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寒假生活

三年一班

鐘子齊

我期盼已久的假寒終於要來到了，今年的假期我預定了

三年級

幾個計畫，首先一放假要先去找表哥玩，之後也希望與家人
到外地旅遊。因此我既期待又興奮，希望我能過個充實的假
期。
從學校結業式放學回到家，我就把前幾天準備好的物品
先快速的打包進行李箱，接著便興高采烈地跟著家人出門去
了。車子剛開到表哥家門口，我就看見表哥站在門前歡迎我
們，讓我感到很驚喜。我在表哥家裡住了幾天，每天和表哥
一起打球、一起看電影，和一起玩玩具，日子過得非常愉快。
很快的新年就要到來了，這天爸爸、媽媽開車來接我回台中
爺爺、奶奶家過新年，在這一路上，我看到家家戶戶的門口
都貼滿了紅色的春聯，很有過年喜氣洋洋的氣氛。除夕夜那
天我們全家一起吃團圓飯，向長輩拜年時，我還得到許多紅
包，每年的紅包我都會讓媽媽幫我保管先存下來，之後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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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合作專題：齊力扎根品格教育

校長 鄭陳宏

壹、何謂品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
儒家傳統的思想中，教子之道貴之以德，提出了要先成
「人」，才能成「才」。因此以「德」為成人之本，以「智」
為成才之源，是千古不變的法則。品格教育就是要讓孩子學
習「認識良善、喜愛良善、做出良善。」
如果我們教養出的孩子懂得做人做事，我們的教育才能
真正的落實。推動「品格教育」主要在於協助孩子了解、欣
賞、以及表現出好的行為。一個人所具有的好品德之特質必
須在好的環境中持續的模塑，進而展現出其可欲的行為。

後可以拿來繳學費，還可以買自己喜歡的東西，真是一舉兩
得。
這次的寒假假期雖然短暫卻很充實，我很期待下次假期
的到來，也希望我能比上個學期表現得更加進步和成長，也
期盼每一次的寒假都能如此美好。

貳、品格教育的內涵核心概念
一、人性基本理念：悅納自己，尊重別人，性別性平權，家
庭和樂…
二、日常生活習慣：有禮貌，愛整潔，守秩序，有分寸，常
服務…
三、傳統倫理道德：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友愛同學…
四、民主法治信念：自由民主，守法重紀，社會公義…

我最喜歡的家人

五、當代思潮趨勢：環保，珍惜資源…
六、身心靈的宗教情懷：奉獻，服務，感思…

歡玩的玩具是樂高，在玩樂高的時候常常因為組裝錯誤，組
不正確而失敗，但是姐姐還是會鼓勵我，讓我有信心再來一
次，讓我更想繼續做下去，如果我成功一次就組好，姐姐就
會稱讚我，讓我很開心。
和姐姐吵架的時候，好像是一場大戰爭，我們會互相推
來推去，要等很久才會氣消。在等氣消的過程，我們誰也不
跟對方說話，因為扯不下臉道歉，所以一對到眼就會覺得很
尷尬，每次遇到這種狀況，媽媽就會來當我們的和事佬，讓
我們儘快恢復和諧的姐弟關係。
我覺得有一個姐姐很好，可以跟我一起玩，還可以跟我
一起畫圖，碰到我不會的功課她還會教我，我希望跟姐姐的
感情可以越來越好。

三年一班

蔡柏屹

我最喜歡的家人是姐姐，從小她都對我很好，所以我們
的感情特別好。有一天早上當我們要去上學時，我發現她今
天穿的制服很特別跟我不一樣，原來是因為姐姐要去上國中
了，讓我覺得時間怎麼過得這麼快，我們要分開上學了。
我跟姐姐在家的時候，我們最常一起玩玩具，我們最喜

參、實施品格教育時家長的重要性
做為品格教育的基地，家庭要扮演好第一道閘口，家長
成為孩子的加油站有下列幾項：
一、家庭共同相聚的時間是神聖的。
二、家庭成員互相認識可以使孩子獲得心靈的力量。
三、適當的讓孩子為家庭分憂。
四、珍視全家一起用晚餐的時間。
五、定期和孩子完成一件事。
六、建立固定的家庭傳統和儀式。
七、和孩子一起玩遊戲。
八、在孩子睡覺前告訴他一些家裡的往事。

