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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日見聞
1D 楊韻晞
各位家長：
十月一日是國慶日，灣仔金紫荊廣場上舉行了升
本校將會編輯學生的中、英文寫作作
旗儀式。在電視上，我看到首都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有
品，製成文刊，定期與家長和同學分享，希
大型的閱兵儀式，那些軍人哥哥步操得十分整齊。以
望在孩子的成長路中，留下彩筆，細細回味。 後排隊時，我也要向他們學習，做到安靜和整齊。

生日會
1A 葉麗程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替我在家裏舉行了一個生
日會。我們會一起吃東西，一起玩耍。爸爸送我玩具。
今天，我覺得很開心。
生日會
1B 陳恩琪
今天是我的生日，姑母替我在家中舉行了一個生
日會。我們會一起唱生日歌，一起吃蛋糕。姐姐送我
生日卡。今天，我覺得很開心。
生日會

1C 繆琋宇

今天是我的生日，媽媽替我在家裏舉行了一個生
日會。我們會一起唱歌，一起吃蛋糕。媽媽送我玩具
車。今天，我覺得很開心。

我愛的人物 2A 左欣澄
我喜愛的人就是家人。爸爸、媽媽、祖母和姑母
都是我深愛的人。
因為爸爸和媽媽要工作的關係，所以自小我便在
祖母家裏居住。但是他們在一星期內最少有三天回來
陪我吃飯和遊戲。雖然，他們有時會覺得累，但從不
向我發脾氣。當他們有假期的時候，還會帶我到處遊
玩。
祖母是我家的廚師，她每天都會為我準備一些有
益和美味的食物，把我養得胖嘟嘟的，我很感謝她。
姑母是我的私人護士和功課督導員。每當我生病
的時候，她總會悉心地照顧我，整夜不眠的陪着我。
但當我做功課的時候，她就會很嚴肅地教導我，不許
我做事馬虎。
我感謝他們對我的愛護和照顧，希望他們身體健
康，大家生活得開開心心。
我的生日

2C 蘇梓軒

二月十五日是我八歲生日，我很開心。
爸媽在家裏為我舉辦了一個生日會。他們買了一
個巧克力蛋糕和一份禮物。我吃過蛋糕後就拆禮物，
原來是我喜歡的玩具車！我連聲跟爸媽說謝謝。
今年的生日，我過得很開心。我的生日願望是家
人身體健康。

生日會
1E 蔡倪嘉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媽媽替我在家中舉行了一
個生日會。我們一起唱歌，一起玩遊戲。媽媽更送我
一份禮物。
今天，我覺得很開心。
我的生日
2B 楊文翰
我的生日是在十月二十四日。
去年生日，爸爸媽媽為我在麥當勞舉辦了一個生
日會。我們邀請了許多朋友和同學。
當天，生日會開始前，很多朋友已經來到了。他
們帶來大大小小的禮物給我，我看到這些禮物，覺得
十分高興！
大家到齊後，服務員便帶領我們一起玩集體遊
戲，有火車穿山洞和問答遊戲，大家都玩得十分快樂。
最後，我們還吃了美味的食物和飲品。爸爸為我
拍了很多相片，這真是一個難忘的生日會！
新書店

2D 蔡子桓

今天早上，爸爸媽媽帶我到剛開張不久的書店。
書店裏面人來人往，非常熱鬧。那裏有一些小孩子與
家長來到書店購買圖書，還有一些哥哥姐姐自己來購
買參考書。這家書店的書很多，我看到了不少封面設
計精美的圖書，最後我買了四本故事書和一本《恐龍
世紀》
。
今天，我買了五本喜歡的書籍，感到十分開心。

到海灘去

2E 吳梓瑩

星期天，天氣很炎熱。爸爸帶我們一家人到清水
灣去。那裏有很多人在游泳，十分開心。爸爸和媽媽
在休息，弟弟和妹妹一起在沙灘上堆沙，我和姐姐在
岸邊玩皮球，直到太陽下山，我們才回家。
這天，我們玩得很快樂。

