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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校長的話

2019年下學期，除了獲勞工及福利局康
復專員梁振榮先生.JP蒞臨本校參觀，本
會與學校還同時成功獲創科局撥款開發
手語軟件和獲平等機會委員會撥款於下年度籌辦第七屆全港小學校際手語歌比賽。
 
今年更是啓聾學校與區内交流成果豐碩的一年。本校分別與北京姊妹學校和台灣手語社進行
學術和文化交流，開兩岸三地合作新篇章，受兩地邀請與本校學生合作製作及拍攝手語歌視
頻，令學生視野開闊，有助拓展生涯規劃。
 
此外，啓聾學校的學生和校友大放異彩，同學在STEM方面表現突出，在「無人機」多項比
賽屢獲殊榮；校友在專業汽車美容工作業界名聲大噪，受訪見報，為聾人和本校增光。
 
展望未來，願大家繼續倚靠 上帝，作好的見證，向上結果，為鹽為光，願 上帝祝福大家，
謝謝。 

許加恩 校長

夏季是收割的日子，承蒙上帝的

保守，啟聾學校充滿恩典和盼

望。校務蒸蒸日上，學生各方面

的表現也深孚眾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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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榮獲「2018關愛校園」榮譽。

本校學生參加聾人福利促進會舉辦之「顯心思∙表心意」母親卡設計比 賽2019，初
級組冠軍︰中一嚴雅琪，高級組冠軍︰中一曾常朗，亞軍︰中一莫森美，季軍︰
中一劉振廸。

2.1

2.2

中一 嚴雅琪

中一 劉振迪

中一 曾常朗

中一 莫森美

本校中四甲班潘宏健同學參加2019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無人機」大賽—香港區選
拔賽，榮獲「目視障礙穿越比賽」亞軍、「FPV障礙穿越比賽」季軍及全場總亞
軍。

本校中四學生潘宏健、陳鴻濱及中一學生曾常朗
於11/5/2019參加葵青及荃灣區校際「無人機」
編程比賽獲最具創意無人機設計、最佳合作隊伍
及編程群飛表演賽季軍。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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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獎項



03
學校活動

校內活動3.1

交流活動

「台港」交流
本校邀請了台灣著名製作及打造以手語
形式表演「手語舞蹈」的「和平高中手
語社」和「OHOH Studio」聯同本校
學生，擔任於19/5/19(日) 假香港仔石
排灣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媒體空間(M21)舉辦的「第一
屆全港中學校際手語歌比賽」的表演嘉賓。並與本校
學生一同參與製作及拍攝手語歌視頻，為學生拓展生
涯規劃及促進港台交流。

3.2.1

3.2

陸運會

閱讀日

學校旅行
乘風航

「品味人生。愛縈啟聾」計劃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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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聾宿舍

「京港」交流
慶祝七月一日成立紀念日，本校受姊
妹學校北京啟喑學校誠邀合作，承啟 
喑學校100周年校慶，共同製作《我
和我的祖國》歌曲手語歌視頻。此舉
甚具歷史和文化意義，並彰顯本校一
向致力配合國家發展的方向，以顯「
京港」彼此交流，兩地合作無間、上
下一心的奮鬥精神。

內蒙古歷史文化交流團
讓學生認識內蒙古的歷史和文化，體驗草原牧民的生活和風俗習慣，了解當地的
教育，並和呼和浩特市特殊學校締結姊妹學校。

3.2.2

3.2.3

4.1

04
校內事項

康復專員梁振榮先生JP和勞福局團隊探訪啟聾學校。

未來發展
為了讓學生有一個更舒適及多元化的環境學習，未來學校將會增設：
電競室、內置花店的圖書館、多用途冷氣飯堂、多功能感統健身室。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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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歲畢業生黃耀興（暱稱大舊）用心從事專業汽車美容工作，時至今日獨自創業
打響名堂，做到街知巷聞，於23/3/19(六)受訪見報，為聾人和本校增光，榮邀回
校與同學分享奮鬥經驗和生涯規劃職業導向講座。

