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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學期的期勉
校長的話

◎校長 郭碧玄

新學期的開始，懷著感恩、惜福與歡喜的心情，
為「 中山 」寫下美好的開端，希望這個屬於中山
國小全體師生與家長的交流園地，能持續不斷的推
陳出新。
全體教職同仁專業團隊的努力之下，一直有著
卓越的表現，很高興看到中山的學童，在師長的呵
護照顧下健康的成長；在專業團隊的教學下，汲取
學科新知；在「分享」、「創意」、「卓越」、「優
質」等四大校園核心價值下，開展德、智、體、群、
美五育並進，希望培養學生成為守秩序有禮貌、知
書達禮應對進退、感恩惜福、孝順父母、友愛兄弟
姊妹、熱心助人、尊敬師長的良好生活教育禮儀習
慣，成為中山的優良傳統校風。

AI浪潮襲捲下之

來到中山近兩年的日子裡，始終辛勤耕耘，希
望讓學校持續展現新的氣象與活力，在校務工作方
面，提出多項拔尖、固本、扶弱新的措施與改變，
目的在強化學生學力表現，扶助弱勢家庭的課後學
習與個別輔導，各項球隊訓練兼顧課業、品格、學
習態度的要求，持續開辦多元展能社團，希望培養
多元才藝與技能。有鑒於部份設備缺乏，在教學設
備方面，陸續進行改善校園環境與設備更新。此外，
已經安裝兩間智慧教室，符應未來科技融入教學之
趨勢，兒童遊戲器材、全校播音系統更新，綠美化
校園植栽讓校園耳目一新，讓孩童雀躍期待的全新
的中庭景觀展能舞台和 A 棟廁所整修已快完工，C
棟防水整修工程、全新多功能圖書館改造工程、也

父母的「變」與「不變」

即將動工。工程即課程、環境是境教，讓中山國小
學生在優質、整潔、安全、美感的教學環境中學習
與成長。
學生是學校教育的主體，各種教育活動應以學
生為中心，滿足學生的學習興趣與需求；教師是教
育成敗的關鍵，透過專業教師團隊的積極教學與細
心呵護，讓孩童都能受到最好的學習與照顧；因
應十二年國教的到來，對與中山未來先期的教育發
展，希望建構以「課業學習」、「語文閱讀」、「品
德教育」、「多元才藝」為發展主軸，進而在全人
教育紮下良好的根基。
新的學期開始希望家長您，每天抽空給孩子多
一點關心，不只是陪伴，幫助孩子從小建立良好學
習態度，培養自律和自我管理的習慣，以奠定孩子
一生學習的基石。家長與學校成為「教育生命共同
體」的夥伴關係，親師共同合作努力，為孩子創造
更美好的未來。

新竹縣政府及華夏社會公益協會

107年春節陽光送暖─福箱有愛，幸福滿滿組裝活動
◎ 輔導主任 鍾曉芬

◎ 家長會常務委員 林國世

人類進步呈現等比級數爆炸性成
長，從資訊時代到數位時代，以至於
如今所要面臨的 AI( 人工智慧 ) 時代，
身為即將面臨 AI 時代下父母的教養方向，該何去何從 ? 筆者以三不
變與三變的教育態度作為自栩之標的。

三「不變」為何 ?

1. 無條件的愛 (love)：愛是親子關係的基礎，隨時讓孩子知道並感受
我們是愛他的，沒有任何條件的愛，跟成績、表現、性別、個性…
等均無關。
2. 端正的品格 (character)：「喪失財富，可說沒喪失什麼；喪失健康，
等於喪失某種東西；但喪失品德，就一切都喪失了」。無論時代如
何變化，品德的重要性是不會改變，如自律、誠實、禮貌、認真、
負責、守規…等，尤其是國小時期，正是品格的形塑期，家長須重
視孩子的品格教育。
3. 堅強的家庭功能 (family)：教育好一位孩子需社會、學校以及家庭
教育，環環相扣，兒童時期的家庭教育尤為重要，陪孩子騎腳踏車、
看電影，共話父子的默契言語；假期全家出遊、旅行，共築家庭的
美好回憶，與孩子準備媽媽的生日禮物，共創親子的精心時刻。

三「變」為何 ?

