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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乙    馬如生

小六甲    吳格欣

中五    曾子建

中六    馬秀雯小六甲    鄭嘉豪

小六甲    黃駿朗



春天來了
中三低乙同學集體創作

蔡家朗、范雅艷、霍紅頤、
賈雙雙、馬力行

噓！別吵！
我聽到小鳥吱吱叫。
我嗅到荷花的香氣。

我看到蝴蝶飛來飛去。
原來是春天來了！

春天穿著綠色的大衣。
帶著清新的空氣。
從流水中來了。

從蝴蝶飛舞中來了。
從小鳥吱吱叫中來了。

原來春天早就在我們身邊了。
我喜歡春天。

因為我看見白雲飄動。
我喜歡春天。

因為我看見很多美麗的花兒。

四季的雨
中一乙 / 中二

李仁泰、徐貴發、曾志強、林浩天
春天的雨，

好像毛茸茸的兔子，
讓我想觸摸牠柔軟的毛。

夏天的雨，
好像汪汪地亂吠的惡犬，

讓人慌忙走避。

秋天的雨，
好像害羞的小貓，

讓我很想知道牠躲在哪裏。

冬天的雨，
好像一根根冰造的針，
刺得我的臉又冷又疼。

雨啊！四季的雨，
你們喜歡跑來跑去，

你們是接力賽的運動員，
不斷地輪流奔跑。

小二    黃文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學校玩乒乓球。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學校唱歌。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學校玩電腦。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玩乒乓球，唱歌，玩電腦，
每件事情都好玩。

小二    曾常朗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學校玩乒乓球。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公園吹泡泡。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公園散步。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玩乒乓球，吹泡泡，散步，
每件事情都好玩。

小二    莫森美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公園盪秋千。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學校玩乒乓球。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操場玩籃球。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盪秋千，玩乒乓球，玩籃球，
每件事情都好玩。

小二    嚴雅琪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操場跳繩。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操場跑步。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操場拍皮球。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跳繩，跑步，拍皮球，
每件事情都好玩。

