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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A    Carla Li                            
        Write a postcard to your friend Amy to tell her what you did 
in Tokyo.

12 February 2015
Dear Amy,
        I am Carla. Yesterday the weather was 
windy.
        I went to Sun Walk Shopping Centre.  I 
bought two dresses. I paid $500 to buy them. I 
bought some gifts.  I went to a restaurant to eat 
sushi. It’s delicious.  Then, I went to the Uno 
Park. I took some photos with my sister.
        It’s a great time in Tokyo! I learnt some 
Japanese language.  I will go back to Hong 
Kong next Monday. I will call you later. I will give 
you some gifts.  Bye now! See you later in Hong 
Kong.
                                                            Love,
                                                                   Carla

stamp

Rm 5, 3/F
Sun Building
Sun Street
Hong Kong

English Corner

M3UA    Asha

Tiger likes killing people.

Urchin likes rolling on the floor. 

Elephant likes drinking water

Newt likes jumping.

Monkey likes eating bananas.

Umbrellabird flies beautifully. 

Norwegian forest is the lovely place that I may meet all these animals.

M2B    Yvette Cho
        Write an email to your friend Amy to recommend a movie. 

29 April 2015
Dear Amy,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you a movie. The name of the 
movie is The Garfield Show. It 
is a cartoon for children. The 
characters are Garfield, John and 
Ms Au. Garfield is funny. Ms Au is pretty.  John is helpful.  I 
like this movie because the pictures are beautiful. 
                                                                                   Love,
                                                                                       Yvette

M3UA    Zoe

Love is all around in my family. 

Apple is my favorite fruit. 

Ice skating is my favorite sport. 

K Pop is my favorite type of music. 

I am a shy girl. 

No way for me to dance like the Korean girls! 

Go! I should keep trying. 

A dog                                                       P4    Nishba
        I can see a dog.  The dog is called Bobby.
        The dog is near a river in the morning.
        It has an apple.  It looks at the water and says 
“hi” to the dog in the river.
        At the end, the apple falls into the water.
        The dog feels very upset.

P2A    Hui Kwan Nam
Hi Sam,
        Merry Christmas!
        Leo is my best friend. We like McDonald. 

   
        This is my cousin. We are happy.
        See you soon.
                                                          From,
                                                                 May

Dinner Tonight             P5     Ezhar
        Mum has prepared a great 
dinner for three of us.  How lovely!  
Mum uses lemon and chicken to 
make chicken in lemons.  This 
dish tastes sour.  Mum also uses 
chi l l ies and prawns to make 
prawns with chillies.  This dish 
tastes hot.  Added to that, I like 
beef in say sauce.  Mum uses 
beef and soy sauce.  This dish 
tastes salty.

海闊天空親子旅行                                              小三甲    黃文

　　四月十九日星期日，我和
媽媽一同參加學校家教會旅
行。

　　早上，我們在學校集合，
跟着乘旅遊車去黃石碼頭，然
後大家一同坐船去塔門。到達
後，我看見美麗的風景，我感
到空氣很清新。

　　到了中午，我和大家一起
吃飯，我吃了魚和雞，我覺得
很好吃。飯後，我和大家去了
大草地看風景和遊玩。我看見
三隻牛在草地上吃草，我覺得
很有趣，我還請老師幫我影相
留念。

　　我喜歡去塔門旅行，希望下次可以和常朗一同去遊玩。

一次的戶外學習日

小二甲    許鈞嵐

　　上星期四，老師帶同學到獅子會自然教育
中心參觀。首先，我們到貝殼館看貝殼。貝殼
有的像喇叭，有的像扇子，有的棒棒糖。然後，
我們到農田觀看不同的植物，有蕃茄、有青瓜、
有花生……

　　最後，我們到昆蟲館看美麗的昆蟲，有勤
勞的螞蟻和蜜蜂。我感覺很開心。

參觀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小三甲    嚴雅琪

　　四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我和小學部同學一同去獅子
會自然教育中心戶外學習。那天天氣晴朗，我感到很熱。

