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的重要

六年一班

黎建輝

俗話說的好:團結力量大。大家如果都團結合作的話做

六年級

事的效率就會很好，例如:掃地時，如果很多人掃就不用掃
那麼久，所以團結是很重要的。
如果大家一起合作的話，做事的效率就會大增，就像螞
蟻一樣如果一隻螞蟻搬不動的東西，不管再怎麼大，在其他
螞蟻的幫忙下就一定能搬得起來，蜜蜂也一樣會分工合作，
他們會一起築巢、一起採蜜，我們也要學這些動物一起分工
合作，把做事的效率提高，把事情趕快做好。
如果大家都沒有合作的話，就會浪費時間又沒有效率，
在拔河比賽時，大家沒有一起拉，就很容易輸掉比賽，還有
足球比賽也是如過都沒有傳球給隊友，球就很容易被抄走，
如果沒有合作就很容易輸所以大家一定要團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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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山崎七十 作育英才展華

校長 鄭陳宏

回顧校史沿革，設校已屆七十年。民國 39 年正式獨立
為「新竹縣湖口鄉山崎國民學校」；民國 97 年行政區域劃分
為新豐鄉，更名為「新竹縣新豐鄉山崎國民小學」。學校鄰

大家一定要團結
合作，不然做事的效
率就會降低，就會無
法達成目標，所以合
作是很重要的。

近新豐車站及新竹工業區，近年來周邊地區快速發展，這裡
的教育樣貌隨著時空的移轉產生質變與量變，交織多元族群
的文化背景，校風淳樸，教師認真負責，家長熱情善良，孩
子天真敦厚。在校務推展的脈動中，已孕育出眾多的莘莘學
子，如今校友遍佈各地，皆已成為社會上舉足輕重的中堅角
色。
本人因緣接篆山崎的第十七任校長，總念茲在茲的是
「帶好每一個孩子！」有幸在此服務，並與團隊夥伴一起為
山崎的校務發展立下：「培育『創意進取、健康樂活、感恩
關懷』具學習力及競爭力的主人翁」的願景。我們從改善校

夜市美食

園環境開始，從圖書室的改造及運動場的整建，逐步到週邊

六年二班

古丞伶

台灣有各種不同的夜市，當我們走進來這個美食大觀園
後，還會看到各式各樣讓人垂涎三尺的美食，還會聽到各種
叫賣聲。
到了文化路夜市，我最喜歡的就是雞蛋仔和臭豆腐，裡
面有點像麻糬的雞蛋仔，外酥內軟，令人無法抗拒，還有被
炸得酥酥脆脆的的臭豆腐，加上酸酸甜甜又辣辣的泡菜，泡
菜就好像在跟我作對，一吃進口裡，就會被辣到想要喝水，
反覆多次後，我才習慣吃辣的滋味。
繼續往前走，珍珠奶茶攤位大排長龍，我趕緊衝破人
潮，擠到隊伍中。等了好久，終於輪到我了，我點了一杯珍
珠奶茶，看著老闆手中的珍珠，又 Q 又嫩、晶瑩剔透，我的

環境的改善，就是要提供孩子更加有勁的學習空間；再透過
教學活動內涵的改變，規劃多元的社團活動，並致力「閱讀
扎根、品格陶冶、愛動鍊身、環境有序」的策略行動，希望
孩子從中找到自己的優勢亮點。
在時間與空間交會的長廊裡，回首前輩先賢們奠定基石
的篳路藍縷，胼手胝足的過往歲月，我們看到了山崎的蛻變
和成長。特別要感謝歷任校長、會長的薪火相傳，以及社會
賢達的傾力興學；也要感謝所有在學校服務過的師長們及社
區家長們的戮力付出。山崎國民小學作育英才，陶冶學子遍
地展華，我們深信「優秀是教育出來的！」唯有透過教育的

