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畢業感言                                  6B 徐梓渝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活即將完結。

此時此刻，我心中既對新生活充滿憧憬。 

    還記得六年前，我第一次踏進舊墟寶湖這個大家庭，那時，我對

校園很陌生。幸好，這裏的老師和同學都很親切，令我很快便融入小

學的生活。 

    六年來，母校給了我們優良的學習環境：科技先進的電腦室，種

滿美味蔬果的綠田園，像書海一樣的圖書館……這些地方都讓我留下

了無數愉快的回憶。 

    在這六年裏，老師就像一把把的雨傘，晴天時為我們遮擋陽光，

雨天時替我們擋着雨天。您們不但教導我們知識，更教導我們做人處

事的道理。 

    六年間，同學們就像我的兄弟姊妹。我們朝夕相處，彼此間建立

了深厚的友誼。我們曾經在教室裏一起聽課，在運動會上為大家打

氣，在教育營裏互相照顧。這些時光多麼的美好，多麼的溫暖啊！ 

    雖然今天我們要向母校、老師和同學告別，但我們的感情並不會

因此而分離，我更不會忘記那些曾為我們無私奉獻，陪伴着我們長大

的老師，謝謝您們。 

畢業感言                                  6B 潘煒婷 

 

時光飛逝，六年的小學生活轉眼間就過去了！我快要離開我的母

校，升上中學了，心中難免會有不捨之情。 

    這六年來，我非常感謝曾教導我的老師，是您們教我讀書寫字，

是您們接納我的缺點，是您們教導我做人處世的道理……老師不但是

我的「路牌」，還是護蔭着我的大樹。您們指引了我人生的方向，還為

我們遮風擋雨。我真的非常感激您們所做的一切一切！ 

    除了老師之外，還有我身邊的同學，大家就像兄弟姐妹，陪伴我

多年，我們一起遊玩、一起分享，一起經歷了不同的事情：教育營、

小食會、陸運會……這都是我們難忘的回憶！ 

    今天，六年的小學生涯已畫上了完美的句號，我衷心感謝老師對

我的栽培，同學對我的關顧，我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離別在即，我衷心祝願各位同學有一個快樂而充實的中學生活。 

 

畢業感言                                  6C 江嘉俊 

 

在小學生活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老師是嚴安琪老師。 

    她雖然很嚴肅，也常常責罵我，不過可能是這點令我改變做人的

態度。一開始嚴老師來做我的班主任時，我只是過着很懶惰的生活，

只有吃和睡，除此之外，就是努力地打機。不過自從嚴老師做我的班

主任後，我就改變了。剛開始時我是一個滿口「大話」，甚至整天都講

「粗口」和「打架」的壞人，不過無論我犯多少次錯，嚴老師都會和

我一起解決問題。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就被打動了，我從此改變了

我的學習態度，她永遠是我的良師益友。 

    雖然我就快要和她說再見，不過我心裏一定會記著她，很多謝您！

嚴老師。 

 

畢業感言                                  6B 趙宏曦 

 

光陰似箭，六年快樂的小學生活要完結了，忘不了師長的悉心教

誨，忘不了同學的情誼。 

    這六年，經過校長和老師的悉心栽培，用心灌溉，令我們從一株

小小的樹苗茁壯成長。老師為我們植下了穩固的根基，無論遇到風吹

雨打或狂風暴雨，我們都可以踏實而勇敢地面對。 

    畢業在即，感謝同學陪伴我走過六年的學習之路，我們一起成長，

一起學習，一起歡笑，一起悲傷……分享成長中的喜怒哀樂，這些片

段將會成為我人生中一段難忘的回憶。 

    最後，我祝願敬愛的老師身體健康，同學們鵬程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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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                                  6A 杜守一 

 

