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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海洋夢
中三高甲    林紫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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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ariest day of my life                                                                                          M6A    John
At noon, my sister and I came to Paul’s home and we made cakes together. We made many desserts such as 

tiramisu and cakes.
Then, Paul’s mother cooked a meal for us. We ate it with relish. At 3pm, Paul, his mother, my sister and 

I went to the bus station. On the way to the station, I ran with Paul along the street. Suddenly, a thief chased 
me. I kept running in circles. However, the strong thief was still chasing behind me. I screamed loudly, ‘Help 
me, Paul! Help!’ I was afraid and I did not know why he chased me. I was frightened and Paul was worried. 
Although the policeman called the thief to stop running, he did not listen. He started to become a bit crazy. At 
last, the thief felt tired and ran away. Paul asked me gently, ‘Are you okay now?  Then, he laughed so much! I 
told him furiously, ‘ Hey that is enough. Stop teasing me please.’ He stopped immediately.

 That really was the scariest day of my life.

About Me                                                                                                  M1A    Poon Wang Kin
My name is Poon Wang Kin. You can call me Mario. I am twelve years old. I live in Tin Shui Wai. I live 

with my parents.
I go to Lutheran School for the Deaf. My class is M1A. There are six students in my class. My class 

teachers are Ms Li and Ms Ngo. Ms Ngo teaches me Chinese and Ms Li teaches me Computer studies. Ms 
Chow teaches me English. Mr Hui is our new principal this 
year. They are all very kind to me.

I go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The school starts at twenty-
five past eight. I usually leave home at six o’clock. School 
finishes at half past three. I usually reach home at six o’clock.

I have many friends at school. My best friend is called 
Wai. We usually play basketball. After school, I always play 
computer games. At weekends, I also play computer games at 
home.

I enjoy my campus life.

Summer Holiday                                                                                                       M2A    Yvette
My name is Yvette. I enjoyed my summer holiday.
I got up at 10 o’clock every morning. I did my holiday assignment every morning. I ate lots of delicious 

food such as pizza, chocolate and chips. I went to the public library to read English books and computer books. 
I went to the Ocean Park with my mother. I joined some clubs such as Singing Club and Computer Club.

Summer Holiday                                                                                                        M2A    Carla
My name is Carla. I enjoyed my summer holiday. 
I did my summer holiday assignment every morning. I ate lots of delicious food such as sandwiches and 

ice-cream. I went to public library to read books. I read some English story book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I 
went to the Ocean Park with my mother. I joined some clubs such as Dancing Club and Basketball Club. I made 
some friends from the clubs. I enjoyed the club activities because I learnt lots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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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甲    李炫諍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四早上，我和婆婆、老師、同學到大埔海濱公園
旅行。我和同學在草地上玩快樂傘。

　　下午，我們坐在石階上吃漢堡包、薯條、雞塊、粟米和喝汽水。接着，
同學在空地上吹泡泡。

　　今天，我覺得很好玩。

小三甲    曾常朗
　　學校在十一月十三日舉行旅行日。我和小學部同學、家長和老師一同
去大埔海濱公園旅行。那天有雲是陰天。我們在上午九時三十分乘坐校車
到達大埔海濱公園。

　　首先，全部同學在大草地玩彩虹傘。到了中午，大家在露天廣場吃午
餐，我吃了巨無霸和雞翼。下午，我們在香港回歸紀念塔看風景。然後，
我和四年班同學去昆蟲屋參觀。最後，我和同學們在兒童遊樂場玩耍和吹
泡泡。

　　我感到很開心，因為我喜歡在香港回歸紀念塔上看美麗的風景。我看
見平靜的港灣和大大小小的船。我想再和爸爸媽媽一同去大埔海濱公園玩
模型飛機和放風箏。

小五    李以成
　　十一月十三日，老師帶領同學乘坐校車到大埔海濱公園旅
行。

　　上午十時，我們到達大埔海濱公園，看見許多樹木和很大
的草地，又聽到小鳥的叫聲。首先，我們在草地上玩彩虹傘。
雷莉莎坐在彩虹傘的中間敲打搖鼓，其他同學搖動彩虹傘。當
彩虹傘升起，一個同學可以在彩虹傘下面跑到對面，真是好
玩！我們四個同學又躺在彩虹傘上面玩耍。跟着，我們四個同
學和老師在海濱長廊吹泡泡和拍照留念。

　　午餐後，我們一起跳繩，玩得很開心。老師和我們登上回
歸塔眺望周圍的風景。最後，我們參觀昆蟲館，又在草地上玩
放飛機，真是開心！

　　我感到這次旅行十分快樂，因為風景很美，又很好玩。我想媽媽帶我再次來這裏遊玩。

旅行記趣                                                                       中二乙    李仁泰
　　學校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舉行全校大旅行。今次的旅行是中學部和
小學部分開場地進行活動的，中學部老師和同學乘坐大旅遊巴前往元朗大棠郊
野公園，因為那裡可以燒烤，還有教育徑供我們學習，是一個適合中學生的地
方。