1. 以多元法取代說教的教養方式 (multiple education)：現在的孩子
吸收資訊量遠比我們多，說教對現今孩子無效，可以用正向、讚美
的語言，提問的方式，製造情境的方式，生活情境的討論，讓孩子
更能接受我們要他們學習的。
2. 以學習方法取代學習內容的教育重點 (learning method)：AI 時代
最核心且最有效的學習方法：主動挑戰極限、做中學、培養創造力
和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自我學習的能力，如家裡物品壞掉，即可
自行修理，並讓孩子從旁學習，家中碰到問題，不急著解決，反而
將問題拋向孩子，刺激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
3. 以團隊合作取代競爭學習 (team work)：工業時代講究個人表現，
聯考制度強調個人競爭，AI 時代，知識變得廉價且垂手可得，如
何將所有知識成為實際操作的工具，如何將所有資源連結製造出造
福人類的軟硬體，如此繁雜精密的過程，需要多人共同合作才能完
成，絕非一人可獨立為之。
時代急速躍昇，孩子思維與特質亦迥異，為人父母除了不斷學習
教養知識外，還需努力了解自己的孩子，最重要的是要能貼近孩子的
心並讓他們折服，有此基底後，加上三變與三不變，相信所有中山的
家長，定能在親職教養中走得穩當且順遂。

98 年起，華夏社會公益協會與新竹縣結
緣，由中山國小承辦組裝發放愛心福箱業務，
每年寒暑假前給予縣內弱勢家庭協助與溫暖，
組裝數量約 2400 箱，受惠學校約 150 所，連
續 9 年，已發放約 2 萬份福箱，投入金額約新
台幣 3 千萬元，讓 1300 戶家庭持續得到關懷
與溫暖。
凜冽的寒風也擋不住志工們的熱情，在小
小的學校禮堂，來自中山國小、大同國小、上
館國小、竹東國小及華夏社會公益協會等各單

感 恩的心
Thanks for……

感謝以下人士
熱心教育、
慷慨捐贈本校
校務發展基金

位近 80 名的志工們，揮汗如雨地工作，白米、
麵條、食油及其他民生物資，逐項放入福箱中，
這些來自企業商家的無償或特價捐助，志工們
一絲一毫都珍惜，務必將所有的愛心，圓滿送
達每一個弱勢家庭。
志工們年紀皆不小，但數年來，不論是炎
夏或寒冬，依舊持續前來協助組裝福箱，即便
在工作時割傷、中暑，或腰酸背痛，仍然持著
澎湃的熱誠，洋溢幸福的笑容，一同共襄盛舉，
圓滿完成組裝活動，感恩志工們無私的付出，
點滴關懷，不求回報，人間有愛，有您真好。
孩子們放寒假，但我們的愛全年無休、不
放假，感謝所有贊助「春節陽光送暖 -- 福箱有
愛，幸福滿滿」出錢出力的朋友們，感恩志工
們與華夏社會公益協會的大愛關懷，讓我們衷
心的說聲：謝謝您！因為您們的「愛」，讓社
會更加溫暖幸福。

張鎮榮議長補助經費 98000 元 ( 團輔室設備改善 )
郭遠彰議員補助經費 95000 元 ( 全校擴音設備 )
邱靖雅議員補助經費 90000 元 ( 榕樹斷根花台修建 )
彭余美玲議員補助經費 95000 元 ( 廁所改善工程 )、50000 元 ( 校園環境改善 )
林思銘議員補助經費 50000 元 ( 電腦教室冷氣 )
宋展河基金會捐贈獎助學金 65000 元
張素玲老師捐贈校務發展基金 100000 元
洪永隆副會長捐贈教育儲蓄戶 13000 元
陳仁滄先生捐贈好事 + 志工福利卡 80 張

大/事/記
● 106年12月B棟教室補強驗收完成

● 社區共讀站-圖書館改造規劃設計案已發包

● 107年01中庭完工命名

● 辦公室屋頂防水工程已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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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熱 鬧 的 中 日 少 棒 交 流 賽 交織出兩國文化球技的火花