童詩仿作：和你在一起

小一    林洛鋒
一頭牛，兩匹馬，
三隻青蛙找爸爸。
四隻狗，五尾魚，
六匹白馬找媽媽。
七尾魚，八隻蝦，
九隻天鵝找哥哥。

小一    許鈞嵐
一隻貓，兩匹馬，
三隻海豚找大海。
四隻狗，五條蛇，
六隻獅子找樹林。
七隻羊，八尾魚，
九隻松鼠找大樹。

小一    劉振迪
一隻雞，兩隻鴨，
三隻白鵝找小鵝。
四隻象，五隻豬，
六匹白馬找小馬。
七隻蝦，八隻蟹，
九尾金魚找小魚。

小一    樊偉賢
一隻狗，兩隻貓，
三隻大象找香蕉。
四頭牛，五隻羊，
六匹白馬找青草。
七條蟲，八尾魚，
九隻蜜蜂找花間。

兒歌仿作：數動物蜜蜂
中五    劉彩霞

我的勤奮是一隻蜜蜂，
快快地沒有休息。
你萬一夢到牠時，

千萬啊，不要懶惰 !
牠是我努力的榜樣，

心裏懷着熱切的盼望：
牠想那甜蜜蜜的花釀—

你背上的、斑斕的翼翅。
牠天亮一般朝氣地

從你那兒輕輕飛過；
牠把你的成果背過來，
像一隻勤勞的螞蟻。

春天
你給大地帶來美麗的天空
你給大地帶來美麗的花兒

不只是我
和煦的春風、溫暖的陽光、

茂盛的草地，
都一起來為你增添美麗

都來為你增添生氣
都來為你增添舒暢

夏天
你給大地帶來新生的果實

你給大地帶來熱辣辣的和風
不只是我

嫩綠的樹葉、熾熱的太陽、
五顏六色的花兒，

都一起來為你增添涼快
都來為你增添熱鬧
都來為你增添色彩

秋天
你給大地帶來寧靜

你給大地帶來滿地楓紅
不只是我

涼爽的秋風、軟軟的地壇、
光秃的樹，

都一起來為你增添優雅
都來為你增添美態
都來為你增添秋意

冬天
你給大地帶來冰雪
你給大地帶來寒風

不只是我
  白茫茫的雪、白色的樹、

白色的雪人，
都一起來為你增添純潔

都來為你增添妝扮
都來為你增添歡樂

四季
中三低甲同學集體創作

陳嘉麗、陳詩婷、詹海孝、何芷茵、易雅芝、
林紫冰、莫文祺、謝健君、余雪瑩

畢業歌
中六    林文彬

啟聾學校啊 !
告別老師，
告別同學，
告別校長。

啟聾學校啊 !
多謝老師，
多謝同學，
多謝校長。

老師，
同學，
校長，

我真的愛你們 !
多謝你們陪伴我成長！

畢業歌 
中六    郭德康

離別在即，
再見啟聾，
心如刀割，
留下回憶。

我和同學一起成長，
一起相處，

一同分享悲與喜。

我感依依不捨，
我和啟聾分開，

難再見，
心悲傷。

再見同學！
再見老師！
再見啟聾！

一個午夜的夢魘

中三高    梁嫚芝
鬼魂進入棺材

我以為是鬼太郎
打開，還是屍體

不久，有罡氣從地底來
仿佛竄入了棺木的底部

於是我看到了枯槁的骨骸

山坡被沙塵淹沒
有螢火籠罩墳塋

我感覺得昆蟲還在酣睡
只有我才是最恐怖的僵屍

貓

中三高    羅浩軒
我的快樂是一隻貓，
高興地沒有哭泣。
你萬一夢到牠時，

千萬啊，不要傷心！
牠是我熱情的寵物，

心裏懷着開心的笑容：
牠想那翠綠的草叢—

你臉上的、身體的毛髮。
牠小偷一般慢慢地

從你那兒輕輕地閃過；
牠把你的歡樂送過來，
像一顆熾熱的太陽。

一個寒冷的冬天

中五    余偉淩
雨雪飄進舷窗
我以為是冰山

開窗，還是雪花

不久，有人從極地來
仿佛充滿了太陽的日冕

於是我感到了無比的溫暖

海水被寒冷冰封
有流星劃破天際去

我感覺得，人們還在雪地
只有我是孤身上路的旅人



全校旅行                  小六乙    梁展瑋
　　三月十一日學校舉行全校旅行，目的地是元朗大棠有機生態
園。
　　首先全校同學齊集於大禮堂，聆聽有關旅行的重要事項，然後
乘坐校車出發，一小時後才到達目的地，在那裏我們參加了很多活
動，如爬繩網、賞花、餵羊和撈金魚，之後我們還可以吃到有機的
餸菜。最後一同拍攝大合照後便乘坐校車回家。
　　我認識了很多有機食品的名稱，所以感到很興奮。

我最心愛的禮物         小六乙    馬如生
　　我最心愛的禮物是洋娃娃。在我生日的那天早上，姐姐笑瞇瞇地對我說：「馬如生，恭喜你今天
生日，祝你生日快樂！」然後把一份包裝精美的禮物送給我。
　　我拿起這份用「可愛娃」花紙裹着、綁上了紅色蝴蝶結的禮物仔細地研究。它是橢圓形的，摸起
來柔軟的，有一點厚度，拿在手上有點重。我問：「是洋娃娃？是衣服？」姐姐笑着點頭說：「你自
己看吧！」我拆開一看。啊，原來是小熊維尼洋娃娃。
　　這是我最心愛的禮物，因為它很合用，我會好好利用它的，我真的感到很興奮。

旅行日                               小三    張詩晴
　　三月十一日，老師、家長和同學一塊兒到大
棠有機生態園旅行。早上，我們在學校乘坐旅遊
車出發。上午十時，我們到達目的地。雷莉莎和
我先去玩撈金魚，雷莉莎又用紅蘿蔔餵山羊和小
白兔。
        中午，老師和同學一起吃午餐，食物很好
吃。午飯後，我們去馬房參觀，下午，雷莉莎在
馬場騎馬，她沒有害怕，我沒有騎馬，我去遊樂
場玩繩網。下午三時半，我們一起大合照，然後
便坐校車回家。我覺得這次旅行十分開心。