歲月匆匆，時光飛逝。轉瞬間我們便要離別母校，小學的生活就

這樣結束了。心情複雜，不捨得同學和老師們，又為將來的中學生活

感到興奮和擔憂，百般滋味在心頭。 

    我們快要畢業了！藉着此機會，我們再次衷心感激各位老師無微

不至的照顧，指導我們學習，又感謝各位陪伴我們成長的同學帶來歡

笑。六年的小學生活歷歷在目，不斷在腦海裏浮現。 

    我也在此向母校獻上真摯的謝意；母校給予我們完善的設施，提

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而且使用電子教學，令同學在學習中享受無窮

無盡的樂趣。在您的懷抱中，我們得到悉心栽培，茁壯成長。 

    這六年的學習生活，我們過得既充實又精彩，可是它卻過得那麼

快！今天大家面對離別，各走各路，但我們不會辜負老師對我們的期

望，我們要努力成才，勤奮學習，回報母校恩情。 

    我們身為舊墟寶湖的一份子，以母校為榮。最後我祝願母校蓬勃

發展，老師生活愉快，同學前程錦繡，鵬程萬里！ 

畢業感言                                  6A 郭芷瑋 

 

    歲月匆匆，時光飛逝，六年光陰如同流星般快速閃過，我們滿載

著六年的收穫，踏入學習生涯的另一個階段。我們從一個天真爛漫的

小女孩，變成了一個成熟穩重的中學生。回想從前的我，覺得有點可

笑…… 

    感謝您們我敬愛的校長和老師！是您們的教導，使我們獲益良

多；是您們的提醒，使我們從錯誤中學習。我尤其感謝李婉婷老師，

連續當了我三年班主任的老師。在這三年的日子裏，她不但告訴我們

做人處世的道理，還傳授了課外知識，令我們大開眼界，終生受用。 

    感謝您們我的好朋友！是你們的陪伴，令我不孤單；是你們的照

顧，令我慢慢自立了；所有的改變，都是因為你們的付出。 

    一打開這個音樂盒「喜」、「怒」、「哀」、「樂」全部都融合在這裏。

希望下一個音樂盒的歌聲更美妙，更動聽……再見了，我的母校！ 



畢業感言                                  6C 陳綽玲 

 

六年的時光匆匆地流逝。再過多幾個星期，就要離開如家般溫暖、

和諧的母校。心情百感交雜，心裏五味雜陳。 

    在學校的生活裏有開心的；也有傷心的。在我離開母校的時候，

我肯定會把開心的事永遠放在心裏，會把傷心的事忘記，帶着愉快的

心情離開。 

    還記得，上學的第一天，年幼的我哭得梨花帶雨，不想離開我的

家，誰知轉眼間，學校就成為了我的第二個家。當初，我有着無窮的

擔心和不安，擔心會結交不到朋友、會有功課和考試的壓力但是得到

了老師的鼓勵和教導後，我建立了自信，我成長了，克服了不安和憂

慮。 

    最後，我在這裏祝福每位同學、老師、校長、家長幸福快樂，同

學們鵬程萬里、學有所成。我們會努力學習，做任何事情都會鞠躬盡

粹，來回報母校對我們的栽培！ 

畢業感言                                  6C 徐維彬 

 

嚴安琪老師，令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由於她做了三年我的班主

任，我們有深厚的感情。 

    我真的非常感激她，當我做錯了事時，她會責罵我，我知道她責

罵我是為我好的，而且她是一位非常盡責的老師，對我們非常嚴格，

我覺得最好的是她會買圖書和玩具給我們。加上，她很了解我的家境

情怳，當我遇到困難時，她會哄我。她常常留我堂，我知道老師不是

因為時間太多而留我堂，只是想多了解我和改變我的不良態度。 

    我衷心感謝她，對我來說，她永遠是我最好的老師！ 

畢業感言                                  6E 葉汶昕 

 

