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 

校 園 創 作 集 
第六十九期(二零一八年七月) 

畢業感言                                  6A 張睿珊 

這三天對我來說，意義是十分重大，因為這次算是在我小學生涯

中最難忘的回憶──教育營。 

早上八時三十分我起床了，鳥兒們都吱吱喳喳的叫着，不過天氣

就不太好了。咚隆咚隆，雨水紛紛落在地上；落在樹上，落在葉上，

沙啦沙啦的叫着，我祈求快點停雨吧！中午時，六年級的同學們一個

個到達學校集合，場面十分熱鬧，人人都帶着興奮的心情回校呢！數

分鐘後我們便要上旅遊巴了，半小時後我們到達目的地，那裏環境十

分大，有一個十分廣闊的空地可以讓我們玩耍，可惜天還是在下大雨。

起初，第一個活動原本是玩羅馬水炮的，但是最終因天雨關係，水炮

變成了膠波，不過最重要還是我們享受遊戲的過程，我覺得團體合作

是最重要的，因為在搭羅馬炮架的時候，是需要大家互相合作去完成

的，這讓我明白到「一隻手掌是拍不響」的道理，也正正說明了「一

枝竹子易折彎」這句話。我最喜愛的遊戲也是這個遊戲呢！雖然我不

擅長於搭建，但是我的爸爸曾經也教過我幾樣招式，總算學以致用。 

第二天，我們主要是留在房間練習我們的天才表演，晚上是表演

的時間了，每個同學都為了這個表演練習了很久呢！包括有︰唱歌、

小型話劇、魔術，樂器演奏等等。有些表演十分搞笑，有些則十分感

動，有些又十分刺激。而我的那一組將《我的驕倣》這首歌改編成《回

憶》這首歌，當中每一個字都充滿小學生活難忘的回憶。我們表演十

分順利，而且還得到了「最佳創意奬」呢！ 

第三天，也是教育營的最後一天。在自由活動的時間當中，我和

我的同學在房間裏玩「真心話，大冒險」，我們覺得十分興奮和刺激，

大家都趁着這剩下的時光盡量講出心底話。是時候要回程了，很多同

學都依依不捨，我心想︰如果可以多玩一日就好了。 

這三天，我過得十分充實，希望上到中學後，也會有類似的教育

營吧！ 

畢業感言                                  6D 施恩樂 

時光飛逝，日月如梭。六年的小學生涯快結束了。我從一位懵懂

無知的小朋友變成了成熟大方的大姐姐。在舊墟寶湖的大家庭裏，我

經歷了不少快樂的時光。 

回想最初，我戰戰兢兢地踏進校門，望着一張張陌生的臉孔，望

着偌大的操場，望着美麗的圖書館，感到既害怕又好奇。 

經過六年來老師的悉心教導和栽培，除了教導我書本上的知識

外，還教導我人生的道理，讓我茁壯成長。 

六年裏，我認識了不少同學，我們一起笑過，一起克服種種難關。

當我傷心時，你們會和我一起分憂，當我成功時，你們會與我一起歡

呼。同學們，再次感謝你們。 

六年歲月匆匆，很快，我便要踏進人生另一個階段，我祝福校長、

各位老師生活愉快，身體健康；各位同學學業進步、前程錦繡。 

畢業感言                                  6E 黃芷汶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時光荏苒，轉眼間我們就即將畢業，六年