快樂的寒假

肆、教育少了品格，書念再好也沒用(代結語)
所謂「身教重於言教」，師長的一言一行對孩子的行為
與想法的影響不容忽視。「品格教育會改變全世界」因為品
格教育改變了個人，也就改變了社會、國家，最終藉由重塑
每個國家而改造全世界。當我們給孩子一點點，他們會用他
們的生命去放大，因此…我們自己就是給孩子最美好的生命
禮物。

這次的寒假，我的心情特別開心，因為不用去安親班，
可以回屏東阿嬤家放寒假。由於妹妹已經升上一年級，學會
照顧自己，所以媽媽就放心讓我們姐妹到阿嬤家過寒假生
活，我們都興奮無比。
阿嬤家有很多親戚，有三個叔叔、四個姑姑、六個堂兄
弟姐妹。每天下午的時候，我和堂兄弟姐妹們會一起在空地
玩。我們會玩闖關遊戲、躲貓貓和鬼抓人。有一次，在玩躲
貓貓的時候，我和堂妹躲在一起，大家找不到我們，又急又
緊張。他們找了好久，才找到我們，我們大家終於鬆了一口
氣。

本文摘錄:http://www.khjh.kh.edu.tw/character/news95-12/d1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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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二班

郭妍希

阿嬤在她的菜園裡種了很多蔬菜水果，有黃金果、番
茄、玉米、芭樂等各式各樣的水果。我會陪著阿嬤澆菜、餵
雞、撿雞蛋。那時，我在餵雞的時候，不小心把雞的飼料打

我們這一班

三年二班

楊子騏

我們班是一個非常活潑又有活力十足的班，教室裡時常

翻了，我很害怕，因為我怕被阿嬤罵。沒想到阿嬤卻慈祥的
跟我說：「乖孫仔，沒關係啦！下次小心就好了。」我聽到
阿嬤這樣說，心中的一塊大石頭才落了地。我也喜歡幫忙撿
雞蛋，有一次我還看到一顆特別小的迷你蛋，大小只比乒乓
球大一些些，真是新奇。
我覺得回去阿嬤家過寒假，心情開心極了，因為有玩伴
可以一起玩很多遊戲。我也覺得這次的寒假很特別，因為我
終於有機會體驗小小農夫的生活。等下一次的假期到來，我
要和妹妹再去屏東阿嬤家度假呢！

我最喜歡的家人

三年三班

都是同學的玩鬧聲和講話的聲音，而我也是一位愛講話的
人。
升上三年級又重新分班，班上只有二位同學是我以前的
同學，其他都是新同學，我在新同學裡認識了好幾個很棒的
同學。
第一位就是羅立蓉，他畫出來的畫都是富有創意又特別
好看，然而我每次看到他的畫都會仔細地欣賞，哇！真是太
棒的美術作品。
第二位是王宥程，雖然他寫字的速度比較慢，但是他寫
出來的字體工整，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對象。
上體育課的時候，我發現李昕紘、陳昱愷跟鍾子晴都跑
得很快，令我最敬佩的李昕紘他跑步的速度，好像「風火輪」
是 303 班跑步最快的人。

賴沛渝

我最喜歡的家人是媽媽，她有一頭短短又捲捲的頭髮，
一雙漂亮的大眼睛。她長得高高的，雖然看起來有點兇，其
實她是很溫柔的。我覺得媽媽就像一朵美麗的玫瑰，那麼漂
亮又迷人。她的手大大的，每當她牽起我的手時，我總是覺
得特別溫暖。有媽媽陪在我身邊，我就會感到安心。
我的媽媽很辛苦，每天要上班，送我和妹妹去上學，回
到家又要趕著煮飯給全家吃，接著打理所有的家事，一刻都
停不下來，十分忙碌。媽媽很盡心盡力的照顧我，每當我生
病時，她就會非常著急的帶我去看醫生。如果我考試考一百
分，她會很高興的給我獎勵。當我心情不好時，她也會說許
多話來鼓勵我，就像一位溫柔的小天使，讓我的心情立刻開
朗起來。
我最喜歡和媽媽一起聊天，每次只要一說起話來，我的
嘴巴就關不起來，嘰哩呱啦的說個不停，迫不及待想把所有