　　首先，我們一起去貝殼館參觀，我看見很多美麗的貝
殼。跟着，我們一同去農館，我看見一個農夫的模型，十
分有趣。我還看見番茄種植在温室裏。然後，老師帶我們
去漁館參觀，我們認識了一些瀕危的海洋生物，如：海馬、
海龜和馬蹄蟹。接着，我們去了菜田，那裏種植了各種的
蔬菜，如：豆角、青瓜和四季豆。最後，我們一同去昆蟲
館參觀，我看見蛹和蝴蝶的幼蟲，還有其他的昆蟲，我感
到牠們很有趣。

　　我感到很快
樂，因為我學會
了很多新事物。
我想再去獅子會
自然教育中心參
觀，因為我覺得
很好玩。

遊蕉坑自然教育中心                              小五    李以成

        四月三十日上午，
老師帶我們全體同學到
蕉 坑 自 然 教 育 中 心 參
觀。那天天氣晴朗，風
和日麗。

        首先，我們到貝殼
館參觀，看見許多大大
小小的貝殼，有不同的
形狀，十分漂亮。跟著，
我們到農館參觀，看見
以前農夫耕種的情形，
知道農夫耕種很辛苦。
接 着， 我 們 到 漁 館 參
觀，看見許多五顏六色
的魚兒，又見到巨大的
海龜和中華白海豚。參觀魚館後，我們到戶外的農田，
看見許多植物，有菜、瓜和蕃茄，我們又和稻草人一起
拍照。最後，我們參觀昆蟲館，看見很多顏色鮮艷的蝴
蝶和各種昆蟲，真是有趣。

        這次參觀，我感到很新奇和有趣，因為我可以見到
很多蝴蝶和貝殼。我想再和家人一起到蕉坑自然教育中
心遊覽。

戶外學習



太陽剛升起，農夫就拿着鋤頭，
在田裏走去。

農夫辛苦地工作，

額上的汗珠不停落到土裏。 我感謝農夫，我才能吃到又香又
軟的米飯。

《憫農》                                                                             小二乙    劉振迪

童畫
童話

我的自述                                                                                            小四    雷莉莎

　　我叫雷莉莎，今年九歲，我的家在安蔭邨，家裏有媽媽、爸爸、爺爺、
哥哥和我，一共五人。每天早上，我六時起牀，梳洗刷牙後便乘坐校車去學
校上課。

　　我在路德會啟聾學校讀四年班，班主任是陳老師和李老師。我最喜歡的
科目是中文、數學、常識和視覺藝術。最好的同學是馮琨杰、張詩晴和李以
成。在學校，我喜歡和同學一起學習，一起談天，一起玩耍。放學後，我會
乘坐校車回家，我會自己洗澡和做功課。假期時，我喜歡在家裏玩砌圖。我
希望將來長大後，可以做老師教導學生。

慰問卡                        小二甲    李炫諍

天朗：

　　聽說你患流行性感冒，需要留在
家中休息。

        祝你早日康復

                                         李炫諍 

                                              15-4-2015

慰問卡                        小二甲    林洛鋒

黃老師：

　　今天你沒有上班，知道你生病
了，希望你早日康復！

        祝身體健康

                                    林洛鋒 

                                            四月十五日

我是一個警察，我每天的工作
是捉賊人。

我是一個護士，我每天的工作
是幫助病人。

我是一個廚師，我每天的工作
是煮餸。

我要謝謝你                                        小二乙    樊偉賢

我是一個農夫，我每天的工作
是種稻米。

我是一個司機，我每天的工作
是駕駛校車。

我是一個消防員，我每天的工
作是救火。

我要謝謝你                                        小二乙    劉振迪

日記一則                                                                                       小三甲    莫森美

