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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校長的話

聖經提到冬天是收藏的季節，有着 

上帝豐富的預備和無窮的恩典，帶領我

們師生上下，同心協力，追求卓越，不斷

往前邁進。

2019年下半年，我們繼往開來，力

爭多年，千呼萬喚的宿舍，在一眾嘉賓的

見證和剪綵下，正式營運，學校進入了新

的里程碑。得道者多助，有賴校董林世

强博士慷慨解囊，協助電競室由破土動

工到啓用，刹那間大功告成。

此外，下年度的國際交流依然熱絡。芬蘭總領事到校交流並提出一系列的合作計劃，同

時又帶來蜚聲國際的聾人歌手Signmark精彩絕倫的表演和深刻的分享，讓我們深信，機會

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我們放眼世界，致力給學生創造更多的發展機會。

最後，聖誕是耶穌基督降生的日子，在這感恩季節，我們要數算 上帝的恩典，歸榮耀給 

上帝。願 上帝祝福大家，謝謝。

許加恩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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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從小做起。為關注塑膠垃圾泛濫令海

洋污染日益嚴重，本校積極參加由環境運動委

員會（環運會）發起的「零即棄」環保活動，今

年獲得『零即棄』校園大獎卓越獎（小學組）。

由環境運動委員會頒發之
「零即棄」校園大獎

校内活動

香港海事博物館手語導賞
員計劃

香港基督少年軍 第四届全港學界咖啡拉花大賽 
(The Boys’ Brigade Hong Kong Interschool 
Latte Art Competition)

STEMx船舶設計比賽

本校由主力代表中一曾常朗、中五甲潘宏健、中

五甲余潔儀和中五乙陳鴻濱同學參加由香港海事科

技學會主辦，香港教育城、理大、微軟、AiTLE、INNO 

SPACa HKPC和商會學校等協辦的「STEMx船舶設計

比賽」，榮獲三大獎項「3D模型打印比賽中學組」冠軍、

「Minecraft設計比賽中學組」亞軍及最優美外觀設計

獎，再度在STEM發展項目中為校爭光，啓聾的學生們

表現優異！

2.1

2.2

本校同學完成由香港海事博物館舉辦的手語導賞員

課程，獲頒發證書，以表揚他們積極投入的學習態度。課

程包括撰寫文稿、師友計劃、導賞員訓練，不單培養同學

的導賞知識及技能，亦促進他們的自主學習精神、建立自

信心和豐富歷史的知識。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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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獎項

03
學校活動

3.1.1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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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旅行-獅子山燒烤場一日遊

啟聾學生花式跳繩展才華

ESS聖誕聯歡會

家教會會員大會暨親子樂遊

3.1.3

3.1.4

3.1.5

3.1.6

本校今年與香港花式跳繩會首次合作，於

上學期免費提供花式跳繩訓練班，成立傷健人

士表演隊，並於「十週年慈善大匯演」中表演。

更獲《香港01》及香港電台等傳媒廣泛報導。

ESS提早歡慶聖誕舉行聯歡會，各中心師生齊聚本校，參與各項活動。

家教會當日先行舉行會員大會，爾後分別到

高爾夫球場首次體驗高爾夫球的樂趣，前往流浮

山享用海鮮餐和遊覽MILLS南豐紗廠。

 一年一度的聖誕聯歡會在師生積極參與、獅子會獅兄獅妹贊助禮物並安排有趣

的互動遊戲和友校帶來精彩的民族歌舞表演下順利完成。

本校聖誕崇拜暨聯歡會3.1.7



本校學生聯同演藝學院共同舉辦「共

創和諧共融音樂會」，當中表演「看得見的

音樂」十分精彩、感動，結合新的STEM、

音樂和舞蹈，帶來嶄新的體驗。原來音樂

可以看得見，感謝老師設計、籌劃、帶領和

付出。

  2019年8月下旬，本校黃

琳社工帶領學生參聾人福利促

進會到「聾」行天下台灣交流遊。本校今年與聾福積極合

作，是次會深入台灣了解當地的聽障機構、社會企業、手

語新聞台等團體，認識當地的特式文化及無障礙設施，並

與來自台灣各地的聽障朋友交流。

 繼寧波特殊教育中心學校、廣州市啓聰學校、北京啓喑實驗

學校，今次蒙古武川縣特殊教育學校是本校五年內第四間姊妹學

校結盟。是次交流和參觀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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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本

校有幸與呼和浩特市特殊學校締結姊妹學校。本校日後將繼續

與世界各地的聽障學校及團體保持聯絡，締造交流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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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和諧共融音樂會