我喜愛的動物
3A 施盈
我養了一隻小倉鼠，牠可是我的小寶貝呢！
小倉鼠全身灰灰的，牠長得很「迷你」
：小小的
身形，小小的耳朵，小小的嘴巴。我喜歡把牠放在我
的手掌上逗着牠玩。毛茸茸的小倉鼠只有我的手掌那
麼大，可愛極了！
小倉鼠是媽媽送給我的，我和媽媽約法三章：照
顧小倉鼠是我的責任，我要每天餵小倉鼠吃東西，定
時幫小倉鼠清理籠子。
我會好好照顧小倉鼠的，因為牠不僅是我的好朋
友、好伙伴，牠還是家裏的一個成員呢！

我要改善的地方 3D 張又嘉
「又嘉！怎麼還在跟弟弟玩？考試快到了，還不
快去溫習？」唉！真討厭，正玩得高興，卻又被媽媽
催促去讀書。我只好老大不情願地翻開書本溫習。說
真的，下星期就考試了，現在也該是讀書的時候。時
間過得真快，一轉眼，已經十時了，做完功課，還要
溫習呢！
但是我覺得好想睡覺，還是留待明天再溫習吧！
媽媽說：
「當天的事情當天做！」我要改善的地方就
是當天的事情當天做，不要拖延到明天。
學校旅行 3E 劉彥熊
九月二十五日是學校旅行日。在旅行前一日，我
很開心，希望這日快到來。
終於到了那天，早上我很早便起床，吃過早餐便
背上裝有小吃的背包，然後和爸爸一起回校。回到學
校看見很多同學已在禮堂集合。當旅遊巴士來到時，
便一起上車出發。沿途經過很多地方，看見很多高樓
大廈，風景很美麗。當到達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時，
我們便下車，那裡空氣很清新。我們到了飯堂集合
後，我和同學一起玩足球遊戲和到處參觀。那裡設備
齊全，我們也參與了很多活動。那裡也有很多樹木和
花草。
到了下午二時，我們便乘車回校，這一天我很開
心。
十五年後的我
4B 莫紫瑤
十五年後的我是一位畫家。弱質纖纖的我，性格
非常開朗。我每年都會舉辦一至兩次畫展，每次的風
格都不同。
為何我會喜歡畫畫呢？那是因為小時候的我，每
逢遇到不愉快時，就會拿起畫筆塗鴉，把不愉快的心
情宣泄出來，不知不覺間心情就會好轉了，難道畫畫
不就是我的快樂之源嗎？
媽媽覺得我有這方面的興趣，所以就帶我去參加
畫畫班，經過十五年的努力，我終於成為一位著名的
畫家呢！還拿了不少獎項。
我將會畫更多有意義的畫作，也希望我會更上一
層樓。
十八年後的我
4C 陳楠茵
十八年後的我是一位藝術家。我的樣子可愛迷
人，做事十分認真。
為什麼我會選擇做一位藝術家？因為我自小就
喜歡畫圖畫。我常常練習畫圖畫，就算畫得不太好，
我也不灰心、不放棄，繼續努力畫好每一幅作品。
現在，我已經是一位有名氣的藝術家，正在世界
各地開辦自己的畫展，向所有畫迷介紹自己的作品。
不論是將來或是現在，我都會把握時間和機會，
因為現在孕育着未來，所以我們要好好把握現在，不
要光幻想未來。難道光幻想就能成功嗎？

生日記趣
3B 劉子淇
七月二日是我的生日，表妹來我的家為我慶祝。
當天，我先去買蛋糕。那些蛋糕有很多款式，我
叫媽媽幫我選了一個蛋糕。晚飯後，我們就吃蛋糕了。
我從冰箱把蛋糕拿出來的時候，弟弟正在唱生日
歌給我聽呢！
最後我和家人一邊吃美味的大蛋糕，一邊喝着可
口的飲品。我覺得這次生日會是最開心，最難忘的。