口水不禁流了出來。那香甜甜的奶茶，配上頂級的珍珠，就
成為一杯令人讚不絕口的珍珠奶茶。。
夜市總是有那麼多好吃的食物，只要我們細心品嘗，每
一樣都會很好吃，希望我以後可以去不一樣的夜市，品嘗不
一樣的美食。

力量，才能實現孩子的夢想。
歡欣迎接創校 70 週年生日之際，讓我們以創新展現並
綻放滿校的風華；以溫馨的感恩傳承，讓精采豐富的系列慶
祝活動，呈現山崎國民小學 70 歲的光輝成長。祝福山崎國
小的光芒永遠璀璨，學子個個成大器、成大材。
~~「今日你以山崎為榮；明日山崎將以你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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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美食

如果沒有好好合作，就會變成「三個和尚沒水喝」的下場。
接著要貢獻自己的力量，全心投入，聚沙成塔，一起朝目標
前進。最後，少數服從多數，培養默契，不責怪他人，大家

六年三班 陳曼寧

台灣的夜市有各式各樣的美食，有的讓人印象深刻、念
念不忘；有的毫不起眼，卻美味可口，但不管是哪一種食物，
都是增加夜市熱鬧氣氛的元素。
我曾經去過士林、逢甲、花園、中壢夜市……等，其中
最令我難忘的是士林夜市，這個夜市很特別，地下室就像是
一條美食街，還沒走到地下室就又不同的味道飄散而來，有
大部份人嫌臭的臭豆腐味、海鮮的腥味，也有香甜的水果
味，許許多多無法形容的味道，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人潮，
而琳瑯滿目、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則使人垂涎三尺。
除此之外，在這裡還能享受射氣球的快感、磕磕撞撞的
麻將聲還有讓人玩到會發火的吊酒瓶，有些還可以累積點數
換大娃娃或是抽獎。還有小小孩愛

互相尊重和鼓勵，相信一定可以同心協力達成目標。
俗話說：「人心齊，泰山移。」只要合作，不管任務有
多麼艱難，都能夠迎刃而解並且如期完成。因此，合作是團
體進步的重要關鍵。

玩的撈魚，最令人驚訝的是這個夜
市居然有個小小釣蝦池，讓大人小
孩都愛不釋手，一支竿子只要幾十
元，幸運的人一支可以釣到很多
隻，也有一隻都釣不到就斷掉了，
不管掉到幾隻蝦都可以烤來吃唷!
每個夜市都會有自己獨特的魅
力，有些重視吃的、玩的，來趟夜
市保證讓你滿載而歸。

我心驚膽跳。
想到它，
我睡不著覺。
若是看到成績才後悔莫及，
回家還得聽見媽媽的嘆息。
所以唯有好好複習，
才有辦法正面迎擊，
只待月考考完就能好好休息。

童詩創作-考試

六年四班

劉珈辰

學校大大小小的考試，
小考考得我措手不及，
大考考得我避之唯恐不及。
想到它，

童詩創作-我們這一家
合作的重要

六年五班

爸爸是隻疲累的狗，

梁詠涵

常常趴在沙發上動也不動，
只有吃東西時，
才勉為其難動一下。

俗話說得好：「團結就是力量。」能與別人合作就能發
揮最大的效率，達到最完美的境界，進而完成目標。相反的
「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
因為他們不能合作，沒有人要去抬水，所以沒水喝。因此，
不能與人合作，會使事情失敗，一事無成。
在準備合唱比賽、樂團合奏時，就必須與他人合作，才
能呈現天衣無縫最完美的演出。相反的，若是不與他人合
作，合唱團無法發出和諧的美聲，樂團的演出不成曲調；在
製作海報、蓋建築物時，就必須與他人合作，才能有效率的
完成目標。相反的，若是不與他人合作，就會浪費時間，不

