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遊記

三年一班

方奕旻

趁著寒假連續假期，我們全家安排了一趟旅遊，去了台

三年級

北美術館、野柳地質公園和海洋科技博物館。
一進入台北美術館大廳，立刻感受到與外面熱鬧街道不
同的寧靜氣氛。裡面有許多的藝術創作讓我大開眼界，其中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由藝術家利用機械零件創作出的動力藝
術。
野柳地質公園是一
個非常特別的景點，海
岸邊的岩石經過長久的
風化及海水侵蝕，形成
多樣的特殊景觀。我發
現這裡的環境很乾淨，

109 年 4 月

發行單位：新竹縣新豐鄉山崎國民小學
發行人： 鄭陳宏
總編輯： 葉建明
編輯群： 葉育綸 蔡美子 楊柳洲 殷家歆

閱讀分享~聰明學習靠運動
校長 鄭陳宏
#本文摘錄自 野人文化出版「聰明學習靠運動」
作者 約翰・瑞提醫師 John J. Ratey, MD

我們應該要發揮公德
心，讓這麼好的景點可

☆ 疑問：為什麼有人功課好？體育也好？即使經歷挫折，

以一直給人欣賞與讚嘆。
海洋科技博物館的 3D 影片，帶給我身歷其境的感受，
也讓我了解到海洋裡的生命正因為人類的破壞及汙染遭受
到空前的危機，我們應該要從現在開始好好愛護海洋。

依然樂觀進取？
一、運動讓你成績好
・依據相關研究發現：運動後學習字彙的效率比運動前還要

這次的旅遊內容包含了藝術、自然和環保，收穫滿滿的
我已經開始期待下一次的旅遊了呢！

快 20%。
・身體活動能觸發一系列促使腦細胞產生連結的生物變
化；大腦要學習，這些連結就必須存在。

印象深刻的草莓之旅

・運動能對記憶、專注力和教室行為產生正面的效果；體能

三年二班

粘育慈

上個星期日的一大早，大家興奮不已的要去苗栗大湖。
當天風和日麗，許多人不約而同地去採草莓，在路上我看到
一片片紅綠相間的草莓田，許多遊客穿梭在田中，好熱鬧哇!
到達目的地時，大家都等不及要採草莓了。開始採草莓
時，我的動作小心翼翼的，看著鮮嫩欲滴的草莓，讓我直流
口水，所以決定偷吃一顆!吃起來酸酸甜甜的，非常可口，
連小狗也在草莓園內來回走動，彷彿也在尋找可口的草莓。
一顆顆的草莓像紅色
的寶石，在陽光的照耀下更
顯得晶瑩剔透。我一面認真
的穿梭在草莓田中尋找成
熟的草莓，一面開心的品嘗

愈健康，注意力就會愈集中，成績就能愈好。
二、運動讓你更專心
・密集運動不但能改善情緒，也能改善運動能力，而且在停
止運動後，效果至少還能維持 6 週之久。
・武術、體操等動作複雜且需要大量注意力的運動，是鍛鍊
頭腦的好方法，可讓人保持全神貫注。
・運動大概能讓頭腦維持 1 小時或 90 分鐘的平靜和清醒。
三、運動讓你別緊張
・運動可以控制壓力對心理及生理所造成的影響。

新鮮現採的草莓，放眼望
去，看見一大片草莓田，我
聞到了香噴噴的草莓味。
這次採草莓的經驗相當有趣，我了解了種植的辛勞和品嘗
的喜悅，如果有機會希望和家人再一起踩草莓。

・把運動融入生活中，它能激發我們的自信心並提供與人接
觸的機會，有更熱絡的社交活動。
・壓力愈大時，你的身體愈需要動，大腦才能運轉得更順暢。
四、讓運動成為一生的習慣

印象深刻的小人國之旅

・規律性和肢體運動能讓大腦

三年二班 鍾秉霖

在我六歲生日的時候，爸爸決定帶全家去小人國遊玩，
當我聽到這個好消息，就高興的手舞足蹈，迫不及待的準備
著，甚至睡覺的時候也夢見我在小人國玩樂的畫面呢。隔天
全家帶著興奮不已的心情出發了。