 「聾」行天下台灣交流遊

内蒙古締結姐妹校暨交流團

3.2.1

3.2.3

3.2.2

交流活動3.2
 當日芬蘭領事館總領事Johanna 

Karanko 光臨蔽校探訪和視察合作場

地。本校準備了精美的西式早點招待，並與總領事詳談甚

歡，交換了兩地很多民生、文化和教育的寶貴意見。

芬蘭總領事蒞臨本校參觀交流

芬蘭歌手Signmark來校，表演精彩

3.2.4

3.2.5

 籌備多時的宿舍暨電競室奉獻禮在十月十九日順利舉

行，當日星光熠熠，獲得一眾嘉賓大力捧場，包括教育局特

殊教會秘書長黎先生、校董林世強博士、路德會第一副會

長、校監等。新MMLC電競室得到校董林世強博士的支援，

全力提供電腦硬件所需設備約超過40萬，以供學校日後發

展STEM跨科專題如編程、圖像、動畫及應用程式設計和可

供電競運動發展之用，目前已完成並啟用，深獲一致好評。

學生日後又多一個前衛有型和設備先進的電腦室使用。

宿舍暨電競室奉獻禮4.1.1



5.2

5.3

冠軍 P1 陳伊玲

冠軍 M1 林洛鋒

優異 M3L 張詩晴

M3L 張詩晴

冠軍 P5 潘泯澄

亞軍 P3 余卓廷

亞軍 M3U 韋樂琪

優異 M1 鈴木港

M1 鈴木港

亞軍 P4 李柏霖

季軍 P1 林塏峻

季軍 M1 許鈞嵐

季軍 P5 彭樂汶

優異 P1 滕子熙 優異 M1 陳嘉軒 優異 M2 嚴雅琪

優異 P4 羅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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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聖誕咭設計比賽 小學聖誕咭設計比賽

視藝作品

5.1

05
學生視藝作品

初級組

高級組

5.1.1

5.1.2

中五甲班作品展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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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愛
M5A 余潔儀 

M4/M5B 蘇瀚 

M4/M5B 馬如生 

M4/M5B 陳鴻濱 M4/M5B 黃貿隆 

M4/M5B 雷雅理

恐怖之海
M5A 潘宏健 

無名英雄
M5A 梁展瑋 

父母的愛
M5A 郭義說 

運動之神
M5A 楊嘉明

我的兄弟
M5A 鄭嘉豪 

素描作品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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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其他作品5.3.3

M4/M5B 馬如生

M6B 徐貴發

M6A 曾俊榮

M6B 呂裕康

M6B 林浩天

M6A 曹凝

M4/M5B 黃貿隆

M6A 李燕

M6A 林靈欣



十月三十一日是學校旅行日，我和同學一起坐

旅遊巴士去獅子山公園遊玩。

到達目的地，陸老師和鄭老師帶領我們在草地

上玩集體遊戲，我們玩得樂極了。

接着，我們走到餐桌上休息和吃東西，突然有一

隻猴子跳上我們餐桌上搶走棉花糖，把我們嚇壞了。

老師把猴子趕走後，我和同學一起燒烤，我吃了

香腸、鷄翅、魚蛋、豬排……大家都吃津津有味。

那天，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獅子山公園。

我最喜歡吃壽司，「魚生」看起來色澤鮮艷，米飯晶瑩通透，聞起來香噴噴的，有魚肉的鮮味，拿在手中感覺

又冷又軟，一口咬下去會嘗到「魚生」鮮甜軟滑和米飯甘香的味道。我非常喜歡吃壽司，每次和家人去吃，我都

會很愉快，連弟弟也喜歡吃呢！

十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天

大清早，我自己起床，發現我媽媽

身體不適，我只好自己煮韓國辣泡麵

吃。

吃完之後，我收拾功課就去天水圍

圖書館，和朋友一起去自修室做功課。直

到六點半，我聽到我手機響起來，原來

我媽打電話給我，有三十次之多。

我一聽到媽媽的話，好像忘記甚

麼。我大叫「啊!」記起新聞說今晚八點

輕鐵關閉。我馬上收拾功課後和朋友說:

「再見」，我看見最後一班輕鐵就衝！

衝！衝！上去！但是我不小心踏狗屎，為

甚麼我這麽不幸啊!我不甘心！我下次一

定不會那麽倒霉啊!

