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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是一個無限創意的空間，讓同學自由翱翔。這是他們努力

的成果，讓我們一同分享吧！中文科組
各位家長：

本校將會編輯學生的中、英文寫作作品，製成文刊，定期與家長和同學分享，希望在孩子的成

長路上，留下彩筆，細細回味。

彭施澄 我的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和媽媽替我在家中慶祝生日。

我們一起吃生日蛋糕，一起唱生日歌。爺爺和奶奶送我小

熊玩具。

今天，我覺得很快樂。

鄺允途 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是呂承志。他有一雙又圓又大的眼睛，一

頭短短的頭髮。他最愛吃西瓜和拍球。小息時，我們愛在

操場上一同吃東西，一同玩耍，大家玩得很開心。我的校

園生活樂趣多。

陳嘉怡 我想製作的節日小手工是……

我喜歡中秋節，因為我可以和家人一起吃月餅、賞月

和玩燈籠。我想製作的節日小手工是小兔。小兔又白又可

愛。

我跟家人一起共度中秋節，真快樂。

甄子隆 遊公園

假期的時候，爸媽帶我到清水灣鄉村俱樂部遊玩。

那天天氣晴朗，我在草地上看見花兒和蝴蝶，真有

趣。我聽見小鳥在樹上唱歌，真動聽。我和爸媽一起踢

足球，一起玩樂。

大家過了快樂的一天。

李芊凝 學校旅行

十月十八日是我們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那天的天氣十分晴朗，我

懷着開心的心情上學去。

我們乘坐校巴到保良局賽馬會北潭涌度假營。我們興奮地走到體育

館，聽營地職員講解場地設施，然後老師帶領我們一起活動。

營地裏有很多的設備，有彈牀，有運動攀石場，還有兒童遊戲室。

我最難忘的是跳彈牀和學習攀石。我們還到體育館裏溜滑梯。

最後，我們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校去，這天，我玩得很開心呢

郭芷晴 畫鬼臉

比一比，

哪個最像鬼？

有的牙齒長得尖又尖，

有的眉毛生得彎又彎，

有的舌頭伸得長又長……

我畫的是愛玩鬼，

張開紅嘴唇，

咬着炸雞腿，

猜一猜，

她是誰？

噓——

不要告訴我媽媽。

 

黃昊軒 畫鬼臉

比一比，

哪個最像鬼？

有的鼻子大又大，

有的嘴巴綠又綠，

有的牙齒黑又黑……

我畫的是青蛙鬼，

張開大嘴巴，

睜着大眼睛，

猜一猜，

他是誰？

噓——

不要告訴我弟弟。

         

 

 

      

袁浩軒 浩軒的故事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一歲的我，像一個可愛的天使，為家人帶來歡樂。」

「三歲的我，喜歡跟家人到公園拍照，還喜歡和家人一起跑步。」

「六歲的我，會自己寫字，還會自己做功課，懂得照顧自己。」

「現在的我，希望自己專心上課，能取得好成績，得到老師的讚賞。」 

 

仇嘉琦 琦琦的故事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一歲的我，喜歡玩玩具，還喜歡睡覺，真可愛。」