    時光飛逝，日月如梭。不知不覺，六年的小學生活匆匆過去。在

學校裡經歷的點點滴滴，現在也不停在我的腦海中盤旋著，發生的每

一件事情都使我歷歷在目。 

    六年來，老師都循循善誘地教導我們，每天都為我們注入新的知

識。當初，我帶著戰戰競競的心情踏入這所學校；現在，我懷著依依

不捨的心情告別母校。老師，是你們在這六年來為我遮風擋雨，是你

們每天都語重心長，苦口婆心地提點和教導，是你們給了我一個溫馨

的家。我真的萬分感激你們！ 

    我的朋友們，這六年來是你們讓我留住了喜悅和歡樂，放下了悲

傷和淚水。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假期，我們都形影不離，無所不談。

在我流淚的時候，你們總會安慰我；我感謝你們的支持，使我永不孤

單，永不寂寞。 

    再見了，我的戰友！在每次比賽中，大家都會互助互勉，為大家

吶喊助威，可說是情同手足。全賴母校為我們提供了完善的設施游泳

池，讓我們能經常全神貫注地進行訓練，經過長期艱辛的特訓，大家

都進步神速，一日千里，為母校出一分力，爭光。戰友們，感謝你們

為我創造了美好和珍貴的回憶，我一定會銘記於心！ 

    敬愛的老師，親愛的同學們，六年的小學生涯轉瞬即逝，我們即

將會告別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進入一個新的中學生活。雖然我們將

畢業，但是師長對我們的培育，必定不會忘記。親愛的朋友，友情是

一座堅固的長城，就算是天涯海角，我們的友誼也不會改變的！ 

    最後，我祝願母校校譽日隆，繼續讓「舊墟寶湖人」在知識的海

洋中遨遊，亦希望各位同學鵬程萬里，前程錦繡，在中學生活中仍能

夠開開心心地渡過，並結識新的好朋友。 

畢業感言                                  6A 蔡潔 

 

    轉眼間，六年已過去了。回想起在這學校裏的經歷，又想到只剩

下幾個禮拜就要畢業了，難免會感到有些傷感的，可能眼淚也會不聽

話地湧上眼眶吧。 

    但是，我們不能只活在過去，不能只留戀過去，每個人也必需繼

續往前走。從此以後，6A 的同學就要各自走各自的路了，可能不能再

在課室中聽見你們的笑聲、談話聲了，也沒有你們來跟我發生爭執了。

想到這兒，眼淚已經湧出來了吧，但我卻不自覺地繼續笑着。謝謝你

們，陪伴我走過了六年，也陪伴我瘋了六年。但每個故事也總要完結，

這個也不例外，可能以後也不能再見了。但我仍然堅決地寫上句點，

因為我知道，6A 班同學的友誼永存。不能再見了，不要緊，就在現在

把回憶跟你們的樣貌都小心地收進我的心裡吧！ 

    也感謝老師們，耐心地引導着我們，讓我們空手而來，滿載而歸。

我們有時候真的很不聽話，但你們仍然耐心地給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機

會去改過。對不起，謝謝你。謝謝你們給了我們一個這麼好的學習環

境，也謝謝你們的教導與支持。但，故事總要完結。希望我們畢業，

你們仍然會記得我們。謝謝你們，再見了。 

    陪伴我走過了這六年的同學及老師，真的很感謝你們，讓我過了

一個精彩的小學生活。現在我只想說：謝謝您，有緣再見吧！ 

畢業感言                                6E 司徒依諾 

 

    時光荏苒，看似遙不可及的六年，眨眼飛逝，讓我不禁感到惋惜、

不捨。 

    看着每天也走過的樓梯，與同學聊天的片段彷彿在腦海裏重播、歷

歷在目。不知離開熟悉環境的滋味是如何？是酸的或是甜的？或許我很

快便會一嚐滋味。最後一天上學，不知為何，發現走樓梯走得比平常快，

回到課室的休息時間也瞬間消逝，大概這就是別人口中所說的「光陰似

箭」吧！ 

    小息時，在走廊漫無目的地走着，才突然回想起小時候的我是多麼

的淘氣，無禮，但老師們也依舊苦口婆心地教導我。小時候的我是多麼

的頑皮，常惹老師生氣，但老師們也一直循循善誘地勸告我。直至長大，

我依然是多麼的粗心大意，常令老師們失望。但陰天過後，他們也依舊

像個太陽般照耀着我，支持着我，帶給我温暖。 

    想着想着，淚水便湧上來，令我熱淚盈眶，淚水一滴滴地滑過我的

臉頰。此刻梨花帶雨的我招惹來同學的目光。有的上前來安慰，撫平我

的情緒，有的來打打鬧鬧，嘗試緩和氣氛。可惜，現在的我什麼也聽不

進耳，只顧着哭泣。至此，我才明白到朋友，真的很重要，面對着即將

的分離，此刻我感到很徬徨，因為離別後感情就會開始冷淡。突然，一

句「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把我從深淵拉上來。看來我以前想得太悲觀了，

的確，離別並不如我想像般那麼痛苦、難受。也許大家會怕感情疏離，

反而把大家抓得更緊。寄望大家會友誼永固，永不分離。 

    隨後，小息結束。大家也紛紛步進那個熟悉的課室，享受着我們最

後的課堂。 

    悅耳的鐘聲響起，平常討厭的它今天格外動聽，祝願大家前程錦

鏽！ 

 