媽媽是隻勤勞的蜜蜂，
雖然身材嬌小，
卻精力旺盛，
像陀螺一樣，
每天忙個不停。
妹妹是隻袋鼠寶寶，

能在時間內完成工作；在參加足球比賽，大隊接力時，就必
須與他人合作，才能獲得好成績。相反的，若是不與他人合
作，逞個人英雄，就無法達成目標。所謂「單絲不成線，獨
木不成林。」除非大家一起合作，否則一個人是無法獨自完
成團體目標的。
要合作有什麼方法呢？首先，配合大家，分配好工作，
設定目標。大家都知道「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整天依偎在媽媽懷裡
女娃心海底針，
心思完全讓人猜不透。
喝完奶還在哭，
換完尿布還在哭，
難道是想要哥哥抱?
我是隻食量驚人的豬，
胃就像是深深的無底洞
當父母醒來時，
食物早已變成殘骸。
龐大的身軀，
超重的體重，
是我多年傲人的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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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五班

范綱武

夜市美食

個美食是牛排，剛上桌的肉排在鐵盤上滋滋作響，黃色麵條
和咖啡色醬汁炒在一起，使麵條更入味香氣更濃郁，八分熟
的牛排，淋上磨菇醬料，肉質鮮嫩香氣十足，是一般牛排店

六年六班 姜承佑

臺灣堪稱夜市王國，從名字就可以知道臺灣的夜市多得
不計其數，夜市美食也讓各地的遊客讚嘆不已，夜市的美食
有許多種，其中我推薦的夜市美食是章魚燒和炸蛋蔥油餅。
我喜歡品嘗章魚燒，章魚燒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美味的餡
料，裡面包著輕脆的胡蘿蔔和爽口的洋蔥，除此之外，章魚
燒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皮酥餡軟嫩的獨特口特，再加上特選的
獨門醬汁，看起來令人垂涎三尺，味道更是令人難以抵抗。
除了章魚燒，我也喜歡品嘗味道獨樹一格的炸蛋蔥油
餅，外皮吃起來酥酥脆脆的，裡面夾了一片荷包蛋，所以吃
起來外酥內軟，當咬下時，蛋汁像火山一樣，瞬間在嘴裡爆
發，濃厚的蛋汁在嘴中流動，味道令人回味無窮。
夜市裡有許多五花八門的攤子，有吃的、喝的、玩的…

少有的鐵板味道，飽餐一頓下來真是一大享受。
雖然有人說夜市的衛生環境堪慮，但夜市美食代表著當
地的特色，夜市也是大家方便用餐享的地方，只要店家用心
經營，多注意食品衛生，讓這樣熱鬧且有特色的夜市傳承下
去，是我們都樂意見到的。

應有盡有，夜市可以帶來歡笑，也能帶來滿足，如果沒有去
過的人，我建議可以嘗試看看。

作，一件事就會比較順利的解決，而且還會有良好的效果。
合作有許多好處，好比說:打籃球，打籃球時有的人負
責運球、有的人搶籃板、有的防守，這樣得分會容易許多，
可是如果不合作，不傳球，會讓隊友無法配合，可能會因為
這樣子，讓隊伍失去許多原本可以得到的分數。
談合作可以分
成三個步驟，第一，
分工合作，分配好合
適的工作，再設定努
力的目標，第二，貢
獻出自己的努力和
力量，全心投入，第

夜市美食

談合作

六年七班 杜亮威

俗話說的好:「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這句話讓
我們知道合作是很重要的，每件事不見得可以順利達成，就
算達成了，也不一定有理想結果，可是如果每個人團結合