本校成功獲平等機會委員會撥款$42,960.00於2019-2020年度籌辦第七屆全港小
學校際手語歌比賽。

本會成功獲創科局批核約$3,990,000.00開發手語軟件：(i) 手語情景互動交流平
台; (ii) 啟創手語句子翻譯器; (iii) 程式導引手語學習功能。是次批核是本會首次跨
學校和社區服務部共同協作申請的大型項目。啟聾學校團隊被總會委任為今次項
目申請及推行的專家顧問，對計劃書編寫等技術諮詢，於8/4/19(一)許校長、陳
子鈞與總會代表到政府總部創科局基金申請評審小組回應創科基金「聾健同行」
提問，充分展現本會團隊合作精神。

5.1

5.2

5.3

06
學生作品

視藝作品6.1
正向漫畫6.1.1

05
啟聾之光

M1 施超棱

M3U 雷雅理

M2 雷莉莎

M5B 李樂健

M3L 柯天藍

M6 沙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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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視藝作品6.1.2
中文作品6.2
小學作品6.2.1

小三  林智浩

小三  羅婉晴

我最喜歡吃橙，它看起來是圓圓的，而
且果肉多汁，聞起來很香，拿在手中的感覺
很硬，一口咬下去，會嘗到酸溜溜的味道。
我喜歡吃橙，因為我喜歡吃酸的東西。

我最喜歡吃蝴蝶酥，它看起來是金黃色
的，像蝴蝶，是心形的，聞起來很香，拿在
手中的感覺很硬，一口咬下去，不但會聽到
鬆脆的聲音，還會嘗到甜津津的味道。我喜
歡吃蝴蝶酥，因為我喜歡吃甜的東西。

小三  李栢霖

小三  蔡家耀

我最喜歡吃牛角酥，它看起來是金黃色
的，像牛角。麵包是層層的，聞起來很香，
拿在手中的感覺很硬，一口咬下去，不但會
聽到鬆脆的聲音，還會嘗到甜津津的味道。
我喜歡吃牛角酥，因為我喜歡吃麵包。

我最喜歡吃蘋果，它看起來是紅色的，
聞起來很香，拿在手中的感覺很硬，一口咬
下去，不但會聽到清脆的聲音，還會嘗到香
甜的味道。我喜歡吃蘋果，因為蘋果好吃和
健康。

小六 李樂兒 - 我家的小狗

我家有一隻小狗，牠的名字叫二哈。牠有一雙棕色圓滾滾的眼睛，又大又亮，瞳孔裏還會不地閃出小星
星來。牠的鼻子涼絲絲的。牠的臉上半部有棕色的毛，下半部的毛則是白色的，就像戴了面具一樣。牠身上
的毛是棕色的，肚子和腳掌都是白色的，牠的體形很高大。

昨天早上，我和二哈在家裏的客廳玩傳球遊戲，我把球拋給二哈。

「呯」的一聲，二哈不小心撞到桌子上的花瓶和打碎了，地上滿是碎片。我看到花瓶掉下來後，不知所
措。膽小如鼠的二哈被自己闖的禍嚇得瑟縮在一旁，躲在桌子下面。正在廚房做飯的媽媽聽到「呯」一聲，
立刻出去看看。

媽媽說：「發生什麼事？」她傷心地說：「這是外婆留給我的花瓶，十分珍貴。」我和二哈誠心誠意地
向媽媽道歉，希望她會原諒我們。

我向小狗說：「在家中玩接球遊戲太危險了，要是下次有空，就去公園玩吧！」

M4A 黃駿朗

M4A 楊嘉明

M5A 林靈欣

M5B 李仁泰

M5B 呂裕康

M6 余奇隆 M6 曹綺華M5A 賴文杰M5A 曹凝

M5A 李燕

M4A 顧仕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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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 林洛鋒 - 我最喜歡的老師

小六 許鈞嵐 - 記一週內，令你獲益良多的事情

我最喜歡的老師是教數學科的林少艾老師。

林老師的身村中等，有一頭清爽的短頭髮，有一對圓圓的眼睛。她總是笑咪的，顯得和藹可親。

我記得一次在音樂室時，我和同學吵架，下課後，李老師告訴林老師我的頑劣行為。於是林老師苦口
婆心地教導我和同學要好好相處。最後她給我們一次機會改過。她說：「倘若我們再做錯事，她便會責備我
們。」我感謝林老師循循善誘的教導，同學都很喜歡上她的課。

