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味道

四年一班

楊育昀

我記憶中最難忘的味道，是宜蘭冬山街上的豆花。第一

四年級

次吃到這個甜甜的美食是外婆推薦的，外婆說這是她從年輕
吃到老的一家店，有幾十年的歷史了。
這間店在舊市場，店裡的生意非常的好，一進到店裡可
以看到桌上擺滿了許多不同的配料，有花豆、紅豆、粉圓、
芋圓、椰果等，讓人每種都想加進豆花裡。夏天時，還能在
豆花上加上一層雪白的刨冰，再淋上老闆特調的糖水，哇！
真是清涼爽快。到了冬天，豆花裡加的是老闆熬製的熱薑
汁，吃起來特別溫暖，真是令我難忘。
可惜因為舊市場改建，豆花店也被拆除而停業。雖然附
近還有幾家新開的豆花店，但依舊比不上幾十年老店的古早
味。還好後來聽到外婆說起豆花店重新開幕的消息，我非常
開心。現在每次有機會回外婆家，我都會請爸爸帶我去買豆
花，再去享受那個甜甜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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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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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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我喜歡做的事

四年二班

陳品豪

寒假的時間很長，因此我們可以利用這些時間體驗各式
各樣的活動，可以睡覺、旅遊、看電影、爬山…..等，這些
有趣的事情能讓我們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
其中，我最喜歡的事情就是待在溫暖的家裡了，因為可
以坐在柔軟的沙發上，蓋著溫暖的棉被，品嚐著香脆可口的
餅乾，真是一大享受啊！除此之外，我還喜歡玩桌遊，因為
平時都在專心的上課，根本沒有空檔可以玩，所以到了寒
假，我就能隨心所欲的玩桌遊，除了可以跟同學一起合作、
一起思考，過程中還可以享受闖關成功的樂趣，真是一舉兩
得。
但我最喜歡的還是去遊樂園玩了，平時假日我們都滿心
期待的想去玩，但是爸媽都不答應，等了好久，終於到了寒
假，我們早已迫不及待的想衝進遊樂園大玩特玩了，遊樂設
施能讓人渾身舒暢，把平時的課業壓力都在此刻宣洩出來。
我們可以在寒假學到許多知識，再把這些知識記在腦袋
並靈活運用在生活中，這樣子不僅讓寒假變得更有趣，也變
得更有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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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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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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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錄:http://www.khjh.kh.edu.tw/character/news95-12/d1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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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我喜歡做的事

四年二班

蔥花蛋

鍾秉霖

四年三班

馬巧柔

考試完，一轉眼就到了寒假，寒假可以說是小朋友的天

「蔥花蛋」是媽媽的拿手好菜，也是我最喜歡的蛋料

堂，因為可以做成千上百的事，其中我最熱愛的當然莫過於
沉靜於書本世界和熱血的運動中啦!
每天早上，我會隨心所欲的拿本書來閱讀，每當我打開
書本，思緒就像被吸進書本世界中，書名就像是冒險名字；
書本裡的內容就像是冒險的經過一樣，既刺激又有趣。因為
每本書就是一趟獨特的冒險，所以才會令我每天都迫不及待
地的打開書本來閱讀！
一到下午，我的雙腿就在提醒我該去運動了！我每天都
在步道上跑得滿頭大汗，頓時寒氣全消，接下來就是到處走
走看看，看一些長相奇特的植物；看一些小昆蟲在樹上活
動，最後和朋友在球場上相互切磋，雖然打得汗流浹背，但
是相當開心。
寒假中，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樂趣，不能讓自己的寒假生

理。還記得第一次吃到這道料理是在奶奶家，午餐一上桌，
它便立刻吸引我的嗅覺，我感到十分好奇這不起眼的一道菜
會是什麼味道，忍不住想嘗嘗看。沒想到，放進嘴裡入口即
化，香氣四溢，美味無比！
這道料理看似簡單，背後卻是家人滿滿的愛。蔥是摘自
奶奶的菜園，沒有噴灑農藥，每日以清水及自然堆肥灌溉，
所以長得又直又肥美。料理方式非常簡單，首先將蔥洗淨切
丁後放入大碗裡，接著把雞蛋也打進碗裡，再加進一小匙鹽
與少許醬油提味，最後把碗裡的食材打勻到稍微起泡，就可
以下鍋嘍！清脆的蔥與金黃色蛋液在熱熱的油鍋裡滋滋作
響，看著它們慢慢凝固膨脹，同時散發出濃濃的香味，真讓
人迫不及待的想要品嘗了。
香噴噴的蔥花蛋一端上桌，立刻擄獲我的胃，金黃的雞

