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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9.10.2004
看到︰今天我參加了表哥
的婚禮。我見到他們穿了很
華麗的新娘和新郎禮服。並
有很多親友到賀和祝福他
們倆人。到了晚上，有豐富
的晚宴。
．高仲恩．

日期︰04.01.2005
今天我到廣華醫院針
炙，好痛，但是我想
聰明，所以痛我都要
堅持下去。媽媽話我
很乖，所以我非常開
心。
．劉文海．

日期︰01.12.2004
唔知大家還記唔記得去年的七月十日屯門大車禍呢？不過我還記得，那時候
這一架巴士在汀九橋的大車禍造成十死廿傷。不過最可惜就是有一位小學教
師送院後證實不治，而死者是任職天水圍慈善基金李宗德小學教 2C 班的班
主任，當這個新聞報導出來時都令各同學情緒激動啊！所以希望所有司機參
與「道路安全問答比賽」的活動，以讓司機懂得開車的正確態度和技能。雖
然每一天我從新聞報導或者警訊的資料，都令各人關心，可惜這個不可以避
免啦，所以所有校車司機按照交通燈行駛。
．朱迪．
這些圖畫是否很
可愛呢？全都是
延伸班同學的自
畫像呀！

日期︰

日期︰20.11.2004
天氣好有陽光。
今天早上媽說去飲
下午茶，哥說去街不
吃午飯，結果下午茶
落空，我真有點失
望。
．黃健英．

餘暇
生活

13.11.2004
今天，我在家
裡幫媽媽做
家務。
．陳韻文．
書名︰《窮山區富學生》
日期︰14.11.2004
內容簡介︰聽說很多山區孩子住得遠，每每要
走一、二小時的山路才能上學；但誰管呢？看
小女孩連跑帶跳的，能上課讀書才是正經！
讀後感︰是，能上課讀書才是正經。能夠上學，
不知多高興。
．楊燕韶．

本園地所刊登的作品，全是選自啟愛學校延伸班學生的「我的日記」
、
「觀察日記」
、
「閱讀小檔案」或語文科的單元作業；部份為親子作品。全部作品已徵得原著學
生的同意，老師改正了其中的錯別字後，編輯印出。
編輯及設計︰莫家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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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婷︰「今
天 12 月 1
日，我今日
在學校
接受接力訓練，訓
練完之後，8 時 50
分上早會，上完早會我們回課室上
課。10 時 30 分小息後上第 3 課，
上完後我們去吃飯，有一些人去派
飯，我們吃完飯回來學校上完課了。
放學有跳舞組，跳到 4 時 45 分就放
學了。我今天乘地鐵回家，做了「我
的日記」和做了家務，做完家務後
洗澡、玩電腦和看電視，看完電視
就睡覺了。」（01.12.2004）

郭智立︰「上午撘旅遊車去海洋
公園的恐龍足跡，有好多不同恐
龍類、大熊貓園有安安和佳佳、
搭登山纜車去山上的海洋劇
場、吃麥當勞午膳和欣賞海豚和
海獅表演、去海洋摩天塔看見香
港仔全景、玩摩天巨輪轉兩圈玩到頭暈、玩
沖天搖擺船有驚嚇、最後登山電梯看到越礦
飛車、滑浪飛船和太空摩天輪、最後搭旅遊
車返啟愛學校，放學。」（25.11.2004）

梁易聯︰「我今天不開心因為沒有
做功課，留在學校補做功課。」
（29.11.2004）
許依敏︰「星期四老師表揚
我清潔做得好，有進步！我
會繼續努力。我要努力學
習。」（13.11.2004）
陸秉星︰「今天我和同學跑樓梯，
大家跑得慢可能平時少運動，所以
跑不快。特別是冼瑋恩跑得最慢，
看來她應該減肥了。
平時要多做運動，才能有強健的體
魄。」（10.1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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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隆輝︰「我今天去海洋公
園玩機動遊戲，包括有纜
車；我們又看熊貓安安、佳
佳；我們乘吊車去海洋劇場
吃午膳；吃完午膳去玩刺激機動遊戲。」
（23.11.2004）
陳威︰「11 月 23 日（星期二）我
們全校師生去海洋公園遊玩。天氣
非常涼爽，陽光普照。我們一齊去
海洋公園玩，玩得很開心。跟住觀
看海洋館，有海豚、有海豹，好得
意、好玩。坐吊車、玩摩天輪、到
海洋劇場看表演，好精彩。我這次玩
得非常開心，我好多謝學校。希望
下一次去廸士尼公園玩。」
（25.11.2004）
張振輝︰「我去海洋公
園玩得很開心。我覺得
摩天輪好玩，我喜歡
看熊貓佳佳。我覺得
好開心，我看海豚表演。」
（25.11.2004）