「兩歲的我，愛抱着小狗玩耍。」

「三歲的我，喜歡畫圖畫和愛跑來跑去，活潑又好動。」

「現在的我，會做功課，還會穿校服和寫字。我希望長大後，我能做

一條美人魚。」

 許航 我喜愛的小動物

我喜愛的動物是小猴子，牠們十分活潑可愛。

小猴子有棕色的皮毛，又細又長的尾巴，圓圓的大眼睛，水汪汪的，

像兩顆靈活的玻璃珠子。

牠們時而在樹上爬來爬去，時而坐在石頭上享用美味的香蕉。攀爬

的時候，牠們的動作十分敏捷，無論樹枝多幼細，牠們都可以爬得穩穩

當當。馬戲團的小猴子更是身懷絕技。有一次爸爸媽媽帶我去看馬戲表

演，那些小猴子會親切地和人們打招呼，還會騎自行車呢！

我真想再次去馬戲團，多了解一下這些活潑可愛的小猴子啊！

曾墡榆 給爸爸、媽媽的一封信

親愛的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您們好嗎 我有話想跟您們說。我開始長大了，已經踏

入青春期，您們應該讓我學會自立，不應該還像小時候那樣照顧我，我

會感到很尷尬的。

父母的愛是世界上最偉大，最無私的愛。因為是您們把我帶到這個

世界上，給予我寶貴的生命，用汗水和勞力，一點點、一滴滴的把我養

大成人，我對父母的感謝是數之不盡的。

爸爸、媽媽，踏入青春期，雖然有時候我和您們會在思想上產生了

一些矛盾和衝突，但是我知道，那是您們為我好，難道我不知道父母打

罵在我身上，您們會不心疼嗎？畢竟，我是您們的親生骨肉呀！

爸爸、媽媽，謝謝您們！謝謝您們創造了我，謝謝您們的悉心照顧，

謝謝您們願意聆聽我的心聲，謝謝您們為我留下了美好的記憶。

祝

健康快樂！

女兒

培榆敬上

十月十日

吳錦樺 自我介紹

你們好！我叫吳錦樺，今年六歲。我在觀塘官立小學

（秀明道）讀書。我喜歡吃魚蛋和打跆拳道。

劉家欣 一件讓我反省的事

在我的書架上，放着一個精緻的盒子，盒子裏還放着兩支筆

和一封信，每當我看到它們，腦海裏都立即浮現出那件令我一直

後悔不已的往事……

兩年前的暑假，我在補習社認識了一位好友——凱特，她是

英國人，由於家庭關係，要在香港暫時居住幾年。一天，我們一

起去逛文具店，恰巧我們都看中了同一款筆，但那款筆只剩下一

支，心地善良的凱特便把筆讓給我買。

那支筆十分漂亮，筆身呈天藍色，我對它愛不釋手。

幾天後，凱特來到了我家玩，她興奮地跟我說：「昨天我去

了文具店，發現那支筆再返了貨，我就買了跟你同一款呢 」說

完，她便得意地揚起手中的筆……當天晚上，我收拾書包時卻發

現那支筆不翼而飛 經過重重排除，難道……是她？

隔天，我去找凱特質問：「你那支筆是從哪裏買的？昨天，

我的筆不見了……」我還沒說完，她就聽出了我的「言外之意」。

「我沒有拿你的筆，真的 」她激動地說。「沒可能 我找遍了每個

角落卻還是找不到 」說罷，我便走了，留下她一人暗自垂淚。

從那天開始，她就沒再來補習社。雖然我很想她，但為了面子，

我始終沒有找她道歉。幾周後，我竟在睡牀邊找到了那支筆 我

發瘋似的跑到凱特的家，卻被她的家人告知她已回英國了。後

來，我收到一封郵件，上面寫着：「我回英國了，不辭而別是我