的小學生活很快過去，我們從一年級時的懵懂小孩，蛻變成了一名即

將踏進中學的學生了。 

在小學的六年裏，我們得到了老師的悉心照顧和同學的互相幫

助。在學校，我們就像一個大家庭，互勉互愛。有校長為我們舉辦很

多活動；有老師循循善誘地教導我們；有校工照顧我們，即將離開學

校，在未來的每個日子，我們都不會忘記舊墟寶湖的精神，做一個「舊

墟寶湖人」！ 

我要感謝我的老師，六年來，老師們付出了許多汗水和精力，為

我們準備了許多生動有趣的課程，就像藝文課。我們在藝文課中學習

了很多課外的知識，三年級的「踩泥」、五年級的戲劇等。我們非常感

謝徐校長、老師和家長義工，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就沒有那麼多姿多

彩的學習經歷。 

在這六年裏，我在學校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例如一年一度的

課統週、五年級的台灣交流、六年級的教育營……這些都是我心底裏

最深刻、最開心的回憶，讓小學的六年美好生活在我心中畫上一個完

美的句號。 

畢業不是結束，儘管我們多麼的難捨難離，我相信「天下無不散

之筵席」，有離別，才會有重逢的機會。 

                                   6B Hannah Yeung 
I have had a wonderful time in this school in these six years.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of my teachers that have supported me because if I didn’t 

have their support I would not be able to where I am now.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all of my friends for supporting me when I feel sad. All my 

teachers and all my friends have helped me achieve a lot of things and I 

feel very grateful about that. 

I am sure no one wants to leave this school and their favourite 

teachers. I wish I could stay for longer. I definitely will come and visit this 

school and all of my amazing teachers.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memories that I have made with my 

teachers and friends in this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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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穎菻老師、李婉婷老師、劉慧秀老師 

排 版：黃慧蘭小姐 

畢業感言                                  6E 周美妙 

曾經，我認為畢業與我們相距很遠，那是一個遙不可及的距離，

還想快點畢業，到世界各地闖闖，開創自己的未來。現在，畢業距離

我們只有那丁點兒時間，我卻一點也不想離開這裏，只怪那個懵懂無

知的我，沒有好好珍惜那快樂的時光，那些時間一去不復返…… 

回想到校長和老師對我們的指導和照顧，我十分感恩。還記得一

年級的時候，一個個「小矮人」初初入學，甚麼也不懂，每一樣事情

都得依靠老師們和家長們的幫助，才能完成一件事，甚至連去洗手間

也要老師帶領著。三、四年級的時候，我們終於出現了成長的痕跡，

開始變得獨立、成熟起來，不用老師操心。如今的我們已經是青少年

了，懂得如何去照顧別人，關心他人了。我們已經從毛毛蟲蛻變成漂

亮的蝴蝶，懂得在叢林間自由飛翔、歌舞、創作着屬於自己的樂章。

在這個過程裏，老師就像隱形的天使，在我迷茫時引導我正確的方向，

在我錯誤時指導我，在我失落時安慰我。他們對我們的付出是無形的，

一直在默默無聲地支持我們。老師，感謝您們對我們的不離不棄，儘

管我們有多調皮，不聽話，而您們又生氣過無數次，自責過無數次，

您們還是守護在我們的身旁，做我們永遠的隠形天使，感謝您們。 

同學們，就讓我們以微笑代替眼淚，彈奏着屬於自己的樂章，迎

接我們憧憬着的未來吧！ 

                                    6A Kubi Cheung 
Graduation is coming quietly. The time left is rushing through our 

autographs. Every day we are counting the days left and I wish the day 

when we count to one will never arrive. All that my brain can process now 

is the joyful memories in these six years. 

I still remember the first Sports Day in P3. We laughed and cheered 

for the competitors. We first tried to feel the lively atmosphere. We worked 

for the same reason. It was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We were ignorant until May. We finally noticed that graduation will 

arrive soon. Somehow we were lying to ourselves but we couldn’t 

anymore. Suddenly, we realized if we kept lying to ourselves, we would 

waste the time left and graduate with regret. Therefore, we cherished every 

single minute in the graduation camp. However, we couldn’t hold the time. 

Everything seemed to happen yesterday, especially the talent show. My 

group sang a song called “Memories”. We wrote the lyrics and used the 

melody from ‘Proud of you’. It was about graduation. We sang the song in 

our heart and the moment when we sang the song was touching. It was a 

moving scene. 

Now we have grown up, become mature and knowledgeable. Thanks 

to teachers for your caring and selflessness. Thanks to my classmates for 

your accompaniment and encouragement. Time is next to our hands but we 

can never catch it. Only memories are left. They are invisible but feelable, 

lonely but encouraging. It is time to get off the train of primary school life 

and get on different trains. Before you get off the train, remember to take 

your luggages of memories and thank the one who have always been with 

you. Then, get on the train you want and reach the destination ─ our  

dream. Wish you all good luck! 