我最敬愛的林老師，你像一艘巨大的火箭，載著我們傲遊知識的宇宙；像一顆顆閃閃發光的星星，指引
我們前進的方向；像夏天的太陽，給我溫暖。林老師，謝謝你。

五月二十七至六月二日

這個星期的事給了我一個深刻的教訓，讓我明白做事必需認真。

星期一放學後，我和鄭彤彤相約一起去圖書館溫習下星期的考試範圍。於是我一回到家，便匆匆
拿出功課，草草完成。媽媽批准我去圖書館和他一起溫習，我們都很努力溫習。

星期三放學後，陸老師把我留了下來，並把一本字體潦草的作業放到我眼前，我心裏不安。陸老
師問我：「你是不是遇到好多困難嗎？」儘管那是一個關心的慰問，然而卻令到我感到無地自容。於
是，我把頭垂得低低的，下巴都快貼到肚子上去了。

星期六早上，我決定用心地做功課。當我看著這些認真完成的功課，我不禁流露出滿足的微笑。
原來認真、專注地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覺是這麼好！

自此以後，無論做甚麼事，我都會認真處理，不再敷衍了事。「經一事，長一智」。我會吸取教
訓，不會馬虎了事。

中學作品6.2.2

中一 曾常朗 - 給朋友的回信 中一 黃文 - 我的詩

親愛的尚儀：

        你好嗎？因為好久沒見你，所以我很想念你。我第
一次去練習畫畫時認識你。在天水圍的畫室認識你。當
時我不懂畫畫，你主動教我。你和我就這樣變成了好朋
友。

        朋友啊！我記得你以前的外貎，你的頭髮很長，有
一雙很大眼睛好像波子、你的臉尖尖的像瓜子；你和我
一樣年紀。可是現在你已和我失聯。

        朋友啊！我和你相處得非常開心、非常開心。我很
高興認識你。當我不懂畫畫時，你會幫助我；當我發悶
時，你都會陪我談天說地。有一次，我生日時，你送給
我一件禮物，我收到禮物之後，我很開心地感謝你。有
一次你生日時，我也送給你禮物。我偷偷把驚喜給你，
結果，你開心地收下禮物，你感謝我。

        你教我學了很多不同的繪畫技巧，我從你身上學到
了朋友要互相幫助的道理，和你一起我很快樂。

        我最感謝你陪我過著開心的日子。但是你突然走
了，希望下次能和你再見面。

        祝你 
        學業進步！

朋友
      常朗敬上

2019年5月22日

天空啊！
你包圍著地球，
為了保護我們。

太陽啊！
你好似一個大火輪，
為了給我們溫暖。

山峰啊！
你正在大地沉睡著，
為了讓你能準備明天的工作。

海洋啊！
你好似一面鏡子，
為了讓人們看清楚臉兒。

船啊！
你的帆似一塊三文治，
為了幫助你走到世界盡頭。

海鷗啊！
你有兩隻似刀片尖利的翅膀，
為了讓你可以飛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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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乙 陳鴻濱 -  運動會

回想三月二十九日，我在葵涌運動場參加運動會，我感到開心，因為我奪得獎項。

 當天，我在葵涌運動場參加運動會。在上午，我看見同學們齊集運動場。一進入運動場是一個很大的
看台，我看見同學們很開心地聊天。從看台望出去，便是今天進行比賽的運動場，運動場上有八條跑道、有
跳高池、有跳遠池和有推鉛球的場地。

 之後，我們先進行早操「一!二!三!」我們一起做早操，抬頭仰望和低頭沉思、蹦蹦跳跳、彎彎身……
做完了，許校長便進行鳴槍禮。比賽開始先是啦啦隊比賽，中小學同學合作一起手舞足蹈地哈哈大笑地跳
著。

 田徑比賽開始。在這一刻，我很緊張。因為老師讓我在最前面看著同學怎樣衝刺，我仔細地看著，認
真地學著。只見這些同學衝刺的時候，都抬頭挺胸，咬緊牙關使勁向前衝。過了一會兒，輪到我的100米上
場了，這時，我更加緊張起來，同學們都積極為我打氣，給我鼓舞士氣。這時，我的心情也漸漸緊張起來。

 第一項比賽是100米跑步。我不慌不忙的來到了賽道上，半蹲著腿，等待司令員發號令。只聽見一聲
槍響，我兩眼盯著前方，用力擺動手臂，飛快的邁著大步好像動如脫兔的往前跑，看台的觀眾不停地為我打
氣、鼓掌。

