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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譚嘉敏 

我的快樂日記 

星期一 (27/3) 

 

今日週會的時候終於頒發校際朗誦節的獎

項。 

今日上科學堂玩冰，真好玩！ 

今日放學後，我和同學們到西環的小吃店，

吃個不亦樂乎。 

星期二 (28/3) 

 

今天的英文課，我們到黃竹坑的薄餅店

做美味的薄餅。 

今天中文課有測驗，令我的心情緊張，

不過，測驗後，我的心情頓時變得開朗。 

今天放學後，我去中環的海邊拍照，那

裡的風景很美。 

星期三 (29/3) 

 

今天放學後，我上跳舞班，我覺得很好玩。 

今天我在中環的小食店買香港地道──小食

魚蛋，很美味。 

今日回家後，我發現我的房間裡有一份禮物。 

星期四 (30/3) 

 

今天放學後，我參加戲劇學會的彩排。 

彩排後，我去逛街，因為想放鬆一下心

情。接著我去看很想看的電影──「美女

與野獸」。 

星期五 (31/3) 

 

今天過得很充實，也很開心，因為我的偶像

在今天推出專輯。 

今天上中文課時學了很多寫作技巧，並在中

文測驗中拿最高分。 

今天老師安排我在下星期短講，我真的很興

奮。 

星期六 (1/4) 

 

今天是一個不用上課的日子，當然要好

好享受，所以我相約好友拍照。 

下午我們去體育館打羽毛球。 

黃昏我和好朋友坐在沙灘上，觀賞日

落，那個景象簡直是人間仙境。 

星期日 (2/4) 

 

今天我去西貢，我發現那裏的海灘很像仙境，於是我坐在沙灘聽海浪的聲音。 

下午我在海邊找到了一個花紋很特別的海星。 

晚上可以見到很多星星，仰望天空，覺得自己身處銀河。 



 

 

1C  江可兒 

 

我的快樂日記 

星期一 (3 月 27 日) 

 

同學上台領獎了！真為她們感到開心，真

想和她一起上台也拿一個獎！ 

每次上中國歷史總會很興奮，老師講得繪

聲繪色，形象生動。 

英語戲劇真是令我又愛又恨！英語不太好

的我，完全投入在團隊的演出中。 

 

星期二 (3 月 28 日) 

 

今天有中文課，老師講課生動有趣，我回

答了很多問題，而且都答對了！ 

今天做披薩！非常好的體驗。在大陸可沒

有這種活動！留幾塊給家人。 

回到家後，妹妹和弟弟買了我最喜歡的書 

！ 

星期三 (3 月 29 日) 

 

今天崇拜玩了很好玩的遊戲，其樂融融。 

生社課上，我回答了很多問題，拿了很多

糖果！ 

數學課教的題我都聽懂了！還上去做題了 

！ 

星期四 (3 月 23 日) 

 

最後一次花式跳繩興趣班，學會很多花式 

，認識了很多朋友。 

買了夢寐以求的手帳，開始隨手記任何事

情。 

媽媽炒了我喜歡吃的幾道菜，吃得我津津

有味。 

 

星期五 (3 月 24 日) 

 

和同學樂也融融，開心快樂地打排球。 

回到家，看到爸爸媽媽特地買給我最喜歡

吃的零食。 

 

星期六 (3 月 25 日) 

 

每星期六都有的英語補課，和同學一起學

習。 

我的低音大提琴進步了很多，學了新的音

符！ 

在便利店買到了很愛喝的巧克力牛奶。 

 

星期日 (3 月 26 日) 

 

爸爸媽媽放假，一家五口一起出去購物。買了我喜歡喝的益力多。 

一家人一起大掃除，有說有笑。 

做完家務，一家人齊齊整整的吃飯。 



 

 

1C  張瑋晴 

 

我的快樂日記 

星期一 (3 月 27 日) 

 

今天我在聖堂拿了優良獎，是朗誦比賽時得

到的，我高興得手舞足蹈。 

今天表妹在家講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笑話，令

我捧腹大笑。 

今天發的中史成績考得不錯，我沾沾自喜，

很開心。 

 