六年六班 李珞均

臺灣是個一個夜市王國，各式各樣的美食小吃，都在臺
灣的本土夜市裡，夜市裡有些美食讓我讚不絕口、垂涎三
尺，現在想到我的口水就快要流出來了!
我們每次出去玩，晚餐都會在夜市解決。在臺北的寧夏
夜市裡的麻糬冰，是必點的夜市美食，燒麻糬配上剉冰的好
滋味，彷彿一次就可以嚐到冰與火雙重的口感，真特別。
在桃園的興仁夜市裡我最愛「腸腸久久」，老闆用特製
醬汁，將香腸、米腸、豬血糕以鐵板高溫快炒，鹹香滋味讓
人食指大動，吃到停不下來.
在新竹的湖口夜市裡，碳烤雞排是我的最愛，酥脆的雞
排搭配上蔥和蒜，簡直是個絕妙的組合，讓我意猶未盡。
還有臺中逢甲夜市的大腸包小腸；高雄勞工夜市的鹹水
油雞腿；花蓮東大門夜市的馬告炒麵刈包；桃園新明夜市的
酸辣粉；宜蘭羅東夜市的包心粉圓… …，另外還有夜市必
吃的牛排、蚵仔煎、地瓜球、西瓜汁、木瓜牛奶、煎鳥蛋… …
等美食不勝枚舉，講到這，就想趕快去夜市啦！
在這個夜市王國，還有很多別具特色的夜市小吃可以選
擇，所以我常告訴外國朋友，來到臺灣一定要去夜市走一

三，培養團隊默契，少數服從多數，尊重他人，互相鼓勵，
讓團隊成員有更多前進的動力。
有句俗話說:「多一個鈴鐺多一聲響，多一支蠟燭多一
分光。」這句話表達的意思就是說合作時多一個人就多一份
力量，當然，有時人多口雜，會有些糾紛，或是意見分歧，
但如果有事先討論好，再依能力分工合作，那麼所達到的效
果就能更加完好。

走，不然就白來臺灣了！

說到夜市美食真的不勝枚舉，每個夜市都有獨特口味的
食物，北中南各自不相同，當然爸媽也帶我逛遍很多夜市，
嘗試了很多美食。夜市裡應有盡有五花八門，除了美食外我
也很熟愛夜市玩樂遊戲，夜市帶給我數不清的歡樂及新鮮的
體驗。
首先，我來介紹我最愛的夜市美食之一，「章魚小丸
子」，老闆把章魚餡料一個個加入，再放入高麗菜，倒入特

大喊：「萬歲！」在車上我的心情很興奮，一直在想等一下
要玩什麼呢？是要先玩射氣球，還是要玩套圈圈、撈金魚，
我真是既期待又興奮。
到了夜市，我們先去吃晚餐，有烤雞、地瓜球和牛排，
有各式各樣的美味可以讓我們吃到飽、喝到飽，除了可以吃
吃喝喝，還有可以讓我們玩到很開心的遊戲，例如：套圈圈、
射氣球、撈金魚…等，這些都是夜市最常見的遊戲，比較稀
奇的還有夾娃娃機，這都是夜市的特色之一。
我們先去吃地瓜球，地瓜球吃起來很 Q，再來是去吃烤
雞，它的外皮很酥脆，酥脆到一咬下去那個外皮就馬上碎
掉，還有來杯冰涼的珍珠奶茶，這珍珠很有彈性跟嚼勁，奶

調麵粉，接著把外皮煎酥脆，刷上醬汁再淋上美奶滋，撒上
柴魚片，剛出爐的「章魚小丸子」一陣香味撲鼻而來，咬下
一，口舌尖上都是滿滿的美味，Q 彈的肉質和著恰到好處的
配料及醬汁，令人食指大動，寫到這不禁又餓了起來。另一

茶有著香濃的茶味，夜市的食物就是很好吃。
這次去逛夜市，讓我覺得很好玩又有趣，而且不會很無
聊，我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可以去到夜市，因為夜市是一個可
以讓我忘記煩惱和壓力的地方，所以我很愛去逛夜市。

夜市美食

逛夜市

六年八班 徐鼎彥

在某一天的晚上，爸爸說要帶我去夜市，我迫不及待地

六年七班 江定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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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合作

