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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迪 (15.09.2005 星期四) 天氣︰炎熱
今個禮拜日便是中秋節，媽媽買了一盒美心月
餅回家。不知道周日是否可以出街，如果我
不能夠出去我都原諒爸媽，由於二人實在太辛
苦，所以想讓他們休息一下。

朱　迪 (18.09.2005 星期日) 天氣︰炎熱
今日是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很多家庭都會帶同
子女到酒樓飲茶、吃晚飯，十分豐富的中秋
節。我希望4歲以下的小朋友不要煲蠟，因為
很容易會燒傷自己的皮膚。到了下午6時30分，
我們一家人去黃埔花園的「肯德基」吃東西，
之後去吉之島購物，再乘坐免費巴士回家。看
過電視節目，就睡覺了。

俞兆章 (12.09.2005 星期一)
今天美勞堂，我畫了月餅、蠟燭、燈籠、月
亮、楊桃等中秋節應節的物品，還用水彩上了
漂亮的顏色。

麥詠兒 (07.09.2005 星期三) 天氣︰驟雨
今天上美勞課畫燈籠，我覺得很開心，為中秋
節設計了一幅畫，可以為中秋節增加氣氛。

吳鳳智 (19.09.2005 星期一) 天氣︰多雲
中秋節翌日9月19日 (星期一) 不用回校，我去
玩，月光好圓，我好開心。

楊景東 (19.09.2005 星期一) 
天氣：炎熱
今天是追月，我在電視上看到有人舉辦新界西
追月綵燈會，我覺得很興奮。在綵燈會上，
可以看到千變萬化各式各樣的花燈。今天天氣
好，所以順利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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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兆章 (18.09.2005 星期日)
今天是中秋節，爸爸、堂妹和我替三家姐搬行
李進她在中文大學新宿舍。那裏遙望城門河，
風景很優美。由於晚上下雨，我們沒有去賞
燈，三家姐帶我到「芝麻綠豆甜品店」吃西米
露。

袁振民 (24.09.2005 星期六) 天氣：大風
今天天文台懸掛三號風球。
一大清早媽媽帶我去「香港遊樂場協會」參加
YTM2005青春，我們做二百個冰皮月餅。我們
的成員有遊樂場協會的外展隊或學前弱能兒童
家長會的會員。在遊樂場協會吃過午飯，便送
冰皮月餅到駿發花園老人中心，玩遊戲直至下
午四時回家。

王肖婷 (19.09.2005 星期一)
昨晚我沒有煲蠟，只有玩燈籠，欣賞美麗的月
亮。我們一家人一起到九龍公園看月亮玩花
燈，因為買了一盒蠟燭點燈籠，所以沒有時間
吃月餅。我們都玩得很開心。

張隆義 (18.09.2005 星期日) 天氣︰天晴
今晚看月亮，玩燈籠，吃月餅，很開心。

小賣部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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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瑩小姐及延伸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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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嘉聰 (30.09.2005) 天氣︰天晴
今天上午第一次舉行防火演習，上音樂堂時突然響起火
警鐘。我們到地下大堂，防火演習完結後，便上五樓聽
防火講座。 

楊景東 (06.09.2005 星期二) 天氣：有雨和雷暴
今天早上乘搭火車去上學，途中見到很多人看書和報
紙。窗外找不到白鷺的踪影，只看見兩隻小鳥快速飛
翔。很多烏雲在天空中飄來飄去，好像快要下大雨。過
一會兒果然下大雨，到站後拿了一份報紙，快速跑回學
校。交完功課和通告，跟着上五樓禮堂唱歌，唱完歌，
做體能測試跑步，我今日跑得很辛苦。三時三十分就放
學了。

關佩儀 (30.09.2005) 天氣︰天晴
昨天參加公益金便服日穿便服，我感到很開心。今天關
社工帶同學去大家樂付錢買飯，洋蔥薄牛扒飯及汽水，
價錢$20，我感到很開心。

王康展 (03.10.2005 星期一) 天氣:晴天
今天放學後，就沿着西洋菜南街方向往太子地鐵站走…
去到地鐵站內看各式各樣的東西，去完就到旺角(西)的
海富苑，走到購物商場內。怎知，走到途中遺失了物
品，沒有保管自己的財物，就失望地離開。我覺得有時
不開心。

夏一順 (06.09.2005 星期二) 天氣︰陰天
今天早上起來做運動，做完就洗面然後祈禱，祈完就返
學，我很開心。我覺得要努力學習，我完成功課很開
心。到放學就回家。

梁家豪 (23.09.2005 星期五) 天氣︰有雨
今天我媽來學校參加延伸班簡介會，所以能和她一起回
家。在地下鐵大堂，有內地遊客用普通話問路，往黃大
仙廟的出口方向。我雖然不能用國語告知這位遊客，但
我都能聽明白是這個意思，最後由媽用國語告知這幾位
遊客。