▲ 校長與來賓合影

▲ 擂茶 DIY 體驗活動

▲ 棒球九宮格大考驗

每年櫻花初春的季節，便會捎來日本棒球情誼，來自於日本宮崎縣都城少年野球團再次
踏入中山校園，展開第八年的少棒交流活動。第一天下午本校精心準備了各項體驗活動，既
有畫畫、也有 DIY 活動及體能遊戲，藉由共同的互動學習拉近小朋友們的距離。
眾所矚目的「2018 新竹縣中日少棒國際交流賽」在 1 月 19 日點燃戰火，由日本都城隊
和新竹縣中山國小、關西國小、上館國小及竹縣聯隊組成的四支少棒隊，進行一天 4 場的比
賽。在禮堂開幕時，精彩的太鼓表演贏得了現場來賓的喝采，邱鏡淳縣長招待日本隊伍新竹
縣盛產的椪柑、香蕉、茶葉、客家點心。而邱縣長和宮崎縣星原透議長開球時，更讓現場充
滿了歡笑與掌聲，讓現場氣氛嗨到最高點！
開賽後雙方你來我往互不相讓，儘管比賽必然有勝負之分但結束後球員們總是一團和
氣，大家興奮的共同合影留念，雖有語言的隔閡但不影響球員的情誼，球員彼此加油打氣，
表現出絕佳的運動精神與國際交流。美好的中日棒球交流活動，就在閉幕式後即將畫下句點，
離別前夕棒球隊全隊成員，一一向日本球員握手道別，畫面十分感人，當車隊駛離學校時，
望著學校的櫻花飄落，許多美好的記憶再度吹送在晚風中。

▲ 文化交流體驗活動

▲ 中山小將力拚日
本貴客

中山國小
幼 童 軍 團 第 58
團、幼女童軍團
第 5 團在訓練童
軍經驗豐富的吳
童軍入團儀式―團員大合照
和蘭前校長上任
後，任命當時的訓育組長何欣妮老師加強組團訓
練。多年來中山童軍團日漸茁壯，現今由吳淑玲
老師繼續推動，積極帶領童軍團的小狼、小蛙們
參與各項童
軍活動，擴
入團儀式―
展 視 野、
何主任為團員配戴領巾
培養實作
能力、幫助他人。
童軍團於去年 12 月，參加新
竹縣 106 年幼童軍、幼女童軍領
袖營活動，活動中加強技能考驗
106 年度領袖營與創意團旗合影
發 展，
激發創造思考，同時也透過創意與生活實踐，
培養團員間的默契與情感。
今年 2 月底，小狼們參加新竹縣 107 年
度三五童軍節慶祝大會暨闖關活動，過程中小
狼展現童軍運動精神，發揮團隊互助合作
三五童軍節闖關～坦克大戰
情誼，勇往直前，過關斬將，表現優異，
值得鼓勵。
我們將在五月招募新夥伴加入童軍團，歡迎四
年級有興趣的同學來徵選！

榮譽榜

童軍團活動簡介

▲ 日本小球員展現
極佳的協調性

Glory
團

隊

▲ 以球會友的雙方球員

賀！本校參加 106 年度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績優楷模評選
，榮獲績優教學團隊！
賀！本校參加 106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訪視，榮獲國
小書面訪視組特色學校！
恭喜下列同學榮獲鎮模範生：
杜昱璇 / 洪靖唐 / 朱玄玥 / 顏姵慈
恭喜下列同學榮獲縣模範生：
曾茹晨 / 葉家孜 / 林千弘
107 年第三屆誌善盃全國跆拳道品
勢錦標賽，成績優異名單：
一乙温芷翎 第一名、
一丁徐翎珂 第二名、二甲温承皓 第二名、二丙陳捷 第二名、
四丙陳靚 第二名、五丁鄧禹甄 第二名
107 年新竹縣中小學跆拳道選拔賽，成績優異名單：
一乙沈妍蓁 第三名、一丁徐翎珂 第三名、二甲温承皓 第二名、
五丁鄧禹甄 第一名