5 月 16 日星期六

        今天，我告訴傅老師一件快樂的事。在 2014 年，我和大姐姐、姐姐的
男朋友一起去海洋公園，我們先乘坐港鐵去金鐘，然後轉巴士去海洋公園。

        我們坐摩天輪，我感到很興奮，摩天輪慢慢地上下轉動，我感到很開心。
我還坐上了海盜船，海盜船由慢轉快上下移動，我沒有嘔，沒有暈，我真厲
害！

        最後，我們坐巴士回家。

        回到家裏，我肚餓了，媽媽煮飯給我吃，飯菜好味。我謝謝媽媽。

看牙齒                   小四    張詩晴

　　弟弟很喜歡吃糖果，但不會
早晚刷牙。今天，弟弟在家裏哭
了起來，臉兒也腫了起來。

　　下午，媽媽帶弟弟去看牙
醫。首先，弟弟坐在椅上，牙醫
替弟弟檢查牙齒。接着，牙醫說：
「你吃太多糖果了，吃東西後要
刷牙，你有蛀牙。」最後，牙醫
替弟弟拔掉兩隻蛀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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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令我心情明亮的物件                中三高甲    謝健君

        說到能令我心情明亮的物件，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我成
長的相片。

        我每次不開心或者有壓力的時候，晚上便會先洗澡，之
後拿出相片，坐下來，一張一張慢慢看。

        我在相裏看到自己和姐姐玩耍的片段，我們的笑臉顯示
我們十分快樂。我們很開心地笑。但我有時候會鬧彆扭，姐
姐會想辦法逗我，每次我都會全聽她的話。

        我和家人去過很多不同的地方，吃過各種美味的食物，
我們拍了很多很多相片，每張相中的我們都十分開心地笑。
看着，令我很懷念小時候的無憂無慮。但同時也讓我想起了
以前發生過不愉快的事，自己做過的錯事，當時的我又怎樣
解決。那次之後，讓我知道現在我做了錯事該用什麼辦法去
解決。我明白到要用勇氣去承認自己的錯，絕對不可逃避，
這才是正確的。

        看以前的相不但可以看到自己以往的樣子，看我身邊的
朋友，又想到以前的開心事，令我心情好些，可以放鬆一下。
所以我覺得令我心情明亮的物件是我成長的相片。

我要做香港特首                                                    中六    林世舜

        為什麼我要做香港特首？唉！你們都看到香港現在的情
況了。香港特首梁振英能否管治好香港，實在令人懷疑！為
什麼這樣說？你們不妨靜心想一想，他究竟有沒有聽市民的
意見？究竟香港有多少市民不滿意政府 ?

        示威者在政總外集合。示威者強烈要求政府回應市民的
訴求，但政府都置之不理，政府以為過一陣子就沒事。

        你們思想一下，為什麼有數以萬計的人參予佔中集會？
只因為他們想爭取真普選。唉 ! 香港政府究竟做了什麼 ? 將
香港變成這個樣子，人人走上街，人人高喊「我要真普選」。
香港政府派出大批警察驅散示威者，用警棍攻擊示威者，令
示威者受傷。警察甚至向手無寸鐵的市民投擲催淚彈 !

        唉！香港政府究竟在做什麼？

        唉！你們都心裡明白，最錯的是誰？

        唉！我們要不要更換一個更好的政府？

        唉！誰人能管治好香港？

        我相信我可以做一個好的特首，聽市民聲音的特首。因
為我有理想，我夠堅持。無論怎樣，我都不會放棄，我深信
香港市民會信任我。我承諾我會聽市民的意見，我絕不會派
出警察趕走示威者。示威者也是市民吧！

        所以我要做香港特首，我要讓全世界的人知道我能管理
好香港這地方。我要做香港特首。

班長                                       中二乙    林浩天

　　如果我是班長我會對同學和老師負責，
有一份對人負責的責任感。

　　班長是同學的榜樣，老師的好幫手，所
以要用心學習才可以幫助老師和同學。

　　班長也要協助老師維持課室秩序，令同
學在安靜的環境下學習。

　　同學有困難或與同學吵架，班長要幫助
和勸告他們。

　　做班長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可以學
習服務同學，幫助老師，維持課室安靜，大
家才可以一起愉快學習呢！我很珍惜這份
工作啊！