忙碌起來，戒除壞習慣。
・運動能重新設定大腦迴路，避
開成癮模式，遏止不必要的渴
望。
・運動可以讓人恢復平靜，化解
伴隨賀爾蒙變化而來的敵意。

當我踏進小人國的第一步，就是坐上園區火車，一路上
我欣賞著很多從未看過的花草植物，才剛到就能聽見開心的
笑聲以及恐怖的尖叫聲。我們首先乘坐摩天輪，當轉到最高
點的時候，我居高臨下的欣賞著一望無際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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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去玩礦車，玩法雖然簡單，卻很費力，我好不
容易才跑完一圈呢!大家都還來不及休息便趕去水樂園，那
裡有各式各樣的障礙物，要左右閃、要跳躍，真的是很特別

牠，但是，一旦決定要養就要好好照顧牠，因為我們就是牠
的全世界。所以，我會全心全意的愛橘子，讓牠在我們家過
著幸福的生活。

的體驗。
那次的旅遊實在太精采了，要不是因為時間不早了，不
然我還可以一玩再玩，但也只能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向小人
國道別。

難忘的九芎湖之旅

三年四班

陳沅凱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我們家養的紅貴賓狗，牠已經十歲
了，是我從小到大的玩伴，牠的名字叫樂樂。
樂樂的個子很小，但嗓門卻很大，每次看到陌生人都會
汪汪大叫。牠全身不只是毛茸茸的，捲捲的狗毛還呈現美麗

一大早，氣溫漸漸回升，媽媽說要帶我和弟弟去九芎湖
逛逛走走，我們非常興奮也非常期待這次的出遊，於是以飛
快的速度整理物品，準備出門！
一路上搖搖晃晃的不知過了多久，突然看到車窗外
綠油油的樹木映入眼簾，道路的兩旁也有許多攤販正在叫賣
著，有賣地瓜的、有賣玉米的，也有賣各種水果的，每位老
闆看起來都好忙碌也好享受自己的工作，這時候媽媽說：
「九
芎湖已經到了喔！」
位於新竹縣照門里的九芎湖原本是個非常僻靜、默默無

的咖啡色；更神奇的是，每次看見樂樂都覺得牠在對我微
笑，那就是牠最可愛的地方。另外，樂樂睡覺的樣子很有趣，
牠會把自己捲成一個圓形，一邊睡覺一邊打呼，真的好可
愛！
平常我喜歡和樂樂一起跑步，我
跑在前面，牠在後面汪汪叫的追著
我，我們總是玩得十分開心。在寒冷
的冬天裡，抱著樂樂看電視最舒服
了，這時候我會幫牠梳毛，牠會安靜
的在我腿上睡覺。有時候樂樂挑食不
吃飼料，我就會耐心的一顆一顆餵牠

聞的山區，但是經過社區改造之後，使九芎湖地區成為一個
農業與觀光兼具的休憩園區，園區內有登山步道、農家餐
廳、還有鴛鴦池可以賞魚。當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們
品嚐了軟嫩 Q 彈的粄條及沿路上好吃的地瓜薯條，還有喝了
美味香濃的杏仁茶，這真的是一大享受啊！
美好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很快的又到了傍晚時
刻也是該回家的時間。親
近大自然的這天，讓我遠
離了手機、電視的誘惑，
換來了更多大自然的洗
禮，還有滿滿的農產品及

吃，這時牠也會勉為其難的乖乖吃完。這就是我們家既淘氣
又可愛的小樂樂！
小狗是最忠心的動物，他們總是一心一意的跟隨著主
人。樂樂從小陪伴著我長大，是我最喜歡的寶貝，我會永遠
疼愛牠、保護牠。

美好的回憶，下次我還想
再來！

我最喜歡的動物

三年三班

范哲豪

武陵農場三日遊

三年四班 徐守慷

在我出生前，家裡就養了一隻貓咪，牠有著一身雪白的
毛，非常漂亮，我們一起度過許多快樂的時光，全家人都很
愛牠。可是，當我們一天天長大，牠卻一天天老去，最後離
開我們，去了天堂，我非常想念牠。

寒假我們原本計畫去日本玩雪，後來卻因為新冠病毒的
關係，為了安全只好取消出國，雖然我和弟弟打雪仗的美夢
破滅了，但爸媽決定帶我們到另一個地方旅遊-----武陵農
場。
到武陵農場的路既遙遠又彎曲，途中我和弟弟不知睡睡
醒醒了多少次，只記得我們路上在宜蘭休息，那時還和弟弟
一起吃著香氣四溢的羊肉麵，滑嫩的羊肉片入口即化，至今

