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畢業感言                               6A 張煒琳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我們畢業了。回想起六

年前，初次投入舊墟寶湖大家庭的懷抱，既興奮、又緊張的

感覺，至今還歷歷在目。這六年的學校生活，從陌生到熟悉、

到如今帶著不捨，點點滴滴，永留記憶。 

   考試過後，我們都忙於準備紀念冊和禮物，待畢業時送

給師長和同學，當中包含著我們對師長的感謝、對同學依依

不捨之情。我們即將離開母校，勞燕分飛，此時此刻，我對

未來的中學生活充滿憧憬；同時對即將告別小學生涯、告別

這裡的一草一木，倍感珍惜。 

不捨之餘，感謝母校為我們提供一個設施完善的校園，

別具特色的圖書館、全天候的游泳池、先進的電子設備等，

讓我們愉快學習，發展潛能，在這裏我度過了多姿多采的小

學生活。 

同時，更要感謝校長、老師循循善誘的教導，無盡的愛

和關懷，言行身教，傳授知識和技能，教導人生道理，培養

良好的品德，我將會終身受用！ 

此外，我要向校工叔叔和嬸嬸、書記致謝，謝謝你們在

背後默默的工作，令我們能夠在一個舒適的環境學習。我也

要感謝父母的辛勞養育，無微不至的照顧，令我健康成長。 

最後我要感謝共處了六年的同窗，你們的支持、鼓勵、

共患難、同歡笑，大家一起成長、不斷進步，建立了深厚而

真摯的友誼。 

今後我將會踏進新的人生旅程，我會秉承舊墟校訓，

「謙、慎、誠、敏」的精神，緊記師長的教誨，常懷感恩，

不斷努力，回饋社會。 

 

畢業感言                          6A  趙小婷 

六年時光，看似漫長，其實轉瞬間便過去了。小學生活

美好的時光匆匆而過，離愁也漸漸浮現在心頭，心中難免有

點依依不捨 我要畢業了。 

    心酸之際，耳熟能詳的上課鐘聲響起，令我情不自禁地

回想起，我聽到的第一個鐘聲  

    六年前的今天，我踏著陌生的道路，懷著恐懼的心情走

到了這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我還是一個年幼的

小孩子，彷彿一張白紙，正等待著被畫上的色彩般。老師們

總是拿著一枝充滿色彩的筆，在我身上增添顏色。在六年學

習生涯，我獲益良多，蛻變長大。感謝眾多的老師們，同心

合力地畫了一幅色彩繽紛的畫。平時用心教導我們的老師也

即將和我們分離，而我也會把老師的肺腑之言銘記於心，不

管是學業、行為及做人處事的道理，我都會謹記在心。 

    我更不捨得的，還有一直陪伴我的同學。我們一起度過

了多不勝數的學習經驗，一起學習，一起玩；一起瘋狂，一

起失望。我們之間有喜有悲，曾經有摩擦、衝突，但我們一

起衝破了，從前和我形影不離的好同學，也可能就此和我分

道揚鑣。 

    春天時，綠田園總飄來淡淡清香；夏天時，木棉花總會

纏著我們；秋天時，校園滿地是葉片；冬天時，一陣陣的強

風總會攻擊我們，這一切一切，也是我在小學最美好的回憶。 

    雖然我知道畢業意味著人生新的一頁，但如果給我選

擇，我寧願讓這六年繼續停下去，讓我繼續留在小學裏  

同學們！讓我們一起展翅高飛，飛向屬於自己的夢想天

空吧!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 

校 園 創 作 集 
第六十四期(二零一三年七月) 

課室外的走廊                                                                           6C 陳凱莹 

 在這六年裏，你曾留意過課室外的走廊嗎﹖雖然學校的走廊普普通通的，沒有什麼特別，但我卻認為它是我人生中的一條道路。 

 在一、二年級的走廊上，總是充滿着歡笑聲，令我懷念，回想起四、五年前常在走廊上玩耍的自己。在三、四年級的走廊上，

總能看到同學們的可愛作品，每樣事物都讓我回想起昔日的喜怒哀樂‥‥‥在六年級的走廊，總看到一個終結或是另一個開始，

通往各種不同的人生道路，讓我找到更美好的人生。 

 我們在母校裏，一定會有失落的時候，也有開心的時候，無論是好或壞，這也是我們在這校園裏的共同記憶，就是我們畢業了，

也可以藉着這些回憶來想念對方，對方可以是你最好的朋友；可以是曾經幫助過你的同學；也可以是教導我們的老師。 

 我要感謝你們，在這六年裏對我的照顧，讓我能快樂地成長，謝謝你們！ 



 