假如我初遇外星人 中三高甲    余雪瑩

        今天是一個無聊的星期日，我在家看風
景，刺眼的金光照向我的眼睛，我急忙用手
捂住了雙眼。我重新睜開眼睛時，眼前的一
切令我驚呆了！我的家好像變成一處茂密
的森林，我只好亂走一通。

        這時，遠處走來幾個身影。我想問路，
卻發現他們並不是人類。我十分恐懼，以為
自己做夢，他們也打著手勢說了一大堆話，
看他們的手勢，我才明白他們在說：「別害
怕！」

        他們帶着我去迷宮，請了我吃東西，我
看見了牆上的字畫，和中國的文字一模一
樣，我們就用文字溝通了。他們又請我吃人
蔘果，十分好吃，還帶我去月光遊樂場玩，
玩得真開心！

        當我在遊樂場時，外星人拉着我的手告
訴我：「地球人破壞環境……」我依依不捨
地離開時，他們說：「一定要呼籲地球人保
護環境啊！」我聽了後，含淚點頭。

喜氣羊羊一日遊                   中二甲    賴文杰

        三月七日早上，敖老師和傅老師帶同學
們乘坐校車前往香港文化博物館參觀。

        到達博物館後，敖老師先入館內購買門
票，我們則在外面等候。我們一邊等，一邊
在館外的李小龍大銅像旁拍照。大約十分鐘
後，敖老師派門票給同學，同學手持門票進
場。

         我們先參觀敦煌石窟展覽。之後乘電
梯上去看《武 ‧ 藝 ‧ 人生 ─ 李小龍》。
展覽館內擺放了李小龍生前使用的武器。

        下午，我們再乘校車前往香港中文大
學。到達後，敖老師先下車找吃午餐的地
方。幾分鐘後，傅老師帶學生們下車，與敖
老師會合後，再入餐廳吃午餐。吃過午飯，
我們參觀中大校園，在美麗的校園拍照留
念。

        我用手提電話拍下校園的大自然風景，
然後將照片放上「面書」，我還在「面書」
寫了一句──「我懷念中文大學，下次再
見。」

        下午四時活動結束，我們懷著依依不捨
的心情離開中大校園。給爸爸的信                                                        中一甲    潘宏健

親愛的爸爸：

        爸爸啊！你每天送給我的禮物，辛苦地工作著，你沒叫
過一聲苦。

        爸爸啊！請你聽我說：「在過去的日子裡，我天天惹你
生氣。常常不小心闖禍，但你忍受了，我想改，但改都改不
到還是犯錯，對不起爸爸！對不起爸爸！」

         爸爸啊！你每天照顧我，是我永遠報答不完的。

        爸爸啊！你不停買禮物給我，禮物推積如山，爸爸！謝
謝你！謝謝你！

祝你

        身體健康！

                                                               兒子

                                                                     宏健上

                                                                          2015 年 2 月 12 日

新春活動記趣 

中二乙    李仁泰

　　二月十七日 ( 星期二 ) 學校舉行
「喜氣『羊羊』賀新春」活動。

　　首先，今年是「羊」年，我們
在大禮堂的活動，都是以「羊」為
題，有很多活動項目。

　　然後，我清楚記得在活動中進
行了多個項目，有猜燈謎、揮春書
法比賽、賀年美食和穿新年中國服
飾，令我們認識中國的文化。

　　最後，老師替我們影了很多照
片，還可以品嚐賀年食品，有我最
喜歡吃的糖果和炸油角。

　　我覺得認識的中國文化都很新
奇，活動中我感到很興奮。

當蟑螂遇上無敵殺蟲劑                                                                                                                                          中六    林万霖

        有一天，媽媽告訴我翌日要去外婆家大掃除，我點了點頭，很樂意協助外婆大掃除。

        第二天早上，我們到外婆家裏，我發現她家裏掛滿蜘蛛網及滿地蟑螂，令我額頭冒汗，呆了一會。我於是拿出
無敵殺蟲劑，一口氣地噴滿每一個角落。面對可惡的蟑螂，我下手不留情，毫不手軟。