的不對，再見了……這支筆還給你。」果然郵包裏還附上了那支

筆。一瞬間，腦子裏滿載着我們之間的點點滴滴，豆大的淚珠從

我的眼眶滾下來……

經過這件事後，我省悟到不應該隨便誤會別人。雖然我不知

道我會不會再遇到她，但我還是想謝謝她曾經是我的好友，如果

有一天我們能再相遇，我一定會拖着她的手，跟她多說一次「對

不起」。

陳恩琪 一件讓我反省的事

那件事情發生在今年的三月九日，是爸爸生日的前一天。因

為爸爸即將生日，所以我到秀茂坪商場選購爸爸的禮物，但是我

帶的金錢不足，這使我十分苦惱。

正當我悶悶不樂時，忽然，我在地上看見一個黑色的銀包，

我內心的「天使」跟我說：「這個銀包的主人現在肯定十分擔心，

我應該……」這時「惡魔」打斷了她的話，不忿氣地說：「你真笨

當然拿走裏面的金錢，買禮物給爸爸吧 」我當時竟認為「惡魔」

說得對，這時回憶起來，令我十分驚訝。

當時我左看右看，正打算拾起銀包付款時，看見一位姨姨，

她神情露出擔憂、緊張和一絲的悲傷。她到處問路人同一句說話：

「你有沒有看見我的銀包？它是黑色的，它對我來說很重要。」

原來，她銀包裏的錢是用來付女兒的手術費。

頓時，我的腦海浮現出一句話：只要你有心思，有誠意，這

對爸爸來說便是很珍貴的禮物。我心想：我怎可以這麼自私，我

真是個「笨蛋」。

最後，「天使」戰勝「惡魔」。我滿臉內疚地走過去，問那位

姨姨：「姨姨，這個錢包是你的嗎？」她臉上露出興奮的神情，說

道：「謝謝你，小姑娘。」她奔向出口，逃出絕望，就像獲得自由

的小鳥。看着她的背影，我也「放下千斤大石」。

經過此事，我深切地反省到不應該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從此

以後，我不會再這樣自私了，而且要路不拾遺。

許少霖 一件讓我感到幸福的事

今年暑假，我去澳洲探望姐姐。我在悉尼待了十五天後，直到臨近開學才回香港。

那天早上，我五時就起牀了，剛出房間我就看見姐姐坐在沙發上哭，我頓時就感到鼻子酸酸的，心裏百感交集。然後，我們

趕緊吃完早飯就出門了，大約坐了一個小時的火車就到了機場。

雖然我之前也多次坐飛機回國，但這卻是我第一次獨自坐飛機。心裏十分緊張，但姐姐一直鼓勵我，並對我說：「你不用害怕，

過海關時輕鬆一點，我相信你的英語足以應對。加油 」使我的緊張一掃而空。

接着，姐姐幫我辦好登機手續和托運行李，就帶我過海關。途中經過麥當勞時，姐姐看了看時間，知道我喜歡吃薯條，便對

我說：「我去幫你買，你在這裏等我。」過了一會兒，姐姐拿了一袋薯條給我，我開心極了 然後姐姐語重心長地說：「你到香港記

得給我發信息，在飛機上想吃甚麼就跟空姐說，一切小心，下次再來悉尼探望我。」我向姐姐點了點頭，眼淚在我的眼眶裏打轉，

我一直對自己說：「別哭出來，別哭出來，我不想被人看到。」最後我走進欄杆，準備排隊過海關，姐姐一直在欄杆外陪我走下去。

當姐姐跟我說再見時，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哭得泣不成聲。豆大的眼淚也從姐姐的眼眶裏流了下來。最終，我向姐姐揮了揮