活白白浪費掉。不知道同學們喜歡做的事是什麼呢？

蛋配上清脆又多汁的蔥花，一口咬下，濃濃的香味立刻瀰漫
在嘴裡，軟綿綿的口感更是令我陶醉不已。不過，手腳要快
哦！這盤菜可是我們家餐桌上最被鎖定的目標，手腳慢就只
能望「盤」興嘆了！
這道簡單的料理雖然家家都有，但媽媽的蔥花蛋卻能給
我無比的力量，因為其中有家人滿滿的愛，讓我一吃就立刻
元氣充足，倍感幸福。

蝦仁炒飯

四年三班

何博勳

一想到炒飯，不禁想起巷口那家小吃店的蝦仁炒飯。記
得小時候，只要我肚子餓，爸爸就會帶我去那家店吃飯，那
是我最喜愛的一家店，也是我兒時最美好的記憶。
老闆的炒飯用料十足，有紅蘿蔔、火腿、甜甜的洋蔥、
金黃色的蛋和紅通通的蝦仁。首先，他把蝦仁炒得捲成可愛
的圓形後盛起備用，接著把蛋炒香，再把配料一起下鍋翻
炒，加入少許鹽巴和醬油後，倒入白白的米飯，接著便使出
渾身解數用力攪拌，直到米飯粒粒分明後，便把剛剛的蝦仁
放入拌勻。在一陣看似手忙腳亂其實條理分明的過程後，色
香味俱全的蝦仁炒飯終於大功告成。
金黃色的炒飯，搭配紅通通的蝦仁，和青綠色的蔥花，
色彩鮮明得像一幅漂亮的圖畫。大口吃下，香噴噴的氣味撲
鼻而來，鮮甜的蝦仁彷彿還鮮活的在嘴裡跳來跳去，讓我忍
不住一口接一口吃下肚，瞬間便整盤吃得精光，真是無比滿
足！
這家店的炒飯雖然有點貴，但我們卻無法抗拒那香氣四

我的寶貝

四年四班

范嫙恩

我有一隻玩偶熊，那是爸爸在我小的時候，從夾娃娃機
夾來的，是我的第一隻娃娃。我和她相處一段時間後，只要
沒有她我就會大哭大鬧，讓爸媽傷透了腦筋。
我和熊熊有著深厚的感情，每當我不開心的時候，她總
是會陪在我身旁，我會對又親又抱的，每次我看到她就會感
覺特別快樂，也會有一種特別的安全感。在我小的時候我會
和她一起玩辦家家酒，有時候她會當我的女兒，有時候她會
當我的妹妹，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好開心呀！
有一次我去外婆家，一不小心忘記把熊熊帶回家，在沒
有小熊陪伴的這幾天，我總是難以入眠，我迫不及待的想趕

溢的誘惑，仍然常常去光顧。真希望它能長久經營下去，這
樣，只要我肚子餓，就能隨時吃到最想念的美味了。

快回到外婆家找小熊熊，這說明了我和熊熊有著形影不離的
情感。在我的心裡，熊熊就像我的親妹妹一樣，時時刻刻都
需要她陪在我的身旁。
現在，就算她身上都是縫補後的痕跡，我還是很喜歡
她；就算她變得很破舊，我也還是很愛她，因為她永遠是我
的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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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寶貝