        一會兒，蟑螂被我剿滅，蜘蛛網也被我清理好。突然一種不安的感覺來襲，我回頭一看，竟然有一隻蟑螂站在
我面前，我心想怎麼可能 ? 牠怎麼能逃得過無敵殺蟲劑啊！我再拿出無敵殺蟲劑噴向牠，我要秒殺牠，但牠竟豪無
懼色，牠竟有頑強的生命力，無敵殺蟲劑也敵不過小小昆蟲？不可能的，我憤怒了，我發了瘋的追殺牠，我用力地
對準蟑螂，一腳又一腳的踩下去，但每一腳都落空，牠竟然有以超快的速度逃離我的腳掌。我快被小小蟑螂氣死啊！
我今次不會放過小小蟑螂，我馬上跑去廚房，把超級無敵殺蟲劑取出來。

        之後，我關上窗，將家裏每個出口封住，我不會放過牠，連一隻蚊子也不能逃走。我狂噴無敵殺蟲劑，弄得飯
廳客廳廚房全是噴劑，我戴上口罩，忍著呼吸，手裏仍拿著殺蟲劑，蟑螂無路可走，必定逃不出我的魔掌，我哈哈
大笑，我過癮極了。媽媽過來找我，問我打掃做完了沒有？我想差不多做完了，我放下無敵殺蟲劑，一屋子仍是殺
蟲劑的氣味。我頭望地，左看右看，細心檢查蟑螂是否死掉。

        不久我遇上蟑螂了，但不是蟑螂屍首，眼前出現的竟然是活生生的蟑螂，我目瞪口呆無法相信，我是否做夢？
蟑螂明明是小昆蟲，怎能不死 ? 我絕望了，我向手無寸鐵的蟑螂投降，蟑螂遇上了無敵殺蟲劑也不怕，遇上了人類
也不怕，遇上什麼事都不怕啊！我大聲喊：天啊 ! 我怎可以被小小的蟑螂折磨 ? 嗚……嗚……啊！

詩歌分享        中四    翁騰達

我想在無邊天際

展翅飛翔

把雲朵拼成我喜歡的圖案

看星星在最黑暗的夜下閃耀

我想在圓圓月亮

跳玩跳玩

把月亮變成我喜歡的玩具

看地球在太陽後面發光

我想在白白的雲

騎着飛翔

把白雲變成我喜歡的棉花

看飛機在天上準備降落

我想在藍藍的天

飛來飛去

把天空變成我喜歡的風景

請鴿子陪我一起飛翔

詩歌分享                中四    梁嫚芝

我想在無邊天際

展翅飛翔

把雲朵拼成我喜歡的圖案

看星星在最黑暗的夜下閃耀

我想在遙遠的月球

空中漫步

把月球的生活情況體驗

看嫦娥在最燦爛的空中翩翩飛舞

我想在偉大的地球

環遊世界

把休閒的生活享受

看當地最獨一無二的景色和文化

我想在火焰的火星

席地長眠

把神秘的外星人尋找回來

看火箭在最黑暗的天空一飛沖天

詩歌分享                中四    溫子為

我想在無邊天際

展翅飛翔

把雲朵拼成我喜歡的圖案

看星星在最黑暗的夜下閃耀

我想在高高的山上

看美麗的日落

把日落拼成我喜歡的笑容

看日落的天空在慢慢地變成夜晚

我想在茫茫的大海

看游來游去的魚兒

把大海拼成我喜歡的美人魚

看光在最黑暗的夜閃耀

我想在廣闊的平原

舒服地睡覺

把熱力拼成我喜歡的能量

看綠草自由自在地生長

活動項目 我們專心認識中國的文化 陳校長寫「揮春」，同學還可
以穿中國服拍照

我們用毛筆寫揮春 我猜中了一些燈謎 我們可以品嚐賀年食品



告別校園

中六    徐紅

        我愛校園 ! 校園充滿歡笑、充
滿快樂、充滿愛。我怎能不愛我的
校園？

        親愛的校園啊！我實在有點難
過 ! 為什麼難過？只因為我馬上要
畢業了，畢業意味着要離開，要告
別校園。不知怎的，往昔的片段有
時候會不受控的湧出來。那一刻的
感覺，似近若遠，又好像被針刺一
樣，隱隱若若的令心頭一痛 ! 