星期二 (3 月 28 日) 

 

今天中文課廖老師表揚我，她說欣賞我

的作文，令我欣喜若狂。 

今天我們在班裡看了一會兒電影，十分

好看，令我們都樂在其中。 

今天我們去太古城作披薩，我們帶著自

己做的披薩回學校，十分高興。 

星期三 (3 月 29 日) 

 

今天家裡特地加了菜，有很多東西吃，令我

和表妹喜出望外。 

我今天買了一些新文具，都是些很可愛的筆 

，讓我眉開眼笑。 

今天拉小提琴，我覺得我拉得很動聽，令我

十分愉快。 

星期四 (3 月 30 日) 

 

今天班堂課，去了玩玩具，像是魔方的

東西，我感到很愉快。 

我在班裡終於借到我想看的那三本書，

令我十分高興。 

今天張老師還誇獎我彈琴彈得不錯，令

我喜不自勝。 

 

星期五 (3 月 31 日) 

 

我們今天上體育課學習打排球，和同學一起

練習，玩得很開心。 

今天我們班來了個新同學，居然是以前讀同

一間學校的校友，令我歡欣鼓舞。 

今天完成了所有的功課，真是讓我大快人心。 

星期六 (4 月 1 日) 

 

我在家中受傷了，心情很低落，但表弟

安慰了我一番，我感動不已。 

今天在麥當勞買了一個新出的包，非常

好吃，令我不亦樂乎。 

我和我的表妹玩遊戲，我最後贏了，讓

我心花怒放。 

星期日 (4 月 2 日) 

 

我和媽媽在微信視頻聊天，好久不見她，我們聊了些生活樂趣，我們相處得其樂融融。 

再過幾天就是我弟弟的生日了，我們全家人都歡天喜地。 

我和阿姨去看電影，一起逛街，我們都樂陶陶。 



 
 

2A  胡綺雁 
 

我的快樂日記 

星期一 晴 

 

過去四日的日子裡，爸爸回老家卻未能帶

上我一同回去，但今天爸爸回來了，我快

樂地抱住爸爸。 

最後一節的班堂課，一位義工婆婆教我們

針線，婆婆和藹可親，使我們學得快樂。 

放學後獨自一個去圖書館，使我快樂。 

星期二 晴 

 

因為一句不經意問候老師，結果第二天被

老師表揚，讓我害羞紅了臉。 

歷史課是我最喜歡上的課，因為老師講得

特別生動，使我聽得很愉快。 

放學後，我替同學參加學校滑翔機比賽， 

雖然沒有名次，但也志在參與，讓我緊張

又開心。 

星期三 晴 

 

今天上樂器班，老師教了幾個音符，對於

從未認真接觸音樂的我，是一個難題。但

有老師在，我慢慢又吹出音來，十分興奮。 

科學課上，老師叫我們做酸鹼實驗，不但

又快又準確完成，還幫同學完成了。 

今天的中史測驗發下來，差 0.5 分滿分，其

實挺簡單的。 

星期四 陰 

 

今天的科學課我們做了個「無字天書」實

驗，利用氫氯酸的科學原理，這讓我覺得

神奇，在實驗中很快樂。 

體育課上，我們玩了手球、躲避球，讓我

感受到新意的快樂。 

提起躲避球我又想起以前與同學們的回憶 

，感覺很快樂。 

星期五 雨 

 

雖然今天下雨，但學生在午膳時間開設了

幾個數學攤位玩遊戲，有意思的是不但玩

到遊戲，又贏到獎品、零食，一次滿足兩

個願望。 

放學後，天下著大雨，看見一位婆婆撿紙

皮，於是我幫忙。 

因今天放學早的緣故，我獨自去孫中山公

園跑步。 

星期六 陰 

 

又到了一周一小時的英語課，今天老師講

了些新內容，這使我沉浸在學習的快樂中。 

下午，第一次與同學去看電影、逛街，一

路上我們有說有笑，真歡笑！ 

回到家中，拿起日記紙記錄這一天的活動 

，讓我又回味一次，真快樂！ 

 