手，便消失在人群中。

後來，我坐了九個小時的飛機順利地到達香港。一下飛機我就收到了姐姐的信息，上面寫着：你到香港了嗎？我幫你看了，

你記得要去九號櫃台拿行李。我不禁眼泛淚光。心想：姐姐都快有第二個小孩了，依舊對我那麼好，謝謝你

這次回港，使我感受到姐姐對我的關心，也使我感到十分幸福，這真是一個難忘的回憶



周芷緣 感謝信

親愛的恩瑜：

你好嗎？

因為我是插班生，所以一個同學都不認識。剛開學時，我很拘

謹地坐在座位上，不敢隨意和其他同學交談，但同桌的你卻主動和

我交談，令我沒那麼緊張害怕。

在接下來的日子裏，你還經常和我分享食物；和我踢毽子、跳

繩、下棋……在我遇到不會做的功課時，你會耐心地為我講解。當

我肚子痛得說不出話時，你又會幫我轉告老師；當我不會寫一些字

時，你總是不厭其煩地教我。謝謝你一直以來對我的關心和幫助，

我也要向你學習，做個樂於助人的人。

祝

快高長大

同學

芷緣上

十月十一日

林俊熙 感謝信

親愛的爸爸：

您好嗎？

上星期日，你帶我到公園玩遙控飛機。

我們玩了一會兒，我一不小心把飛機弄壞了，還大發脾氣。你

不但沒有責怪我，還幫我把遙控飛機修好。你小心地把飛機拆開，

將損毀了的零件修補好。你一面修理飛機，一面安慰我不要擔心。

我覺得你真的很偉大，我決定要改掉隨便發脾氣的壞習慣。

你每天工作這麼辛勞，還要帶我到公園玩，我真的很感謝您。

祝

身體健康

兒子

俊熙上

十月六日

馮瑋諾 老鼠報恩

有一天，獅子在森林裏捉到了一隻小老鼠。兇惡的獅子對着膽

小的老鼠咆哮着說：「我很餓，我要吃掉你 」小老鼠感到很害怕，

心想自己快要被獅子吃掉。

老鼠決定用求饒的方法來哄獅子放過牠。小老鼠顫抖地說：「求

求你放過我吧 」於是獅子就放過牠。小老鼠立即飛快地逃走。

翌日，獅子在森林散步時，不小心被獵人佈下的陷阱困住了，

牠不斷掙扎，也不能逃出，於是就可憐地求救，希望有動物能幫幫

牠。忽然，有一隻小老鼠跑了過來，原來牠就是昨天被獅子放走的

小老鼠，老鼠靈機一觸，小心翼翼地用尖利的牙齒把繩網咬破。

最後，獅子成功脫險了 獅子很感謝小老鼠救了牠一命，牠們都

很高興，而且還成為了好朋友，從此一起快樂地生活。

這個故事提醒了我們要互相幫助、感恩圖報，就像故事中的獅

子和老鼠一樣。

莫凱軒 我最喜愛的小動物

我家養了一隻可愛的小狗，牠的名字叫小雪。牠有一雙又大

又圓的眼睛。牠的毛是灰色的。

小雪很聰明，有一次我不見了我心愛的手錶，小雪一下子就

找回了我的手錶，當時我十分高興！

到了夏天，牠喜歡把自己的舌頭呼哧呼哧地伸出來，樣子十

分可愛。可能是夏天的天氣太熱了，牠也喜歡躺在地上睡覺。

我還記得又一次，當我不高興的時候，牠就會走過來和我一

起玩耍，令我立刻高興起來。

小狗加入我的家庭已三年多了，每當我不開心的時候，牠總

會在我身邊，所以牠永遠是我最好的朋友。

鄭嘉怡 日記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平安夜，爸爸、媽媽和我一起到尖沙咀逛

街，最令我難忘的是觀看聖誕燈飾和購物的情形。

首先，我們先到尖沙咀海旁觀看聖誕燈飾，聖誕燈飾有的像

一隻隻的小兔子，有的像一粒粒發光的小星星，真是漂亮極了！

然後，我們又到海港城購物。我們先到「玩具反斗城」，那

裏的玩具就像一座座的山。我們在那裏買了一些玩具送給同學，

又到書店買了一些課外書。

雖然平安夜已經過去了，但是今晚那快樂的片段，使我留下

深刻的印象。

張芊翹 日記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是平安夜，我吃過早餐後，就和外祖父一起佈置聖誕樹

和裝飾房子。

到了中午的時候，爸爸和媽媽帶我吃自助餐，有意大利粉、

牛肉，還有甜品，我吃得津津有味。

到了晚上，我和家人一起去尖沙咀看燈飾，大廈的外牆有美

麗的影像。差不多十二時，爸爸說：「要回家去了。」我帶着依

依不捨的心情回家去。

今天我又開心又難忘。

 