後來，我們領養了另一隻貓
咪，因為牠全身披著橘色斑紋的毛
皮，所以我們幫牠取名為「橘子」
。
橘子有著圓滾滾的大眼睛和豎得
高高的長尾巴。牠的個性很親人，
每天都喜歡在我身旁打轉，一邊看
著我，一邊喵喵叫，彷彿像小妹妹
般在對我撒嬌。
每天放學回家，橘子總是會先在門口喵喵叫的迎接我，
接著便到餐碗前等我餵牠吃晚餐。晚上我們會一起坐在沙發
上看書或看電視，牠總是緊緊的依偎著我，或是柔順的趴在

令我回味無窮呢！吃完午餐後我們休息一下就繼續趕路
了，後來終於到達了目的地。下車後美麗的山櫻花立刻吸引
我的目光，雖然媽媽說：「這裡的花有些凍傷了。」 但是，
櫻花散發著淡淡的迷人香氣，讓我們忍不住多吸幾口呢！後
來到了我們住的地方，房間佈置得很優雅，讓人一看就有放
鬆的感覺，浴室裡的浴缸也超大的，感覺可以好好泡個澡，
躺在裡面了。
隔天吃完早餐後，我們就開車到雪山登山口，在那裡有
一棟木屋，它的影子倒映在水池中像一幅美麗的油畫，我們
就在這裡拍照留念。此外我們還看到獼猴從木屋的屋頂，跳
到旁邊的櫻花樹上，快速俐落的身手，讓我也忍不住拿起相

我腿上。當牠呼呼大睡時，我就會輕輕撫抹牠毛茸茸的背，
感覺好溫馨。
媽媽說：希望橘子可以陪伴我和哥哥到長大。我也希望
橘子能健健康康、無憂無慮的生活。喜歡小動物不一定要養

機趕拍下獼猴可愛的身影。
雖然這次我們沒有去日本玩，但是能到山上呼吸新鮮空
氣和欣賞美麗的櫻花，也是寒假當中一次難忘的旅遊經驗。

我最喜歡的動物

三年三班 馬巧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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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遊記

三年五班

愛就是

劉芸瑄

三年七班 朴戎琳

愛就是每天可以吃到外婆用愛做的早餐。
今天一大早我和家人準備一起去泰國，我很開心，因為

愛就是外公每天開車接送我上下課。

這是我第一次去泰國玩！我們打包了一大包的行李去桃園
機場，機場到處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搭上了飛機，飛機上的
服務員都對我們很親切，到泰國飛機場的時候，我覺得泰國
的飛機場好大喔！
到泰國的時候，旅行團正在等著我們，我以為領隊只會
說泰文，原來也會說越文、中文，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是晚上
了，所以我們先去餐廳吃飯，接著去飯店休息。
第二天早上我們去蛇博物館參觀，那邊的老闆給我們準
備了表演，我覺得老闆根本就是在玩蛇，因為媽媽很怕蛇，
所以看到蛇就馬上躲在我背後。看完蛇後，我們就去買了蛇
做成的藥，聽說那藥治感冒很有效，所以爸爸買了一大堆。

愛就是舅媽去菜市場的時候，
她一定會買我喜歡吃的食物。
愛就是舅舅會擔心我的學習狀況，
他總是在一旁鼓勵我要加油。
愛就是在韓國工作的爸爸，
他忍著想我的心，
每天努力工作賺錢給我讀書。
愛就是媽媽每天陪伴我一起學習和成長。

接著我們去爬山，爬到一半時，媽媽又遇到一條黑色的
蛇，她嚇得差點就要跌倒，立刻拔腿就跑！我覺得媽媽今天
的運氣沒有很好。
然後我們一起去珍珠博物館，媽媽說那邊的珍珠是從海
底挖出來的，我覺得太美了，所以我就買了一條手鍊，媽媽
說：「如果妳把手鍊用壞，我就打妳！」可是過了不久，我
就把手鍊用壞了……。
旅行結束後，我們搭飛機回臺灣，我有點捨不得在泰國
的經歷，不過讓我高興的事情是我的胃口變好了！

愛就是每當我緊張或焦慮的時候，

假如我是一棵樹

三年六班

羅璿丞

老師會用她溫暖的雙手給我力量。
愛就是當我難過的時候，
同學會拿糖果或餅乾給我吃，

假如我是一棵樹，
我生長在偏遠的鄉下，
我被這個空氣新鮮又安靜的地方給迷上了！
我看到小孩子每天開心的樣子，
我的心也跟著開心了起來！
可是，
現在我發現，
人類的科技越來越進步，