星期日 陰 

早上，我約上朋友去做運動、朋友讚美我，路上有說有笑。 

中午，朋友帶我吃午飯，地鐵上，看見一位老婆婆上了車，我毫不猶豫地讓座。 

回到家，朋友發訊息給我：「今天欣賞你讓座，與你一起很快樂。」我心裡特別開心。 



2C  胡慧怡 

 

我的快樂日記 

星期一 晴 

 

今天出門晚了，我趕時間卻沒有闖紅燈， 

最後也沒有遲到，感到開心。 

出門太著急，忘了拉書包的拉鍊，等紅燈

時，有位陌生阿姨提醒我。 

放學的時候，人太多被撞到，別人連聲不

斷地道歉，為他們的禮貌而感到開心。 

星期二 晴 

 

被窗外的鳥鳴聲喚醒，心情格外好。 

上學途中遇到同學，結伴而行，談笑不斷。 

在實驗室做雞蛋的降落傘，很有趣，好玩。 

星期三 晴 

 

有數學活動，在玩遊戲的過程中長知識了。 

爸爸外出回來，有豐富的晚餐和手信。 

難得和爸爸媽媽一起散步。 

星期四 晴 

 

今天和同學有個誤會，但很快大家都諒解 

，原諒了對方。 

今天中文默寫終於滿分，無錯字了。 

數學考試第一，滿分很高興。 

星期五 陰 

 

挑戰自我，在海邊跑了好幾公里，雖然汗

流滿面，但很輕鬆，很開心。 

在外讀書的姐姐病了，今天收了她的來信

「沒事了，一切平安。」開心極了。 

吃到了很久沒吃的棉花糖，像雲一樣的糖

勾起我童年久違的感覺。 

星期六 晴 

 

去圖書館，終於等到那預約已久的書。 

在圖書館大半天，人們一直保持著安靜，

沒有喧嘩，一片和諧寧靜。 

買東西時，人們都很自覺有序地排隊。 

星期日 多雲、晴 

 

陪姑媽撿木棉花，一起曬乾木棉花來煮涼茶，香香的味道很溫馨。 

有講普通話的人問路，我幫他們到達目的地。 

和朋友一起做玩偶當義工。 

 

 

 

 

 

 



2C  張穗琛 

 

 

 

 

我的快樂日記 

星期一 晴 

 

在生活與社會課時，我把自己寫好的閱讀

報告說了一遍，雖然時間短暫，但卻獲得

滿足感。 

英語戲劇中，和組員成功演出，彼此增強

了信心。 

乘地鐵時，我把自己的座位讓給一位老婆

婆，她稱讚了我。 

星期二 晴 

 

中文課時，中文老師給我調位，讓我可以

幫助同學，我感到很快樂。 

放學後，在紙滑翔機比賽中，結交了新朋

友，彼此了解和一起玩耍。 

爸爸買了一本我一直想要的書，令我感恩

和高興。 

星期三 晴 

 

在普通話課，老師選了我出來說普通話，

還稱讚我做得好。 

化學實驗中，我學會了很多從來都沒有做

過的科學實驗，令我大開眼界。 

在數學測驗中，我在所有題目都對答如流 

，很有滿足感。 

星期四 陰 

 

在體育課中，可以放鬆心情，和朋友一起

跑步，心情舒暢。 

在電腦課時，我學懂了很多編寫程式的方

法。 

放學後，和朋友一起談天，快樂無比。 

星期五 雨 

 

小息時，和朋友一起做功課和溫習，互相

鼓勵，有了自信。 

午膳時，我負責主持化學攤位，看到別人

學會了知識，自己也有成功感。 

在宗教課，老師稱讚我上課專心，我開心

得很。 

星期六 晴 

 