星期日，小貓和老貓一起在河邊釣魚。

最初，老貓專心地釣魚，小貓也專心地釣魚。過了不久，一隻蝴蝶飛過，頑皮的小貓立即放下魚竿捉蝴蝶。

後來，小貓被老貓教訓了一頓，小貓明白到釣魚要專心。

最後，小貓釣到一條魚，牠高興得跳起來。

十一月六日，朱副校長帶領我們到荃灣參觀三棟

屋博物館。這是常識科的學習活動，讓我們看看三棟

屋。大約十一時，我們乘校巴出發，出發前我感到十

分開心。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先到前廳的介紹室聽三棟屋

的歷史，這個地方沒有冷氣。接着，我們到中廳、祠堂

和不同的房間，我看見了裁衣機和「飲茶」的用品等

等。我們到展覽廳，一起拍照。

我學習到三棟屋的文化。有趣的是我到了「飲

茶」的地方，因為那裏很涼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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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6.1

06
學生作文

小學生作品6.1.1

《我的旅行日》- 小三 李建安

《我最喜歡吃的食物》- 小五 朱耀名

《我的日記》- 中一 許鈞嵐

《小貓釣魚》- 小三 麥雅琳

《遊三棟屋博物館》- 小四 羅婉晴

我的未來房子有不同的結構如窗、電梯、天台、花園、太陽能板及天線，甚至有衛星在太空繁忙地傳遞消

息。

天台的太陽能板在白天自動打開，至黑夜才關掉。太陽能板可以收集電量數據，給房子供應電源。

房子有兩支柱能伸縮至三層樓，在柱之外還有階梯和玻璃窗能穩定上升和下降，全部柱子都是由電腦來控

制的。

天台能讓我們休息、享受溫暖的陽光，可讓我們欣賞風景和觀景。天台也可變成花園，人們能在天台呼吸新

鮮空氣和感應天氣變化。

《我的未來房子》- 中二 黃文

中學生作品6.1.2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晴朗

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四)，我和爸爸到學校集合去獅子山公園

旅行。

    我和爸爸到了學校之後，我立刻去籃球場練習籃球，過

了十幾分鐘後去大禮堂集合，聽老師介紹旅行的守則。之後，我

們坐旅遊巴士獅子山公園。

    到達獅子山公園後，同學們去燒烤場集合，然後老師帶

領同學們一同去登山，我不感到累，而且覺得很輕鬆，剛完成一

半，有同學累了，他們便休息一下，有同學扶起他。終於他了目的

地，全部同學可以休息，拍照美景，我感到風景好美麗。拍照後，

我們開始下山，我們慢慢往下走，有人貪快跑下山，但有人害怕

跌傷，我將一隻手擋住他，讓他可以慢慢走下去。

    下山後，我們便開始燒烤，開始時燒烤爐不夠大，爸爸幫

我們點燃火源，不久火愈燒愈大。過了幾分鐘，我幫其他組員生

火。爸爸也幫我燒烤，我非常感謝爸爸的幫忙。

    燒烤結束了，我們乘坐校車回家去。我有點依依不捨，我

希望下次可以再來獅子山公園燒烤。                   

《我的日記》- 中二 曾常朗



We are classmates and we are nice to each other. Take for example, we play with each other and we say sorry to each 
other. Also, we always listen to each other. Last, we do not argue with each other or fight with each other.

Hi Paloma,          

How are you? I’m happy because English Week is coming! It’s 
from 2nd November. Then we have the Christmas party on 20th 
December. It’s from 10a.m. to 12:30p.m. Sports Day is on 9th May. 
It’s from 9a.m. to 4p.m. I like these events, but I don’t like Exam 
Week. It’s from 13th June to 17th June.

Best wishes,
Daniel 

We like our class and we have a great time 
together. Ann always looks after the others. She 
is caring. Carly often talks to Ann and Pearl. She 
is gentle. Pearl always listens to others’ sugges-
tions. She is humble. Marco often plays with 
Ricky. He is humorous. Ricky sometimes makes 
fun of Marco. He is che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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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get along -  P.4  Li Pak Lam - 23rd October,2019

Our School Events -  P.5 Daniel Chu - 23rd October,2019
Let’s get along -  P.6 Feng Jia Hui, Cany  - 
25th October, 2019

我的房子的室内還有許多功能，我從天台乘電梯往下降後，

天花板立刻關門，不到兩分鐘電梯便會帶我到室内。室内有冷氣機

感應器，能感應乾燥和潮濕的空氣，也可改善室内的溫度。房子有

熱水爐和煤氣爐，它們可自動調節水溫、水量度多少和能調節大火

或小火。煤氣爐上面加了計時器，如果要用五分鐘，計時器就自動

開啓。結束時立刻把爐關掉，這些功能全都是由聲音控制或者是用

手指按下也可以。

最後我坐在沙發上看書，如太陽非常猛烈，我會用桌上的電

子功能按一下，窗簾就自動慢慢地合起來，隔着光線減低皮膚傷害。

我想將來我的房子會變得愈來愈先進，我希望科技能加倍發展房子的功能更自動化，我的未來房子變得非

常先進。我希望我的未來房子能在二零八四年出現。

英文作文6.2
小學生作品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