 

 

 

 

 

 

 

 

 

 

 

 

 

 

 

 

 

 

 

 

 

 

 

 

 

 

 

 

 

 

 

 

 

 

 

 

 

 

 

 

 

 

 

 

 

 

 

 

 

 

 

 

 

 

 

 

 

 

 

 

 

 

畢業感言                           6A 林綺婷 

  時光流逝，眨眼間便六年了。時間過得真快，它總在我

們享受快樂時，不知不覺地溜走，我快要畢業了！ 

  回想這六年，真的多姿多彩。我也成長了很多。我從一

年級的嫩芽，成為現在的小樹苗。六年來有很多人陪伴我成

長，在我人生路上扶助我。有教導我人生道路方向的老師和

家長，有他們經常的提醒，讓我不會走錯路。我縱有調皮，

使你們擔心的時候，但你們從沒放棄過我。就算你們嚴厲地

指正我，我也知道你們只是為我著想。謝謝你們，辛苦了！

還有幫助同學們的校工和書記姐姐，你們令校園更清潔更有

條理，你們還會幫忙處理傷口，為同學奔波，謝謝你們。為

同學們分憂的社工，你們令校園像陽光般燦爛；令每一個人

的心境像花一般明亮開朗，謝謝！ 

  當然不能忘記六年來一同學習，一同玩耍的同學們，我

們經歷了屬於我們的「那些年」，當中有爭吵的時候，有和

諧的時候，就是這一點一滴令我的小學生活更有趣。 

  一年級天真無知的我，踏進學校總有「十萬個為甚麼」，

不過，我已經長大了，我變得有信心，因有老師給予我不同

的機會，訓練我成長；我變得更成熟，因有老師和家長處處

提醒，我懂得為人設想。 

  六年的精彩片段多不勝數，這些片段我會刻在我心深

處，刻骨銘心，永不忘記。快要升上中學，對小學的一切也

感到依依不捨。不過，就算我身處在不同的地方，校長，各

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也是我的好朋友，永遠、一生

的好朋友。 

 

畢業感言                           6A 莊濠銘 

    時光飛逝，有如白馬過隙，轉眼間，我的小學生涯快要

結束了。我對這所學校感到依依不拾，但同時也對即將來臨

的新人事、新環境、新挑戰感到雀躍不已，十分期待，心情

可算是百感交集。 

    在這六年的小學生涯，點點回憶在我心中不斷湧現。還

記得剛踏進這所學校，看著一張張陌生的臉孔、陌生的環境

已教我感到恐懼不已。幸得老師的循循善誘，師兄師姐的指

點，令我很快適應了小學的生活。一直以來，學校對我們作

出無限的支持，安排各式各樣的活動，希望藉此提升我們各

方面的能力。還記得去年的復活節假期，我們所有五年級同

學一起到台灣進行交流。我們參觀了農場、博物館，當地的

學校等地方，確實擴闊了我的視野，令我大開眼界。這活動

不僅增進我們的知識，還增進了我和同學之間的友情。這次

台灣之旅是一個難忘的回億，在我心中永留印象。 

    除此以外，我還要感謝所有的老師，特別是我的班主任

鄧思雅老師。還記得在每次考試的時候，她都會送我們一些

卡片，說一些鼓勵的話，為我們打氣。每次收到這些卡片，

我都會感到十分開心，也感到鄧老師對我們的關懷無微不

至，無處不在。 

     在這六年間，我確實成長了不少，彷彿從一條毛蟲，

經過時間的洗禮，蛻變成一隻色彩斑斕的蝴蝶，有了自己的

一雙翅膀，在不同的環境學習和成長。臨別依依，往事歷歷

在目，這六年的回憶像投影片般在我腦海中不斷播放著。畢

業以後，同學們將各奔東西，在未來踏上新的旅途，我必定

會好好珍惜眼前的事物，欣賞沿途的風景，為自己的人生留

下精彩的一頁。最後，我祝願各位六年級同學鵬程萬里，成

績更上一層樓! 