倪珈浚 我的寶物——小狗

我是一隻機靈又敏捷的小狗，是倪珈浚的寶物。我是主人的媽

媽從寵物店買回來的。我的身體胖乎乎的，又大又強壯，穿上紅色

的衣服。我每天都會陪着主人談天說地，還會到公園玩耍。

有一次，我和主人去觀塘海濱長廊遊玩。那裏環境優美，也可

以欣賞海旁美麗的景色。我和主人玩了各式各樣的遊戲，有玩皮

球、踢足球等等，玩得十分開心。當我們玩得得意忘形的時候，突

然有一名賊人偷偷地從主人的背後伸出手來，偷走主人的錢包。幸

好，我靈機一觸，向那名賊人追上去，拿回主人的錢包。我立刻拿

着錢包跑回主人的身邊，主人的眼睛留下眼淚，擔心地擁抱着我。

主人還問候我，身體有沒有受傷，那一刻我感到很溫暖。

最後，我陪伴在主人的身邊已有八年了，和主人一起生活得很

愉快，期望有更多的時間留在主人的身邊，一起互相扶持地生活下

去。

梁泳儀 獅子和小老鼠的故事

早上，一隻獅子很飢餓，走到森林尋找食物。突然跑出一隻

老鼠，獅子一下子捉住老鼠，用兇惡的眼神看着膽小的老鼠。

獅子迫不及待地想吃了老鼠，老鼠全身都在顫抖，向獅子求

饒：「求求你別吃了我，我太瘦，你吃了我也不飽的，你放了我。

我回家拿好吃的給你。」獅子聽了覺得有道理，就把老鼠放了，

老鼠慌忙地逃走。

獅子又去尋找其他食物，不小心被獵人佈下的繩網困住了。

可憐的獅子一直在掙扎，大聲叫道：「救命啊！」在遠處的老鼠

聽到獅子的叫喊聲，飛快地跑去救牠。老鼠靈機一觸，決定用尖

銳的牙齒咬破繩網，獅子成功被救出來。

獅子走出繩網，笑瞇瞇地感謝老鼠救了牠。牠們都很高興，

成為好朋友。

經過這件事，牠們明白到人與人之間要互相幫助，懂得感恩圖

報。

 莫家偉 旅行日

十月十八日是學校旅行的大日子。那天，天氣晴朗，風和日

麗，我懷着興奮的心情回到學校，然後坐車到西貢北潭涌渡假營

去。

我們到了西貢北潭涌渡假營，集合後，我們先到處認識那裏

的環境和設施。那裏的環境優美，營地內有山有小河，還有一幢

幢白色的小樓房，感覺跟我們市區的環境與別不同。

我和同學一起在草地上野餐。我們一起吃雪糕、薯片、棉花

糖……，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野餐後，我和同學一起玩遊戲。我們在溫暖的太陽下奔跑，