                                      6A Tony Chim 
It has been six great years for us to study in this wonderful school. 

Waiting to graduate and soon we will be leaving our primary school. We 

have many memorable experiences here. 

The most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was the Taiwan Exchange Trip. We 

learnt a lot and played a lot. Taking off was a bit awful but it was a 

valuable experience. We had a good time in Taiwan and we knew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others. 

The most enjoyable experience was the P6 Education Camp. We tried 

many exciting activities and had lots of fun. Camping with friends was a 

joyful experience. Teachers taught us to know right from wrong and enjoy 

teamwork. I miss the camp very much.  

Thanks to the teachers that taught us knowledge. You also taught us 

many life principles.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We 

have done so many great things in the past six years with your help. Thanks 

to the parents for their love and kindness. We used to be naughty but we 

have improved a lot. 

I am glad that I can study in this brilliant school. I will miss this 

school very much. Hope all my classmates can go to a wonderful 

secondary school! 

畢業感言                                  6A 張凱晴 

五月九日至十一日是我和同學參加教育營的大日子。第一天，我

們首先聚集在有蓋操場裏，然後乘搭旅遊巴到達營地。我們各自在屋

裏安頞好後，便在大禮堂開始第一個活動 ──「羅馬炮架」。在此活

動中，我們需要分組並自行搭建一個炮架，之後用它們來擲球，而非

幫忙擲球的人就負責搶球。這個活動既好玩又有意義，除了培養我們

的團隊精神，又學會分工合作。在下一個活動前，我們先吃晚餐。晚

飯後的活動都很有意義，但不及「羅馬炮架」好玩，跟着我們便回房

間準備睡覺。 

第二天是最難忘的，因為那天有天才表演晚會，我和組員決定唱

歌，但我們的歌較特別，是根據《我的驕倣》的旋律再改編歌詞。當

天有很多時間預備表演和自由時間，但兩者對我們來說都一樣，我們

的自由時間也在練習，希望使表演更精彩。況且練習的時候也充滿歡

笑，因為君頤經常說笑話。同時，這段時間也很感人，因為歌詞是關

於畢業的，而我們仍在疑惑究竟我們還有多少次可以這樣一起唱歌的

機會。在表演前，我全身都在顫抖，雖然途中發生了少許失誤，但我

們已盡力了。作為鼓勵，我們得到「創意奬」呢！ 

在最後的一天，自由活動是唯一的行程，我們拿着營刊收集同學

的簽名來作為回憶的印證。最後，我們帶着滿滿的回憶離去。 

的確，這三天我們都一起渡過，那麼未來呢？其實畢業不是很遙

遠的事，我們怎樣才能不浪費時間呢？不如就創造更美好的回憶吧！ 



 

 

 

 

 

 

 

 

 

 

 

 

 

 

 

 

 

 

 

 

 

 

 

 

 

 

 

 

 

 

 

 

 

 

 

 

 

 

 

 

 

 

 

 

 

 

 

 

 

 

 

 

 

 

 

 

  

 

 

 

 

畢業感言                                  6E 楊坤寶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六年的小學生涯一眨眼就過去了。 