我們班就是活力滿滿、精力百倍的班級，雖然偶爾秩序
會吵一點，但是這就是我們這一班的特色，不知道你覺得我
們班怎麼樣呢?我愛我們這一班。

的事情都和她分享。每當假日時，媽媽總會準備很多我愛吃
的點心，讓我飽餐一頓，這是我最歡樂的時光了。
媽媽，我想對您說：「謝謝您這麼用心的照顧我們，讓
我們有一個幸福的家庭，讓我和妹妹可以平安快樂的長大，
您辛苦了！」

期間最令我開心的事就是過新年了，說到過年就會想到吃年
夜飯、守歲、發紅包、放鞭炮、貼春聯等習俗；每到親戚家，
大家都會說：「恭喜！恭喜！」，我覺得我的心情好的像是要
飛上天了！
最後，我覺得自己過了一個有意義的寒假，希望以後的
假期也可以如此快樂，現在的我開始期待著下個假期……。

我們這一班

我的寒假生活

三年四班

蕭柏緒

耶！終於開始放寒假了，我期待已久的寒假終於來臨
了，我的心情就像花兒朵朵開，好開心啊！
我希望度過一個有規律而且充實的寒假，所以我開始訂
定寒假的生活計畫，首先，每天要多運動、按時寫功課，還
要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例如：說話要輕聲細語、幫忙做家
事、多閱讀課外讀物等。
寒假的到來讓我好高興！我終於可以大玩特玩了，寒假

三年三班 羅立蓉

我最喜歡的家人

說到我們這一班，可是非常熱鬧的。老師不在時，我們
就開始像小鳥一樣吱吱喳喳，話說個不停，正當全班鬧哄哄
時，班長就像老虎一樣大聲怒吼，大家都嚇得鴉雀無聲。
班上有一個跑步很快的人，每次不管是上體育課，還是
玩遊戲，大家都追不上他，他就像飛躍的羚羊一樣跑步很
快，而且他大隊接力也有被選上，他長得很瘦小，眼睛也小

三年五班

何彥寬

我是一個幸運兒，生長在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家中成
員有慈祥的爺爺、溫柔的奶奶、勤勞的爸爸、美麗的媽媽、
以及可愛的弟弟。他們每天用愛包圍著我，讓我健康平安長
大。家人中我最喜歡也最崇拜的是爸爸，我的爸爸每天都披
星戴月辛苦工作他除了是家中的經濟支柱外，假日也都在陪

小的，他的名字就叫李昕紘。
我們班有一個搞笑人物，個性調皮搗蛋，就像猴子一樣
頑皮，他雖然很活潑，但是他平常會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全
班笑到肚皮好像都快破了一樣，然後我現在要介紹他的名
字，這個人的名字叫林少程，他長得很高壯，就像大猩猩一
樣。
我覺得大家都有自己的長處，不管是聰明還是不聰明，
只要大家有盡力要對自己負責，我希望每個人都要用功讀
書，考試的成績越來越進步成長，更上一層樓。

伴家人，是我心中愛家的好父親。
爸爸的身材中等，長相斯文秀氣，很像卡通哆啦 A 夢中
的大雄，但他沒有大雄的迷糊和懦弱，因為他有個「超級腦
袋」，每當我有任何疑難雜症，他總能迎刃而解，是家裡頭
的智多星。爸爸也是我的最佳玩伴，我和弟弟以及爸爸常玩
在一塊爸爸無論在動態的運動，還是靜態的活動，總能贏過
我和弟弟，雖然吵吵鬧鬧，常常令媽媽七竅生煙，但我還是
覺得和爸爸一起瘋狂的玩遊戲很快樂。我很敬愛爸爸，爸爸
也很疼愛我，記得有一次爸爸到中部出差，半夜我的氣喘發
作了，於是他很緊急的來回開了 5 個鐘頭的車程，把遠在台
灣東北角偏鄉的我，載回新竹就醫，事後爸爸當然沒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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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但他卻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比彥寬重要，這句話令
我非常感動，知道爸爸如此疼愛我，我感到好幸福，我最喜
歡的家人就是爸爸了。

姐姐是我最喜歡的家人，因為她教會了我很多事物，我
想對姐姐說：「謝謝你教會我怎麼跳舞」，希望我長大也能和
姐姐一樣棒！

我的爸爸在家有一個綽號，叫做「不要先生」，他總是
把「彥寬不要在地上打滾，彥寬不要把玩具亂丟……」掛在
嘴邊，我雖然覺得爸爸很囉唆，我也會不耐煩，但是我更明
白：其實爸爸是希望我在各方面的表現更進步。爸爸！我想
對您說：「您別擔心 我會努力使自己變得更好，請放心。 」
我最喜歡的家人就是爸爸。