四年四班

老菜脯節

徐守慷

我有一隻哈士奇小玩偶，是全家人一起去逛家飾店時買

四年五班

呂宥承

現在想起寒假去玉里姑姑家的時光還真是讓人想忘都

的。當時籃子裡有許許多多的小玩偶，但我第一眼看到哈士
奇就被「他」給迷住了，就算其他玩偶顏色鮮明又花俏，我
還是選擇這隻吸引我目光的小哈士奇！
小哈士奇身上有著黑白的顏色，嘴巴尖尖的，眼睛小小
的，真是太可愛了。我每天都要小哈士奇陪我睡覺，有時候
是把他緊緊抱在懷裡，有時候則是忍不住親他，就算出門旅
行住飯店或回南部外婆家，我都一定要把小哈士奇帶在身
邊，才能一夜好眠。
後來雖然陸陸續續添購一些小玩偶，小哈士奇也不再光
鮮亮麗，但就算這樣，我和弟弟玩交換玩偶的時候，我也捨
不得把小哈士奇交換出去，因為他已經陪伴我四年的歲月，
我和他存在著深厚的情感。
希望我們的友誼長長久久，因為他是我最喜歡的寶貝。

忘不掉啊！
那次我們有去老菜脯節、放煙火、看稻草人……，其中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菜脯節」，老菜脯節其實不是做菜
脯，而是拔蘿蔔，拔蘿蔔會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原因是因為很
少會有這樣的活動。
當天姑姑一大早就開車載我們到會場，在報到時我發現
會場的地面不太一樣，地上一片一片綠綠的，還有一點白白
的，好像是一片剛採收過後的蘿蔔田，所以踩起來特別軟。
主持人暖場後槍聲一響，拔蘿蔔的時間到了，一開始我
拔到的都是小蘿蔔，但是後來我發現蘿蔔在土上看到的越
多，蘿蔔就越大。
回到家後，姑姑就開始做蘿蔔排骨湯，她先把排骨放下
去煮，然後再切蘿蔔，最後調味，等姑姑煮好，我馬上喝了
一碗，超好喝的，自己拔的蘿蔔果然不一樣。
好喝的蘿蔔湯讓我體會到：自己動手努力所得到的成果
才是最甜美的！

校園裡
公園之旅

四年五班

四年六班

許容飴

校園，
有朋們玩樂的操場，
有學們學習的教室，
還有師生使用的安全設備。

廖品芊

在清明連假，我和表妹倆第一次在沒有大人陪伴下去公
園，其實這是我提出的，我向奶奶說出自己的意見，奶奶答
應了，所以我和表妹就展開了公園之旅。
我和表妹有說有笑的來到了路口，以前都是有大人帶我

校園，

們，所以現在心裡有一些怕怕的，但是我想起奶奶說的話：
「遇到車停下來，沒車時快走，不要跑。」但是這個路口沒
有紅綠燈，好不容易我和表妹快步過馬路，到了公園。
進了公園，高大的樹木和綠油油的草地上有灰黑的樹
葉，看起來美極了！此時我們看到一位老先生，他好像行動
不便，我問他有沒有需要幫忙的？他說：「不用啦，我可以
自己來。」我對表妹說：「那他都這樣說了，我們不能給人
家幫倒忙，那我們走吧。」
我在公園看到了白色的花，聞到了淡淡的花香，但花上
面有聞香而來的蜜蜂——我倒走了幾步，快步離開。我又看
到紅紅黃黃的花，好可愛，但聞起來沒什麼味道。
我和表妹走啊走，看到了許多植物，還有種粉紅色的
花，摸起來粉粉的，可是聞起來也沒有味道。後來我們一起

有朋友們開心的歌唱，
有同學們喜歡的書籍，
還有大家最愛的下課時光。

玩「鬼抓人」遊戲，我看著螞蟻出神時，自己也差點被抓
到……。
火紅的夕陽照著樹木，我知道要回家了，所以我提著水
壺，教起表妹：「回家了。」臨走前都還可聞到大自然的味
道，我們在歡笑聲中，踏上回家的路程，一起留下美好的回
憶。

一片萬紫千紅，煞是好看。夏天氣候炎熱，可是天天晴空萬
里，也勝於下雨連連，一到夏天，太陽總是高高的掛在天上，
地上的農夫也汗流滿面，但還是辛苦的耕種，沒有分毫要停
止的想法，雖然農夫們非常勤奮，可是有時天不做美，常有
颱風來搗蛋，毀了農夫們努力的成果。秋天氣候涼爽，不會
太熱，但總是冷多於熱，讓人們毫不懷疑的脫下短袖，換上
長袖和外套，每到秋天，秋高氣爽，每片葉子也都穿上了紅
衣服，秋風再一一將他們帶離家鄉，大樹也揮著手向他們道
別。冬天氣候寒冷，太陽也躲入了雲裡面不出來，到了冬天，
好多地方都下起了雪，想像著邊喝熱可可邊欣賞雪景的情
境，光是想就覺得很浪漫!