在這六年間，我們一起玩過、笑過、哭過。這所小學充滿着我們

的點點滴滴，我們的回憶。還記得六年前的我們，都是一張張白紙，

六年後，我們的白紙上印滿了知識。這都全賴老師的功勞，在我們背

後默默地支持及付出。 

如果比喻學習作種植就最貼切不過了。每一位學生都是一棵小樹

苗，也許，老師是陽光，同學是露水，家長是泥土。沒有其中一樣，

便無法茁壯成長，可謂缺一不可。小樹長大後，結出果實，就是歷經

辛苦而得來的成果。 

六年間的回憶在我寫這篇作文時一一浮現在眼前，耳中傳來一陣

陣笑聲──我們的笑聲。最難忘的回憶就莫過於五年級的台灣交流，

活動多姿多彩，全靠老師與校長的精心策劃，感謝您們！ 

最後，我想在此感激老師們的悉心教導及用心栽培，亦感謝同學

的支持，感激家長的鼓勵。謝謝您們！ 

短暫的別離，是為了更久的相聚，讓我們期盼那份永恆的喜悅。

現在，我們默默地分開，就如當初默默地相遇。希望我們會再見…… 

畢業感言                                  6E 鄒泓釗 

六年珍貴的歲月悄悄地與我們擦身而過，我們從一個個懵懂無知

的小孩子蛻變成才高八斗的青少年。 

還記得一年級的我踏入校門時既興奮卻又忐忑不安，十分矛盾。

幸好有江秀雯老師安慰我呢！我和同學們一起經歷歡與悲，相信每一

位同學之間都有不少刻骨銘心的記憶。例如：小一適應課程、秋季旅

行，課統週、教育營、台灣交流……但願這些記憶不但能永久保存在

照片裏，還能永存於我們每個人的心底。 

不得不提，感謝學校提供優質的環境；感謝校長提供一些新奇有

趣的課程讓我們擴闊眼界；感謝校工姨姨叔叔為我們服務……最後，

我要感謝教導我的兩位鄧老師，您們常常在我需要的時間伸出援手在

考試前替我加油。感謝所有教導過我的老師，您們的教導之恩讓我刻

骨銘心。您們的教誨我也必定記在心中，時刻提醒自己，做個出色的

舊墟寶湖人。 

畢業了，我們要背上背囊各奔東西了。同學們：相逢又告別，歸

帆又離岸，既是往日歡樂的終結，又是未來幸福的開端。再見了！我

的第二個家──舊墟寶湖！ 

                                     6E Sharon Law 
I still remember the first day I came to this school. I was timid and 

nervous about starting there. At first, I was afraid of the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but my P1 class teacher Miss Yim encouraged me to be brave. 

Therefore I tried to do my best. In P2, I became more active and energetic. 

In the past six years, I have learnt a lot from all the teachers. They 

taught me so much knowledge and shared some interesting experiences to 

us. 

The person that I really want to thank is Miss Tang. She has taught me 

for five years. She has been my class teacher since I was in P4. Miss Tang 

is considerate and compassionate. She always listens to the students and 

take good care for the kids. 

Lastly, I want to thank all the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Thank you for 

your encouragement and care. Thanks for supporting me and being kind to 

me. Although I did something wrong in the past, you taught me to know 

right from wrong. I will be more confident and careful in the future. Wish 

all of you can have a great time! 

 

                                      6A Donald So 
The days that we stay in school is counting down, we will soon leave 

this wonderful school and start our new life in secondary school. 

Every end is a beginning. The end of primary school doesn’t mean 

that it is the end of our friendship. As the days and weeks passed, under the 

caring of the teachers we have grown a lot. Though we ae ready for 

secondary school, I still miss the time in the primary school. 

My teachers and my friends, thanks all of you. You made my primary 

school life full of joy and love. Thank you! 

