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要好的朋友

三年級

徐郁婷

在學校，我最要好的朋友就是陳品霏。她是上羽球課時
第一個主動和我說話，並要和我做朋友的同學。她大方的行
為讓我覺得很安心，之後我們就一起練習打羽毛球。
品霏有著烏黑亮麗的頭髮、明亮的大眼睛和總是帶著笑
容的臉，還有熱心的個性，她常常幫老師的忙，是老師的好
幫手，使我非常羨慕她。
我們常常一起寫作業，每當我有不會的時候，她都會認
真的教我。我們也常常一起畫畫、玩遊戲，連社團活動都一
起參加。
我喜歡品霏，她是一位既熱心又大方的朋友。我希望以
後都可以跟活潑開朗的品霏一起寫作業，當永遠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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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山崎七十 作育英才展華

三年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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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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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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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背景，校風淳樸，教師認真負責，家長熱情善良，孩

三年二班 鍾秉霖

在學校，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廖晨羽。他是我在校園裡第
一位認識的女生，我常常和男同學一起去玩鬼抓人，她就會
偷偷跟出來。
廖晨羽有著黑黑長長的頭髮、親切的笑容跟一顆溫柔的
心，而且還很大方，每天上學能看到她，我都很開心。
我們常常一起玩鬼抓人，每當廖晨羽覺得跑步很累，就
會坐在走廊上的椅子休息，我也會站在旁邊陪她，可是鬼就
會跑過來抓我們，我跟廖晨羽都覺得好驚險。
我喜歡廖晨羽，她是我最要好的同學。我希望我不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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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環境開始，從圖書室的改造及運動場的整建，逐步到週邊

美勞課、音樂課都能永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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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畫多元的社團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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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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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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二班 范湘妘

在教室，我最要好的朋友就是陳咏彤。她是我最要好的
朋友，她對我很好，她很活潑開朗，我們都會在教室聊天，
有時候我們會去外面玩，去大象溜滑梯玩，我覺得好開心。
她有著一雙大大的眼睛、長長的頭髮和高高的鼻子，她
對我很溫柔，她喜歡綁馬尾，也愛乾淨，她也愛漂亮，她愛
穿短褲，有著細細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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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常常都會打電話給對方，我們也會在電話裡聊天，
作美勞時，她都會幫我，我也會幫她，當我要上廁所時，她
都會和我一起去。
我喜歡和她一起玩，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希望三年
級還可以和她一起同班，希望她永遠記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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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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有親切感。在學校中午用完餐後，我們會一起抬餐桶回
廚房，動作俐落的他，總是先把餐統整理好，所以我們很快
就能完成工作。此外，他還是個運動健將，擅長踢足球的他，

三年二班 王祥宇

在露營區，我最要好的朋友就是 F1，他是一個很喜歡寶
可夢又愛跑步的人，他又溫柔又可愛，當我跌倒時，他會陪
我走到帳棚裡，細心的為我擦藥。
F1 有著長長的眉毛、大大的眼睛，但是當我考卷不會
寫，難過沒辦法出去玩，他就會像爸爸一樣，用搞笑的方式
安慰我，讓我感到患難見真情。
我們常常一起去戶外散步，一起抓寶可夢，偶爾會在山
裡奔跑，打棒球，只要我們一起，總是會玩得樂不可支。
我喜歡 F1，他是個活潑開朗的朋友。我希望長大後可以
像現在一樣，和他一起到山上露營，相親相愛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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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三班

不論在控球或防守上，都身手矯捷很有技巧，讓我也很想學
足球。
我喜歡蘇彥橋，他是我最棒的好朋友，希望我們的友誼
能夠長長久久，也希望以後還能交到和他一樣的知心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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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云綸

我，是我的小老師。下課時我們常一起到校園裡的秘密基地
遊戲，玩得非常開心。有一次，上課鐘響，大家急急忙忙的
跑回教室，她突然被高年級的哥哥撞倒，勇敢的她沒有哭，
拍拍手臂和腳又站起來，還和我說她沒事!
我喜歡范可瑄，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希望三年級可以
和她同班，可以再和她一起玩，學習她更多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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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五班 呂宥承

在新豐國小時，我最要好的朋友就是王炫安。他是我
一、二年級的同班同學，下課時，我們常常一起玩遊戲。
炫安留著一頭萬年不變的西瓜頭，身材高挑，不胖也不
瘦，平時愛說笑，常和我有說有笑。擅長跑步，常常跑給別