還在草地上畫畫。最後，我又一起欣賞草地旁那清澈的小河。老

師見到我們便笑着說：「你們真懂得享受呢！」我們回應老師：「當

然啦！我們都非常開心啊！」

今天的旅行日，能跟同學在一起共度美好的時光，多麼愉快。

呢！

莫皓麟 日記一則

十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我期待已久的日子——學校旅行。

一大清早，天朗氣清，我懷着興奮的心情出發，今天仍是去

西貢保良局北潭涌度假營。到達營地後，我往雜貨店買東西時，

才發現錢包不見了，我頓時變得忐忑不安，心情就像熱鍋裏的螞

蟻一樣，焦急得四處尋找錢包的蹤影，腦海裏也不停地想着它掉

到哪裏去了？即使有同學陪我一起踢足球，打籃球，打乒乓球和

踏單車，大家都歡笑得捧腹彎腰，盡情玩耍，我卻全程「苦」着

臉，一點兒都無法投入遊戲，甚至連午餐也沒有心情進食，一直

為掉了錢包耿耿於懷。

回家後，我發現錢包原來留在書桌上，終於放下心頭大石。

今天的學校旅行確實喚醒我以後做事要謹慎，凡拿出來的物品一

定要放回原位。因自己的粗心大意，誤以為錢包在旅行期間遺失

了，一個小小的錢包足夠影響我整個旅行的心情。盼望來年的旅

行是開開心心到達目的地，興興奮奮回家去。

張雪晴 給媽媽的一封信

敬愛的媽媽：

您辛苦嗎 這兩年因為弟弟出生，使您和爸爸變得更忙碌，

要用許多時間照顧他，沒有多餘的時間陪伴我，我曾有片刻羨慕

及妒忌他呢，但是我明白他比我更有需要，這樣我就變得獨立起

來。

還記得有一次，弟弟突然發熱及肚瀉，不停地哭鬧、渾身無

力，您和我驚慌失措地趕到醫院。在路上，我就像在熱鍋上的螞

蟻一樣，感到萬分焦慮和擔心。但我不停地告訴自己：「別焦急

別焦急 弟弟快到醫院後，只需檢查身體，便能回家了 」到醫院

後，醫生告訴我們弟弟需要留院觀察，媽媽寸步不離地照顧着弟

弟，成為了他的「白衣天使」，每當外祖母空閒的時候，一定會

帶我到醫院探望生病的弟弟和他的「白衣天使」，幸好過了不久，

弟弟漸漸康復，便回家了。

媽媽，你曾對我說：「妳真的成熟，懂事了 」是的，我真的

長大了呢 媽媽，現在我懂得照顧自己和弟弟，您不用再擔憂我

們，可以放鬆心情，跟爸爸一起去旅行、購物，享受一下生活，

放鬆 放鬆

祝

生活愉快

女兒

雪晴敬上

十月九日

吳子軒 給媽媽的一封信

親愛的媽媽：

媽媽，您好嗎？我有千言萬語想告訴您，卻一直埋藏在心裏，

不知如何向您表達。每當看見您烏黑的頭髮上又添了幾根白髮，我

的心裏滿是愧疚。

您為了讓我有更好的生活，每天都不辭勞苦地工作，早上又堅

持送我乘坐校車，下班回家後又會幫我檢查功課。在您放假有空的

時候，更會帶我到處遊玩，令我增廣見聞。

回想我剛上幼稚園的時候，因不大適應學校生活，天天都嚷着不上

學。當您見到這情形，您十分有耐性地開導和安撫我。經過您的一

番鼓勵，我很快便適應了學校的生活。

媽媽，您把最好的一切都給了我。我會更加努力學習，爭取更

好的成績，以報答您對我那無微不至的照顧。媽媽，謝謝您！

祝

身體健康

兒子

子軒上

十月十日

李倩儀 給媽媽的一封信

親愛的媽媽：

您好嗎 您最近忙嗎 媽媽，我真想向您說：「感謝您這十一

年來的照顧和養育之恩。」

記得有一次，我生病發燒了，您知道後，便整夜不眠不休、無

微不至地照顧我，直至我康復為止。當時我真想說一句：「媽媽，

我愛您 謝謝您 」

還有一次，我測驗差點兒不合格，我的心情十分低落，我心想：

糟糕了，回家後，您肯定要給我大罵一頓 誰不知您還鼓勵我，叫

我繼續努力，您當時還跟我說：「失敗乃成功之母，沒有失敗，又

怎會成功呢 」這句話深深刻在我的心坎裏。之後我決定下一次測

驗、考試或者默書，一定要努力，爭取好成績，不再辜負媽媽對我

的期望，您不要再為我擔心。

最後，媽媽我真想對您說：「謝謝您，我愛您，我一定會努力

的，將來我學有所成，會好好報答您的養育之恩 」

祝

身體健康

女兒

倩儀敬上

十月五日

馮宇鏗 一件讓我反省的事

人是會犯錯，但一錯不能再錯，只要用心悔改，自我反省，就

可以彌補自己所做的不足。現在，我就說一說一件讓我反省的事和

當時的感受和得到的啟示。

那是去年三月的測驗，由於我一直數學的成績都較理想，所以

就驕傲起來，在數學測驗的那一天，媽媽已經叮囑我做完卷後要仔

細檢查，但我就左耳入右耳出，當媽媽的話是耳邊風。到測驗時沒

有仔細檢查，結果有兩頁沒有做，沒有分數。到發卷時我才知道，

非常失望。

我懷着慚愧的心情回家，媽媽知道後很生氣，要我寫反思紙，

我想：媽媽說得我很對，我從沒有試過這樣，這是因為我粗心大意

所造成的。我要用心改過，正所謂「同一個錯，不能犯兩次」，下

一次要加油。

我先向媽媽道歉，接着寫反思紙，最後和媽媽說每天做完功課

後，都要溫習和細心檢查所做的卷。

從這件事我體會到：同樣錯誤的確不能犯兩次，無論以後做甚

麼事態度都要好，要認真，才會做到最好。

何鈞樂 一件讓我感到幸福的事

每年的一月十一日是我的生日。

我的家人會在我的生日那天送我一份生日禮物，今年的生

日，爸爸特意安排我們去吃西餐，因為家人知道我喜歡吃西餐，

例如西冷牛排和羅宋湯。我十分高興，一蹦三尺高

很快到了晚上，家人和我到了西式餐廳，餐廳裏充滿異國風

情，一點點燭光下，人們都安靜地用餐。我們就坐後，侍應走過

來給我們送上香噴噴的牛排，我好奇地問：「為甚麼我們都沒有

下單，就給我們送上菜了？」我們都不禁感歎科技的發達帶給我

們生活的便利。

享受完美味的晚餐，家人們偷偷地給我送上生日蛋糕，我覺

得很驚喜，同時，我馬上許下了生日願望：國泰民安，家人們都

幸福快樂、身體健康。

其實，我覺得生日跟平時的日子都一樣，只不過生日多了一

層意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與家人們聚在一起，開心地生活，

這就是讓我感到幸福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