校園裡，
有細心教學的老師，
有認真學習的學生，
在校園，
大家無憂無慮的學習。

我最喜歡的季節

四年七班

周恩琳

一年中的四季，春天氣候涼快，不會太熱，也不會太冷，
而且一到春天，鳥語花香、百花齊放，往花田中一看，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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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季節是春天，春天天氣變化多端，神鬼莫
測，就像人有旦夕禍福，誰也無法先行預知接下來會發生什
麼事，而且一到春天，許許多多冬眠中的可愛小動物都醒來

寒冷的冬天，北風呼呼的吹過大地，花、草、樹和動物
都玩起躲貓貓的遊戲。曇花不見了，小草不見了，樹上的葉
子也不見了!灰熊睡著了，貓熊也睡著了!冷颼颼的天氣最適

了，大地告別冬天，迎來溫暖的陽光，彷彿是大地才剛睡了
一覺醒來似的。春天中，春神還把去年夏天睡著的櫻花叫
起，讓他的花香可以再次充滿整個世界，更讓冬天裡努力綻
放的梅花可以好好睡上一覺，還把冬天中四處遊玩的雪花們
帶回天上，請他們期待下一個冬天。
春天雖好，卻也不是沒有缺點，像是花裡會有很多蟲
子，很容易嚇到人;春天豔陽高照雜草很快就長出來，招蜂
引蝶，讓人們非常苦惱，還有春天的天氣，此時看窗外太陽
耀眼，轉頭便下起雨來。可是即使如此我還是最喜歡春天
了，因為春天也像人一樣，有缺點也有優點，如果不是這樣
的話，那春天就不是春天了，我也不會喜歡了。

合泡熱呼呼的溫泉。冷風吹著大地，街上的行人，都縮著脖
子低著頭，快步的往前走。有的人要回家、有的人要去安親
班補習，而我要和媽媽一起去吃香噴噴又熱呼呼的鴨血鍋。
最後再吃一碗冰冰涼涼的草莓冰淇淋，吃一口入口即化，實
在是美味無比。回到家後，我趕快走進浴室，打開蓮蓬頭讓
溫熱的水注滿了浴缸，在寒冷的冬天泡一個熱水澡，感覺好
舒服!
大自然把一年分成了春、夏、秋、冬，每個季節各有各
的特色，四季真是美麗又奇妙。我喜歡冬天，那你呢?

記憶中的香味
寫給腳踏車的一封信

四年七班

有一顆石頭，我來不及煞車，結果你的輪胎撞到石頭，當時
我痛到起不來，後來媽媽把我抱起來，我才發現我的傷口一
直流血，經過那次的受傷之後，我並沒有因為這樣而害怕退
縮，而是更想把腳踏車騎好，我最期待假日，還沒吃早餐媽
媽就帶我去公園，我瘋狂的在沙地、草地來回騎無數次，越
是陡的路我越喜歡挑戰它，即使雙腳瘀青流血我也不覺得
痛，因為我太享受騎腳踏車的刺激感。
謝謝你陪我兩個年頭，在我心情不好的時候，你帶我上
山下海，帶我看過無數美麗的風景，你就像我的第二條腿，
就算騎了多遠你也不喊累，現在你換了新的主人-我的弟弟
允皓，希望你繼續帶著他看遍所有美景，祝福你一路順風。
子惟敬上
11 月 20 日

四年七班

李珮菲

在小時候，腦中深處記憶的某一天晚上，我聞到了被子
的香味，它的香味，不是洗衣精的味道，而是我最熟悉的味
道。不知從哪一天開始，我喜歡上了這種香味，就算那件被
子很破舊，我依然不會把它丟棄，它成為了我睡覺時不可或
缺的寶貝。
小時候，我把被子抱在懷裡，一邊聞著它的香味，一邊
摸著它的被角。這種味道，讓我無法忘懷，每天聞到這種味
道，都能讓我很有安全感，很快就能入睡。我不敢想像，如