學校旅行記
3C 馮瑋軒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日，我期待今天很久
了！我在家裏吃過早餐後，便出發到學校去了。
回到學校後，我們先到禮堂集隊，接著我們便乘
坐旅遊巴士到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旅行。
到達康樂中心後，我便與同組的同學———關盛乙
和夏俊偉一起自由活動。我們先在中心大樓裏逛逛，
看看我們想玩甚麼；接著，我們便去玩氣墊球。不久，
便到了午膳的時間，於是我們便到小食亭前的桌椅吃
午膳。
午飯後，我們玩「美式足球機」
，我們玩得十分
激烈、十分開心。不久，便到了回校集隊的時間，於
是我們便到大堂集隊，準備乘坐旅遊巴士回學校去。
今天，我覺得很開心，因為我玩了很多好玩的設
施。我希望可以再次到那裏遊玩。

十年後的我
4A 韋思源
十年後的我是一個大學生。我相貌平平，不過性
格樂觀，向來不在意那些芝麻般的小事。
小時候，媽媽常常給我看一些名人經典故事，那
些故事的開端大多是說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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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後的我 4D 黃天恩
十年後的我已經是二十歲了，是一個高大和善良
的大學生。
其實要做一位大學生，不是那麼容易的。我要學
習不同的知識才可以做一個成績良好的大學生。如果
沒有好好讀書，是不可能的。學生的責任不就是用功
讀書嗎?
我要用心讀書，畢業後能服務人群，貢獻社會。

20 年後的我

4E 吳展翔

中秋節

5A 鄭樂兒

盼望已久的中秋節終於到了，大家都興高采烈的。
媽媽和朋友相約到公園賞月。來到公園，我才發現：原
來人們都不約而同來公園觀賞明月了。
我們走到一旁，鋪開地毯，拿出月餅和水果，一同
分享。我們坐下來後，一邊吃着美味的月餅，一邊跟朋
友有說有笑的。害羞的月亮一直躲在雲朵後面，不肯現
身。雲朵姐姐終於忍不住了，說：「月亮妹妹，你再這
樣躲下去的話，也不是辦法啊!而且你今晚這麼美，應
該讓人們一睹你的風采。」月亮覺得雲朵說的很對，於
是她讓雲朵慢慢地散開。哇，原來月亮那發光的臉蛋是
那麼的可愛，人們都爭着跟她合照呢!
我們離開的時候，我每走一步，月亮也跟着我走一
步，她好像還想跟我玩。我心想：對不起，月亮姐姐，
難忘的中秋節 5C 周樂茵
今年中秋節沒有外出，只可以悶悶不樂地在家裏。 我不能跟你玩了，因為我累得快要睡着了。我們明年的
中秋節再一起玩吧!
在我找零食的時候，偶然看見一個箱子，裏面有一張我
和家人拍攝的照片。這張照片令我想起去年中秋節……
那天中秋節的晚上，皎潔的明月掛在黑漆漆的夜空
快樂的中秋節 5B 李思穎
上，明月像鑽石般發光發亮，真是漂亮極了！我們帶了
中秋節到了，到處都充滿了中秋節熱鬧的氣氛。
許多食物到公園，例如：月餅、沙律、果汁等，非常豐
我家附近球場舉辦嘉年華會，有小丑表演、唱歌、
富。公園裏人山人海，熱鬧紛紛。有的人在賞月，有的 抽獎，還有猜燈謎，節目豐富多彩。小朋友用螢光棒結
人提著花燈一起玩耍，還有的人在猜燈謎呢！當我吃月 出各種各樣的手工藝品，如手環、燈籠、頭飾等等，非
餅的時候，風輕輕地在我耳邊吹過，舒服極了！我還聽 常美麗可愛。
中秋的夜晚，月亮像銀盒一樣皎潔明亮。草地上有
到悠揚的歌聲，令人心情開朗，加上美麗的風景，實在 很多人在賞月，有一家人的，也有三五知己的，在月光
太優美了！在回家的時候，我們便拍了這張合照，留下 下，他們一邊閑談，一邊吃着香甜的月餅和新鮮的水
果，很開心的樣子。
美好的一刻。
看着天上皎潔的明月，還有周圍賞月的人，小朋友
雖然今年的中秋節過得平平淡淡，但可以和家人齊 蹦蹦跳跳開心的場面，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一首優美的詩
「明月本無價。人間皆有情。中天皓月明世界，遍地笙
齊整整地在一起，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歌樂團圓。」
這個中秋之夜我過得真快樂。但願家家都幸福快
樂，世界和平。
二十年後的我是一個足球員。我體格強健，有合
作精神。
為甚麼我會成為足球員呢？因為我自小就喜歡踢
足球，所以我常常和朋友到足球場練習踢足球的技巧。
我經常看見我的朋友在練習足球的途中半途而廢。
經過艱苦的訓練，我現在已經是香港隊的球員。
我和我的隊友時常代表香港出賽。我們的勁敵是巴西
隊，他們也是我們的好榜樣。我們要加強鍛煉，再和他
們一較高下。
我希望為香港爭光，也希望更多人喜歡足球這項
運動。