畢業感言                                  6B 郭庭因 

光陰似箭，六年的小學生活帶給我很多美好的回憶，也許是老師

的關係，讓我成長了很多。 

我捨不得飯堂裏的飯香，我捨不得綠田園裏的植物和淡淡的花

香，更捨不得班房裏同學們的笑聲。 

還記得剛剛升上小一的我們，天真無邪，但是怎麼覺得這六年的

時光過得這麼快，一眨眼，已完成我們小學生活。 

感謝路上有我的朋友陪伴着我。是誰在我絕望的時候為我燃亮一

點光，是你們；是誰在我有困難的時候跟我一起面對，也是您們；是

誰一直用心地栽培我們？就是您們──老師。 

升上中學後，大家就各自走自己的路。快要畢業了，我知道大家

會為自己而努力，為夢想而奔跑，過程中或會跌倒，或會受傷，但是

風雨過後才會有陽光，才會成長。 

感謝一直以來有老師和朋友陪伴着我成長，教導我們很多的事。

時光不留人，始終要說再見，也要分離，離別後才有重逢的機會，在

這祝願各位同學前程錦繡，永遠快樂。 

畢業感言                                  6D 梁芷頤 

每一年都有學兄學組畢業，大家都帶着眼淚與笑聲，依依不捨地

離開母校。不知不覺間，原來我也即將畢業了！回想起這六年的點滴、

老師、同學、朋友…… 

一年級時，我就像雲朵一樣，在學校中飄來飄去，幸好當時我的

姐姐一直陪伴我，帶我認識學校環境，融入學校生活。老師用心的教

導，令我的學習越來越進步。 

各位老師都對我非常好。每當同學有甚麼不明白的地方，老師都

會不離不棄地協助我們，教導我們。同學們也會互相幫助一起尋求答

案。學校的每一個課室都充滿了大家的笑聲，每個地方都充滿了我們

美好的回憶。 

直到現在，我終於明白為甚麼學兄學姐們畢業時會流眼淚。我十

分感激老師教我做人，教我讀書。雖然大家快將各奔前程，但仍希望

我們的友誼可以永遠長存。 

                                     6A Abbie Chan 
Everytime when I think of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I will feel upset 

because I don’t want to leave the school. 

The time past day by day, unluckily we only have about one month 

before graduation.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Teachers are hard-working and patient. 

I will cherish each day before graduation. 



 

 

 

 

   

 

 

 

 

 

 

 

 

 

 

 

 

 

 

 

 

 

 

  

 

 

 

 

 

 

 

 

 

 

 

  

 

 

 

 

 

 

 

 

 

 

 

 

 

 

 

 

 

 

 

 

 

 

  

 

 

 

                                     6D Jenny Fung 
Time goes very fast. I will graduate very soon. I have plenty of 

valuable, fun and happy memories in this school. I am unwilling to leave 

this school. I will share two special memories that I have in this school. 

My first presentation was unforgettable and valuable. I was extremely 

nervous at first because I was very shy in Primary 5. After several practices 

with my teacher I felt more confident and I was able to give presentation in 

front of others. 

Another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was going to the graduation camp. 

My schoolmates and I completed different missions such as making Roman 

Water Guns! Through these team activities, I learnt how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and talk to others. 

At la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my supportive teachers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love and schoolmates for all the laughter we have shared! 

畢業感言                                  6C 黃可茵 

六年的時光過去了，每一段回憶都在腦海中浮現、上演。 

感謝各位老師悉心的教導，讓我們發芽長大。感謝您們不斷包容

和支持我們，鼓勵我們勇敢向前走。 

感謝我的朋友們無時無刻都陪伴在我身邊，和我一起成長。到台

灣交流、教育營、課統週……每個深刻的回憶都有着你們的身影。 

教育營和台灣交流都讓我學會獨立，感謝老師費盡心思舉辦了這

些活動。 

我親愛的同學，謝謝你們！相信不遠處，有一片寛廣的藍天正在

等着我們呢！ 

畢業感言                                  6D 施恩欣 

時光飛逝，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涯即將劃上句號。此時此刻，

離別在即，心中有喜悅和期待，也有不捨和留戀。 

在這裏，我很感謝母校一直對我的栽培，讓我成為一個多才多藝、

積極樂觀的「舊墟寶湖人」。我會緊記老師所講的教誨，永遠銘記於心。 

今天之後，我們將會揭開人生新的一頁，踏上新的旅途。但我相

信我和同學的友誼不會就此終結，我們深厚的友誼，必定能友誼永固，

千載不變。 

我這生也不會忘記在舊墟寶湖的日子，在此，我祝福各位老師工

作順利！各位同學鵬程萬里！ 

畢業感言                                  6D 黃國軒 

一晃眼，已在舊墟寶湖讀了六年書。還記得當入讀小一的時候，

甚麼也不懂，對新的環境感到十分害怕。幸好學校有一個「大哥哥大

姐姐計劃」，幫助低年級的同學適應新的校園生活。到了我高年級的時

後，能夠幫助低年級的同學，我感到很高興。 

在這六年裏，我學會了很多知識，認識了很多同學和老師，令我

獲益良多。 

還有不足一個月，我就要畢業升上中學了。我期望能學到更多的

知識，認識更多朋友。我會更加用功讀書，不會辜負老師對我的教導

與栽培。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江健強老師三年來的教導。衷心祝福每

一位教職人員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畢業感言                                  6B 張仲行 