黎子惟

腳踏車哥哥你好:
我是曾經陪你玩的黎子惟，當年爸爸把你買回家，給我
當生日禮物，我非常開心，因為我那時的我從來沒騎過腳踏
車。
一開始我媽媽帶我去公園練習腳踏車，剛開始練習的時
候一直跌倒，每天回家都傷痕累累。有一次我衝太快，突然

我最喜歡的季節

四年八班

果有一天沒有了它，是否就無法安心入睡了呢？
有一天，午餐時間到了，爸爸帶我們去一家新開的火鍋
店，當火鍋端上桌時，撲鼻而來的起司牛奶香味，讓我想起
小時候，小時候奶奶煮的火鍋，那令人垂涎三尺的香味，讓
我讚不絕口食指大動。因為家裡不常吃火鍋， 所以常常要
等到過年吃年夜飯時，才能再次品嘗到這美味的料理。
記憶中的香味，時常出現在生活周遭，常常呼喚著腦海
中的回憶，也提醒著我們，不管生活上遇到什麼難題，只要
聞到記憶中的香味，心情便能放輕鬆，也能夠平靜的思考問
題所在，讓我們能迎刃而解所有的難題。

朴戎琳

一年有四季，春天是一年裡的第一個季節，涼涼的春風
輕輕柔柔的吹過大地，萬物都在睡夢中被吹醒了。夏天是第
二個季節，熱熱的夏風悶悶溼溼的吹到臉上，走在路上的人
們，大家都趕快走到室內吹冷氣。秋天是第三個季節，暖暖
的秋風徐徐吹來，樹上黃色、紅色、橘色的樹葉隨著微風緩
緩飄下，就好像下了一場彩色的雨，好漂亮啊!冬天是一年
中的最後一個季節，也是我最喜歡的季節。

記憶中的香味

四年八班

莊乃妍

當廚房傳來鎮鎮撲鼻的飯菜香，我就知道媽媽又在準備
全家人豐盛的晚餐了。我最喜歡媽媽做的一道菜，就是「炒
青菜」，炒鍋裡的青菜加上蒜頭的香味，還有媽媽快手切完
的紅蘿蔔絲以及香菇，雖然是在平凡不過的家常菜，卻讓我
們吃得津津有味、營養健康，這是充滿媽媽愛心的飯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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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假日，爸爸經常會為我們烤麵包，聽著麵包機規律
的攪動聲，想像麵團在裡頭盡情的被按摩、拍柔，發酵後，
就可以送進烤箱了，也在此時，家裡瀰漫著濃郁的南瓜和奶

放學後吃媽媽做的麵包當做點心，真是美味極了！每每
吃完口齒留香，別有風味，那外表酥脆令人垂延三尺，讒延
欲滴。這次看媽媽做麵包不只讓我吃到了媽媽的手工麵包，

油香，我耐心的等待大口呼吸這可口的麵包香氣，終於出爐
了！金黃色的南瓜吐司搭配熱紅茶，這是屬於我們家獨特的
好滋味，也是專屬於爸爸的親情麵包。
每回回羅東阿公家，一走到陽台，一股淡雅花香就會隨
風飄過來，我喜歡這神清氣爽的香味，會令我不自覺的想靠
近它，湊近鼻子好好的聞一聞，阿公告訴我這種花叫做「含
笑」，我覺得它的名字很可愛，「含著笑的花朵」，就像阿公
溫暖親切的笑容，我喜歡含笑的香氣，更喜歡我和阿公談笑
風生的每好回憶。
這些香味都是我和家人之間的幸福快樂時光，不管是飯
菜香、麵包香，或是含笑的花香，每一種都是家人呵護、陪
伴我的記憶香味，我會好好珍惜、牢牢記住，但願我以後也
能夠像他們一樣，創造各種屬於我的香味。