　　上午八時半，老師在大禮堂講解旅行的注意事項後，我們帶了很多行李上
車，坐了很久才到達燒烤場、沿途的風景很美，有高樓大廈、花草樹木、菜田、
山、河流、火車、小屋、小鳥和大鳥。

　　老師預先到達燒烤場，為我們取得多個燒烤爐，我們燒了很多食物，如：
雞翼、魚蛋、棉花糖和牛排。

　　我、徐貴發、施永生、莫文祺和曾俊榮還買了西瓜雪條、可口可樂和橙汁。

　　我感到很飽而且十分快樂。我們玩了風箏、一起聊天並一起收拾東西，影
了大合照後便乘坐旅遊巴回校。



詩歌：和你在一起
小二甲    林洛鋒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家裏跳繩。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沙灘游泳。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家裏玩手提電話。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沙灘看書。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到海洋公園玩耍。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坐飛機去日本。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每件事情都好玩。

詩歌：和你在一起
小二甲    許鈞嵐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海洋公園看海豚。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公園吃東西。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坐飛機去旅行。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電影院看電影。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迪士尼樂園和卡通人物拍照。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在公園盪秋千。

我喜歡
和你在一起，
每件事情都好玩。

興趣小組                              小三甲    黃文

　　今年我參加了乒乓球小組，我和常朗一同
在大禮堂學習打乒乓球。參加乒乓球小組可以
訓練我的球技和使我身體強壯。我很喜歡和同
學一起打乒乓球，我感到很快樂。

興趣小組                          小三甲    莫森美
　　今年我參加了童軍活動，我和常朗一同在
遊樂場學習步操和升旗。參加童軍活動可以訓
練我們遵守紀律和忍耐力。我很喜歡參加童軍
活動，我感到很快樂。

中文園地 聽音樂會                           小四    雷莉莎
　　十月三十一日，老師帶領我們到沙田大會
堂聽音樂會。

　　早上九時半，我們乘坐校車到沙田大會
堂。首先，我們看到銅管樂表演。跟着，我們
看到木管樂表演。接着，我們看到弦樂表演。
最後，我們看到大合奏表演。

　　我感到音樂表演很好看，我們都大力鼓
掌。我想下次再去音樂會觀賞表演。

文化日活動─音樂會



SPORTS DAY                                                                                     M1A     Kitty Yu
 All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Lutheran School for the Deaf went to Kwai Chung Sports Ground 

on 4 December 2014. It was rainy and cloudy. I went there 
by MTR.

First, we did some warm-up exercise. Then, students 
from Faith-Hope House danced for the cheering team. 
Students from Love-Grace House also danced for the 
cheering team. Next, the boys were ready for the 100m 
running.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were ready for the 
relay, too. Finally, I won a silver medal and a bronze medal 
on Sports Day. I felt very happy.

陸運會封面設計比賽
中學高級組

中學初級組

左起：許校長、梁縵芝、翁騰達、曾子建、李主任

左起：黃老師、許校長、黃駿朗、李仁泰、李燕、敖老師

中四    梁縵芝 中四    翁騰達 中六    曾子建

中一甲    黃駿朗 中二乙    李仁泰 中二甲    李燕

運動會                                                                  小四    張詩晴
　　十二月四日，學校在葵涌運動場舉行運動會。

　　上午八時半，我們到達運動場，看見運動場很大。首先，全體同
學在跑道上做早操。跟着，我們在跑道上步行一圈。接着，同學啦啦
隊表演，十分精采。最後，運動比賽開始，比賽的項目有賽跑、接力
賽、跳遠和豆袋。

　　雷莉莎、李以成和我參加六十公尺賽跑和豆袋。雷莉莎得到六十
公尺賽跑亞軍，我得季軍。

　　我感到運動會的比賽很緊張又很好看。我想下次再參加多些比
賽。

得獎消息



灰色的人生
中六     林万霖

我
闖了禍
一次又一次地
闖禍

我
犯了錯
一次又一次地
犯錯

誰能
阻止我
拯救我

我暴戾
我的衣服被我自己扯破
露出我的胸膛、肚腹與筋絡

我
痛苦
絕望
哀叫

我無法克制我的情緒

我
像在地獄裏
咆哮的靈魂

我
閉上眼
昏睡

我
無力地
離開了人間

週記一則            中一甲    黃駿朗
　　九月八日至九月十四日

　　星期三放學後，我和同學打球，打了一個多小時，我覺得
十分刺激，接着乘地鐵回家過節。吃飯後，我去賞月，賞月後，
我玩電子遊戲，玩了一個多小時。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就這樣渡
過的。