一次助人的經歷

5D 張炳恒

今天，我上完游泳課後，天正下着滂沱大雨。我
在車上，乘客很多，非常擁擠。每當有一個座位空出
來時，總會引起車上人們「爭搶」
，而沒有得到座位
的人，因為太過疲累，就連通道也想坐下來呢！
幾個站後，一個手提着很多東西的老婆婆蹣跚地
上車，靠在一個座位旁站着。而她身旁的座位都有很
多年輕人坐着，但是沒有人願意讓座給她。
後來， 當有一個空位的時候，老婆婆正想坐下，
但又有一個年輕人搶着坐了，婆婆還因此碰掉了錢
包，可是那個年輕人不但不理會她，還繼續低下頭玩
手機。我心想那年輕人太霸道、太過份了。
我雖然坐在遠處，但是我心裏忍不住了。我站起
來，把座位讓給婆婆和幫她撿回錢包。老婆婆連聲對
我說:「謝謝你!」頓時，坐在車上的年輕人面露慚愧
神情及低下頭來。雖然我有點不好意思，但心裏有種
難言的興奮，或許這就是
「助人為快樂之本」
的道理。
經過這件事後，每次我坐巴士時，我也會回想起
這次助人的經歷。
所以，當看見有需要幫助的人大家就要幫助， 因
為「助人為快樂之本」呢!

快樂的中秋節

5E 莊建偉

中秋節到了，爸媽帶我和弟弟到公園去。公園周圍
的環境有點暗，但是到處都是人們的歡叫聲，打破了原
來寂靜的環境。
一輪銀白的明月高高地掛在天空中，向地上灑下潔
白的光芒。我看見人們一邊吃月餅，一邊賞月。我聞到
月餅、水果和燒烤食物的香味，讓我垂涎三尺，忍不住
咬了手中的梨子一口。有很多小孩在蹦蹦跳，十分開
心。我坐在椅子上津津有味地吃着月餅，是我最喜歡的
雙黃蓮蓉月餅，輕輕咬一口，甜甜的，味道好極了！我
摸一摸身邊的燈籠，感到一股暖意傳送到心頭。
媽媽說已經很晚了，我們要回家了。時間過得真
快，一轉眼就這麼晚，我們只好依依不捨地回家去。我
們一家人過了一個快樂的中秋節。

日記一則

6A 馮瑋顥

十月十五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是我第一次嘗試當義工，為慈善團體籌款，
我感到十分興奮。吃過早餐後，我便馬上出門去了。
由於我參加了「賣旗」慈善籌款活動，我先到慈
善中心領取「旗袋」及貼紙，領取了所需的物品後，
我便出發到今天的「賣旗地點」———觀塘港鐵站 A
出口。那裏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才能找到我的「同
伴」。他們早已籌得不少金錢，所以我要加把勁「工
作」了。
不久，有位有心的路人把五百元放進「旗袋」裏，
於是我便「回贈」他一張貼紙，以答謝他的善心，他
說：「小孩子，年紀小小便去當義工，真是乖孩子！」
我微笑地對他點點頭，以答謝他的稱讚。我轉過頭
來，有另一位路人把錢投進「旗袋」裏，就這樣，很
多路人都把錢投進「旗袋」裏，而我也差不多把所有
貼紙都送出去。我籌得一千五百多元，並成為今天籌
得最多善款的義工呢！
今天，我覺得很愉快，既可以幫助別人，自己的
內心還有一種甜蜜蜜的感覺。在未來的賣旗活動，我
一定要參加，並籌得更多善款，正所謂「助人為快樂
之本」呢！