讓我快速忘記不開心的事情。
愛就是導護志工和警衛叔叔保護我上下課的安全，
讓我可以在學校快樂的學習。
愛就是太陽提供我們光和熱。
它讓我們可以清楚看見藍藍的天和白白的雲，
也可以讓我們感受到四季的變化。

但新鮮的空氣卻一天一天地被汙染，
人口也漸漸變多，

我愛我的家人、學校和這個美妙的世界。

我好難受！

我真的好想想跟人類說……
地球只有一個，
請愛惜我們共有的地球，
讓我們的樹子樹孫也能健健康康的長大！
謝謝你們！

愛就是

三年七班

周恩琳

愛就是每天晚上的時候，
爸爸唸《西遊記》的故事給我聽。
愛就是接近晚上的時候，
婆婆七十幾歲了，但是還幫大家做了一桌豐盛的晚餐。
愛就是每次月考前，
爸爸總是會幫我準備一大堆的考卷讓我練習。
愛就是在學校沒帶筆時，同學都會借筆給我。
愛就是學校的廚房阿姨每天費心的為我們準備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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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就是學校輔導室製作一些活動，

我的收藏品

三年八班

莊乃妍

讓學校裡的每位同學都能體驗不同的樂趣。
我有一樣特別的收藏品，是米尼造型的 ATM 存錢筒，它
的大小差不多是一個後背包那麼大，那是前年小阿姨送給我
的生日禮物，當收到禮卷或獎學金，我就會存進裡面，最好
玩的是﹐ATM 存錢筒需要密碼才能夠打開，所以把金錢存在
裡面會讓我感到很安心，我希望趕快將 ATM 存錢筒存滿，到
時候我就是個小富婆了。
我還有許多的 Tomica 小汽車，這
些都是我幼稚園時爸爸買給我的，爸
爸還另外買了一台大的唐老鴨貨櫃
車，可以把小汽車一台台擺放在裡
面，我有 Hello Kitty 車、 星際大戰

愛就是海洋上一波波的海浪，
那美麗的景色，看到就讓人開心。
愛就是大自然的美麗，
走到大自然就能平靜下來，是個靜心的好地方。
愛就是天地給我們的氧氣，
讓很多生物都能存活在這裡。

我的收藏品

車，還有許多迪士尼卡通人物造型汽
車，當想回味時，我就會拿出來重新
欣賞，或是將一台台小汽車堆成高塔，這會讓我覺得很有成
就感。
最後我要介紹的收藏品，是我在美術班畫的一幅圖畫，
這幅畫裡面，我一共畫了六支可愛的小蛇，每一隻小蛇的身
上都有獨特的設計圖案，有的小蛇身上的線條，是幾何圖
形，有的小蛇有各種自然的保護色，這幅畫很珍貴，是我花
了很久的時間才完成的，只要我看到這幅畫，我就會覺得很
滿意。
從小到大，我得到了很多玩具，但是這三樣收藏品我卻

三年八班 李珮菲

我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百寶箱，裡面裝滿著五花八門
的收藏品，而我不例外。我最喜歡的收藏品就是―「角
落生物娃娃」了，它是同學介紹給我最珍貴的寶物，當我第
一眼看見它那圓圓胖胖的身軀時，就深深吸引我的目光，真
是越看越惹人愛呢！
在各種角落
生物玩偶裡，我最
喜歡的是「小兔子
娃娃」，它有一對
尖尖的長耳朵，一
雙會對著我微笑
地又大又圓的眼
睛，而毛茸茸的身體，摸起來極其 柔軟滑順，超萌模樣 真
是讓我愛不釋手啊！今年的生日，爸爸特別買了一隻送給
我，它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無論我開心或難過，他都會陪

特別喜愛，因為它 們給了我滿滿的回憶，也陪著我快樂長
大，我會好好愛惜它們。

伴著我，自從有了它這位問知心好友，我在也不孤單，覺得
自己真是幸福無比。
日積月累的，書櫃上的小兔子娃娃開始從一隻變兩隻、
又變五隻……，每個表情逗趣，增添了我生活上無窮的樂
趣。若有人問我，為什麼這麼喜歡角落生物呢？我一定毫不
遲疑的說：「當然！因為它圓圓胖胖的呆萌樣讓人為之瘋狂
啊！」就這樣，角落生物娃娃變成了我
最喜歡的收藏品。
我的收藏品格雖然不是很高，在別人眼裡也可能微不足
道，但是他們對我而言，卻滿載了爸爸對我的愛，是具有「專
屬回憶價值」的寶藏，陪伴我度過了歡樂的童年時光。