遊海洋公園
小六甲    吳格欣

　　上星期六，爸爸、媽媽、弟弟和
我一起去海洋公園遊玩。我們是乘搭
地鐵和轉乘巴士前往的。
　　上午，我們到達海洋公園，爸爸
在售票處買了門票後，我們便進入公
園。我看見海洋公園很大，有很多
景點讓遊客參觀。我們先去坐登山纜
車。我們玩飛天鞦韆，瘋狂過山車、
南極奇觀、北極之旅、沖天搖擺船、
海洋奇觀和幻彩旋轉馬呢！
　　到了中午，爸爸和我們在小食亭
吃過美味的午餐後，我們便坐動感快
車，橫衝直撞。然後，我們往海洋天
地、大熊貓之旅、熊貓山莊及鱷魚潭
等觀看不同動物和海洋生物。最後，
我們到海洋劇場欣賞精彩的動物表
演。那些海豚十分可愛，為遊人帶來
不少歡樂。
　　到了下午四時多，我們一家人乘
坐的士回家去。途中，弟弟還不停地
嚷着要爸媽再帶他去海洋公園呢！

遊海洋公園             小六甲    鄭嘉豪
　　今天哥哥和姐姐帶我去海洋公園遊玩。早上，我們一起吃
過早餐，便乘坐巴士到海洋公園。
　　當巴士到達目的地，我一下車，看到眼前人山人海的海洋
公園，便覺得很開心！哥哥購票後，我們便進入公園，我們先
到四川奇珍館，看到了幾隻熊貓，牠們十分可愛。看完之後，
我們便去水族館，看到不同的魚類，金魚、鯊魚、八爪魚……
哥哥覺得很開心。參觀了一會兒，我們都感到十分口渴，便一
起去買水解渴，順便休息一下。
　　到了中午，我們乘登山纜車往山上去。在小食亭吃過美味
的午餐後，我們便登上海洋摩天塔，在塔上，我們可在高空俯
視園中的景色。然後，我們去金魚大觀園，看到很多金魚。我
們到南極奇觀去，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企鵝呢！我們去海洋劇場
欣賞精彩的動物表演，我看到海豚和海獅，它們十分聰明可愛。
　　約四時半，我們一起坐巴士回家休息。這天能暢遊海洋公
園，我覺得非常開心，希望明年可以再去遊玩呢！

學校旅行日              小六甲    余潔儀
　　昨天學校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旅行，全校的老師和同學一起到元朗大棠有機生態園旅行。
　　我一早回到學校，看見同學們正在準備集合，有的在談話，有的在討論今天的行程。八時半的集合時間到
了，還有些同學遲到和請病假。許主任就上台報告有關今天的事項。到了九時，大家準備上車前往元朗大棠有
機生態園，林主任是我班 A 車的車長。司機準備開車了，過了一段時間，看見車上的同學有些在玩耍，有些在
看風景，有些在玩相機，開心極了！
　　到達目的地後，每一班都影班相。我們班首先去玩大型繩網陣，在網上走動，我一點都不怕，但是吳格欣
卻很害怕。玩完後，我們去餵鴕鳥、羊、牛和小白兔，牠們一隻隻來到我面前搶食物。餵完後，我們參觀馬房，
我覺得馬房裏很臭，但是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小馬，我走到外面的騎馬徑，騎上馬兒走了一圈，感到十分舒服，
還可拍照留念呢！
　　到了中午，我們覺得很餓，我們走了幾步，問老師燒烤場在哪兒？老師說：「就在前面。」我們終於找到了。
燒烤時間可燒三小時，我們燒烤了不少食物，有魚蛋、燒賣、牛肉丸、雞翼、豬扒、牛扒……各式各樣的食物。
三小時後，同學們都吃飽了，便再去玩其他不同的活動。
　　到了大約兩時半，我們準備集合回校。我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還對大棠有機生態園說再見呢！有
些同學在大棠解散後自行回家，有些乘搭校巴回家，有些乘搭旅遊巴回校解散。我和李老師一起坐旅遊巴士回
學校。由於我很累，在車上打瞌睡，很快便睡着了。到達學校後，我就醒來，我還要乘搭地鐵回家呢！