一件難忘的事
6C 廖卓盈
隨著時間的流逝，很多事情已經被遺忘了，惟獨
那一件事，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那天是學校的田徑選拔賽，我為了這次選拔賽，
每天放學後我都會練習跑步，因為我希望可以被選為
學校田徑隊成員之一。
當開始選拔時，我膽戰心驚，我還聽到自己的心
跳聲。當我遙望周圍的同學時，我發現他們都全神貫
注，所以我對自己說：要鎮定一點。
當我聽到「咇」的一聲，我便不顧一切地向前衝。
我們每個同學都又驚又喜地等待著結果。
終於公佈結果了，我聽到我的名字，我終於可以
入選為田徑隊隊員，我感到興奮莫名。
這件事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我至今仍記憶猶新，
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件事。
閱讀好處多
6D 吳偉峰
「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
顏如玉」
，很多人都認識這一句， 相信大家都知道這
一句的意思，就是書中的知識，就如黃金一樣寶貴。
閱讀可以提高我們的寫作技巧，在你閱讀的過程
中，不知不覺中，你就會學習到作者在文中的句子和
詞語。
此外，閱讀也可以增進大家的課外知識，閱讀天
文、宇宙
令你學習到課本以外的知識。故此有人
說知識是廣闊無邊無際的大海，這是對的，因為透過
閱讀我們每一天都正在學習不同和新奇的知識。
在閱讀的過程中也可以帶給我們娛樂和趣味。如
看漫畫不一定是沒有益處，有些漫畫是很有教育意
義，如成語等等，所以看漫畫不一定是不健康的，相
反可以透過輕鬆及有興趣的方式來學習。
閱讀真的有非常多的優點，正如人們說「貧者因
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
，這說得真好。現在回想起
來，以前的我真是一個膽小鬼。

……

我心儀的中學 6B 張熹桐
此刻已經臨近升中，媽媽和爸爸都替我擔心，所
以在上星期我們到了幾所心儀的中學，看一看各學校
的環境。
當天，我們分別到了觀塘官立中學、聖傑靈女子
中學和聖母玫瑰書院。早上，爸爸駕車載著我們先到
觀中察看周圍的環境。我覺得地方有點擠迫，因為該
校和順利天主教中學相連，所以感覺上空間狹小，好
像置身在小房子似的。
之後，我們到了聖傑靈女子中學參觀，該校感覺
上比觀中大。因為該校有四座校舍，而且那裡有小巴
可以由我家直達學校門口，所以交通非常方便。
然後，我們到了位於九龍又一村的聖母玫瑰書
院。這所中學四周環境十分清幽，仿如置身在郊外，
而且學校門內有一尊白色的聖母像，更顯莊嚴。
參觀完各學校附近環境後，我最喜歡的是聖傑靈
女子中學，希望明年九月我能夠在這間學校就讀。目
前我了解到自己要更加努力，向目標邁進。

一件難忘的事 6E 黃錦能
今年暑假，我和姐姐去海洋公園，那天令我很難
忘。
首先，我們先參觀不同的展館，其中令我最難忘
的地方是水族館。當我們去到最低層的時候，正聚精
會神地欣賞各種魚類時，有一條巨大的鯊魚突如其來
地從玻璃的下方衝上來，嚇了我和姐姐一跳。
然後，我們一起去玩海盜船。開始的時候，也沒
異樣，到了中期的時候，離心力愈來愈強，那時我已
經緊張得閉上雙眼和緊握扶手，並差點大喊「救命」
。
過了一段時間，海盜船終於停下來了，我才鬆了一口
氣。
最後，我們乘搭摩天輪，觀看港島南部的風景，
之後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