畢業感言                        6B 簡伊彤  

  小學的六年生活，真是歲月匆匆，時光飛逝。小學的學

習生活轉瞬間就過了。我快要畢業了﹗回首過去，六年的小

學生生活歷歷在目。我即將告別指導我的好老師，支持我的

好朋友，好夥伴。 

 我還記得初升小學的時候，我對周邊的事物感到很陌

生，幸好得到老師們的教導和提醒，我才沒有感到弧單。 

 六年了，老師們就像我的爸爸和媽媽，耐心指導我們，

看着我們的成長。母校就像我的家，同學就像我的兄弟姐

妹，陪伴我成長。這些人都給我無限的溫暖和支持，讓我不

感到孤單。 

 這六年的學習生活，我過得既充實又精彩。六年，似乎

很漫長，但當我面對離別，又會覺得六年變得那麼短。在最

後一天的小學學習生活，我們就會依依不捨地離開這個溫暖

的家。最後，當我升上中學後，我會繼續勤奮學習，努力成

才，回報母校！ 

 

畢業感言                           6B 楊德歡  

  美好的時光匆匆而過，校歌響起，淡淡的離愁也漸漸浮

現在心頭，心中難免依依不捨。 

轉眼間，我從一個年幼無知的小女孩，蛻變長大。從前

和我形影不離的好朋友，也就此和我分道揚鑣。平日用心教

導我們的老師也即將和我分離，而我也會永遠記得老師的教

誨，不管是學習，行為及做人處事的道理，我都會謹記於心。 

在學校裏，我和同學可以在同一個班級一起成長是因為

緣份，好不容易得到的緣份我一定會珍惜。千言萬語都無法

訴說我的不捨，跟老師和同學們相處的每一個回憶，每一個

的片段都在我的腦海裡反覆不停地播放着。 

六年的光陰過得真快，多麼希望時間可以永遠停留在這

裏不要溜走，但我們終究還是要分開，是時候讓我們迎接下

一個階段的挑戰了，同學們，讓我們一起展翅高飛吧！飛向

那屬於我們的天空！ 

最後，我祝願母校蓬勃發展，一帆風順，老師幸福快樂，

同學有所成就。 



 

 

 

 

 

 

 

 

 

 

 

 

 

 

 

 

 

 

 

 

 

 

 

 

 

 

 

 

 

 

 

 

 

 

 

 

 

 

 

 

 

 

 

 

 

 

 

 

 

 

 

 

 

 

 

 

 

 

 

 

 

 

 

別了，母校                      6D 林浩勤 

一轉眼，小學生活就過去了。回想起以前，我常常因

為讀書而覺得辛苦，總想放棄，幸好把這個念頭打消了，

要不然就不能在母校完成我六年的小學生活。 

天下沒有不散之宴席，各同學在畢業後，大家分別到

不同的中學，告別母校，帶著不捨和留戀；同時，也為我

們即將畢業，步入新的人生感到喜悅。 

老師，多謝您們，是您們推動我們向無邊無際的大海

前進，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些在黑板上揮舞寫字或是講

課的聲音，即使是責罵聲也讓我想起老師的辛勞。 

最後，我要多謝母校，她讓我們在設備完善的學習環

境下吸收知識。回首過去，在班房裏，同學嘻嘻哈哈的笑

聲記憶猶新；在操場上，同學發揮拼博的精神‥‥‥ 

我衷心地感謝母校的栽培，讓我奠定良好的基礎，日

後回饋社會。 

 

六年的回憶                      6E 蕭欣翹 

 這麼快便六年了！我和老師們及同學們相處的日子

這樣就結束了？我可以坐時光機回到小時候天真無知的

我嗎？大家都快要離開母校，升上不同的中學，展開人生

中另一個歷程。此時此刻，我對將來的生活充滿着期盼，

但同時又忘記不了陪伴我六年生涯的母校。這種心情既複

雜又奇妙。 

還記得六年前的九月一日，一位又一位的一年級生帶

着天真爛漫的笑容踏入校門，迎接小學生涯的來臨。由那

一刻開始，老師就像爸爸媽媽一樣教導我們，同學就像兄

弟姊妹一樣幫助我們。學校就是我另一個溫暖的家。 

 一直而來，在母校裏的校長、各位老師、各位校工、

書記，甚至在綠田園工作的林叔都為我們付出了很多，貢

獻了很多。他們就像一個個辛勤的農夫，每天為我們澆

水、施肥、除草，讓我們能茁壯成長。雖然，我們常常都

會遇到挫折而跌倒，但是他們卻在背後默默地支持我們，

叫我們不要放棄。假若沒有他們，我們就不會在這麼舒適

的環境學習。 

 另外，我不得不感謝陪伴了我六年的同學們。我們曾

經經歷過很多事，有悲哀、也有快樂。我們也嘗試過身處

低谷的時候，大家都能互相扶持，互相鼓勵，讓我們都捱

過去了。雖然，我們朝夕相對的時間已不多，但我相信，

大家也不會忘記這份珍貴的同窗友誼。 

 最後，我在此祝願校長、各位老師、各位校工、書記

工作愉快、身體健康；各位畢業生都能升上心儀的中學，

前程錦繡，向着新的階段飛翔！ 

 