        親愛的校園啊！實在難以想
像，在真正離開校園的那一天，我
們會怎樣 ? 校園的一花一草會否掛
念我們？會否留戀我們？又或是在
我們踏出校園的那一刻已把我們忘
掉？快告訴我呀！我要現在，現在
就告訴我，別讓我得不到答案，充
滿疑惑的離開。

        親愛的校園啊！我要走了 ! 在
新學年的開學禮，我們將不再相
遇。但請不要清除一切，不要把我
們留在校園的印記通通抹掉。你也
許不知道，對於畢業生來說，校園
的記憶就像時間般寶貴，記憶是不
能說刪除就刪除，一旦刪除，就無
法還原，跟寶貴的時間亦一樣，一
去不復返，因此十分重要。校園有
我走過的走廊，有我摸過的設施，
有我嗅過的熟悉氣味。

        校園生活是那麼的快樂，它是
我人生最美的一部分，我十分珍惜
每一段的記憶。校園的每一個角
落，每一樣東西，每一個臉孔，我
都不會忘記。

        親愛的校園啊！是時候告別
了 ! 我會再回來探望我的校園，重
拾昔日快樂的回憶，我愛校園呀！
後會有期 !

        我們畢業了，要離開校園。
我們中六級要寫臨別感言。我要
感謝謝汝聰老師 ! 他教我們做功
課和做運動，他叫我們努力，希
望我們有好成績。

        謝老師還教我英文，但我自
己少讀書，看英文有困難，讀書
和考試難免有壓力。謝老師教我
們做功課，讓我們明白，我要多
謝他。

余偉凌

        感謝鄒珮華老師教我學英文，感謝您鼓勵我努力學習，
提點我要為自己的將來作打算，您讓我明白讀書的重要，
如果不讀好書，將來會面對許多困難，或許現在不後悔，
但將來可能會後悔。感謝鄒老師令我改變，我慢慢地改變，
變得勤力，我跟小時候不再一樣，小時候的我讀書成績差，
但現在的我有目標、有進步，我相信有一天我會成功。

        另外，感謝鄒老師教我英文，讓我可以在外國旅行時
看懂餐牌上的英文字，不會不明白。

        感謝劉偉傑老師給我難忘的回憶。記得以前讀小學的
時候，我是 ESS 學生，我逢星期六上劉老師的英文課，我不
懂得做英文功課，他便教我做。小學畢業，我入讀啟聾學
校，又再遇見劉老師，我心裏快樂，因為他又可以教我了。
可惜，他現在退休了，我們沒有機會再見面，我不會忘記
他的教導，他親切的笑容和他帶給我們的歡樂。 

        另外，我要感謝陳子鈞先生。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
星期六要上陳先生的發音課。他教我 a、e、i、o、u……。
有時，我會搞不懂高低音和複雜的句子，幸好有陳先生，
他教我發音，他努力地教我，鼓勵我不停的說話，令我的
發音更清楚。我覺得很有意思。我再一次感謝他。

        最後要感謝的是教我中文的蘭老師。想不到他記得很
多《三國演義》、《西遊記》和《紅樓夢》的故事。我比
不上他，他博學，在大學修讀碩士，我真的佩服他。我多
謝他教我歷史和日文，我好多謝他一直以來的教導和幫助。

李俊暉

        當初我新入讀啟聾學校，我緊張不已，對一切感到好奇，內心充滿期
待。

        我第一眼看到班主任汪老師，她看起來很像西方人，原來她曾經在加
拿大讀書，怪不得。

        我猶記得第一次看到曾子建站起來，竟然公開跟站在台上的李老師說
笨蛋，而李老師竟然還開心笑，我覺得不可思議，我本以為老師會生氣
的。又有一次，令我最為緊張的就是我第一次坐在大禮堂，李老師叫我站
起來，轉身向後面的學生打招呼，我滿頭流汗，差點要暈倒。