 

 

 

 

 

 

 

 

 

 

 

 

 

 

 

 

 

 

 

 

 

 

 

 

 

 

 

 

 

 

 

 

 

 

 

 

 

 

 

 

 

 

 

 

 

 

 

 

 

 

 

 

 

 

  

 

 

 

 

 

 

 

恭喜畢業的六年級同學，期待你們在未來的日子裏有更豐盛、更充實

的學習生活、更多美好的友誼。 

顧問：徐俊祥校長 

編輯：嚴穎斌主任 

編修、校稿：陳慧群副校長、黃志文主任、廖嘉茵主任、李婉婷老師、 

胡燕群老師、 

排版：黃慧蘭小姐          



畢業感言                                  6B 羅雅賢 

 

光陰似箭，小學的生涯一眨眼就過去了。這一刻，每位同學都對

中學生活有期待，又對小學的人和物依依不捨。 

    在這裏，我衷心地向母校獻上真切的謝意！校園裏有完善的設施

和優良的學習環境，綠田園種滿各種各樣蔬菜，有豐富館藏的圖書館。 

    這六年小學的學習生涯，我們過得既充實又精彩。六年，二千多

天，一眨眼就過去了。為答謝母校的栽培，我承諾我升上中學後，會

更努力學習，成為一個有作為的人。 

    最後，我祝願母校蓬勃發展，老師身體健康，同學前程錦繡！ 

 

畢業感言                                  6D 林源晞 

 

光陰似箭，時光飛逝，光陰一去不復返，六年漫長的小學生活將

逝，我們將會和天天相見的知己離別。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在這六年裏，我們經歷了很多不

同的事情，從一年級到六年級，中間的風風雨雨、點點滴滴，就宛如

一張張的白畫紙被鮮明的顏料塗得色彩繽紛。 

    日復日，年復年，日起日落，我們即將離開我的母校，和老師離

別，和同學分離。我們曾經一起玩耍，一起歡笑，一起爭吵……如今，

這些都會成為我珍貴的回憶。 

    時間如同流水，像瀑布飛奔而下，大家當然希望可以和最好的同

學一起學習多一會兒，可惜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就讓我們好好珍惜餘

下的時光，懷著不捨的心情等待再見的一天。 

畢業感言                                  6E 姚依琳 

 

    光陰荏苒，歲月如梭。望着盛開的鳯凰花，不禁一陣惆悵，這裏

曾盛載着老師對我們的期望，曾印證着我們的成長，曾聆聽我們的歡

聲笑語。不過，無論再美好的時光，再捨不得的人，都有別離的一天。

可我卻知道，只要我回首一望，六年時光不會因時光流逝而在我的腦

海有絲毫褪色…… 

    還記得，六年以來的點滴，清晰得恍如昨日。看着課室裏的一桌

一椅，都讓我想起昔日情境……每臨考試，好友都會與我相互扶持，

互相勉勵，互助互勉，給予對方最真摯的支持與鼓舞。而每逢學校舉

辦的比賽，例如陸運會、水運會等的比賽，同學們都會為參賽的同學

吶喊助威，給他們打氣！ 

    不過，若不是老師們無私的奉獻，言傳身教，以身作則，循循善

誘地指導我們，我們哪會有如今的成就？若不是有他們語重心長地訓

誨和默默的關懷，恐怕至今，我們仍是那群懵懂無知的小孩呢！ 

    驀然回首，才發現六年光陰，稍縱即逝。原來，曾經以為十分漫

長的時間早已在不知不覺間所剩無幾，轉瞬即逝。雖然失落，卻慶幸

如此珍貴的回憶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裏，不會輕易忘記。儘管有再

多的不捨，離別是誰也無法改變的事實。但我深信，這次的別離只是

為下一次更好的遇見作好準備。手捧一朵鳯凰花離別、思念、火熱青

春，讓我們為下一次相遇作最後的離別與思念！ 

畢業感言                                  6E 黃韻琦 

 