起，做永遠的好朋友。

人追。
我們常常一起跑步、一起玩球，他喜歡和我分享糖果，
我也喜歡和他一起研究玩遊戲的勝利方法。下課時，我們總
是合作無間，像方向盤和車子，在接力賽、鬼抓人和各種球
賽上取得無數場勝利，是大家心目中最想擊敗的目標！
我喜歡和王炫安當朋友，他是我在新豐國小時最好的朋
友。我希望和他永遠當好朋友，能一直同班，永遠不分開。

三年三班 劉珈杕

升上三年級，我來到一個新班級。我的老師是一位女老
師，她有著一頭烏溜溜的頭髮，和一雙迷人的大眼睛。老師
的個性像太陽般令人感到溫暖。她常常提醒我們：字要寫整
齊，同學間要互相幫助。
我們班總共有二十四位同學，個個身懷絕技，有的擅長
畫畫，有的字體非常工整，還有的喜歡逗老師開心。雖然有
些同學偶而也會有脫序的行為，但在老師的教導下，那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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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五班

廖晨羽

在學校裡，我最要好的朋友就是柯柯。有一次我和柯柯
參加卡拉 OK 賽，我很緊張，她就一直鼓勵我：要有勇氣站
上台，這才是最好的表現。
柯柯有著可愛的臉蛋、高高的身材和善良的心。下課的
時候她都一直陪著我，我們的感情非常好，所以下課都一起
玩鬼抓人、吊單槓、溜滑梯。
我們常常在一起畫《角落生物》的畫，但是我畫的《角
落生物》都很醜，柯柯畫的《角落生物》都非常漂亮，我覺
得我要繼續努力，才能畫出美麗的圖畫。和柯柯在一起畫
圖，是我最快樂的時光。
我喜歡柯柯，她是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我希望我們
三年級到六年級都會同

學很快就變得像小貓一
樣乖巧。
我喜歡上學，更喜歡
三年三班的老師和同
學，在班上的每一天都是
如此充實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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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湘淇

范可瑄是我在學校裡最要好的朋友，因為我們有共同的
興趣，常在一起畫畫、遊戲等……，她笑的時候，總是可以
讓我感受到開心的感覺。
她有著一張小小的臉蛋，細細的頭髮、大大的眼睛，還
有一顆溫柔的心。我課業上不會的問題，她都能耐心的教導

在幼兒園時，我最好的朋友是卉卉。從幼兒園到現在，
我們都很要好，我們的媽媽也都是好朋友。雖然上一年級以
後沒有分配在同一班，但放學後，我們仍常常玩在一起。
卉卉有著長長的頭髮、大大的鼻子和圓圓的耳朵。膚色
有點黑，看起來很健康。她十分善良、笑口常開，而且溫柔
又大方，跟她在一起，我就覺得很有安全感。每次在學校走
廊上遇見，她總是笑著和我打招呼，感覺又親切又溫暖。
我們都很喜歡畫畫，常常在一起畫角落生物。我們總是
一邊畫畫，一邊說說笑笑，真開心！有一次，我在卉卉家過
夜，我們躺在床上聊天，聊著聊著就睡著了。
我喜歡卉卉，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希望可以和她在一

我的新班級

三年四班

三年四班 徐定業

在學校裡，我最要好的朋友是蘇彥橋。他是我一年級的
同班同學，有一次剛好我們坐在隔壁，漸漸的我們就越來越

班，永遠永遠的在一起，
我也希望她暑假可以度過
快樂的時光。

熟悉彼此，下課時也常一起玩遊戲，所以校園裡有許多我們
快樂的回憶。
蘇彥橋有著一頭烏黑的短髮，他有一雙彎彎小小的眼睛
和一張圓圓大大的臉，身材高壯、個性開朗又熱情，讓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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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五班

我的籃球夢

廖品芊

三年八班

莊乃妍

在國小，我最要好的朋友就是陳昀臻。他是我在班上第

在今年的春節期間，一個晴朗的早晨，爸爸帶著我和姐

一位認識的好朋友，我們每天在學校都會一起看書、玩遊戲
陳昀臻有著長長烏黑的秀髮、小小的眼睛、鼻子、嘴巴，
還有細細的眉毛和小小圓圓的臉，她的個性開朗活潑，深受
班上同學的喜愛。
我們常常一起到校園的小操場玩遊戲，或一起到學校圖
書館借書，有一些書裡有好笑的圖片會使我和陳昀臻一起偷
笑，每個星期五老師會帶全班一起到圖書館看書，我們總是
坐在一起。
我喜歡陳昀臻，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希望下一次分
班時，能分同一班直到六年級，我們約定了：要當一輩子的
好朋友！