        開始上中文課了，敖老師發現我寫在作業簿上的全是簡體字，於是叫
順平教我寫繁體字，我看到敖老師皺起眉頭，好像不耐煩的，她的表情帶
給我起動力，我告訴自己要努力學繁體字，終於我學會了！我感謝敖老
師！我知道她是中文最厲害的老師，怪不得她教得這麼好！ 

        想要感謝的老師實在太多了！曾老師和傅老師每日帶給我開心，她們
的微笑能感染我，對我來說好像有治療效用。而劉老師和李老師則非常熱
情和主動幫助我，劉老師不介意我英文水準差，還是努力教導我，李老師
則教了我很多不同的開門見山繪畫法。謝老師雖然經常妄言自己是帥哥，
但他是體育老師，他教了我很多不同的運動技巧，增加我對運動的興趣。
林老師經常和我玩耍，教我通識又教得很好，令我覺得通識有趣味！

冼偉城

        記得我新入讀中一時，是傻傻的，呆呆的，我什麼也不懂，什麼科目
我都未學過，我遇到困難重重，幸好有汪老師，她正好是我的班主任，原
來她也是聽障人士，她明白我，瞭解我的心情，她助我一臂之力，鼓勵我
努力學習。

        我還要感謝一位重要的人。他就是劉松基主任。回想初入讀啟聾學校
時，我不適應學校生活，我不知道什麼是互相幫助 ? 我感激劉主任耐心地
教導我，教我怎樣做個好學生 , 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我非常感謝他。

         此外，家人和我也很感激吳校長接納我，讓我入校讀書。吳校長希
望我和每一位同學建立良好關係，在遇上困難時，向學兄學姐們學習。
我留意到每位同學的性格都很獨特，有時同學會懶惰、會不聽話、會吵
架……。但原來同學也在成長，同學也有自己的人生目標，畢業後也希望
繼續前進，前進，再前進。

        最後，容我再一次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們及校工們，我們要畢業啦！
辛苦你們了 !

林万霖

        感謝母校對我們多年來的關顧和教導 ! 感謝各位老師們
辛勤的教導。

        多謝鄒珮華老師教我們學懂英文生字，我們知道英語
對我們重要，請原諒我們，我們有時的確懶得很。現在畢
業了，時間過了，我們才驚覺沒有好好珍惜時間。

        多謝傅蕊芳老師教我們人生道理。這 3 年以來，感謝
您教了我很多中文。如果有機會的話，日後可約出來吃飯
聊天，又或是玩網球。

        敖雪曼老師，時間不知不覺過去了，我很懷念我們中一
班一起學中文的時光。那些年，的確令人懷緬。讓我們忘
不了的是您認真教學的模樣。我要多謝你用心的教導我們，
我會掛念您 !

        最後要多謝的是李漢明老師。他的一句話──「天生
我才必有用」，讓我明白到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質，例如
有些人畫畫很厲害，有些人讀書很厲害，有些人運動很厲
害等……。人人都有不同的強項，這句話印在我腦海裏，
令我印象深刻，令我有所領悟，不再妒忌別人。

林世舜

        啊 ! 時光飛逝 !

        回顧過去三年，為了應付文憑試，我一直在
忙，非常之忙。忙得頭昏腦脹，似乎忽略了身邊的
人，錯過了歡樂的聚會。為了文憑試，我放下了興
趣，犧牲了娛樂，推卻了朋友的約會。為了文憑
試，我一刻也沒放鬆。這 3 年，是辛苦難捱的，但
也給我留下了很多深刻美好的回憶，例如我與同學
一同上應用學習課。我們學化妝、學畫眼線、學卸
妝……每分每刻的相處，都充滿著喜樂和甜蜜。

        畢業在即，我要在此多謝幾位老師。

        敖老師，我好懷念我們在一起的時光，讓我忘
不了的是您的微笑，您的氣質，您的課堂，您的溫
柔…….。我要多謝您用心的教導我們，我會記住
您，我會默默的支持您，您是一位出色的中文老師
啊 !