也讓我對麵包有了嶄新體驗，更是讓我嘗到了媽媽留給我的
疼愛與關懷。

媽媽的三杯雞

四年九班

友誼的見證

吳芷妤

暑假夏令營的一個早上，老師帶著一位新同學對大家說:
｢這是今天新來的同學，你們要好好照顧她喔！｣ 我們大聲
的說:｢好！｣ 老師走後，我們就問新同學叫什麼名字？她說:
｢我叫許容飴。｣ 我們又問了她一大堆問題，她也一一耐心
的回答我們。
容飴和我一起參加了半個月的夏令營，我們就像兩隻小
麻雀，每天吱吱喳喳的學習和玩耍。我們的感情越來越好。
那時，夏令營舉辦了逛超市的活動，老師要我們先分組再討
論要採購的糖果、餅乾。當大家興高采烈的找著自己的組員
時，容飴安靜的坐在自己座位上，我熱情的邀請她和我一
組，她開心地答應了。 我們二人在老師的帶領下，開心的
採購零食並一起分享。有時迷糊的我忘記帶鉛筆盒，她看到
我不好意思跟老師借，會主動借我文具用品；桌遊課時，沒
有同學跟我玩，她也會找我一起玩；每當我有不懂的數學問
題時，容飴也會耐心的教我。
不知不覺中，我和容飴的感情越來越好，我們就像親姊
妹一樣，永遠有聊不完的話題。希望我們能永遠那麼地好、
那麼地親密。

柯芯卉

我的媽媽非常疼愛我們，我常常下課回到家，就會在廚
房外聞到香香的三杯雞味。三杯雞是台灣傳統的美味小吃，
只要一到小吃店，大家最愛點的傳統小吃就是三杯雞，而三
杯雞正好也是媽媽的拿手菜，所以我總是回家時，媽媽就會
煮給我們吃。
料理時，媽媽會先切好的蒜頭爆香，接著放入九層塔炒
香，再來放入雞肉塊，炒到雞肉外表呈現金黃色的色澤，散
發出焦香味後，再加入少許的水燉煮，直到鍋子飄出濃郁的
香味，大家聞得都口水直流。一碗熱呼呼的白飯，淋上三杯
雞的湯汁，那香氣都讓所有人垂延三尺，總是讓不喜歡吃飯
的姊姊，「一不小心」就把一碗白飯吃光了。
我最喜歡吃三杯雞了，所以媽媽總是常煮我最喜歡的三
杯雞，每當我一聞到陣陣的三杯雞香味，我就會想到媽媽那
道美味、彈牙，讓人食指大動的三杯雞，還會讓我想到媽媽
那慈祥、可愛以及溫柔的笑顏下，有著一顆愛我的心。

媽媽的麵包

四年十班

給蓮花的一封信

四年十班

江峻愷

蓮花仙子您好：
在某個星期六下午，我散步經過一個蓮花池，當時我的
心情很煩悶，看到平日並不顯眼的蓮花池，便上前去賞賞蓮
花。
當我第一眼見到你，就深深地愛上你。你有著圓圓的葉
子，亭亭玉立、青翠欲滴，好像是撐著傘的美女，令人如癡
如醉。你有著片片淡綠的蓮葉，夾雜著紅色與白色的蓮花，

四年九班 劉祐瑄

我的媽媽很喜歡做麵包，當我肚子餓時，媽媽總是會做
一盤香噴噴的麵包給我吃。
做麵包時，媽媽會先把麵粉和材料加在一起，接著變成
麵糰後等待它開始發酵，緊接著發酵後再捏出自己想要的形
狀，等形狀捏好後，最後一步就是把剛捏好的麵團放進烤箱
裡「三溫暖」，接著等待一段時間，麵包就出爐了。要做出
美味的麵包，媽媽說一開始要捏好麵團，麵包才會有層次
感；還有必須要把烤箱的溫度調到剛剛好，最後還要有一個
重要的條件就是「堅持」，堅持不加任何化學物品，才能保
持麵包的真實且濃郁，這樣的麵包才有好味道！

傳來陣陣的清香，令人心曠神怡。雖然你不比牡丹艷麗，也
沒有玫瑰浪漫，但是我覺得你有一股特殊的清純之美。
我凝視著你，你那美麗的容顏，像一位天真無邪的少
女，深深地印入我的心坎。我不禁往前走了一步，清楚的看
到了你的根，堅強地從水面深入水中，不像浮萍一樣四處漂
流。
我要感謝你淨化了我的心靈，也充實了我的生命。
祝你永遠青春美麗。
粉絲峻愷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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