在地鐵站外買旗，幫助有需要人士。 

在跆拳道的友誼賽獲勝，令我增強了自

信，也增加了經驗。 

因家人生日，我買了一個蛋糕給她，看見

她快樂，我也很快樂。 

幫助家人做所有的家務。 

星期日 陰 

 

看了一本很有趣的小說，令人身心舒暢。 

在沙灘享受日光浴，微風的吹拂讓人感到涼快。 

 



 

 

 

3B  許靜雯 

 

我的快樂日記 

星期一 (3 月 27 日) 

 

學樂器，學會一首新的曲子，感到很開心。 

和身在外國的朋友聊天，了解她在外國的

生活狀況。 

和家人一起打羽毛球和跑步。 

 

星期二 (3 月 28 日) 

 

上生物堂，和同組的同學一起做實驗，得

到新知識。 

和同學一起去玩數學遊戲，發現很多遊戲

都與數學有關。 

接弟弟妹妹放學，在公園和他們玩遊戲。 

 

星期三 (3 月 29 日) 

 

跟同學聊天，談話中發生許多搞笑的事情。 

同桌教我畫畫，我懂得如何畫畫，知道如

何畫人，樂在其中。 

課餘時跟同桌玩 online game，我們贏了

很多局，很開心！ 

星期四 (3 月 23 日) 

 

和同學一起跳繩，很好玩！ 

教弟弟妹妹英文，當中發生許多趣事。 

和弟弟妹妹製造泡泡，並玩吹泡泡。 

星期五 (3 月 24 日) 

 

跑步時，結交了兩位新朋友。 

和弟弟妹妹一起看動漫，動漫有一些情節

很好笑。 

和家人一起包餃子，跟妹妹比賽誰包的餃

子最多。 

星期六 (3 月 25 日) 

 

和朋友一起逛街，買東西吃和玩，很開心。 

去表妹家玩，表妹的家裡有一隻小貓，我

逗貓玩，小貓很可愛。 

晚上和家人去公園散步，跟弟弟妹妹玩遊

戲。 

星期日 (3 月 26 日) 

 

和好久沒見的朋友去看電影、吃東西和拍照。 

和弟弟妹妹在家玩捉迷藏，非常開心。 

幫家人搓麵團，用麵粉製成薄餅，很好吃。 

 

 

 



 

3B  陳王莉 
 

我的快樂日記 

星期一 (3 月 27 日) 
 

午飯前最後一節是美術課，做我最愛的手

工，能與好朋友一起完成一樣手工是件意

義非凡的事。 

吃完午飯後，我便去學樂器了，又可以練

琴，真的無比開心，相信很快就可以學會

我心儀的歌了！ 

做功課累的時候，能吃上一顆甜甜的士多

啤梨，整個世界都明亮了起來，很有動力 

！ 

星期二 (3 月 28 日) 
 

早上一出門，樓下的紅綠燈剛好綠了，而電

車又剛好來了，太陽又很剛好，瞬間覺得新

的一天總是美好的。 

小息的時候，我和好朋友下去小食部買了點

心吃，對於我這個吃貨來說，有吃的就開心 

。 

上午音樂課時，老師教我們吹牧童笛，有個

很好笑的同學，吹不準音，惹得我們全班笑

了起來，但他也樂在其中。 

星期三 (3 月 29 日) 
 

今天早上差那麼幾秒鐘拍卡，我就遲到了 

。不過幸好，我就是快了那幾秒。嘻嘻！ 

中午學校舉辦的數理週很有趣，很多新鮮

的事物可以給我們嘗試，學習的壓力一下

子就沒了。 

星期四 (3 月 23 日) 
 

今天放學後，我去了美術學會的一個手工活

動，我找了一張我與母親的合照，放入項鍊

中，我覺得這樣做很有意義，變得很喜歡手

工。 

中午的弦樂也是我喜歡的，因為能聚集一群

人合作拉曲子，真的很難得！ 

洗澡完畢後，打算早早入睡，才能有精神地

迎接上學日最後一天。 

星期五 (3 月 24 日) 
 