　　星期四至星期五如平時一樣上學去。升上中學，我可以在
小息打球，玩電腦，遇到不同的老師。多了不同的科目學習，
例如：設科，科學，家政。這些科目我都喜歡。因為我覺得很
特別。

　　我覺得這星期的生活過得又簡單又開心。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中四    温子為
　　《論語》有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一個人沒有信用就會被人輕視，做任何事都得不到認同就
難以有所成就，因此做事要講信用。

　　為什麼？原因是如果一個人沒有誠信，就沒有朋友和同事信他，因為他常說謊，人們不信他。

　　我支持「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的說法。例如：我和朋友去逛街，我的媽媽叮囑我早點回家，我說
沒問題。結果我真的準時回家，然後媽媽信我。最後她讓我可以有時逛街，給我空間，我覺得很開心。因為
我有信用，所以得到快樂。

　　星期五，老師請我參加「基督少年軍」的活動，我答應老師星期五會來學校參加活動。但是當天，我沒
出席活動，最後星期一早上，老師問我為何昨天沒出席活動，我說因覺得好辛苦還有病了，其實我說謊！最
後老師責罰我，而且全部老師也不信我。

　　最近佔中活動發生，在金鐘有很多人反對特首梁振英，要他下台，因為人們說政府騙市民，因為梁振英
推行對政改不利的政策。他沒信用，因在他當選前他應承在不同的事務上幫助市民，但現在他的行為相反，
做得很少福利，這是騙人的表現。

　　我以前做兼職的時候，經理問我要不要在星期日晚上加班，我說沒問題。然後我反口晚上沒去工作，我
騙經理，所以經理不信我，然後開除我了。

　　我應承媽媽每天做運動，但時常沒有做得到，我騙了媽媽，所以媽媽不信我了。

　　總括而言，我覺得有「誠信」，真的好重要，因為別人也會信我的。如果我沒有誠信的話，別人都不相
信我，我便沒有朋友了。

數字人生     中六    楊順平
我喜歡數字人生這題目。數字人生有

意思，數字令我聯想到許多許多。例如一
是我自己一個。二是我和女朋友。三是家
人的數目 ( 我、姐姐和媽媽 )。四是我最
愛的四位老師，分別是汪老師、林老師、
李嘉詠老師和朱素霞老師 ( 排名不分先
後 )。五是五星級大酒店。六是上帝創造
天地的日數。七是星期日。八是 88 再見
的意思，九是我的生日月份，十就是我們
同班十位同學的總數。

天使和魔鬼           中一甲    余潔儀
有一天，在遙遠的天堂上，有一位天

使和一位魔鬼。魔鬼剛坐完牢，天使就解
放了魔鬼，魔鬼還是死性不改。

然後，膽大包天的魔鬼竟敢挑戰天
使，他們展開一場對決。魔鬼對天使說：
「天使，我想和你打一場仗。」天使說：
「好吧！來啊！」就開始打一場仗。

跟著，他們打個不停，天使就覺得不
耐煩。天使就用了一把威力很強的武器攻
擊魔鬼，魔鬼受了重傷。天使戰勝了，魔
鬼失敗而投降。魔鬼緩緩地說：「我投降
啦！不再打啦！是我錯，對不起天使！」
魔鬼的心裏想着以前做了很多壞事。

最後，善良的天使說：「魔鬼盡快改
過，做回好人，才能重獲自由。」魔鬼堅
決地說：「好！」天使拍了拍魔鬼的肩膊。
又過了一天，魔鬼終於做回好人，重獲自
由。

這則寓言告訴我們，做人不應該做壞
事，如果做了壞事要盡快改過。

我的長處和短處     中四    林炳生
　　中學的時候，那些老師經常談論我的長處與短處，他們常
說取人之長，補己之短。

　　老師說我經常做功課馬馬虎虎，就罵我要好好認真的做功
課，還有我最愛偷懶。老師多次提醒我一定要努力，我還不聽
從老師的說話。

　　我的長處是什麼呢？老師說我的性格善良，因為我常幫助
別人，老師覺得我真的樂於助人。還有我的態度有點傻，因為
我平常喜歡玩的，就像傻瓜這樣的。我的讀書成績怎樣的？還
讀得不錯，讀書成績有點進步吧！我希望自己可以更努力讀
書。老師說我好似一隻猴子般聰明。

　　我希望將來可以考文憑試的時候，得到好成績，成功的
話，我有機會進入大學或去外國讀書。如果我是「天下無敵」
的話，那就太好了。

　　我覺得自己要似一枚火箭，要加速學習。

我的長處和短處         中四    梁嫚芝
　　家長日的時候，班主任會與父母和我
會晤，還要我說出自己的長處和短處，他
們告訴我「一分耕耘 ‧ 一分收穫」的道
理。