我最想去的國家

六年八班 古國鈞

合作是什麼？合作就是跟同伴一起做某件事，大家齊心

六年九班

詹彥辰

每個人都有喜歡的國家，有人喜歡浪漫的法國，有人喜

協力，把事情做好。俗話說：「團結力量大。」就表示團結
合作可以發揮最大的效力，只要團結，沒有做不到的事，相
反的如果一個人自私自利，不肯與他人合作，只想到自己，
那事情就無法完成。所以，合作是團隊進步重要的關鍵 。
一場音樂會，需要齊心協力，才能呈現最完美的表演，
樂音才能和諧，才能演奏出美妙的音樂；一場足球比賽，需
要足球員完美的配合，才能踢出一場精彩絕倫的比賽；每當
班上要做海報時，老師總會叫大家畫一個小圖案，然後組成
一張美麗的大海報，既有效率又省時。
各項運動比賽爭奪冠軍，如果不團結合作就無法達成目
標，也無法贏得比賽。像是建築房屋要有建築師、工人，需

歡熱情奔放的義大利，也有人喜歡美麗的瑞士。但是，我最
喜歡也最想去的國家是:美國的洛杉磯。
洛杉磯是美國的第二大城市，也是著名的旅遊城市，擁
有眾多著名的旅遊景點-迪斯尼樂園、科羅拉多大峽谷、好
萊塢環球影城，也是美國 NBA 籃球員的孕育城市。
因為記得有一年，媽媽帶我跟妹妹去美國洛杉磯，在直
升機基地，可以看見各式各樣的直升機在那裡列隊整裝待發,
在直升機上往下看，可以在空中俯視科羅拉多大峽谷的雄偉
壯麗，兩岸都是紅色的巨岩斷層，大自然用鬼斧神工的創造
力造就了大峽谷的美景。現在回憶起來，讓我有點迫不及待
再次想坐上直升機前往著名的科羅拉多大峽谷。

要各行各業的合作努力才能完成，如果沒有足夠的工人，就
會浪費時間沒有效率，無法完成建築。樂團合奏如果沒有各
種樂器的配合，就無法演奏出好聽的音樂。
合作就是分工，只要每個人把份內的事情做好，互相幫
助，事情就能完成。俗話說：「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
亮。」大家一起同心協力、分工合作，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好萊塢影城，它是一個時尚、精彩刺激、藝術與高科技
完美結合的主題公園，那色彩豔麗的街頭各景，令人猶如走
進了童話世界；還有「侏儸紀公園」4D 景區，那強烈逼真
的視覺刺激，真令人興奮。難怪每年都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
遊客。
儘管那次旅程結束了，,我非常感謝媽媽忙中抽閒陪伴
我外出旅行，讓我增長眼界，同時美國之行也給我留下深刻
的美好記憶。我期待如果有機會，能看到美國職籃的賽事,
這就是為甚麼我還想重遊洛杉磯的夢想與願望。

談合作

六年八班 王政昊

俗話說得好：「團結力量大」。團結合作的力量遠比自己
做的力量大，懂得團結合作才能事半功倍，相反的，不懂得
團結合作，只會事倍功半。
相信大家都聽過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扛水喝，三
個和尚沒水喝的故事，這個故事讓我們知道合作的重要。就
像棒球比賽，防守的時候就需要團隊合作，不只要會傳球，
還要判斷要傳到哪一壘手，而此時此刻，除了要求速度外，
還需要有敏銳的判斷力。一開始大家各司其職，堅守崗位，
彼此團結合作，拿到冠軍的機率就會變高。
不只棒球比賽，任何團隊比賽可都是要大家團隊合作。
同樣地，建造房子也相同，如果工程師想要獨立蓋房子是不
可能的，需要依靠建築團隊大家彼此合作才能完成一棟堅固
耐用又美觀的建築。所以說，要是不合作，則很多事情是無
法辦到的。
人是群居的動物，無法離群索居，社會是一部龐大而複
雜的機器，每個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團結合作，
社會才能順利發展，只有團結合作，才會更進步富裕；生活
才會更幸福美滿，為了讓我們的生活臻至完美的境界，每個
人都應當學會與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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