學校旅行日                    小六甲    鄭嘉豪
　　今天，學校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旅行，而我們六年級同學可以到大棠有機生態園燒烤。
　　春天的清晨十分冷。一早來到學校。同學們早已三五成羣的圍在一起討論今日的行程。當鐘聲響起，同
學們馬上排隊，等老師安排。我班很快便可以上旅遊巴士，差不多一個小時的車程中，老師們和同學聊天。
沿路的景色，我們都無暇欣賞。
　　終於到達目的地有機生態園。雖然位置較偏僻，但周圍環境清幽，樹木密茂、山明水秀，一陣陣清風吹過，
令我感到心曠神怡。在老師的帶領下我們開始今日的旅程。首先，我們要去體驗刺激的繩網陣，真的十分好
玩！玩了一會兒後，老師便拿菜給我餵飼小羊。餵完了，我看到了幾隻孔雀，牠們十分漂亮。接着，我們便
看見有老師和同學乘坐牛牛車遊山莊，我們沒有時間坐牛牛車，所以便去馬房裏看馬。我們走進馬房，那裏
真的十分臭，我忍不住了。看完後，我便去騎馬，但我沒有騎馬，因為我不夠力。
　　我們到了大型燒烤場，好不容易找到了燒烤爐，有工人在忙於生火，老師替我們拿了很多食物過來。我
們滿懷高興地享受燒烤美味的食物。我將食物固定在燒烤义上，一會兒功夫就聞到一陣陣香味，大家都吃得
津津有味。
　　吃完後，我可以自由地去玩耍，我終於可以跟其他同學一起騎馬了。第一次騎馬，我覺得很開心。玩完後，
我要休息一會兒。
　　終於到回程的時候，坐上旅遊巴士，回想起之前的時刻，我覺得很開心。期待不久將來，我可以和同學
再去燒烤。

彩色城市

小二    苗月莎 

小二    曾常朗 

小三    馮琨杰 

小三    雷莉莎 

小四    李以成 

人形木飾      小一    樊偉賢 



「中國門」                                    中六    馬秀雯
　　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五，老師帶領中五和中六的同學一
起去看電影。電影「中國門」在香港太空館的演講廳播放。
　　我看罷電影後，我的感受是中國的學生的生活十分悲
慘。他們的生活沒有自由啊！現代中國學生要通過讀書才
能改變命運，大多數的中國學生要參加高考；高考是道
「門」，學生畢業後獲得五級才能找到工作；找工作又是
一道「門」。「門」開了，不一定見山；門後的風景可能
很殘酷。中國的育兒問題、孩子的學習問題、生活和家庭
關係引發我思考，引發我反省自身的處境。
　　我看完了電影「中國門」，我想不到很多中國的學生
早晚都在苦讀，我看到在學校的操場上滿是勤奮自信的學
生，真使我目瞪口呆。我明白了 ! 在中國貧困縣城的家庭，
父母希望子女成材，為的是改變自己的人生命運。所有學
生努力，為的是面對高考。高考就像是「一道大門」。看
見同學準備考試，我覺得學生一個個都是疲倦和辛苦的面
容。他們早晚總在學校宿舍讀書，所有的學生都希望高考
取得一百分！考試的時候父母忐忑不安地站在門外等著孩
子的好消息，因為父母很擔心孩子考不得高分，這些場面
令我感到驚訝。
　　我又覺得現今中國社會和香港的社會狀況差不多！但
中國的學生比香港的學生更得不到自由，中國的學生較辛
苦，香港的學生幸福得多。香港的學生自己有選擇的權
利！我支持中國的學生為了高考而努力，我覺得我應好好
跟中國的學生學習，學他們努力讀書，我真的很欣賞中國
的學生，我十分佩服他們啊！