下午很輕鬆，因為中三、中四有 English 

booth 活動，我和朋友一直在忙碌著幫同

學蓋印章、派獎品，忙個不亦樂乎！ 

晚上我開信箱時，發現一封藍藍的信封，

原來是我內地同學寄來的，真的很感動、

很暖心，相隔幾萬里也記得我。 

星期六 (3 月 25 日) 
 

輕鬆的週六，就算呆在家也會感到愉快，我

用色彩塗滿了禪繞畫，像我的心情一樣，色

彩繽紛。 

傍晚，我約了朋友一起去中山公園散步，海

水拍打著碼頭的聲音，總讓人感到涼爽、舒

服。 

星期日 (3 月 26 日) 
 

早早起床與同學出發去深圳比賽，到了那邊先去吃許多小吃和零食，心情愉快。 

回香港後，母親請我吃了一頓韓國料理，慶祝我比賽順利結束。辛勤後有一頓大餐真

的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十時多，我早早就睡了，今天是特別充實的一天！ 



 

 

 

 

 

3B  麥穎荍 

我的快樂日記 

星期一 (3 月 27 日) 

 

今天是我姐姐的生日，希望她青春常駐，

身體健康！ 

今天在街上偶遇我的良師——林琳老師，

跟她談談近況，身心舒暢！ 

 

星期二 (3 月 28 日) 

 

在合唱團的練習上，張老師邀請我帶領高

音部練習。 

我出席了我老師——潘詩詠老師的婚禮， 

看見她披上嫁衣，感動萬分！ 

星期三 (3 月 29 日) 

 

我今天從校長手中接回校際朗誦節及聖經

朗誦節的證書。 

 

星期四 (3 月 30 日) 

 

今天是我級一年一度的英文日，我負責的

遊戲攤位深受同學們的歡迎。 

今天是我級演講比賽，在十六位參賽者中 

，我得第三。 

 

星期五 (3 月 24 日) 

 

今天我契媽家中又增添一員，是名小女孩 

，眼睛圓碌碌，十分可愛！ 

我的中史統測分數是 38/40。第一次取得

那麼高的分數。 

 

星期六 (3 月 25 日) 

 

今天到旺角漢和吃韓國燒烤，津津有味，

滿載而歸！ 

星期日 (3 月 26 日) 

 

今天陪父母到大美督逛了一逛，並享受單車樂。 

媽媽買了一部新的手提電腦給我作學習之用。 

 

 

 

 



 

 

 

 

 

4C  于童心 

 

我的快樂日記 

星期一 (2017-4-17) 

 

回到母校看到了昔日的同學，久別重逢但

絲毫沒有尷尬，很欣慰。 

時隔快一年又坐在每天放學回家搭的巴

士裡，看著窗外一切如舊的風景，故地重

遊，很開心。 

光顧以前去的文具店，一下被老闆認出，

很開心他還記得我。 

星期二 (2017-4-18) 

 

第一次坐地鐵遊整個北京城，古色古香的前

門、大柵欄，我陷入了四九城的魅力。 

和小時候最好的朋友一起吃飯，還是那麼熟

悉，很幸運有一段難忘的友誼。 

星期三 (2017-4-19) 

 

陪表弟去遊樂場玩，重溫兒時的快樂。 

帶兔子去公園散步，看牠和其他狗狗玩的

很開心。第一次溜兔子，哈！ 

星期四 (2017-4-20) 

 

早晨和奶奶一起吃了老北京早點，又一起去

買菜，雖然累但很高興體驗了奶奶的生活。 

下午，和爸爸一起去圖書大廈看書，在書香

中找到很多佳作。 

星期五 (2017-4-21) 

 

第一次自己坐飛機，很緊張也很興奮，覺

得自己真正獨立。 

看到同學給我發的送別短信，很感動很溫

暖。 

星期六 (2017-4-22) 

 

和媽媽一起上課，吃飯......很平常的一天。 

在家看了喜歡的書，沉浸在書中的感覺很幸

福。 

星期日(2017-4-23) 

 