時光飛逝，六年的小學生活快要成為歷史了！雖然我對中學的生

活充滿了期待，但又對母校依依不捨，心情十分矛盾！ 

回顧我在母校六年的生涯，真是苦樂參半。回想我小一入學時，

心情既興奮又緊張，對這個陌生的環境充滿好奇心，現在我已對校園

每個角落充滿感情。在這裏，我認識了不少富有愛心的老師。 

如果我有一支神仙棒，我希望時間可以永遠停頓在這一刻。小學

的生活是多麼美好，我會把這些回憶永遠藏在我的心底裏！ 

畢業感言                                  6D 溫嘉琪 

時光飛逝，小學六年的光陰轉眼就過，上一秒宛如剛進校園的小

一，下一秒就快畢業了。可惜金錢買不到時間，就如古人說「一寸光

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下一刻就要進入一個陌生的地方，只

可感嘆時光不留人…… 

我還記得老師悉心的栽培，用心良苦地幫助我們面對學習上的問

題，培育我們成為一個好學生，我衷心感謝那些任勞任怨，總在背後

為我們付出的老師。在我剛進入校園時，是老師教導我們，當我們迷

茫時，是老師做我們的照明燈，指引我們前進的道路。老師們以身作

則做出好榜樣，讓我們衷心感謝。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在背後默默付出的工友。在各項活動舉行前，

都是他們佈置好場地，讓我們進行活動。當然還有林叔為我們打理農

田，讓我們享受農耕樂。 

六年小學生活即將過去，雖然想把時光永留於此，但時間不留人，

人生新一頁即將展開，我也要踏上新的旅途，讓自己不斷進步。在此

謹祝各六年級畢業生前程錦繡！ 

畢業感言                                  6A 李欣霈 

不知不覺間，小學生涯已經來到最後幾個月，由最初一年級，懵

懂地上學，到現在六年級開心快樂地上學，都是一種難忘的經歷。 

五月九日，是教育營的第一天，心中很是期待。到了學校，看到

同學十分興奮，我的心情也隨即興奮起來。 

由於下雨的緣故，「羅馬水砲」要在室內玩。雖然不是原來設計的

版本，但我們仍然學會了分工合作，以及團體精神的重要。 

第二天，最印象深刻當然是天才表演晚會！每組的表演項目都不

同，有的表演唱歌，有的表演吹笛，有的表演話劇……這個晚會十分

精彩，我們組還僥幸拿了個「創意奬」。 

轉眼間，已經來到第三日，這三天帶來了一段美好的回憶，心裏

依依不捨。 

第一次的小學教育營，卻也是最後一次，即使已圓滿結束，但那

些經歷會永遠留在我腦海裏。 

在此，我亦希望感謝所有籌辦這個教育營的老師，沒有你們，我

們也不會有這次美好的回憶！ 



 

  

                                    6E Casper Chui 
These past six years I have studying in this very school. I have had 

many memorable moments.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em with you. 

The first time I stepped into this school, everything felt new and 

different from my kindergarten. I did not know whether I would enjoy it or 

not. I remembered I cried for my mother and the teachers comforted me 

patiently. I realized that primary school life was not as bad as I thought. 

For my first three years in my primary school life, I was the class 

monitor. I liked helping teachers and fellow students, but my bad behavior 

lost me that role in the following years. How shameful! 

I was extremely happy when I was in P2 and P3. My class teacher 

Miss Lee loved and cared for me. She was my favorite teacher ever. 

Starting from P4, my class teacher is Miss Tang. Sh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teachers who taught me. Although I did not like her style at 

first, I slowly got the hang of it. Miss Tang taught me a lot about life, like 

how I should always try and do my best. She is definitely the most 

inspiring teacher I have ever known. 