香港花卉展覽 2014          中一乙、中二
 余奇隆、陳可瑩、曹綺華、岑子平

　　在 3 月 13 日，老師帶中一和中二的同學到
維多利亞公園，參觀花卉展覽。
　　賴文杰、林浩天、余奇隆、曾俊榮、陳可
瑩、曹綺華、岑子平也一起參觀花卉展覽。李
燕、曹凝、徐貴發和李仁泰負責拍照。
　　在花卉展覽，我們看見很多人和美麗的花
朵。
　　我們看見花卉多得好像花海。
　　我們看見很多花卉，有紅的、有黃的、有
紫的、有綠的、有橙的，色彩繽紛。
　　我們看見花卉的形狀好像八爪魚、魚、大
象、草蜢。
　　有些花卉的形狀好像蘑菇。
　　花兒向我微笑。
　　我們看見一朵紫色的花朵，花朵好像一隻
小貓。
　　我們看見一朵深紅色的花朵，花朵好像一
隻頑皮的猴子。
　　我們看見一朵紅綠色的花朵，花朵好像一
個嘴巴。
　　我們看見一朵白色的花朵，花朵好像一隻
兇猛的老虎。
　　有些花朵好像一串吊鐘。
　　有些花朵好像一個橙色的太陽。
　　有些花卉好像人的手掌。
　　花卉非常美麗。
　　對於這次活動，陳可瑩覺得很有趣。曹綺
華覺得很開心。岑子平覺得很多人，很熱鬧。
余奇隆覺得這次活動令人難忘。一則令你反思的新聞                  中三高    梁嫚芝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在佛山一樁名叫小悅悅的女
孩失救案件正在法院如火如荼地刑訊中。據悉小悅悅慘遭
三架貨車輾壓，在十八個路人冷漠無視的眼皮底下，因失
救而喪命。諷刺的是，一名拾荒老婆婆看見並扶起她，呼
喚周圍的人得以找到小悅悅的母親，不然，也許她已屍骨
無存。
　　到了醫院，那名熱心的老婆婆親自去小悅悅的病榻探
望她，還帶來政府派發的安慰金一併捐給了悅悅，悅悅的
母親對婆婆感謝萬分，而且差點哭成淚人，她們希望市民
們替悅悅打氣；父親希望十八個冷血路人良心發現，自動
去派出所自首，並賠償醫療費，可是悅悅掙扎了七天後不
幸上了天堂，父母們迄今憶起悅悅當日遇難的情景仍然激
動，誓要幫女兒討回公道。
　　我們要譴責見死不救的行為，倡導見義勇為的精神，
不可以視若無睹，生命是寶貴的，喪心病狂和冷漠無情，
無視受傷的人就是冷血的中國人，至今仍然不去自首，華
夏傳統文化和國民不文明的素質長期下去情況堪虞。
　　如果我是目擊小悅悅躺臥在馬路旁奄奄一息的路人，
我會盡快營救她，報警之後陪伴左右到醫院急救，幫助警
察找惡人，對我來說，世界上竟然有那麽多沒有良心的
人，實在叫我感到齒冷。我對是次事件感到憤怒又悲傷，
希望中國政府多多關注小悅悅事件，同時呼籲全球媒體持
續跟進，我們更應關注中國人的素質，重新建立喪失半個
世紀的民族氣節已刻不容緩。

靜物畫            中三高    林炳生

靜物畫            中三高    翁騰達

質感圖案           中一甲    李樂健

質感圖案               中一甲    李燕

質感圖案           中一甲    賴文杰

質感圖案               中一甲    曹凝

線條                             中二    岑子平

線條                         中一乙    李仁泰

線條                             中二    曾志強

我的手                                   中一甲    李燕 我的手                               中一甲    賴文杰