參與賽事及獲獎事蹟

棒球隊

107 年棒球硬式選拔賽亞軍
107 年棒球縣長盃硬式組亞軍
107 年棒球軟式選拔賽第三名

田徑隊

★ 107 年全縣中小學運動會，
榮獲甲組精神總錦標第三名及女童甲組總成績第八名
男 3000m 競走 - 温展毅 ( 第二名 )
男 100m- 古奇勳 ( 第四名 )
男 4x200m 接力 - 彭辰安、黃浩恩、林家俊、古奇勳 ( 第六名 )
女 3000m 競走 - 葉奕琪 ( 第四名 )
女 3000m 競走 - 黃婕 ( 第五名 )
女壘球 - 郭柔暄 ( 第五名 )
女 200m 楊顏嘉 ( 第六名 )
女 200m 邱雅婕 ( 第七名 )
女 4x200m 接力 - 邱雅婕、湯瑄、湯琪、楊顏嘉 ( 第八名 )

網球隊

107 年全國自由盃軟式網球錦標賽單打 第四名 徐葳
★ 107 年臺北市青年盃軟式網球錦標賽團體第二名
李宛儒、朱舒晴個人雙打第三名

華山愛老人愛團圓活動心得
2 月 2 日中山童軍團小狼小蛙化身為小天使，拜訪學校附近獨居的長
輩們，給長輩們送年菜、噓寒問暖並唱唱歌帶給長輩們歡樂，將我們的愛
傳出去。

▲ 日本球員依依不捨道別

▲ 撼動人心的太鼓表演

孩子們滿懷感動寫下心聲

藝文競賽得獎作品

張弘文： 和老師以及華山基金會的阿姨一
起送年菜給獨居老人，婆婆們都精
心打扮等我們，我們陪婆婆們聊
天、唱歌給她們聽，讓婆婆們覺得
與獨居奶奶們合影
她們並不孤單。看到婆婆們臉上掛
著開心的笑容，心想，自己有這麼多朋友，可以互相幫忙、一起
談天，十分的幸福，要感到知足。當天雖然天候寒冷，但是我們
的心是溫暖的。日行一善的感覺真是棒極了！
侯瑀安： 拜訪了四位奶奶，奶奶們年紀大都自己住，能照顧自己，很厲害。
很開心有機會關心她們，希望自己能幫助更多需要照顧的人。
傅傳儒： 看了獨居的老奶奶們，有一點心疼，希望她們能平平安安、健健
康康的，同時也更加珍惜家中的奶奶，惜緣惜福。

恭 喜

一年丁班曾繼慶同學畫作「熱鬧的花園」刊登在中華日報；
畫作「美麗的馴鹿」刊登在國語日報！

中

教務處

活

山 愛
閱 大 小 作 家

每年新竹縣都會舉辦大作家與小作家下
午茶之約活動，其目的在培養兒童有良好的
閱讀習慣，並使其融入學習及生活脈絡中。
恭喜本校六丁林千弘同學因投稿國語日報文
章＜高鐵的心聲＞榮獲刊登，因而受邀參與
此活動。當日邀請
學
六丁 林千弘同
到大作家呂紹澄校
受邀參與活動
長為各位小朋友介
紹＜夏天已過去＞的創作歷程以及陳
孟萍老師帶領大家進行導讀工作，大家都聽得
津津有味，也對於書中主角的冒險故事感到
驚奇，可說是一場豐富的閱讀饗宴。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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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書 報報

分享者：五丁黃廷賢與張文騏

「神奇酷地理」是一
套翻譯的科普叢書，＜威力
驚人的風暴＞是神奇酷地理
的第四集，介紹颱風、颶風
和氣旋，另外，雷電交加的
大雷暴，巨大的能量還經常
帶著好朋友龍捲風出現。如
果你也想跟氣象學家一樣專
業，快和我們一起走入神奇
的大氣世界吧！

簽名留念

圖書館利用教育
與梁立詳

分享者：五戊賴傳育

悠遊下午茶

愛閱讀抽自行車

圖書館閱讀系列活動 ~ 悠游下
午茶在期末熱鬧展開 , 每班的閱
讀小達人受邀參加 , 首先由校長
分享好書作為開場 , 接著由六丙
葉家孜同學分享“波西傑克森”
的閱讀心得，大家都帶來自己
最喜歡的一本書 , 一起輕鬆的享
用午茶時光 !