畢業感言                         6D 黎雋思 

輕風繋不住流雲，流雲帶走了歲月。火紅的鳳凰花，染

遍了校園；枝頭的蟬鳴，顯得黯然神傷，彷彿是告訴我們，

這六年漫長的歲月，已接近尾聲，我們即將畢業了！ 

記得初進小學一年級時，我陌生地踏進入校門，大哥

哥、大姐姐們陪我進入教室，老師帶領我到座位坐下‥‥‥

這些畫面，還在我的腦海中，清晰地像昨天發生一樣，但現

在我對校園的一切再熟悉不過了，每當想起平日和同學一起

談天、玩耍的情景，不禁一陣鼻酸。不久之後，同學們就會

進入不同的中學，展開另一個階段的學習。但是這許多回憶

一直藏在我心中，其中最難忘的就一定是「教育營」了，跟

同學相處三天，一起吃和睡，那幾天大家都玩到很興奮、瘋

狂，不得不提的是第二天晚上，我們同組的人都要表演，如

唱歌、做話劇等，當天的表演十分精彩，真的很想把時間停

留在那三天，希望這些快樂的回憶會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還有不夠一個月的時間，我們便要離開母校了，現在的

心情實在難以形容。在這裡，我祝願同學們「百尺竿頭、更

進一步」，並祝願老師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恭喜畢業的六年級同學，期待你們在未來的日子裏
有更多更充實的學習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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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可琪主任、鄧思雅主任、 
          黃惠娟老師、江健強老師、 
          吳利娥老師、林嘉慧老師 

 

最不捨‥‥‥                    6C 嚴子欣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六

年的學習生涯即將過去，同學們難免心中都有一些不捨，

六年的同窗友誼，也要這樣完結。但我深信大家多年的友

誼，並不會因為升上中學而改變，我更希望許下的畢業重

聚約定能夠實踐。 

 我最感謝的是曾經教過我的老師，他們耐心的教導，

使我們感到溫暖；他們臉上的笑容，使我們能全神貫注地

上課；他們的金石良言，使我們能不斷得到人生旅途的指

引；他們苦口婆心的教導使我們從錯誤中改正過來；他們

的諄諄教誨，使我們確立了今後人生的目標。我真是衷心

地感謝老師這六年的教導！ 

 另外，我最不捨的是我的兩位朋友，她們猶如春風化

雨，不斷滋潤我的心田。每當我遇上困難或挫折，她們會

不斷地鼓勵和支持我，使我不易跌倒。而且她們會像老師

教導我，我真要感謝他們—倩婷和詩淇，我希望我們的友

誼能夠長長久久。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蟬娟。」我們總會有離別的一

刻，不必為離愁別緒所束縛，我們應該要以積極和樂觀的

態度面對我們人生第二個重要階段—中學生活。 



 

 

 

 

 

 

 

 

 

 

 

 

 

 

 

 

 

 

 

 

 

 

 

 

 

 

 

 

 

 

 

 

 

 

 

 

 

 

 

 

 

 

 

 

 

 

 

 