    我快將畢業了，一幕幕深刻的回憶湧現在我的腦海裏，我的淚珠

在眼角旁靜靜地滾落下來。回想起這六年來，曾任教我的老師和同學

們都曾伸出援手幫助我，我很感激所有人對我的忍耐和愛護。 

    我亦很感謝母校為我提供了這麼美麗的校園。母校的設備齊全，

令我能在優良的環境下愉快地學習，母校留給我很多美好的回憶，不

論是老師還是同學，我們都曾攜手走過很多崎嶇的道路，我們都努力

不懈地合力走過每一段道路。 

    我非常感激老師們循循善誘地傳授知識給我們。每當我們犯錯的

時候，你們都會語重心長地講述道理，讓我們從錯誤中學習；每當我

們遇到困難的時候，你們便給予幫助，令我們從困難中振作起來；每

當我們開始進步，你們盡心地支持我們，在旁為我們遮風擋雨，在旁

默默地守護我們。 

    我同時也很感謝這六年小學生涯陪伴着我的同學。是你們教會我

如何和其他人融洽相處，是你們讓我感受到其他人的關懷。這份情誼

一點一滴日積月累，越來越濃烈，我實在捨不得與你們分離。 

    此刻我的感情悲喜交集，這六年來的小學生活歷歷在目，我過得

既開心又有意義。轉眼間，我將畢業了，我非常感謝母校對我的栽培。 

    升中學後，我會在這個新里程裏，積極面對所有困難，不會辜負

老師對我的期望。我會努力地尋找自己的夢想，向它進發！ 

    在此，我祝願各位同學鵬程萬里，老師身體健康，母校蓬勃發展！ 

畢業感言                                  6A 許盛俊 

 

    時光飛逝，日月如梭。六年的小學生涯轉眼間就過去了。在這六

年間，我們經歷了許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雖然我對離開母校感到不捨，

但也對未來的新生活有無限的憧憬。 

    雖然我們快要畢業，但與同學的經歷卻漸漸浮現出來。可惜這些

經歷很快就要變成回憶，我們即將要告別教導我們的老師，陪伴我們

成長的同學，但我們也一定會牢記住這些回憶，因為這些回憶對我們

來說都是那麼快樂，那麼美好。 

    在這六年間，母校為我們舉辦了不少精彩的活動，例如六年級教

育營和歌唱比賽等，讓我們留下美好的回憶。此外，學校亦為我們提

供了完善的設施和優良的學習環境，讓我們能學習更多知識。 

    在這裏，我們認識了很多朋友，在校園裏一起同甘共苦，彼此的

友誼也就因此而變得深厚。六年的校園生活中，老師為我們盡心盡力，

務求令我們長大後能成才。他們就像一把把雨傘，當我們有需要的時

候總會伸出援手，為我們遮風擋雨。 

    六年的時間看似十分漫長，但在畢業時，卻是那麼短暫。雖然我

們要離開母校，但是我們亦對未來抱有希望。在未來的生活，我定會

勤力學習，不辜負母校對我的培育，努力回報母校！ 

畢業感言                                  6A 盧芷蕎 

 

    轉瞬間，六年的小學生活匆匆過去了。回想起美好的小學回憶，

真令人感到留戀。 

    一想起聯校水運會、台灣交流、教育營等等，令人回味無窮。這

些難忘深刻的印象又是誰為我們籌備和付出呢？學校致力推廣多元化

學習，帶領我們參觀、海外交流及不同學習經驗，例如：學校特地建

了游泳館，更增設了游泳課，讓同學嘗試各種運動。這些不同學習經

驗令我們的小學生活豐富和精彩。 

    學校完備的設施包括藏書量多的海洋圖書館，音樂室，視藝室和

其他多用途室，使我們學習得更方便。而這些地方更讓我們發揮潛能，

並加以培育的地方，所以每位同學也各自高飛了。 

    歲月匆匆，時光飛逝。謝謝校監、校董、校長、老師、家長們的

支持，完善的設施、優良的學習環境，使我們學有所成。祝大家前程

錦繡。 

   