寒假生活

三年五班

我最喜歡的家人

陳杰暘

種了好多地瓜，需要小幫手幫忙，我和弟弟兩人自告奮勇，
穿著雨鞋就去幫忙挖地瓜，拿著鏟子把一條條地瓜挖起來，
將上頭的泥土撥一撥，再放進籃子裡，非常有成就感，只是
一個不小心，我踩到了爛泥巴！兩隻腳陷入土裡，愈是用力
愈是出不來，整個被困住，只好向外公求救，費了九牛二虎
之力，我總算脫困了，但雨鞋表面沾滿了泥巴，只好等外公
幫我拿另一雙雨鞋來。後來我穿著雨鞋踏進小水漥裡，
「碰！
碰！」水花向外四濺，雖然褲管 又溼了，但真是快樂的一
天啊!
我跟著弟弟參加安親班的戶外教學，我們去了老頭擺體
驗釣假鴨、拔蘿蔔、做蘿蔔糕、DIY 牛車，我將拔到的蘿蔔
送給外公，外公很開心，我也很快樂！雖然這一天很累，但

最後，我想要對媽媽說：「謝謝您，有您真好！」

我的寒假生活

三年七班

黃亭樺

耶！我期待已久的寒假終於來臨了，這次的寒假有二十
八天的假期，我一定要好好的計劃，讓我能有一個充實快樂
的寒假生活。因此，我計畫白天要參加安親班的冬令營，晚
上回家後要協助媽媽做家事，假日要跳繩做運動，有空還要
跟媽媽去新竹巨城百貨公司逛街，除了享用美食以外，也要
好好享受跟家人相處的時光。
安親班的寒令營有安排非常多的課程，有國語、數學、
自然和成語……等，每一堂課都相當精采有趣。其中，我最
喜歡的是「小小魔術師」，看老師表演的魔術，讓我看得目

是收穫滿滿，我們還有去溝貝農場拔蔥，之後拿來做蔥油
餅，吃著自己做的蔥油餅，真是有說不出的滿足啊。在農場
還餵了可愛的鴨子和兔子吃飼料，看到扯著呱呱聲的鴨子搖
搖擺擺走著路，和紅眼睛的兔子蹦蹦跳跳，就覺得好有趣。
這真是個收穫滿滿的寒假，尤其去外婆家挖地瓜最令我
難忘，因為地瓜好吃，在田裡又好玩，也能夠陪伴外公和外
婆，和他們相處我也很開心，真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可以去，
也希望之後的寒假也同樣有趣。

三年六班

駱品安

我們家有外公、外婆、爸爸、媽媽，以及我和弟弟六個
人。外公每天載我上下學，外婆每天煮營養又健康的早、晚
餐給全家人吃，爸媽負責工作賺錢，我和弟弟負責學習知
識。你猜到了嗎？我最喜歡的家人就是媽媽。
我的媽媽有一頭長長的頭髮，眼睛像彈珠一樣，又圓又
大，人長得非常漂亮。
在假日時，我們常常去十七公里海岸線騎腳踏車，每次
騎到一半時，我就想要放棄，都是因為有媽媽鼓勵我，我才
能騎完全程。媽媽有時候也會帶我們去六福村玩，我最喜歡
和她一起玩的遊樂設施是「大怒神」
，那種快速升降的感覺，
真是刺激好玩呢！

我最喜歡寒假，因為寒假可以住在家裡睡到自然醒，可
以去外婆家玩，還可以去安親班的戶外教學，總之，可以做
好多平常做不到，但又有趣的事，所以每到寒假，我就開始
期待過多彩多姿的生活。
今年寒假我跟弟弟在外婆家做了很多事。外婆家的田裡

我最喜歡的家人

三年六班

瞪口呆，完全找不出破綻。經過老師的講解後，我也學會變
魔術的技巧，相信假以時日我也能變成一位小小魔術師。我
也喜歡玩樂高積木，這次冬令營也有安排樂高積木的組裝，
這次的主題是「車子」
，從課程中，我學會組裝一台建築車，
更學會使用螺絲起子，之後如果家中物品的螺絲鬆掉時，我
就能幫上忙。另一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小科學家」，
在老師的講解下，我動手做了一輛風帆車，利用風力來吹動
帆，讓車子可以前進，看到風帆鼓起來的瞬間，我覺得很有
成就感。
假日時，爺爺還帶我們去苗栗採草莓，草莓園在山上，
那裏的空氣很清新，每一顆草莓長得又大又紅，整個草莓園
到處都是鮮紅欲滴的草莓，讓我採得好開心，而大家也都滿
載而歸，每個人都帶著一大籃的草莓回家。