姐去阿嬤家宜蘭運動公園打籃球，爸爸教我和姐姐練習運
球、投籃還有傳接球的動作，這是我第一次打籃球的經驗，
非常的有趣。
當我練習運球時，我把球往下拍，球就會立刻彈起來，
但是我控制不住球，讓它到處亂彈。後來爸爸教我投籃，雖
然我很努力的想把球投進籃框裡，但是我長得不夠高，力氣
也不夠大，所以連籃框都碰不到，看著旁邊的大哥哥輕輕鬆
鬆就能把球投進籃框裡，感覺這真是神乎其技啊！
後來每個禮拜假日，只要有空，我就會請爸爸帶我去附
近的國小練習投籃和運球，經過的幾個月後，我一次比一次
進步，從原本的一顆球都投不進，現在我每投十顆球都能投

彩虹

三年六班

進四、五顆球這樣的進步讓我很有成就感。
雖然一開始，我對籃球沒什麼興趣，但是經過了幾個
月的練習，讓我感覺得很有趣，它變成了我的興趣，我要把
打籃球的經驗，用在游泳、寫作文或是學數學等事情上面，
任何事情不論有多困難，只要我們堅持努力、永不放棄，都
能有所進步，也能感受其中無窮的樂趣。

翁子渝

剛下完雨，
太陽又出現後，
天空出現一道美麗的橋。
那裏面充滿很多色彩，
紅橙黃綠藍靛紫，
真的好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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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七班

朴戎琳

在山崎國小，我最好的朋友是何羽庭。她是我的同班同
學，她就坐在我的附近。
羽庭有著一頭黑亮的頭髮、一雙細長的丹鳳眼，和一張
笑咪咪的臉蛋，以及一顆善解人意溫暖的心。當我難過的時
候，她總是第一個主動來安慰我；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她
也會馬上伸出雙手幫助我。一、二年級的時候，我們下課常
常一起去溜滑梯，也會一起去看魚。上課的時候，如果我跟
不上老師的進度，她會小聲的提醒我。
我喜歡羽庭，升上三年級我們又能在同一班，我覺得好
開心喔！我希望以後我們不管有沒有同班，我們都是好朋
友，也希望我們下課能常常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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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足球夢

三年八班

李宇勳

三年級的某一天，我在手機上看影片，看到「精彩的足
球賽」，我好奇的點了進去，看到球員們踢球的動作，當時
的我，也因此慢慢地喜歡上足球這一項運動，希望有朝一
日，也能成為一位引人注目的足球巨星。
去年，世界足球賽熱潮出現，更加深了我對足球的熱
愛。假日時，只要有時間，我都會守在電視機前，觀賞精彩
的比賽，當我看到足球員們在足球場上發光發亮時，我的心
中更燃起了要成為足球選手的決心。下了要成為足球選手的
決心後，我便常常去公園練習射門和踢球的技巧，我也去參
加了足球隊，接受教練的指導。
雖然我只是一位足球新手，但是我堅信唯有持著永不放
棄的信心，成為一位能主宰全場足球選手的夢想，一定能實
現。

三年七班 周恩琳

在房間裡，我最要好的朋友就是一隻蛇玩偶。它是我在
動物園紀念品店買的，記得那時是和家人一起去動物園玩，
爸爸買給我的。現在，每天睡覺前，我都會和它說在學校有
趣的事情。
這個蛇玩偶有著綠色的背、長長的舌頭、白白的肚子和
各種顏色的斑紋，我覺得它的內在很善良，我很喜歡和它談
心，當我難過的時候，感覺它會對我加油打氣；當我開心的
時候，感覺它也好快樂。
我們常常坐在一起，我會說故事給它聽，它都很認真的
聽著我說的故事，我的故事一個接著一個，說到累了，我就
抱著它，一同進入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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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爸爸的一封信