As la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teachers who have taught me and 

supported me through the years. Now that we are leaving, I want to say 

sorry for all the chaos I have caused in the classroom. It may be hard but 

now it is time to part ways and I will miss all of you. “Close the door to the 

past, open the door to the future and start a new chapter.” So long to all of 

you and farewell. 

畢業感言                                  6E 吳沁桐 

歲月匆匆，時光飛逝，不知不覺，已經快要離開舊墟寶湖了。 

校園裏的所有事物都深深印在我的腦中，不能磨滅。就像在五年

級的時候，我的成績突然下降了許多，班主任鄧美玉老師給予我許多

鼓勵，令我的成績有了很大的進步。 

還有這六年來，我也和我的同學經歷了很多不同的美好時光，而

最令我難忘的是台灣交流。在交流團中，我和同學到淡水老街到處品

嘗、製作鳯梨酥……還在酒店裏學會自理能力，增進了朋友之間的友

誼，令我們獲益良多，但這都要感謝老師的安排呢！ 

我們快將告別學校了。雖然要踏上人生另一個階段，但我的心中

永遠住着我的老師、同學們。最後，我謹祝未來的「舊墟寶湖人」鵬

程萬里，前程錦繡！ 

畢業感言                                  6C 鄒宛庭 

那年我踏進這所學校，懷着好奇的心情踏上我人生中的小學階

段。當我在校園中踱步時，我發現有很多不同的新事物，等待我去發

現。老師悉心教導我，引領我，令我不斷成長。 

雖然，我成績不太好，不是特別優秀的學生，但老師們從來都沒

有放棄我，還是不斷鼓勵、支持我。 

在教育營中，我透過不同的活動，學到自律、合作的能力。 

謝謝老師、同學幫助我，令我發出不一樣的光彩，在我的人生寫

下精彩的一頁。 

畢業感言                                  6C 羅曉桐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轉眼間就快要畢業了。即將成為一位中學生，

感覺有點不捨。 

當初，我是一個對這所學校感到非常害怕的小孩。我總是害怕交

不到朋友，總是會跟媽媽說我不要到學校上學。 

現在我愛上了這所學校，因為在這兒，我認識了很多的朋友。在

我開心的時候，他們會陪我笑；在我傷心的時候，他們會陪我傾心事。

我也要感謝老師對我教導。 

相識是一種緣分，我們要好好珍惜和同學的這段友誼。 

畢業感言                                  6C 蘇鈞慶 

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活就過去了。回想自己六年前剛踏進這間

學校時，我由一位天真無邪的小朋友，演變成一位日漸成熟的大男孩。 

過了六年，我最捨不得學校的老師，因為他們一直悉心地教導我

們這些頑皮的小朋友。 

在眾多老師之中，有兩位老師我要特別感謝她們，第一位是一年

級教我數學科的嚴安琪老師。因為她常常播一套叫《米高》的卡通片

給我們欣賞，影片令我學會了愛護動物的重要。第二位就是巳經離開

了學校的李詠冬老師了。二年級時，她是我們的班主任和英文老師，

她悉心的教導，令我學會了很多的英文詞語，對英語的興趣大增。 

在老師的包容和支持下，我成為了一位自信、堅毅的學生。非常

感謝各位老師多年來的教導，令我帶著滿滿美好的回憶離開這所學校。 

畢業感言                                  6D 葉漢傑 

回想起初入學時候，進入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讓我有些害怕，

幸好有師兄和師姐當「愛心大使」幫助我融入學校生活，帶領我認識

學校。 

當我五年級，我終於能擔當愛心大使，親自幫助一年級師弟師妹，

回饋舊墟寶湖大家庭。 

我很感謝老師六年來不斷地教育我們，無論是開心，還是失落的

時刻，老師總是和我們一同面對。 

我還特別感謝各位同學，謝謝你們陪我度過了六年的學習時光。 

最後，我向所有曾經教導過我們的老師說聲「謝謝」！ 

                                   6A Reanna Wong 
Time flies. We will be leaving the school soon. Although we are all 

unhappy about leaving this school, our memories are still aside. 