歐添成 (30.09.2005 星期五)
天氣：天晴，有一兩陣驟雨
我今天行到巴士站看見陳威排隊等巴士，我和他一起搭
巴士返學校。有同學一齊搭巴士我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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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科 (29.09.2005) 天氣 :多雲
今天放學後留校，張先生教釘裝家課備忘，我學
習用油印機。回家後幫手做家務，吃西餅，吃
飯，開電腦聽歌，做功課…差不多做到新聞報導
完結。

王肖婷 (26.09.2005)
今天早上我想返回校，但因為三號強風信號還未
除下，不用上課。留在家中，很悶又不開心。後
來所有熱帶氣旋警告除下，很開心，待明天我可
以上學了！

俞兆章 (27.09.2005)
今天在電腦堂，我上啟愛學校的網址，看到啟愛
小賣部十月四日開張,，有很多貨品︰棒棒糖、朱
古力、薯片、檸檬茶…小息的時候，我會到小賣
部參觀光顧。

許依敏 (07.09.2005 星期三)
天氣︰多雲，短暫陽光
延伸班每星期有三堂運動堂，可以鍛鍊同學身
體。媽咪說上落樓梯也可以做運動。希望經過這
一年體能訓練，我可以更加精神、健康。

陳鳳群 (29.09.2005 星期四) 天氣︰天晴
我今天上電腦課看了小賣部開業海報，老師說每
個學生設計一張海報，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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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婷 (18.09.2005 星期日) 天氣︰晴天
二00五九月十八日星期日，今日是教育主日，我有
份去。因為我是合唱組的，就被邀請返去唱詩了。

黃嘉聰 (29.09.2005) 天氣︰天晴
今天下午吳老師帶六個同學去惠康超圾市場買飲
品、餅乾、小食，如旺旺仙貝、蝦條…買完回校。

朱　迪 (06.09.2005) 天氣︰有雨
下個星期一開始有部份同學將會去「沙嗲皇城」或
快餐店進行午膳，我好想同王肖婷、關佩儀、單美
琳、黃婷、麥詠兒、麥敏茹等同學一起啊！不知道

吳老師會如何安排呢？

黃志洋 (08.09.2005星期四)
我們一起玩玩具，黃志洋、謝耀德、張隆
輝是好朋友。好開心，謝謝你！

張富詠 (28.09.2005 星期三) 天氣︰天晴
我們今天看書。

單美琳 (30.09.2005 星期五) 
天氣︰晴天，有雨
二00五年九月三十日，我早上穿上體育服上學。這
天是便服日，但因為我參加跑步訓練，所以要穿體
育服。後來我換上自己喜歡的衣服，我感到很高
興。

麥詠兒 (23.09.2005 星期五)
今天我們一起參加家長會匯報延伸甲乙班的情況。
我覺得現在的學習結合實際內容，對我們將來很有
幫助。

楊景東 (20.09.2005 星期二) 天氣：炎熱
今天上了電腦堂，教了打字，打「我的日記」的資
料，這個我打得很快速。跟着下課，小息玩康樂棋
和與同學傾談。上數學堂，吳老師教了計算價格。
又上了左老師的常識堂，學習到介紹自己的優點。
今天三時三十分放學了。

王康展 (08.09.2005 星期四) 
天氣︰晴天，多雲26-30度
今天我被老師罰留校補做功課，因我在街上遊蕩。
老師要留同學在學校補做功課，我覺得不開心。

陳鳳群 (08.09.2005 星期四) 天氣︰陽光、驟雨
我今天上體育堂，陳sir告訴我們10月13日星期四的
25週年校慶陸運會，將有27間學校的學生參加，那一
天很高興。

黃　婷  (06.09.2005 星期二) 天氣︰天晴及有雨
二00五年九月六日星期二，我今天只在學校上最後
兩堂。第一堂是左先生的，叫我們畫像我們樣子的
動物。我今日好開心。
啊！上完了。跟著吳先生教我們要釘一本「我的日
記」，又叫我們返去讀貝多芬的故事。返到屋企做
數學課業和一本日記，做完我一睇個天，好像差不
多下雨了。

梁家豪 (02.09.2005) 天氣︰天晴
今天我心情特別開心，因為升上了延伸甲班，能夠
和其他同學一起在餐廳進食午膳，自己選擇自己喜
歡的食物。菠蘿肉片飯和一杯熱阿華田，總共用了
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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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威 
(30.09.2005)
余校長雖然已退
休，但好關心學
校 和 我 們 的 成
長。