愛就是……

三年九班 薛智宸

親愛的爸爸，想起我出生沒多久，我就開始出現呼吸急

「愛」就是媽媽每天做香噴噴的晚餐，給全家吃。

促的問題，您著急且快速的帶我去醫院。但過了好久，都找
不到合適的醫院，最後，您才終於帶我來到馬偕醫院，並接
受長期治療。幾天後，我終於康復了，但是您還是必須來回
看顧我和媽媽，晚上又要照顧我。
想起出生時那麼驚險，我十分感謝您和媽媽，謝謝您
們！
親愛的爸爸，謝謝您平常這麼關心我的課業；每次我不
聽話的時候，您都會罵我，現
在我終於明白，您都是關心我
才會這樣做。所以我一定會好
好聽您的話，才不會讓您的辛

「愛」就是老師一再叮嚀我們遊戲要注意安全，不要受傷。
「愛」就是我受傷了，同學們都不停地關心我、陪伴我。
「愛」就是郵差先生每天花時間為我們送信。
「愛」就是護士阿姨不眠不休的在急診室照顧病人。
「愛」就是警察伯伯不顧自己的生命安危來保護我們。
「愛」就是大樹吸收二氧化碳、吐出氧氣，讓大家有新鮮的
空氣。
「愛」就是蜜蜂忙著當西瓜的媒人，讓我們可以吃到香甜多
汁的西瓜。

苦都白費了！

「愛」就是樹木犧牲自己，製作成各式各樣家具，提供我們
使用。
「愛」就是太陽照亮了大地，給萬物溫暖和光明……

兒子 智宸敬上

給媽媽的一封信

三年十班 陳昀疌

三年九班 張益啟

愛就是……

我想到了我出生的時候，媽媽痛苦的滴下眼淚，努力的
把我生下來。之後，媽媽開始照顧我們的生活起居：我的媽
媽早上六點起床，幫我們買早餐、送我去上學、幫我看作業、
陪我看書和睡覺。當我生氣的時候媽媽會幫我解決問題，告
訴我道理。
媽媽的生日快到了，我想要給媽媽一個驚喜、一封信、

三年十班 黃立愷

「愛」就是媽媽每天送我上學。
「愛」就是老師幫忙我解答任何問題。
「愛」就是同學會提醒我，科任課要換教室。
「愛」就是警察先生站在車子很多的十字路口，指揮交通。

一個愛的擁抱，和一份誠意十足的按摩禮物。
老師也像一個小媽媽，當我們哭或是生氣時，老師會幫
助大家解決問題，也會時時刻刻關心我，我也想對老師說：
謝謝您！
最後，我要感謝媽媽，我會努力成為一個會照顧人、愛
護大家的人。也謝謝媽媽教導我做人處事的道理，我愛您！

「愛」就是醫生拯救病人的性命，讓人身體健康、長命百歲。
「愛」就是警察伯伯不顧自己的生命安危來保護我們。
「愛」就是無聊的時候，玩具陪伴我。
「愛」就是看到不了解的事物時，書本提供我知識。
「愛」就是要旅行的時候，火車載著我抵達目的地。
「愛」就是心情煩悶時，陣陣花香讓我心情平靜……

兒子益啟敬上

給媽媽的一封信

愛就是……
三年九班 柯芯卉

三年十班 夏豈濬

「愛」就是爸爸每天載我來上學。
「愛」就是老師每天犧牲午休時間，幫我們改作業。
「愛」就是我跌倒流血時，同學會帶我去健康中心擦藥。

我想起我出生前，媽媽為了讓我平安出生一直在醫院裡
待產。媽媽辛苦的忍受所有痛苦，只為了讓我順利出生，看
著我的笑臉後，媽媽說再多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謝謝媽媽細心照顧我，而且為了照顧我，媽媽放棄了原
本的工作。家裡大部分的家事都是媽媽獨自做完，媽媽很辛
苦，尤其當我生病時，媽媽更是花很多時間照顧我，希望我
早日康復。
媽媽謝謝您每天辛苦的照顧我！現在我長大了，我會幫
忙做家事，減少您的工作量，讓您輕鬆一
點，而且我會努力把事情做好，讓課業成績

「愛」就是警察伯伯就算是假日，也會在路旁指揮交通。
「愛」就是每天早上，五六年級的哥哥、姐姐為我們打掃廁
所。
「愛」就是每天中午，廚房阿姨會送美味的午餐到教室。
「愛」就是樹木犧牲生命，提供給我們製作成木材和紙張。
「愛」就是陽光給我們溫暖和光明。

變好，也會努力成為媽媽希望的好孩子。

「愛」就是下雨了，雨水給我們豐富的水源。
「愛」就是我們在大樹下乘涼、玩
遊戲，享受柔柔的涼風吹過我的
臉……。

女兒芯卉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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