嘗試製作果茶，味道還不錯，很成功。 

今天是世界讀書日，去圖書館看書，欣賞到更多好作品。 

 

 

 



 

 

4C  朱嘉寶 

我的快樂日記 

星期一 (2017-4-10) 

 

中文卷一的測驗卷終於派下來了，雖然

有點遺憾，與最高分只相差了一分，但

我仍然十分高興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 

在網上購買的衣服終於到貨了，盼了那

麼久終於有新衣服穿，興奮到一蹦三尺

高。 

趕在售票處關門前買到了回內地的車

票，感覺幸運之神降臨在我的頭上了。 

星期二 (2017-4-11) 

 

今天做復活節崇拜，意味著耶穌要復活，而我

們的復活節假期亦即將開始。 

今天老師告訴我，我寫的微型小說獲得了推薦

獎，突如其來的喜訊讓我興奮不已。 

星期三 (2017-4-12) 

 

和三個最好的朋友去玩彈床，雖然很累 

，但卻玩得特別開心。 

終於鼓起勇氣去吃了一次傷心酸辣粉， 

克服了對辣的抗拒，成功戰勝了自己。 

星期四 (2017-4-13) 

 

盼星星盼月亮終於盼到了回內地的日子，想到

要見到家人和朋友，心裡無比激動。 

朋友送了我一頂十分好看帥氣的帽子，超級開

心呢。 

今天晚上終於見到了好久沒見的外婆，她身體

比以前好了很多，我也覺得很開心啊。 

星期五 (2017-4-14) 

 

一家人去喝茶，好久沒吃內地酒樓的特

色點心了，又找回了那一種熟悉的味道 

。 

見到了我最可愛的小表弟，沒見一段時

間長大了不少，希望他能快點長大，和

我們一起玩耍。 

和剛放學的表弟一起打贏了一盤遊戲 

，果然默契還是依舊不減。 

星期六 (2017-4-15) 

 

今天回以前的學校看了看，想到以前在那裡生

活的時光，真的很令人懷念呢。 

和朋友一起相聚吃飯，好久不見，真的很想念

他們，不過我們的友誼不會因為時間和距離而

改變。 

終於看了夢寐以求的電影，還吃了美味的甜品 

，真是滿足了。 

星期日(2017-4-16) 

今天和從小玩到大的好朋友相約去吃壽司，十一年的友誼讓我們越來越了解和珍惜對

方啊。 

見到了一位好久不見的好朋友，他的變化很大，但還是十分開心有這麼一位朋友。 



4C  陳嘉怡 

我的快樂日記 

星期一 (2017-4-17) 

 

爸爸來香港陪我過復活節，雖然期間沒有

特別的安排，但從心覺得家的整齊。 

爸爸幫我在書桌上加上一塊木板，讓我有

更多空間收納雜物，這是爸爸親手做的。 

第一次和同學到新界單車徑騎單車，可以

邊教邊騎，是種享受的事！ 

星期二 (2017-4-18) 

 

今日休息在家沒有外出，在家聽音樂一整

天，瞬間覺得人放鬆，腦中不斷回憶起以

前和同學共同生活的片段，甚是懷念。即

將高考的他們，也要加油哦！祝成功。 

發現獨處原來並不孤單，反而是帶給我享

受和快樂。 

星期三 (2017-4-19) 

 

今天中午和幾個同學嘗試學校附近一間新

的餐廳，價格便宜，份量充足。 

最近熱播的一部韓劇我終於看見男主角向

女主角表白，美好又吸引人的劇情到了。 

因為韓劇的原因，最近喜愛上學韓文，我

懂得的韓文詞和句子又多了幾個。 

星期四 (2017-4-20) 

 

來到復活節補課的最後一天，有一種解放

的感覺，哈哈！ 

今天補課預先完成教學任務，早了幾個小

時放學！ 

之前測驗的試卷派下來了，結果竟比我預

想高幾分，哈哈！ 

星期五 (2017-4-21) 

 