My Family        1A  Anson Chan 

別了！我的學校                    6E 程政澔  

 風輕輕吹過，粗壯的高樹、矮小的綠草也擺動着，彷彿老

師和同學們也揮着手向我告別；枝頭上的蟬哀傷地鳴叫着、

烏兒興奮地叫着，彷彿一起唱着百感交集的畢業驪歌。轉眼

間，六年的光陰快要過去，我們也要踏上人生的另一階段了。 

 這六年裏，同學們一起玩耍的笑聲，在運動會裏的喝采

聲，老師對我們的鼓勵、訓導，同學和我得榮譽時聽到的鼓

掌聲……點點滴滴也歷歷在目，令我難以忘懷。想起這些令

人懷念的片段，淚水也不禁奪眶而出…… 

 暖風一出，樹葉從樹上飄下來，彷彿六年級的同學也要離

開母校，各奔前程，繼續開拓自己的人生路。畢業後，同學

們便要各奔前程了，但我相信同學們也不會忘記那份同窗情

誼，把與老師、同學們一起相處的美好時光埋藏於心裏的寶

藏箱裏。 

 我有今天的成就，有賴師長們的循循善誘、諄諄教誨，為

了答謝師長，我會勤奮學習，快樂成長，也願母校鵬程萬里，

錦繡前程！ 

畢業感言                          6E 李祈欣 

 在這個八月天，炎炎夏日，吹來了一陣風，把一束又

一束蒲公英的種子吹散了……我們就像那些種子，本來聚

在一起，一起成長，一起共度快樂時光。這些日子裡，老

師們不辭勞苦，悉心地照料、用心地栽培我們，給予我們

機會發展。此時此刻，我們得飄散了…… 

 飄進冷冷清清的操場，我想起了昔日在這裡和同學們

一起上運動課，大家一起揮灑著青春的汗水，享受著運動

的樂趣，大家一起嘻嘻哈哈，是多麼的快樂！ 

 飄進綠田園，看到那些豐富的收成，就令我想起林叔

每天辛勤的工作。儘管是寒冷的冬天，還是炎熱的夏天；

不管冷得直發抖，還是汗流浹背，林叔都悉心地照顧那些

植物，教導我們如何收割和澆水。 

 飄進擁有我們最多回憶的課室，看著那些和老師一起

佈置的裝飾，空無一物的黑板，和大家曾經坐過的桌椅，

想起和同學們一起上課的日子，我彷彿能再次聽到老師講

課的聲音；又彷彿能看見老師在黑板上寫得滿滿的字。 

 我很想感謝同學，工友嬸嬸叔叔和老師們，感謝學校

的悉心栽培；感謝工友嬸嬸叔叔默默的付出；感謝老師們

從旁幫助；感謝同學們陪著我成長；最後，感謝大家給了

我那麼多的美好回憶，想起這些，我的心就暖暖的。 

 現在，我們這些蒲公英種子，將飄散到不同的中學，

吹向不同的未來，在不同的地方落地生根，繼續成長，在

離開之前，我由衷再說一句：謝謝！ 

 

畢業感言                         6D 鄭塏誼  

 日月如梭，光陰似箭。我們快要畢業了。六年的時光

猶如流星一般，一眨眼便流逝。 

回想起剛踏進那陌生的門，就看見老師們親切的笑容

和熱情地款待我們，令我們滿懷自信。轉眼間便六年了，

老師悉心的栽培、教導，令我們的身心能健康地成長。此

外，老師們會花課餘時間教導和解釋課文內容，這種無私

的表現非常值得我們敬佩。還有那一起學習的同學，我們

有緣相識，已經是一種緣份。我們曾經一起笑、一起

哭‥‥‥這一切的點點滴滴，大家都不會忘記。 

 我們快要畢業了，我要感謝老師多年來的教導。希望

老師們工作愉快，同學們前程錦繡！ 

真摯的六年                       6E 王倩盈  

 六年前踏着輕快的腳步，一蹦一跳地走進舊墟寶湖這

個大家庭，那時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回想起這六年多姿

多采的學習生活，我實在難以忘懷。 

 當時剛成為小學一年級學生的我，心中充滿徬徨和恐

懼，幸虧有老師循循善誘地教導和同學們的關懷，心中的

懼怕才慢慢減退。 

 現在的我已不再像以前一樣膽小怕事，因為老師、同

學們的支持，使我的自信心大大提升。老師就像一位辛勤

的農夫，我們這些小榭苗得着農夫的默默耕耘，終於由小

樹苗長成大樹，成為有用的人。 

 和藹可親的老師們，感謝您們在我感到失落的時候問

候我，與我分擔憂傷；感謝您們在我做錯時糾正我的錯失，

讓我從錯誤中學習；感謝您們一直在我背後給予支持，讓

我擁有繼續奮鬥向前的動力。此時此刻，實在要以《良師

頌》這首歌感謝學校裏的校長和各位老師，謝謝你們竭力

為我們營造如此美好的學習氣氛，讓我們得以在這設施完

善的校園裏學習。 

 我的好同學們，這六年與你們一同相處的快樂回憶多

不勝數，這些點點滴滴，我必定畢生難忘，謝謝你們！ 

 

再見，同學老師和母校            6C 黃敏瀅 

快要畢業了，即將離開母校、離開朋友和老師，在這六

年裏，老師、家人和朋友一直在我身邊，雖然有時會和朋友

吵架，但我們還是好朋友。友誼永固，永遠好友！ 

老師，我從你們身上學會了很多知識，是你們，讓我學

會如何待人；是你們，讓我學會無窮的知識；雖然有時我也

會不守規矩，但你們仍然很用心地教導我，讓我改過。 

爸媽，謝謝你們的照顧，讓我感到無比的幸福，謝謝你

們。是你們陪伴我長大；是你們，教導我怎樣做人；雖然我

有時會不聽話，甚至覺得你們很煩，很嘮叨，但你們並不介

意，仍然悉心地教導我。 

 再見，母校；再見，同窗的好友，我不會忘記你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