔子，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是餵羊，因為牠咬得很用力，好像跟我在玩拔河一樣。真是
有趣極了。
一天忙碌又充實的校外教學結束了，我依依不捨的離開
農場。在回程的路上，同學們有的累得睡著了，有的還是很
有精神，七嘴八舌聊著天，大家都帶著愉快的心情踏上歸
途，也期待下一次的校外教學趕快到來。

三年六班 林彥呈

我們這一班就像一棵大榕樹上的一群小麻雀，每天吱吱
喳喳吵個不停，總是活力十足，常常讓我們班的科任老師氣
得火冒三丈，希望大家可以互相提醒，上課不聊天，不然老
師一直生氣，會老得很快。
在我們班，我特別想介紹的是劉○浩，他的專長是打籃
球，同時他也有參加籃球校隊和大隊接力，他跟我一樣跑步
都很快，在班上，我跑第一，他就是第二，我們兩個就像閃
電俠一樣，每一次都可以飛快的跑到終點；但是，在打籃球
方面，我可就沒有他那麼強了，因為他每天都去籃球隊練

我的學校

三年七班

賴泓立

我的學校是山崎國小，位於新竹縣 新豐鄉。聽名字覺
得是在偏遠的山區，其實學校在新豐火車站附近，交通非常
方便。學校規模大，是間乾淨又優美學校。
一進入校園大門，就能看到一個小池塘，有幾隻小魚在
水裡優游自在的游著，再往前走，是一個寬闊又美麗的大操
場，也是我和同學下課最喜歡去的地方。接著就是我們教

球，所以球技一直在進步，每次投籃時都超級神準，讓我佩
服不已，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變得跟他一樣強！
接下來，我想介紹的是余○○，一講到他，沒有人不知
道他是班上最不乖的同學，讓老師最頭痛的也就是他了，每
天都會聽到老師在提醒他認真完成作業的聲音，我也希望他
在上課的時候能安靜一點，不然會干擾到其他同學的學習。
在中年級，我很高興來到這一班，身邊有許多好同學陪
我打球、玩遊戲，我們一起學習新知、一起成長，雖然有時
候很吵鬧，但也因為這樣，所以我們班是一個非常活潑的班
級，希望大家都能更認真的在師長們的教導下一起快樂的學
習，一起突飛猛進，成為最棒的三年六班！

室，樓下還有一座小操場，是低年級學生玩耍的好地方。
在山崎國小的生活既豐富又精采， 然而令我印象深刻
的莫過於每年學校所舉辦的「跳蚤市場」活動，看著各個同
學販賣各式各樣的物品，真是有趣！還有每年的運動會，也
讓我非常期待各年級出場的裝扮，每每都讓人印象深刻。
山崎國小的環境美麗又舒適，這裡有我敬愛的老師和喜
歡的同學，我們在這裡快樂的學習和玩耍，這是一個充滿愛
與希望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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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校外教學

三年八班

兔子。時光飛逝，一下子就到我們要回學校的時間了，我們
只好依依不捨地向農場揮手說再見。
我覺得這次的校外教學有趣又好玩，還讓我學到許多知

江可薇

昨天我們全班一起去了桃園市新屋區的「活力健康農
場」。
我們到了目的地後，下了車走一小段路後，便看到了一
大片綠油油的稻田，而稻田中摻雜許多色彩繽紛的小花。首
先我們先到「昆蟲館」，由導覽員帶領我們並解說蝴蝶的成
長過程，我才了解原來是這麼奇妙呀！
後來，我們又來到了古色古香的三合院。在庭園中，我
們打著陀螺，踩著高蹺，玩著鐵圈。除了玩耍外，我們還體
驗了「搗麻糬」以及自己動手製作「生態瓶」的樂趣，大家
都玩得不亦樂乎。
快樂的時光總是短暫，這趟豐富﹑生動的活動，讓我留
下美好的印象，也帶著滿滿的回憶回家。