恭喜二丙戴仲唯、五丁陳明頡
參加中山國小閱讀教育系列 「愛閱讀抽自行車」活動抽中
自行車一部！

輔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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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我好想你」這
本書是「佐賀的超級阿嬤」
同一作者的系列小說，描述
主角昭廣回憶小時候與媽媽
相處的情形，書中描寫主角
與媽媽分開時的場景令人印
象深刻，也提醒著我們行孝
要及時！

呂紹澄校長為小朋友們

＜What Do You Want
to Be?＞是介紹職業的書籍
，透過句型What Do You
Want to Be? 和I Want to
Be來介紹不同職業的工作
內容與地點，書中介紹老師
teacher、農夫farmer、廚
師cook、烘焙師baker、園
丁gardener、銀行員bank
teller等等。

第

分享者：四甲曾熙庭

與葉博紘

志工感恩聯誼餐會

為了感謝志工們長期陪伴守護中山的寶貝們一路成長，期末特別
舉辦志工聯誼餐會，活動當天大家都吃得開懷、聊得盡興，一同歡喜
迎接 2018 年嶄新的到來 ! 謝謝各位好伙伴，我們會做得更好，努力打
造孩子的學習天堂。禪說：喜歡付出，福報就越來越多；喜歡助人，
貴人就越來越多。相信，您們都是福報滿滿、貴人無數的快樂志工。
中山有您們，真好！

1070317-1070318 中山棒球育樂營
1070124 中山愛閱有獎徵答

1070123 佛光山致贈全校師生臘八粥

1070318 家庭親子生活體驗活動

1070129-1070202 棒球寒假育樂營

1061212 中年級英語歌唱比賽
1070309-1070310 棒球縣長盃比賽

1070309 臺北市青年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1070309 生命品格教育故事志工入班說故事

1070309 班親會

1070123 高年級英語歌唱比賽
1070124 輔導室維尼期末叮嚀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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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寒假，我們全家出遊到台南，
台南有很多名勝古蹟，安平古堡、赤
崁樓、億載金城、安平樹屋、德陽艦
等，這些都是遠近馳名的景點。令我最
難忘的是走進神祕氣息的壯觀樹屋探
險，就像走進糖果屋森林般，隨時會有
巫婆出現，害我一直緊抓爸媽的手，一

寒假生活
記趣
◎一甲 卓湘沂
刻都不敢離開他們身邊。隨後我們登上
德陽艦，和姊姊在迷宮般的床艙裡追逐
嬉戲，吹著海風曬著溫暖冬陽，好舒服
呀！

當你走進美麗的

◎五乙 蕭沛昕

校園時，你會發現有
許多歷史悠久的事物，雖然歷史悠久，
卻依舊保護的完好無缺。
一走進校園，你會看見芒果舞台，
芒果舞台的正上方有一顆巨大的芒果
樹，芒果樹遮住了熾熱的陽光，夏天時
偶爾會吹起徐徐涼風，很舒服；繼續往

寒假驚奇
之旅 ◎一甲 高翊展

前走，你會看見一道門，裡面有許多認

我想，我永遠不會忘記，在小學一
年級，好冷的寒假裡，我們全家去熱帶
島嶼國家 - 菲律賓。
這趟旅遊我很期待，因為可以每天
玩沙、玩水、住飯店吃美味的食物。爸
爸說，出國旅遊可不只是享受，更重要
的是要多走多看增廣見聞喔！
第一天，我們到了一個看鯨鯊的島
嶼，所有人都先穿上救生衣，仔細聆聽
注意事項，接著船夫開船載著大家停在
海中央，並撒下許多很像鮪魚罐頭的碎
肉，這時我與妹妹同時看見鯨鯊在海面

抬高頭張大了嘴，繼續等待船夫撒下碎
肉呢！鯨鯊的身體非常巨大，但牠不會
咬人，牠們只吃水中浮游生物。爸爸媽
媽也是第一次這麼靠近鯨鯊，這番景象
令我們全家都印象深刻。
最後四天，我們都在長灘島玩，這
裡比我想像的更棒，沙很細很白，而且
海灘很乾淨，我在沙灘上看見一顆比沙
更白的小圓球，伸手去撿，竟然是珍
珠，這是我最寶貴的紀念品。
難忘的五天四夜之旅，就在充滿驚
奇與滿滿的收穫中，存入我的時光寶盒
裡。