收到一個好消息，五月放假，我親表弟要

來香港玩，表弟第一次來香港玩，作為表

姊一定要帶他品嘗香港的街道小吃，瞭解

香港的街道文化！ 

星期六 (2017-4-22) 

 

今天去補習的途中，遇到幾個到港旅行的

韓國人問路，而我又用學到的韓文給他們

說出正確的方向，和真正的韓國人溝通，

非常滿足！ 

今天有家庭聚餐，即使去環境不太好或者

不方便的地方亦覺得滿足、享受和快樂！ 

星期日(2017-4-23) 

 

媽媽今天休息，於是我們一起逛街，想起媽媽的護膚品用完了，於是我送了她一套，

亦作為即將到來的母親節禮物。雖然不太名貴，但我見到媽媽開心，我亦打從心裡感

到開心。 

今天我下廚做飯，不太美味，但是我的嘗試，有點激動！ 

 

 

 

 



 

 

 

4C  譚凱瑩 

 

我的快樂日記 

星期一 (2017-4-10) 

 

今天，我的一個朋友到香港來辦事，放學

後，我給了她一個驚喜，令她驚喜交集。 

今天，我在首日封上畫了一幅畫，不會畫

畫的我，居然畫得挺好的，令我感到了喜

悅。 

星期二 (2017-4-11) 

 

今天是復活節崇拜，互相送上祝福，準備

迎接假期，我快樂極了。 

放學後，我與朋友相約來到山頂，一片迷

霧，又是一番新景象，這種體驗也是一種

快樂。 

星期三 (2017-4-12) 

 

今天，我參加了學校的英文活動，進行了

一些遊戲，挺有趣，玩得很開心。 

補課後，我與朋友相約去吃甜品，令我十

分快樂。果然，甜品就是快樂的味道。 

星期四 (2017-4-13) 

 

今天，我走在街上看見了一隻十分大的阿

拉斯加狗，對於非常愛狗的我，簡直心花

怒放。 

今天，我收到了我最好朋友的禮物，收到

了一份驚喜，多麼快樂的一天啊！ 

星期五 (2017-4-14) 

 

今天，我與家人一起外出遊玩，難得他們

今天都有空，這是一番和樂融融的景象。 

傍晚，我與家人相聚在一起吃飯，說說玩

笑，聊聊天，多麼簡單的快樂啊！ 

星期六 (2017-4-15) 

 

今天，我在家與幾個相隔很遠的朋友視頻

聊天，還是那樣的熟悉，真是快樂極了！ 

傍晚，我與朋友一起來到海旁，沿著海旁

跑步，我出了一身汗，心情非常愉悅。 

星期日(2017-4-16) 

 

今天，我去吃了重慶美食，對於很喜歡吃辣的我，感到欣喜若狂。 

 

 

 

 

 

 

 



4D  林燃 

我的快樂日記 

星期一 (2017-4-3) 
 

星期一是一個重新開始，我一早起床梳洗

好便上學去，其實我十分喜歡，珍惜校園

生活。 

第一節課就是視覺藝術科，還記得剛開學

的我總拿 E 或 E＋，換句話來說就等於二三

十分，而下學期的我經過努力第一次拿了

A，我很滿意這個分數，而接下來的日子我

會再努力，果然新星期新希望。 

星期二 (2017-4-4) 
 

一早起床就發現我種的草莓種子開花了，

我是一個喜愛種東西的人。 

今天是清明節，我和媽媽一起準備了東西

去看奶奶了，我很久沒去看她了，照片上

的她總保持著持久不變的微笑，給人一種

正能量的感覺。 

我慶幸自己可以坦然接受奶奶去世的事實 

，這也證明自己長大了，脫離了以前那個

愛哭愛鬧的我。 

星期三 (2017-4-5) 
 

星期三是我最喜歡的一天，因為可以上體

育課，我是一個熱愛運動的女生。 

上完體育課跑完之後，雖然滿頭大汗，但

我覺得很放鬆，頓時壓力全無。 

上完體育課就是午飯時間，自然是和朋友

大吃一餐，我是個很容易滿足的人。 

星期四 (2017-4-6) 
 