林妤曈

我最喜歡的家人是姐姐，她染了一頭咖啡色的短髮，有
一雙閃亮亮的大眼睛，最特別的是她的眉毛，濃濃密密、黑
黑的，感覺就像是用黑筆畫上去一樣。
姐姐喜歡跳原住民的舞蹈，當音樂開始播放時，她的腳
就不自覺的跳起來，因為她教我跳舞，讓我也愛上了跳舞。
姐姐也喜歡唱歌，每次有聚會的時候，她宏亮的歌聲，馬上
就炒熱了整個場面，唱完時，也一定會聽到聽眾如雷的掌聲。
我最喜歡和姐姐一起去海邊玩，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起
去象鼻岩划獨木舟，那天風很大，浪也很大，我們划得很辛
苦，好不容易划到了象鼻岩，我們繞象鼻岩一圈，在岩石邊，
我看到許多奇特的貝類和美麗的海洋生物，那天是我最難忘
的一天！

這個寒假過得既充實又有趣，我希望下次的寒假生活也
能如此精彩有趣。

我最喜歡的家人

三年七班

游承軒

我最喜歡的家人是媽媽，因為媽媽會教我很多好玩的事
情，讓我覺得很幸福。每當我放學後，媽媽會馬上煮飯給我
們吃。假日時，媽媽也會教我煮菜，所以現在的我，已經很
會煮飯給家人吃。
最近媽媽開了一間麵食店，因此我常看到媽媽煮麵跟切
菜的情形，更學到如何煮出好吃的麵、如何把菜切得快又好
看的方法。很多時候，我就成為媽媽店裡最厲害的小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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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我真的很會煮麵跟切菜，有機會來到我家的麵店，我
再親自為你們服務。
當我心情不好的時候，媽媽就會安慰我，讓我的心情頓

覺，而是專心的寫功課。寫完功課，我就上樓把衣服收一收、
摺一摺，幫忙完家事，我就可以再回學校玩了。回嘉義住的
這段時間，我和表哥每天都過得快樂又充實。再來要迎接新

時開心起來，不再難過。假日時，媽媽會煮她最拿手的飯菜
給我吃，尤其是我最愛吃的青菜黃麵，我也告訴嬤嬤，我要
學會煮菜，等我學會了，我也要煮給全家人吃。
我很開心有這麼一位對我關心呵護的媽媽，也希望媽媽
不要太辛苦，我會每天幫忙做事情，讓媽媽可以天天開心。

年了，除夕夜晚上我們和奶奶一起吃年夜飯。吃完年夜飯就
可以領壓歲錢了，當晚也可以守歲，替長輩祈福。在劈哩啪
啦的鞭炮聲中，新的一年來了，我又長大了一歲，所以我要
更加懂事，不要讓爸媽擔心。
我過了一個非常快樂又充實的寒假，希望以後都可以如
此快樂。雖然有一些預定的計畫還沒完成，但我還是會努力
將它們一一實行，不要當個半途而廢的人。

我的寒假生活

三年八班

廖庭毅

耶！我可以放寒假了，非常期待的寒假來臨了，我高興
到晚上都睡不著，好興奮呀！因此，開始著手規劃希望過一
個充實的寒假。首先，每日早起、每天運動、按時寫作業，
還要學習良好的生活習慣，例如：幫忙家人分擔家事，說話
輕聲細語、多閱讀課外讀物… …等。
寒假到了，終於可以輕鬆一點了，開始大玩特玩了！寒

我最喜歡的家人

三年八班

示他的心情不太好，這時我便會收起我的問題，關心媽媽，
待他開心起來！或是我也會靜靜的做自己的事，先不吵媽
媽。
我最喜歡和媽媽一起學習新知識，上次我考到前三名的
原因，是媽媽耐心教我這個知識不完全吸收的人，讓我開開
心心的去考試。
媽媽，我想對你說：「謝謝你對我付出了這麼多。」媽
媽我告訴你我真的很愛你。