難忘的校外教學

三年八班

識，希望我下次能和家人一起來這裡玩，製造更多快樂的回
憶。

難忘的校外教學

楊昊升

同學在迷宮內轉圈圈，好不容易才走出迷宮。
接下來，我們還做了其他活動，有搗麻糬、餵可愛動物
吃草和玩童玩，最後是製作生態瓶。我們跟著劉叔叔的說
明，在玻璃瓶中放入沙子、水、蝦子和水草，一個神奇的生
態瓶就完成了！每位同學都小心翼翼的保護自己親手做的
生態瓶，因為小蝦子太可愛了！大家都忍不住不停的看著
牠。
這次的活動真是又好玩又有收穫，還有許多新的體驗，
相信每位同學都跟我一樣希望有機會再一次拜訪｢活力健康
農場」。

偉哉山崎

啊！自己搗出來的麻糬總是最好吃！
吃完後，接下來的活動是做「生態瓶」。首先，先把一
些沙裝進杯子裡，再用水來洗沙。接著是裝蝦子，最後才是
裝海草。我覺得非常特別，因為我竟然可以養小蝦子，希望
牠可以一直活下去。最後，來到我們期待的「走迷宮」了。
我們班很多人都走到死路，但是我不一樣，我竟然順利的走
到終點，非常有成就感。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校外教學一轉眼就結束
了。今天玩得很開心，也收穫滿滿，學到了很多知識，希望
下次還有機會去那裏玩。

三年九班

徐智萱

這學期校外教學的地點是活力健康農場，因為沒有人去
過，所以大家都既興奮又期待。
到達農場的第一個活動是走迷宮，它的圍牆是用植物圍
成的，雖然看起來很簡單，但實際去走卻很難走到終點。我
在迷宮裡繞來繞去，走到迷宮中心點時，我看到了一個機器
人。一開始我以為是用鐵做的機器人，但走近一看，原來那
個機器人不是用鐵做的，而是用五顏六色的籃子疊成的真是
令人驚訝！我正準備要找出口時，卻又迷失了方向，我就跟

這學期的校外教學活動，是去位於桃園市新屋區的「活
力健康農場」，我們才剛到不久，導覽員蝴蝶姐姐早已在門
口迎接我們了。我們一下車就看到綠油油的農田，也在裡面
看到五顏六色的花朵，然後，我們就進去裡面展開今天的行
程。
我們第一個活動是參觀昆蟲標本，由蝴蝶姊姊介紹坤昆
蟲給我們聽，也把真實的竹櫛蟲放在我們的手上，我當時非
常害怕，但後來發現其實根本不可怕反而很可愛呢！接下來
我們就去三合院玩高蹺、鐵環﹑陀螺，這三項都很好玩，我
玩到根本不想離開。緊接著而來的是「搗麻糬」，我們分成
三組，都很賣力的在搗，最後終於吃到好吃的麻糬了。果然

難忘的校外教學

三年十班

三年十一班

陳禹彤

我的學校位在台一線旁，鄰近新豐火車站，她的名字叫
做「山崎國小」。山崎國小的規模很大，班級數也很多，她
給了我許多美好的回憶。
山崎國小的校舍是由「感恩樓」
、
「創意樓」和「健康樓」
三棟大樓所組成，我最喜歡在創意樓由上往下眺望，看下去
的景色是多麼美麗、漂亮，我也很喜歡在操場上遊戲、跑步，
度過美好的課餘時間。
山崎國小的生活既豐富又精彩，最令人難忘的是去年的
跳蚤市場，我記得去年和同學一起在走廊上模仿菜市場裡賣
菜的菜販，我也買了許多可愛的文具，那一天真是滿載而歸。
山崎國小提供我幸福、快樂的成長及學習環境，教導我
許多知識，我的一生有山崎國小而更美好！

吳嘉勳

今天我起了一大早，因為今天是我期待已久的校外教學
活動。我們搭上遊覽車，行駛沒多久就來到了桃園市活力健
康農場。
一進入農場就經過活力步道，再來就是緊張又刺激的活
力迷宮了。才剛走進迷宮裡，我就迷失了方向，轉啊轉、繞
啊繞，就是找不到出口，我心裡急得不得了！就在此時，我
看到遠處的導遊大雄叔叔正向著我招手，原來我在不知不覺
中幸運的走出迷宮了。
午餐後，就是我們的快樂時光，有些同學去買冰吃；有
些同學去買飼料餵魚；我則去吊橋上看魚池的生態。池裡有
魚也有鴨，真是熱鬧。接著，我又走到可愛動物區去看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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