        傅老師，這 3 年以來，感謝您教了我很多中
文，感謝您一直在旁引導我，讓我探索到更深奧的
內容，讓我掌握了不少閱讀文言文的技巧，我很開
心，我會保持閱讀的習慣。

        鄒老師，時間過得真快，要跟您說再見了。

        您是我們的班主任，您所教的一切，讓我們變
得更懂事。另外，也感謝您教我英文，您教得很好，
又清楚，讓我覺得英文很有趣，希望您今後過得更
愉快。我們有過不少的歡樂回憶，我會珍惜。

        經老師，我很欣賞您的風度，欣賞您的隨和，
欣賞您的呵呵笑，我希望您繼續笑，永遠保持著這
種愉快的心情，您的笑容影響了我們不少。還有您
教我們數學，我很感謝您的忍耐，感謝您的悉心教
導，實在幫了我們不少。多謝您，祝您天天快樂。

        林老師，我忘不了我們共處的 3 年，從應用學
習到文憑試通識到畢業茶會，這 3 年我近距離的接
觸您，了解您不少，原來您是一個活潑開朗又思想
開放的人，這是我很喜歡您的原因。

        各位老師，你們辛苦了，我會記住您們，祝您
們生活愉快。

徐紅

        經老師，謝謝您多年的提
攜和照顧，我獲益良多，您教
導我數學，助我排憂解難，縱
然棘手的題目到您信手拈來，
談笑間抽絲剝繭，兵不見刃，
輕鬆解題，我豁然開朗，深深
佩服於您高深的數學造詣。

        還要謝謝您的鼓勵和支持，
今後我一定努力實現我的理想，
永不辜負您對我的冀望。

陳曉懿

        大家好 ! 我是曾子建 ! 今年我要畢業了 ! 我要
藉此機會感謝三位老師。

        我要感謝林老師教我做甜品，雖然她常常罵
我，罵我馬馬虎虎，不認真，但我亦因為她的說話，
我決定不再馬虎，要認認真真做好每一款甜品。我
要再一次感謝林老師的教導，我永遠不會忘記她的
樣子。

        我要感謝謝先生教我打籃球。我知道我的技巧
普通，我知道他罵我是為了我好，我聽他的話，我
慢慢地改善投籃傳球的技巧，我希望有一天，會比
謝先生強，我不會忘記他。我希望有朝一日，同謝
先生較量籃球。我希望將來會贏他。

        最後，我要感謝教我做英文功課的鄒先生。我
記得鄒先生說 :「要在假期內完成英文功課。」於
是我去書店找英文假期功課的答案，她知道我抄答
案，她罰我，再印功課給我做，我知道她是為我好，
不想我抄答案。

        各位老師，我要走了。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
你們也不要忘記我。

曾子建

        記得我升上中一時，是挺反叛，挺惡的。那一年汪老師和劉老師是我
的班主任。那時候我跟他們不熟，他們第一次做我的班主任。我頑皮，我
有好多缺點，我欠功課、遲到又不聽老師的話，但有一位老師，不放棄我，
她就是汪老師。她跟我越來越熟，她知道我的性格，一直教我勸我叫我不
要發脾氣。

楊順平

        我要感謝敖雪曼老師，多年來她一直教導我學中文，
改善我的行為。我讀中一的時候，中文很差，又不喜歡做
功課，因為中文太艱深了，讓我感到苦惱。然而，敖老師
逼我留在教室補做功課，她耐心地教我，令我逐漸明白。
我深切感受到她對我的好。

        我能領會她費煞思量，就是不讓我全然假手於人，自
己嘗試解決問題。現在我長大了，懂事了，不知不覺地到
了中學生涯最後的一哩路──中六畢業，我會常常掛念她，
也希望她不會忘記我。

劉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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