真辦公的老師，有時候你也會看見一隻
可愛的小黑狗，它的名字叫作黑寶。
如果你喜歡看風景，在春天時你可
以到二年級教室前的櫻花園欣賞美麗的
櫻花，微風吹來，櫻花一朵朵慢慢的飄

美食
當前

我最愛吃的一道料理是麵疙瘩，我
總是在周末央求媽媽煮這道美食給我
吃，她也總是豪爽的答應。
準備好。做麵疙瘩的主要材料有：麵粉、

下課了 水、雞蛋、蔥花、蔬菜和高湯。烹調的

◎一丙 謝沛純
有一天，媽媽開車載著我和妹妹一
起去紅樹林釣螃蟹，可惜螃蟹躲起來
了，無法順利釣到螃蟹，我和妹妹很失
望，希望下次可以釣到螃蟹。

我的寶貝
寵物 ◎一乙 張冠甯
我有一隻全身毛茸茸的寵物，他有
一雙圓滾滾的大眼睛，和一對又大又長
的耳朵，還有像毛線球的尾巴。他總是

噹噹噹

！下課了，我和我的好朋
友們一起跑到操場踢足球，我踢過去，
你踢過來，足球就在我們的
腳下來來回回的跑著，大家
玩得好開心，真希望上課的
鐘聲不要響起來呀！

充滿了好奇心，經常跳上跳下，到處去
探險。他有時也會害羞的藏起來，和我
玩躲貓貓的遊戲。我最喜歡把他抱在懷
裡，輕輕的撫摸著，他是我最愛的寶貝
寵物 ---- 長耳兔。

，過年到，
地板和窗戶都要整理到。
，過年到，
衣服和褲子都要買到。

吃吃吃

，過年到，
魚肉和蔬菜都要吃到。

的水放入大碗裡攪拌，攪拌到麵糊變的
濃稠，並且很光滑，就可以準備下鍋
了！用湯匙把麵糊一瓢一瓢放進湯裡，
麵糊馬上就結成塊，也就變成麵疙瘩
了！麵糊熟了以後，就把切好的蔥花和
蔬菜放進去，可以添加風味，也能讓整
道菜更漂亮。最後放著悶三到五分鐘，
一道美味的麵疙瘩料理就完成了！
上菜了！一碗熱呼呼的麵疙瘩，一
端起來，淡淡的清香撲鼻而來，光用聞
的就讓人垂涎三尺。之所以叫麵疙瘩，
是因為上面一粒一粒的看起來像疙瘩。

◎一乙 陳奕澒

領領領

之前，我們家從
，過年到，

過年到，春到，福到，
好運都來到。

爸媽紅包都要領到。

來沒有煮過一種食

物，但是就在前幾天的晚上，媽媽就煮
義大利麵。

，過年到，
沖天炮和仙女棒都要玩到。

我和哥哥上完英文課回到家，桌上
擺了兩杯食物，我迫不及待的看了一

羽球
集訓

眼，竟然是用杯子裝著的杯子奶油義大
◎一丁 施采岑

寒假期間，我參加了學校
羽球校隊的集訓。在教練連續
四天的密集指導下，我有了大
大的進步。
雖然，在訓練過程中讓我

一週一次的舞蹈課是我
最期待的課程。
上舞蹈課，我覺得很有
趣，而且可以學到很多特別的動作。其
中有優美的姿勢，也有非常具有挑戰性
的動作。在老師嚴格的帶領下，我很努
力的練習，所以我都能克服困難，學會

覺得很疲累，但是集訓卻帶給了我滿滿
的收穫。我因此認識許多朋友，生活也
變得多采多姿！集訓回家後的我胃口大
開，讓我長高許多。
打羽球是個有益健康的運動，我很
感謝爸爸媽媽讓我有機會接觸羽球，進
而參加這個羽球營隊集訓！