 第二項比賽是跳遠。我就好像一隻離弦的箭，向著沙池飛奔而去，還有那跳遠健將曹凝同學，一次比
一次跳得遠、跳得好……

 第三項比賽是壘球。輪到我上場時，我深深地呼吸便擲壘球了，我闊步向前好像射箭，單手一推便推
出那個球。

 第四項比賽是4X100米接力賽，我也參加了比賽，所以我很緊張。準備時，我半蹲在地下，全神貫
注，司令員叫準備開始「咇」一聲，我聽見震耳欲聾的「咇」聲。我緊握雙拳跑著，雙臂有力地前後擺動，
腳下呼呼生風，「嚓嚓嚓」地疾奔，然後把接力棒交給曹凝，她跑得又快又有力，真好像活蹦亂跳的小豹。
結果曹凝同學為我隊取得了第一名，大家十分開心。

 比賽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中結束，我希望下年度能取得更多的獎項。

英文作品 - 中小學作品6.3

P.1 Lai Wing Yiu

P.4 Zhuang Chu Yang

P.3 Lo Yuen Ching

M.1 Danny Lam 

This is my friend.
She is Elaine.
Her T-shirt is blue.
Her shoes are black.
Elaine has a pet. It is a hamster.
It can run. It cannot jump.

Miss Lee gets up at six forty-five in the morn-
ing. She gets dressed at seven fifteen in the 
morning. She goes to school at seven twen-
ty-five in the morning. She has a shower at 
five forty in the afternoon. She has dinner at 
eight thirty in the evening. She goes to bed at 
eleven o’clock at night.

I like listening to music but I don’t like making 
models and collecting stickers.
I like making crafts and collecting cards but I 
don’t like listening to music and doing ballet. I 
make a lot of cards for my friends every week.
I like playing online games, but I only play 
online games on Sunday. It is not good to play 
online games every day.

FEEL MY PAIN
I am Danny Lam.
I am in Class M1. 
I was always absent this year. 
It is because I need to go to see the doctor 
regularly.
My left hand feels tight and painful.
My backbone is twisted.
I have already visited many doctors.
The hospital is in Guangdong.
I take the High Speed Rail from Hong Kong 
West Kowloon Station in Element.
It takes me one hour and fifty minutes every 
time.
The doctors give me different treatments.
I hope I can get well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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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A  Natania Yu - My Adventure-Ship adventure  

M.5A  Carla Li - My favourite teachers

Last week, I finally understood that I should pay attention during the briefing session.
First, we played an ice-breaking game with other participating school. I noticed one of the schools was full 
of female students. There were no male students because the school is a girls’ school. The next day, I was 
excited and nervous. We took the school bus to Aberdeen.

Then, we took a boat and went to an island for a sea training workshop. The training included controlling 
a speed boat, diving from trapeze, etc.. The teacher divided us into five groups and asked us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I was chosen as the team captain of my group and I had to work with a partner who I had 
just met. The trainer taught us about safety knowledge, how to use life jackets and how to steer a rescue 
boat. Next, we had to put on our swimsuits and had our lunch.

After that, we had learned some survival skills. Diving was the most exciting part. I had to dive from a 
speed boat three times. I was scared.

Finally, we wrote a card to our partner. Thanking them for their efforts and cooperation. It was an exciting 
and unforgettable day. I hope I can join the Adventure Ship activity again next year.

I like Ms Luk. She taught me Chinese and speech training when I was in primary school. Ms Luk often 
wears dresses and high heels. She looks pretty. She always reminded me to have revisions. If I failed my 
tests, she would be sad. She would be happy if I had good result.

I like Ms Foo. She teaches me Chinese. I remembered once she told me, ‘Carla, you are lovely and gentle, 
like a rabbit.’ I replied, ‘Thank you. You are gentle, too. You always smiles like a dolphin. You are very helpful.’ 
Ms Foo likes taking photos. She often gives me beautiful photos so that I can keep my good memories. 
Thanks her so much for encouraging me to be smart.

I like Mr Au. He teaches me Maths and computer studies. He wears shirts and ties. He is neat and cheerful. I 
like him because he comes to me and chat with me. He likes to play funny pranks on me.

At last, I think all teachers are good to me and I like my school. Do you like you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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