黃嘉聰

03.12.2004 歐添成
我們兩班出外參觀香港科學
館。到科學館後參觀了職業安

03.12.2004
今天是 12 月 3 日星期五
全班同學一齊去科學館

全健康，有電影看，看完電影
後可以隨便參觀展覽廊。參觀
完科學館後，去大家樂午膳，
午膳後去乘搭火車回到學校

參觀職業安全健康展覽
廳、辦公室劇場、聽力立
體劇場。我覺得很好玩，
參觀完坐東鐵返學校。

做檢討。
黃志洋

19.11.2004

韋愷宜

今天到界限街二號體育館打
球，好開心。打乒乓球、打羽
毛球，同學、老師走路回學
校。

馮銥汶
06.12.2004
參觀科學館。二零零四年十
二月三日。看電影做運動。
工人做工要戴安全帶。中午
去大家樂吃飯。我吃上海排
骨飯。到紅磡車站買成人票
3.5 元。在旺角下車回校。

關佩儀

王文科

03.12.2004 單美琳
參觀科學館
學習職業安全，導
師說不小心搬重物
會拉傷自己。

18.11.2004
到體育館打球，我覺得好開
心，我覺得好玩。它的地方
很大，裏面好靜、好涼。

12.11.2004
看到︰
參觀技能中心，吃了製作小食
部的製成品 – 曲奇餅。在印
刷部取了 Twins 彩色相。
感到︰很多東西學。

17.11.2004
到體育館打球，我玩得
很開心，有打羽毛球、
打乒乓球，我感到有
趣。我用心聽老師指
導。

俞兆章

06.12.2004
參觀詠藜園、博藝社
我今天跟老師參觀四川擔擔麵店「詠藜園」見到家雄和偉強
在該店工作，他們認真和負責的工作態度，值得我學習。我
們在「詠藜園」吃過飯後，就到「博藝社」參觀，那裡的貨
品很多，我將要到該店實習，希望我能把工作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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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陳姑娘的爸爸過了身，所以我寫了一封信安慰她…
「不要難過，送一首歌︰
多祈禱 多有能力 少祈禱 少有能力
不祈禱 沒有能力 我們要常常祈禱
不要傷心
常常歡笑
我會幫你祈禱
常常祈禱 上帝聽你祈禱
你有心事和上帝講
常常開朗
我想你笑
我唔想哭
上帝會幫你 不要傷心
同學會幫你祈禱
延伸班同學會幫你祈禱
你唔開心和我地講」

蕭秀恩．延伸乙

中文姓名︰梁耀忠
英文姓名︰LEUNG YIU
CHUNG
生日日期︰1 月
居住地區︰何文田區
喜歡的東西︰BB 狗
害怕的東西︰大魚、狼狗

中文姓名︰張富詠
生日日期︰12 月
居住地區︰九龍
喜歡的東西︰生炒牛肉揚
州飯

中文姓名︰劉奕崙 (火風
倫)
英文姓名︰LAU YIK LUN
生日日期︰3 月．雙魚座
居住地區︰沙田
喜歡的東西︰明星和電
視、食物和水果
害怕的東西︰蝙蝠、鬼魂

中文姓名︰謝耀德
英文姓名︰Tse Yiu-tak
生日日期︰4 月
居住地區︰尖沙咀
喜歡的東西︰封神榜、肥豬
肉
害怕的東西︰貓

我叫王肖婷，Tiny Wong
我的生日是 10 月
生肖是虎
喜愛吃雞翼．喜愛節目是奧
運黃金要塞．喜愛歌星許志
安做主持
居住地區是佐敦道

我是單淑晶，又名叫 Amy。
4 月是我的生日，居住深水
埗區。
我最喜歡燒賣。

關於我的一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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