 

 

 

 

 

 

 

 

 

 

 

 

 

 

 

 

 

 

 

 

 

 

 

 

 

 

 

 

 

 

 

 

 

 

 

 

 

 

 

 

 

 

 

 

 

 

 

 

 

 

 

 

 

  

 

 

 

 

 

 

 

 



畢業感言                                  6C 蘇堃朗 

 

轉眼間六年就過去了，很快我們就從一個熟悉的地方轉到一個陌

生的地方學習。我的心情非常複雜，心中既高興又有點依依不捨，真

想永遠也是六年級的學生。 

    我衷心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同學和校務員，老師為了我們，總

是會獻出他們的一切，容忍我們的錯誤，細心地指導我們。我永遠也

不會忘記老師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與態度。我們有時抱怨家課太多，

但同時老師也要批改很多功課。即使我們經常犯錯，但老師們還是無

怨無悔地指導我們。每當我們心中有疑問時，老師們一定會幫助我們。

在老師細心的教導下，我們才能茁壯成長，老師就像黑暗中的明燈，

常常照耀着我們。 

    今年是我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我特別感激那些曾陪我歡笑、伴

我分憂、以及一同走過低谷的朋友們，感激在校園裡曾經發生的所有

點點滴滴，我經歷了非常多的東西，這些都會是我美好的回憶。 

畢業感言                                  6E 王倩樺 

 

    六年小學生涯如一陣風般掠過，美好難忘的回憶湧現在眼前。當

我醒覺自己快將離開這個充滿喜、怒、哀、樂的母校，刹時又感動，

又難過。望着這個經年累月，每天回來的小學，難免在心中泛起不捨

之情。想着這裡的一切，我嫣然一笑，為自己的「喜事」而喜悅；我

黯然淚下，感嘆從前沒有珍惜時光，心中不捨老師和朋友。如今六年

級的我畢業了，再見了，我的母校！ 

    仰首望去，那座雄偉的學校……我合上雙眼，陶醉在往時的回憶。

看！那個在陽光映照下閃閃發亮的操場，就是我身為風紀隊長為學校

服務的地方。聽！那個悠揚悅耳的聲音從音樂室中飄出來，我看到兒

時的我站在鋼琴前指揮，帶領着同學唱校歌。嗅！清新的空氣撲鼻而

來，看到汗流浹背，正在田園中摘玉米的我…… 

    走往那個熟悉的課室，情景歷歷在目……同學們在小息時嬉戲玩

樂，親愛的知己們，我實在捨不得我們彼此的友情，希望大家友誼永

固，永不疏離。 

    響亮清晰的聲音在老師們的口中傳出。感謝老師諄諄教誨。他們

循循善誘，盡心盡力的教導同學，令我們獲益良多。謝謝您教授同學

人生道理，令我們更有方向和目標。感激您因為重視我們而花了無限

心血，更在我們行為有徧差時，花盡氣力，苦口婆心地勸導、提醒大

家，使我們懸崖勒馬。我再次全心全意的說：「老師，謝謝你！」 

    我的成長搖籃舊墟寶湖，有着你，才能成就今天滿懷自信、成熟

的我。感激老師的栽培和同學的關懷。衷心祝福母校桃李滿門、春風

化雨，同學亦要積極為展開新的旅程而奮鬥！ 畢業感言                                  6A 沈卓翹 

 

    一年再一年，轉眼間已六年了。在母校度過六年的春夏，都要在

七月完美落幕了，因為我們要畢業，並升讀中學，往人生另一里程碑

邁進。 

    六年，這段不長不短的時光，已經足夠讓我從一個無知的小男孩

長成一個有學問的青年。從一年級時那個被動、膽小，甚至連上課發

問也不敢的小孩，變成現今那充滿自信，而且積極的少年，全因有朋

友們的支持。六年來認識的朋友，個個也賦予我快樂、關懷、鼓勵……

他們給我無盡的勉勵，使我能成為一個可以登上頂峰的成功者。 

    我六年來對舊墟寶湖的看法只有一個字愛。老師們付出心血、愛

心，不辭勞苦地栽培我們，使我們可獨當一面、發展所長，以獲得成

功。校務員、同學、朋友關愛我們，使我們有一個快樂、安穩的六年。

我亦愛舊墟寶湖，因為它有着優美的環境、完善的設施供我們學習。

我更愛的是它箇中的深厚人情味，它把學校的人、事、物都串連起來，

使母校成為最和諧、最友善的地方。 

    雖然我們要在今年夏天離開母校，但同學間同甘共苦，老師們栽

培我們成才的經歷則永存心中、永垂不朽。在此，我亦謹祝母校蓬勃

發展，學生們鵬程萬里。 

畢業感言                                  6D 梁巧頤 

 