到了在睡覺的老虎、獅
子和吃午餐的台灣黑
熊。接著，我們坐上蒸
汽火車，瀏覽白犀牛、
斑馬、羚羊……等多種動物。尤其不用走得滿頭大汗就能看
到很多非洲動物，真開心！
接下來，我們要去挑戰令人頭皮發麻的「大海嘯」，當
我坐下位子扣上安全帶時，我就開始緊張了，服務人員按下
開始鈕後，座位開始旋轉起來，突然升上最高處再來個翻
轉。頓時，嚇得我魂飛魄散，尖叫聲連連，實在太刺激了！
雖然轉得眼冒金星，但是我們接著挑戰「海盜船」
。開始時，

新年遊記

三年九班 鍾岢霓

這一次的過年，爸媽帶我們去六福村。我跟弟弟興奮的
討論要玩什麼?正當我們開心討論時，爸爸的車子也停好
了，我們興致勃勃的背起背包，跑向大門，準備大玩特玩。
首先，我們看到了最愛擁抱取暖的「狐獴」，看得我都
想抱抱牠們。走著走著
到了動物區，爸爸帶我
們去坐猛獸巴士，我看

我們被拋向空中，然後又急速地往地面墜落，這時感覺心臟
就要跳出來了，我跟爸爸手舉高大呼過癮。
雖然玩過五花八門的設施，但我們意猶未盡、樂此不
疲，爸爸決定再讓我們玩最後一項設施「急流泛舟」。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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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開開心心的在船上聊著天，在河流上轉來轉去，正當我們
放鬆心情時，河裡「轟」一聲濺起大水花，全家人都被淋成
落湯雞，大家互看一眼大笑了起來，直呼太好玩了！

新年新希望

三年十班

邱語漩

「炮竹一聲除舊歲」我們歡欣地迎接新的一年到來。
新的一年我的第一個新年新希望是我的學業進步。因為
這次的期末考成績比以前進步。爸爸、媽媽也覺得我很努

太陽西下，天色漸漸暗了，我們拖著疲累的身軀回家
了。在車上我和弟弟聊著自己喜歡的設施，爸爸見我們一副
依依不捨的樣子，就承諾還會帶我們來玩，我好期待那一天
可以快點到來。

力，進步很多。我也希望新的一年成績可以越來越好。
第二個新年希望是奶奶可以長命百歲、陪我長大。從
小就是奶奶照顧我、陪著我，我也想陪奶奶久一點，因為我
最愛的人就是奶奶了。
第三個新年新希望是爸爸、媽媽工作順利，每天都可

心情日記–謝謝你們

以開開心心的回家，只要爸爸、媽媽開心，我就更開心。

三年十班 黃立愷

新的一年，希望我的願望都能一一實現。

臺灣從一月底新冠肺炎疫情延燒到現在。政府官員制定
政策、醫護人員冒著被傳染的風險，照顧生病的病人。郵差
伯伯除了送信還要運送口罩，清潔人員定時消毒，維護環境
清潔。藥師除了調劑藥品還要賣口罩。口罩國家隊的叔叔、
伯伯們，不眠不休快速的設計、組裝口罩生產線。每天早上
在校門口幫我們量體溫的志工阿姨們……感謝這些為我們
付出的人，讓新冠肺炎疫情在臺灣能穩定下來。謝謝你們，
有你們真好！
我們應該勤洗手、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減少出入公
共場所，保護自己，不要增加防疫人員的負擔。

新年新希望

三年十班

王雨沛

牆上的日曆一天一天變少，冬天就要過了，新的一年即
將到來。大家以歡喜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我有三個願望。第一個願望是我的爸爸、媽
媽、阿嬤和阿公能健康平安，媽媽永遠青春美麗，爸爸永遠
工作順利，阿嬤和阿公每天快快樂樂過日子。第二個願望是
弟弟上課要專心，不要亂跑，乖一點、懂事一點，不要讓爸
爸、媽媽生氣。第三個願望是希望我的成績可以更進步。所
以我要更認真、更努力學習。上課要專心聽講，回家要複習
功課，如果有不懂的地方要馬上問老師或同學。
古人說：「一年之計在於春。」我要好好保握這一年的
開始，立下目標。時時提醒自己，努力實現它。期待自己在
各方面可以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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