語文園地



中三低乙    蔡家朗

中三低甲    林紫冰 中三低乙    馬力行 中三低甲    莫文祺 中三低甲    陳詩婷

中三低乙    霍紅頤

中三低甲    謝健君

中三低甲    何芷茵

中三低甲    余雪瑩

中三低甲    易雅芝 中三低甲    陳嘉麗



Cutting the fat                           M5    Sally
        Fatty food is very high in cholesterol. Too 
much cho les te ro l  i s 
bad for  your  heal th. 
Cholesterol can clog 
up your blood vessels 
and affect  the blood 
flow in your bodies. I 
th ink people tend to 
worry about high blood 
pressure, obesity, heart disease and diabetes.

Diligence
M6    Muhammad Shameem Ara

        My friend, Angel, is a nurse, who is 
beautiful, lovely and smart.  She is very busy all 
the time and good at her work.  She is also very 
polite, friendly and smart.  
        One day, I felt bad, I called her to come and 
stay with me.  But she was very busy working 
hard.  She said that she couldn’t come and stay 
with me.  I got angry and hated her so much.  
But I know she loves her work and it is more 
important for her to work hard.  
        At her spare time, she learns a lot of things, 
such as English.  She always gets high marks in 
her examinations.  
        Diligence is her motto of success.

Friends                     M6    Kwok Tak Hong
        Without any friends, I will feel lonely and 
sad because I can’t share my happiness with 
them.  If I encounter difficult problems, I may not 
solve them properly.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friends.  
We can often chat together, and feel very happy. 
I can also play basketball with my friends happily. 
If I encounter difficult problems, I can find friends 
to help me solve them.

Robot                                        M5    Mark

       Japan makes a robot that always wins 
against humans. This rock, paper, scissors 
machine's reflexes are so fast. Its high-speed 
vision system helps it to choose the winning 
move. It can analyze its opponents’ fingers 
and guess what move they are going to 
make.
       I feel it is very powerful. Luckily, robots 
are always used for solving problems, not 
competing with us. 
They can’t  replace 
h u m a n  b r a i n s . 
H o w e v e r ,  n o  o n e 
k n o w s  w h e n  t h e 
robots can have their 
own thinking. Maybe it 
will come soon.

My Toy                                   P6A    David

        This toy is called a remote controlled toy 
soldier.  There are ten players in this game. It is 
very colourful with green, red and black in colour.  
It is movable with a remote control.  It is made of 
metal and wood.  We can find shoes, guns and 
hats in this toy.  It is very convenient to play with 
it because it is radio-controlled. 

The Memory of My Primary School Life
M6    Lam Man Bun, Panny

        In my childhood, I was always curious about 
many things of our wonderful world.  This could 
well be the reason why I was so enthusiastic in 
acquiring knowledge from my school.  I often 
raised questions and tried to find answers by 
writing them on my notebook.
        The memory of my primary school life was 
particularly enjoyable and meaningful to me as it 
was the time without anxiety and confusion about 
my future.  At that time, I could freely explore and 
learn things happily.

Water is vital                             M5    Willy
        I like drinking water. I always drink water. 
Humans can be no food for seven days, but 
cannot be alive for three days without water.  
Water accounts for eighty percent of body 
composition. That’s why we have to drink at least 
7 bottles of water. However, please don’t drink 
too much soft drinks because it contains a lot of 
sugar.

Vital water                                M5    David
          I think water is very important.
        Water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human 
life. We should drink plenty of water every day. 
It can reduce uric acid in our body and prevent 
gout. It can also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 of 
urinary calcium in order to avoid urinary tract 
stones.
        Doctors always suggest us drinking more 
water, eating more vegetables and doing more 
exercise. It can keep us healthy all the time.

Can we eat ostrich eggs?          M5    Ken
        Do you like eating ostrich eggs?  An ostrich 
egg is more nutritious than a chicken egg.  It 
contains more magnesium and iron.  But an 
ostrich egg is equivalent to 25 chicken eggs.  So 
there is no way that you can finish it on your own! 