◎一丁 徐翎珂

舞蹈課

高難度的舞蹈技巧。
每次的舞展，我們在台上精彩的表
演，都能獲得台下觀眾熱烈的掌聲，讓
我感到非常的光榮，覺得很有成就感。
我最愛舞蹈課了！

歡的地方──百齡園，因為百齡園內有
一座五顏六色的溜滑梯，溜滑梯旁有一
顆大石頭，上面寫著「百齡園」三個大
字，它是由鄭麟書校長親自規劃的。下
課你還有個可以去的地方，就是高年級
的最愛──操場，操場上不只有跑道，
還有籃球場，操場旁也有棒球場、單
槓、平衡木……等等。
我學校的風景和設施都不只這些，
如果你想看更多美麗的風景或是好玩的
設施，你不妨到中山國小走一遭。

一塊的，就好像雲朵，帶著我到美麗的
天堂。我要開動了！嗯～人間美味，吃
起來 QQ 鹹鹹的，很有嚼勁！雖然是
簡單的料理，卻讓我們全家吃得津津有
味，就連主廚媽媽也吃得很開心呢！
我對麵疙瘩有著特別的回憶，不只
是因為它很美味，也是因為這是我和媽
媽第一次一起煮的料理。那時候我還很
小，幫不上什麼忙，於是媽媽給了我最
簡單的工作─攪拌麵糊。我努力的攪，
一直攪，還是不能使它變光滑，媽媽就
會笑著幫我。我也喜歡看著媽媽把麵糊
放進湯裡，一塊塊浮起來，好有趣。之
後每次媽媽要做麵疙瘩時，我總是會守
在旁邊當她的助手，直到現在。我發現
這道菜的材料都很普通，烹調方式也很
簡單，為什麼這道菜卻如此美味呢？
原來這碗麵疙瘩的秘方是─媽媽滿滿的
愛！長大後我也要自己煮麵疙瘩給媽媽
吃，讓她感受到我對她滿滿的愛！

◎五戊 梁立詳

了道讓全家驚艷的美食，那就是─奶油

蹦蹦蹦

下來，很漂亮；接著是小朋友們最最喜

最幸福的事 在家享受奶油義大利麵

過年

掃掃掃
買買買

方式很簡單，首先把麵粉、雞蛋和適量

◎一丙 張弘毅

下來，很像一朵朵美麗的雪花緩慢飄落

但是在我看來，它的模樣白白的，一塊

◎五丁 陳漢亭

料理的第一步驟，就是要把材料都

釣螃蟹

校園
風情

利麵，，我大吃一驚，心想媽媽怎麼那
麼有創意，我和哥哥興沖沖的洗了手並
吃了一口義大利麵，都驚呼了一聲，哇 !

大利麵給吃完，最後全家也都津津有味
地吃完了。在自家品嘗就是不同凡響，
讓全家人意猶未盡。
美食的世界千變萬化，但我最愛的
就是奶油義大利麵。這個食物雖然家喻
戶曉，它可以是高級料理也可以是平民
美食，所以能在家享用媽媽的創意美食
奶油義大利麵，對我來說是最幸福的事
了，我要謝謝我的媽媽，讓我能經常能

真是人間美味啊 ! 所以我馬上把奶油義

享用好吃的美食。

我愛
蚵仔煎

味， 還 能 感 受 到 蚵

◎五戊 巫禹宣

說到最愛吃的食物，我最愛吃的就
是「蚵仔煎」，每逢到了禮拜六，我就
會跟媽媽撒嬌拜託媽媽帶我去逛夜市，
即使不能去，只要一提到夜市，我總會
大叫說：「我要吃蚵仔煎！」
在我印象中吃過最美味蚵仔煎，是
我在假日和爸爸媽媽一起去竹圍漁港所
吃到的，一口咬下，不但完全沒有腥

仔在

我嘴巴裡跳舞，讓人吃了有種幸福的感
受。這麼一道貌似平凡無奇的蚵仔煎，
卻可以讓人細細咀嚼中，品嚐出它的美
味。
我認為一道好吃的蚵仔煎必須具備
以下條件：蚵仔要新鮮、蛋不能太生要
全熟，而麵糊要煎的又 Q 又彈。我希
望以後能每個禮拜六都能吃到蚵仔煎，
對我來說那是世界上最棒的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