　　我的長處是態度認真、讀書勤力、說
話和思想比較成熟。為了將來的工作，我
會像龜兔賽跑的成語故事中的烏龜，做事
不會放棄。雖然行動不便，但我相信，我
有很多事情，我可以做得到，因為很多老
師和父母默默支持我，我不可半途而廢，
我會努力奮鬥。

　　不過我也有很多短處，就是有時態度
無禮、又貪玩、性格很懶惰像一隻狗，什
麼東西都不會做，像患「公主病」般。我
不懂如何照顧自己，就渡過懶人的生活，
令父母十分憤怒。壞習慣還有是當別人給
我幫助後，我連一句「多謝」都沒有說。
現在想起心裡有點不快和難過，希望將來
自己利用恆心來改變自己的短處。

　　由今天開始，我訂了一個目標，要悔
改，革除短處，學習良好的習慣，以後要
對人有禮、主動向別人微笑，這樣對將來
工作十分重要。我希望將來努力工作，令
老闆欣賞和讚賞我，而且可像有翅膀的小
鳥，事業可蒸蒸日上，努力賺錢來養家，
好好報答父母，將來能夠過舒適的生活，
更能擁有一個完美的家。

當蟑螂遇上無敵殺蟲劑

中四    羅浩軒
我是一隻大蟑螂。今天，我發現家裏

吃飯的地方有食物渣掉在地上，這些食物
渣是很甜的。那時，正因為屋主外出了，
家裏沒有人，「哈哈，主人不在家，我便
出來找食物。」

當我出來找食物的時候，另一屋主
在睡房睡覺。當他睡醒之後，見到我便很
害怕，立即從廚房取出無敵殺蟲劑。當我
見到屋主拿了一瓶無敵殺蟲劑噴向我的時
候，他說：「你死啦！」說完，我便立即
慌忙找地方逃生。最後，還是來不及了，
我被屋主消滅了。

我被屋主消滅後，家裏的僕人便將食
物渣全部清理乾淨，並用另一清潔劑來消
毒和打掃地方，家裏便沒有其他蟑螂了。

從此之後，我便不敢再化身出來了。

灰色的人生
中六    徐紅

我想放下
疲倦
乏力
癱瘓了的身軀

我想放下
重甸甸
的包袱

再次
露出
久違了
的笑容

我想跑
跑一百里
迎著風
冒著雨

跑出公路
跑到世界的盡頭
跑到地底的深處

我要
狠狠的跑
盡情的跑
忘我的跑

我要體驗疲倦至極點的感覺
好讓我消失於人間

我的日記            中二乙    徐貴發
十月十八日 ( 星期六 )，天晴

今天是生日的日子，我一個人在家，天氣真好，是晴天，
而且那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爸爸說今天是我生日的日子，我們一起祝慶生日吧！首先
我們到客廳，爸爸拿出很多好味的小食，有魚蛋、煎釀三寶、
雞蛋仔、夾餅、串燒、炒麵、豆漿、花生醬、牛奶和生日蛋糕，
還有很多禮物，有玩具和大型電話。

我感到很開心，因為禮物都是我最想要的。

我的日記            中二乙    林浩天
十月二十五日 ( 星期六 )，雨天

今天是放假的日子，我一個人在家，天氣不好，是雨天，
但那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爸爸說：「今天是你放假的日子，我們一起玩電子遊戲
吧！」首先我們到客廳，爸爸開電腦，安裝了賽車遊戲，爸爸
與我進行比賽，聰明的我結果拿取了第一名。

我感到很高興！因為賽車遊戲設計得十分刺激和好玩。



路德會啟聾學校

督印人：許加恩	 	 	 	 	 											排版：陳智偉
工作人員：朱素霞						敖雪曼						鄧慰曾						蘭志峰						鄭劍舟						蕭淑儀						霍蕙文
編輯小組：余潔儀						陳嘉麗
學校地址：新界葵涌興盛路 89號	 	 			電話：24898298	/	24898308
電郵地址：office@lsd.edu.hk	 	 																			網址：www.lsd.edu.hk

小一   彭樂汶
小二甲   李炫諍 小二甲   林洛鋒

小二甲   許鈞嵐

小二乙   劉振迪

小二乙   樊偉賢 小三乙   苗月莎

小三乙   陳濠森

小三甲   嚴雅琪 小三甲   曾常朗
小四   張詩晴

小三甲   黃文 小五   李以成
小四   馮琨杰

小四   雷莉莎
小三甲   林庭年 小三甲   莫森美

可愛的木搖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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