聶妤喬

我的寒假生活

耶！放寒假了，我期待了好久，終於來臨了。希望可以
過一個充實又快樂的寒假，所以在一開始就擬定好我的計
劃。首先，每天要早睡早起、天天讀課外讀物、天天運動……

三年九班

三年十一班

鄭晴

令人期待的寒假，我們終於見面了！你除了可以讓我充
飽電力迎接下學期的挑戰之外，還可以在這個假期裡讓我完

等，還要學習良好的生活習慣，例如：幫忙分擔家務、多寫
日記、不可以罵別人……。
寒假期間，我跟爸媽一起去了新竹市吃飯，我們吃了石
家魚丸和油飯。跟爸媽一起出去吃東西覺得很開心，因為很
少跟媽媽一起在外用餐，心情總是特別雀躍，總能留下深刻
的印象。寒假中另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過新年」，
想到新年就會想到領紅包、吃年夜飯、守歲、穿新衣戴新帽、
拜年、貼春聯、放鞭炮……等習俗。大年初一，我們會到親
朋好友家拜年，大家互道恭喜，祝福每個人的新的一年都快
樂幸福。
這個寒假，我幫忙做了很多家事、寫很多篇日記、做很
多運動，還跟爸媽外出用餐，度過了一個充實又快樂的寒
假，希望以後的寒假生活也可以那麼精彩豐富。

我的寒假生活

陳鈺昇

我最喜歡的家人是媽媽，他有一雙明亮的眼睛，一張可
愛的嘴巴，特別是那顆溫柔體貼及疼愛我的心。
媽媽最喜歡教我新事物，他總是不厭其煩的教我，但媽
媽有時也會有不開心的時候，一旦媽媽開始不耐煩時，就表

假期間，正逢中國農曆新年，聽到新年兩個字，我就想到拿
紅包、吃年夜飯、貼春聯……等習俗。大年初一，叔叔、阿
姨們都會來我們家。「新年快樂！」四面八方都傳來吉祥話
的聲音，我的心受到大家的歡樂笑聲感染，就像置身天堂一
樣，輕飄飄的。
這次的寒假生活過得充實又有意義，希望每一年的寒假
都能過得如此開心又快樂。

我的寒假生活

三年十班

成許多想做的事。
寒假裡，我持續上我最愛的街舞課，每次數著節拍跟著
音樂起舞，真是感到無比的快樂和放鬆；每週的鋼琴課，也
是我很喜歡的時光，把曲子練好的時候，總讓我很有成就
感；另外，每週六日一大早的直排輪課，雖然有著魔鬼般的
訓練，但能和許多好朋友一起練習，讓我還是很喜歡直排
輪，而且下課後教練還常常請我們喝飲料，大家都瞬間忘掉
練習時的辛苦。
除了課程之外，還有一件令我興奮的事，就是趁著好天
氣，我去了綠色隧道騎腳踏車。我和阿姨一家人一起騎了四
人協力車，媽媽和姐姐則騎著單車跟在我們身後。在太陽公
公的帶領下，我們乘著風穿過綠色隧道，邊聽著音樂，腳下
沉重的踏板好像輕鬆了一些，一路上我們說說笑笑，快樂的
時光一下就結束了。傍晚，我們到了永安漁港看夕陽，夕陽
看起來就像一顆巨大的蛋黃一樣，陽光照映著海岸邊，景色
真是美麗。
這個寒假雖然有新冠肺炎疫情的擾亂，但我們還是過得
很愉快。親愛的寒假，我們下次再見囉！希望這波疫情可以
趕快結束，讓我們下次在見面時，可以創造更多美好又精彩
的回憶。

張晟浩

好開心喔！我最期待的寒假終於來臨了，我想要有一個
快樂又充實的寒假，所以我開始規劃我的寒假生活。首先，
我每天至少要幫忙做一件家事，再來要天天運動，最後是要
好好地陪弟弟玩。
寒假期間，我回嘉義和奶奶一起住一個禮拜。奶奶帶我
回以前的學校遊玩時，我遇見我以前的同學，我們開心的一
起玩耍，共同回味只屬於兩人的快樂時光。隔天，小姑姑就
帶表哥回來奶奶家住。每天小姑姑都會帶我和表哥去河濱公
園和學校玩，為了下午可以繼續玩樂，中午我們沒有睡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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