讀書                  中五    余偉凌 畢業                 中五    冼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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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    林万霖
　　唉！我們已經收到消息，我們親愛的
尊敬的吳校長今年要榮休了，我們真的捨
不得她啊！我和媽媽都很感謝吳校長，因
為六年前，我從大陸來港讀書，我們找學
校，我們來學校見吳校長，她沒有拒絕我，

讓我成為啟聾的學生，加入啟聾這個大家庭。學校給我學習
的機會，令我漸漸成長。我感謝吳校長幫助我，幫助每一位
同學。
　　吳校長和藹可親，很善良，我尊敬吳校長。吳校長利用
六年的時間教育我們，讓我們不再幼稚，思想漸趨成熟，我
誠心誠意感謝辛苦了多年的吳校長。我們祝福吳校長，希望
吳校長保重身體。
　　最後，我們邀請吳校長在榮休前抽點時間來探望我們中
五，吳校長別忘了與我們中五拍照留念，我們真的要跟吳校
長告別了！

中六    林文彬    
　　我知道你今年退休，多謝你領導啟聾
學校。我們中六的畢業生真幸運，和你在
同一年離開學校。
　　我記得你是在 2008 年 9 月 1 日接替
陳校長的工作，你做了六年校長了。
　　我們中六的三位同學都會懷念你 ! 永
遠尊敬你！
　　希望你在退休後，快樂過生活！

中六    馬秀雯
　　今年你要榮休了 ! 多謝你多年來為啟聾學校服務，你不
用擔心，我們會繼續努力，會有良好的品格，會做個好學生！ 
你像我們的媽媽，我們永遠尊敬你，希望你會平安、快樂、
健康！
　　我想在你榮休前邀請你去吃飯，也希望你來探望我們中
六的同學，你不要忘記和我們中六同學握手道別，我們真的
捨不得你，我們永遠愛你，你是個好校長！

中五    曾子建
　　我記得第一次訪問你時，心裏很緊
張，我以為你會罵我，但原來你性格溫柔，
很親切，一點也不嚴肅。
　　我發現你常常在小息的時候，同小學
生談話，我感覺你是很關心學生的校長。
我好久沒同你一起吃飯了。你記得探望中
五同學和我們一起吃飯合照。我們會記得
你，不會忘記你！ 
　　我知道你和林主任、項主任、李主任
是認識多年的老朋友，你走了也不要忘記
他們。
　　我也知道你喜歡我畫的圖畫，你退休
離開學校前，我會畫圖畫給你，你不要忘
記我和同學。我怕你在若干年後會忘記我
呀！所以我一定要給你一幅畫，讓你記住
我。
　　吳校長 ! 我不想你離開學校 ! 吳校長 !
好好保重！

中五    徐紅
        你終於要退休了，開心嗎？
        其實我早知道你要退休啦！
       你讓我們女生好奇的是，你擁有一副年輕的容
貌，實在是令人佩服和羨慕。你是如何保養皮膚
的，有什麼秘訣 ? 可告訴我們女生嗎？
        時間飛逝，轉眼，你教了我們六年的體育課，
我們現在長大了，我們要感謝你教我們體育，在學
習過程中，我們很享受運動的樂趣，我們很開心。
       我希望你退休離校之後，仍然熱愛運動，好好
享受退休生活，我祝您身體健康！

中一甲    曹凝
　　多謝你教我們體育，我很喜歡
上體育課。希望你退休之後再回來
看我們，我們會想念您 !
　　　　祝
　　身體健康 ! 天天快樂 !
                                  學生

                                  曹 凝  敬上

中三低甲    陳詩婷
　　我要感謝陶先生循循善誘地教導我們中文，並常常
鼓勵我努力讀書，得到良好學習機會和培養到自信心。
祝你永遠快樂！身體健康！

中三低甲    陳嘉麗
　　陶老師，聽說你要退休，恭喜你！真感謝你三
年來，一直忍耐地教導我們中文課和體育課，你真
辛苦，我們好捨不得你，我們會懷念你，希望你身
體健康和開開心心，記得有空要回來探望我們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