握着筆，我很想寫，卻不知道該從何寫起，這六年的小學生活，

留給我的回憶太多，有甜蜜，有辛酸，也有苦澀。面對即將離別的校

園，我心中有說不出的不捨。 

    從踏進舊墟寶湖的那一刻起，就註定了我是這兒的一份子，也註

定了舊墟寶湖將成為我的第二個家。 

    在這兒，我學習。從一百字的文章寫到五百字，從一加一學到常

用公式，從背單詞學到背課文，這都得感謝老師的辛勤栽培。在我表

現好時，老師總會微笑着表揚；在我犯錯誤時，老師也會嚴肅的批評。

老師就是我學習道路上的引路人，時刻提醒着我，甚麼是對，甚麼是

錯。 

    從一年級到現在，教室換過，老師換過，可惟獨同學還是這些同

學，朋友還是這些朋友。夏天，我們一起吃雪糕，一起在雷雨中奔跑，

一起欣賞雨後的彩虹；冬天，我們一起開心地過聖誕節，一起去買禮

物，一起在學校開派對。將來也許沒有機會再跟同學們讀同一所中學，

但在我心中，你們永遠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學！ 

    在這兒，我從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長成一個明辨事理的六

年級學生，這都是因為有了舊墟寶湖，它給了我優良的環境，給了我

想象的空間，我愛它。 

    還有大約兩個星期就要畢業了，望着生活了六年的校園，我心中

萬分不捨。但是，即使我以後離您再遠，我也不會忘記您我親愛的母

校。 

畢業感言                                  6E 袁朗晴 

  

時光飛逝，日月如梭，我由一個幼稚無知的小女孩，化身成為一

個行事有方的少女。母校的每一花、每一草都對我意義重大。 

感謝老師，給我前進的動力，給我飛翔的翅膀，給我指明人生的

方向給我放眼世界的慧眼。誰在我們迷失方向時，伸出小手，把我從

黑暗中拉回來呢沒錯，就是老師們。 

感謝同學，給我鼓勵，給我安慰，給我勉勵。這幾年來，我們無

話不談。一轉眼，時光在我們身後留下串串腳印。我忘不了跟你們在

課室裡研究學問，在操場上一起鍛練身體，在大樹下促膝談心…… 

再見了，母校！美麗廣闊的操場，我曾在你身上跑步，嬉戲；窗明几

淨的教室，我曾在你裡面上課、學習。我忘不了你，母校。 

六年小學生活裡，我留下了歡笑與淚水，老師和同學對我的恩情，

在不知不覺間填滿了我的心靈。我將記住歡樂和歡笑，讓童年在我心

中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同學們，讓我們攜手邁出矯健的步伐，在遙遠的地方，有一片寬

廣的藍天等待著我們。祝母校蓬勃發展，老師們工作愉快，同學們前

程錦繡，鵬程萬里。 

 

 

 

 

 

 

 

 

 

 

 

 

 

 

 

 

 

 

 

 

 

 

 

 

 

 

 

 

 

 

 

 

 

 

 

 

 

 

 

 

 

 

 

 

 

 

 

 

畢業感言                                  6B 雷曉玟 

 

微風輕拂，蟬鳴荔熟，蟬兒好像在告訴我們，這六年種下的努力，

已經開花結果了。我在學校裏經歷的一切，都深深印在我的心中。在

這裏，我要感謝每位和我們一起經歷的老師。 

    在這六年間，我們不知不覺已跟身邊的同學產生了深厚的感情，

就像一家人一樣。離開母校的確有不捨，但是畢業不是結束，而是一

個新旅程的開始。我祝願各位同學有一個豐盛的人生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