媽媽沒有香港身分，所以每三個月回去家

鄉換證一次，今天她換證出來了。 

媽媽每次換證回港我就很開心，因為我要

求的不多，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好。 

媽媽帶了很多我們愛吃的東西，可謂「雙

喜臨門」啊！ 

星期五 (2017-4-7) 
 

每個星期五的午膳我都會在學校學小提琴 

，每次經過辛苦練習後拉出了歌曲我都很

享受、滿足。 

每個星期五放學後都要去中山公園練跑，

而今天因老師沒空所以取消了，所以我可

以早早的回到家裡做功課。 

今天真是事事順利，可以提早做完功課放

鬆一下，而且明天是媽媽生日，我又興奮

又激動。 

星期六 (2017-4-8) 
 

今天是媽媽生日，第一次親口對她說生日

快樂，有種快樂說不出口。 

我第一次親手做菜給媽媽吃，雖然煮的不

算好吃，但我看見媽媽笑了。 

而且爸爸和姐姐都放假，我認為最開心滿

足的是一家人可以開開心心，整整齊齊的

圍在一起吃飯。 

星期日(2017-4-9) 
 

每個星期日我都會陪媽媽買菜，一買就是一個星期的食物，所以總會很重，所以我總

不放心媽媽一個人去買，在路上幫她分擔東西的重量，我的心裡就會有一種說不出的

快樂。 

幾乎每個周六日都要在家做功課、溫書，而下星期沒有測驗、沒有功課，終於可以好

好放鬆一天，沒有事比睡覺更開心了。 

今天媽媽答應我，如果今次考試成績有進步就可以買一台電腦送給我當生日禮物。自

從上一部電腦被我弄壞之後，媽媽就再也不肯買了，但現在她改變主意。 



 

 

 

5A  黃美怡 

 

我的快樂日記 

星期一 陰晴不定(3 月 27 日) 

 

忙透了一整天，回到家後，小狗立刻撲在我

的身上，又在舔我的臉，又在擺尾，我看見

牠的熱情，牠水汪汪的眼睛，彷彿今天的疲

倦都沒有了。 

星期二 晴天(3 月 28 日) 

 

在一個夜深的晚上，我還在溫習，忽然

抬頭看到窗外，在漆黑的夜空看見一顆

星星，感覺那顆小星星像陪伴我溫習，

看著我溫習似的，有種有趣且莫名其妙

的窩心感覺。 

 

星期三 陰天(3 月 22 日) 

 

如常的走在回家的路途，今天遇上一位婦人

前來問路，原來她是位遊客，對香港並不熟

悉，於是我帶她走到附近的巴士站。雖然書

包很重，可是幫助別人的感覺真的很開心、 

滿足，儘管只是一個很小的幫忙。 

星期四 晴天(3 月 23 日) 

 

小息的時候，跟學妹談起夢想，而我一

直對自己也沒有信心，有一刻想過就此

放棄，可是她卻鼓勵我，支持我，令我

也感染到那股正能量。對！即使在追夢

途中遇上失敗，也不應放棄，正所謂「失

敗乃成功之母」，要堅持下去，相信夢想

一定會成真的！ 

 

星期五 晴天(3 月 24 日) 

 

今天剛發回生物科的測卷，終於取得令自己

滿意的分數。回想在測驗前的幾個晚上，不

斷重複做練習，雖然辛苦，但是能夠看到成

果，感覺甘甜，付出的努力也是值得的。我

一定要繼續加油！ 

 

星期六 陰天(3 月 25 日) 

 

今天收到來自美國的明信片，是早前移

民到美國的朋友寄來的，裡面提及她現

在的生活，以及一些趣事。雖然這些都

是看似平淡的事，可是卻足以印證友誼

的永恆和不變。 

星期日 陰天(3 月 26 日) 

 

晚上，一家人圍在圓桌吃晚飯，一邊吃著，一邊談談大家今天發生的瑣碎事情，看似

平淡，可是卻讓我感受家庭滿懷的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