陳威　
　作品



關佩儀 (01.10.2005) 
天氣︰晴朗
今天看電視天安門升旗禮，
我感到很開心。

勞琬駿 (01.10.2005 星期六) 天氣︰天晴
今日是國慶日，我很開心。今日我又開了電
視，我看到電視升旗儀式，我很開心。
今晚電視一台會於八時三十分播放「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六週年文藝晚會」。

湯浩祥 (01.10.2005 星期六) 天氣︰天晴 
今天我同媽媽到運動場打球。打完球後，我
和媽媽乘車回家做功課。

單美琳 (01.10.2005 星期六) 
天氣︰晴天、煙霞
二00五年十月一日，國慶日晨早，到處升起
國旗，是五星紅旗。下午我去海心公園玩，

看見有好多人佈署文娛晚會。當晚在家看電
視，看煙花，然後才去公園看晚會，有的打
劍，有的跳舞，最後大合唱歌頌祖國。我感
到大家都好開心。

梁家豪 (02.10.2005 星期日) 天氣︰天晴
十月一日黃金周假期，我表哥在內地(廣州)來
香港旅行。他是跟旅行團來香港玩三天，參
觀了幾個景點，如太平山頂、金紫荊廣場，
在珍寶海鮮舫午膳，入住普通的酒店。今天
下午來我家，同他一起去拜黃大仙。原來我
表哥在廣州讀大學，說十月國慶黃金假期是
放假七天，同我們香港的假期不一樣。

馮銥汶 (01.10.2005 星期六) 天氣︰晴朗
十月一日國慶日在家窗前看煙花，我覺得十
分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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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肖婷 (28.09.2005)
今天放學後，我不知道落錯車站迷失路，非常害怕！
後來向途人問路，才能回到家裡。見到爸爸很擔心，
我和爸爸說明天我會小心地在落車地點下車。 

許依敏 (29.09.2005 星期四) 天氣:天晴
媽咪給我半碗糯米粉讓我自己學習做湯圓。我做的
湯圓一般合格，但湯圓有大也有小。媽咪評分大湯
圓有進步，小湯圓要繼續努力學習。我很高興。

黃杰豪 (11.09.2005) 天氣：晴天
今天早上，我八時五十八分起床，接著做運動。過
了一會兒，我爸爸吃完早餐，帶早餐給我吃，我叫
媽媽去拿早餐。吃完早餐就寫日記，做完日記，接
著玩電腦。到了中午，我打電話給同學，他說：「
我拿報紙給你抄。」到了三時正，他就上到來，媽
媽跟我說：「你同你朋友去朗豪坊玩。」玩完之
後，已經五時許，他上來我家裡房間玩電腦，玩到
六時許就回家，我覺得今天很快樂。

歐添成 (17.09.2005 星期六) 天氣︰驟雨
我今天去海洋公園玩，看到海豚和海獅的精彩表演，
我很佩服！還有海洋館裡養了很多魚，有鯊魚、魔鬼
魚、大石斑、神仙魚…

徐錫浩 (27.09.2005 星期二) 天氣︰多雲有雨
今天我去乘地鐵時看到老婆婆沒位座，我讓老婆婆
坐，老婆婆說︰「多謝你！」之後我回家做家務和做
功課。

袁振民 (30.09.2005 星期五)
中午吃炸扎肉餅飯喝可樂。三點半回家，忘記了去
CYC。回家媽媽不在家，我便開電腦開小畫家畫大
廈，還有玩遊戲。媽媽回來了，要我幫她做家務。晚
餐後我便寫日記及做功課。

高仲恩 (21.09.2005 星期三) 天氣︰晴天
陳姑娘和媽媽常提點我要注重健康飲食，就是少肉多
菜，還有常運動。

麥敏茹 (13.09.2005 星期二) 天氣︰天晴
我今日開心，我幫助媽媽洗碗碟，媽媽讚我做得好，

我很開心。今日我得到媽媽讚
賞，我開心到跳起。

張振輝 (11.09.2005 星期日)
我在富昌邨打乒乓球，我玩得
好開心。

　　馮銥汶 (15.09.2005 星期四) 
　　　　　　　　　　　　天氣︰天晴
　　　　　　　　　　　　我站在雀籠旁邊，雀仔跟
　　　　　　　　　　　　我打招呼。我覺得雀仔很
　　　　　　　　　　　　可愛。

韋愷宜 (06.09.2005 星期二) 天氣︰陽光有驟雨
我看到地下很濕，曾經下過雨，但天氣仍很熱。我
不喜歡下雨天。

陳鳳群
日期︰10.09.2005 (六)
天氣︰大致天晴
昨天我去荔枝角游泳池游泳，體能訓練後教練和我
們一起玩遊戲，好高興。

劉奕崙 
(25.09.2005 星期日) 

天氣︰狂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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