Going to the graduation camp was one of the most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s. We learnt to care of each other and work together. I won’t 

forget all those wonderful memories, they should be helping us go through 

our life. 

As last, I want to thank our teachers and parents. Thanks for their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You taught me a lot of knowledge, I will never 

forget your teaching and advice. 

I will miss the school and everyone of you. I hope we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So long farewell! 



 

 

 

 

畢業感言                                  6D 鄭瑋樂 

很快我就要離開這個令我充滿回憶的小學。以前的我，總是一直

想玩，不想上學；但現在只剩下一個多月的小學生活，我開始不想放

學了。 

我最想感謝的老師是我一年級的班主任──江秀雯老師，一年級

的時候我十分討厭中文和普通适，但是江老師令我對中文和普通話產

生了興趣，還在我升上二年級的時候，送了一本英文書給我，因為她

知道我英文差，想我多讀書。 

第二個我想感謝的老師是我的四年級的班主任。我覺得她說的話

特別動聽、悅耳，總能讓我專心上課。雖然她已不在此校任教，但我

們十分想念她。 

最後，我要感謝各位教導我的老師，希望各位老師工作愉快，身

體安康。 

畢業感言                                  6D 盧智高 

六年的校園生活一轉眼就過去，我們即將離開母校，升讀中學了。

一想到即將要離開，心中充滿了滿滿不捨和傷心，但又對中學的新生

活充滿憧憬和盼望。 

這六年來校長和各位老師為我們付出了不少的辛勞和汗水。老師

教識了我們讀書和教曉我們做人的道理。這六年來，老師無微不至地

呵護我們，照顧我們。 

同學一起相處了六年，我們早已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現在就

要分開，真是依依不捨。 

最後，我祝願各位同學前程似錦，各位老師，工作愉快！ 

                                       6A Jacie Lee 
‘Ding dong ding dong’ the bell rang. Six years passed so quickly and 

it is the time for us to graduate. We had lots of memorable experiences with 

my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Going to the educational camp was a valuable experience. We could 

do archery and even play dodgeball! We ate together, slept together and 

had showers together. We made a good friendship and stayed in the 

campsite like a family for three whole days! We learnt to enjoy teamwork. 

Cheering for our friends on Sports Day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We thought we were going to lose at first but due to the efforts that we put 

in, finally we got an award. We learnt that teamwork is very precious. We 

should treasure our time when we stay together. 

Thank you teachers for your patience and kindness. You taught us 

from wrong to right. You taught us to care for others and to respect others. 

We used to be irresponsible and careless but we improved a lot by your 

guidance. We won’t forget what you have taught us. It will always be kept 

in our heart. 

Thank you parents, for your love and encouragement. You taught us 

how to be independent and to solve problems. We used to be rude but you 

taught us to be polite. We learnt a lot from you and we will apply it in our 

daily lives. 

Thank you my dear friends, for your support and help. You cheer me 

up whenever I am upset. You play with me whenever I feel lonely. You 

don’t blame me when I do something wrong, you help me whenever I am 

stuck in a problem. You are my friends and will be my best friends forever! 

We had a fantastic school life in TPOMPSPC. I hope we will keep in 

touch and never forget each other in the future. I will miss you, 

TPOMPSPC! 

畢業感言                                  6B 高文曦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這充滿着快樂回憶的小學生涯快

將結束，我心中也有諸多的不捨和依戀。 

難忘學校的一草一木，和同學一張張笑臉，以及老師親切的笑容。

學校的綠田園、游泳館、籃球場……都留下了我們的歡聲笑語。 

每日當我一踏進校園，我就會感受到強烈的親切感，因為「禮貌

大使」會站在學校門口，與同學熱情地打招呼，讓同學們在新的一天，

充滿着朝氣和正能量。 

最後，我衷心感謝「舊墟寶湖」的每一位老師、職員和各位同學。

我們即將踏入人生另一個階段，祝各位同學鵬程萬里，同時也祝各位

老師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畢業感言                                6B 黎百刂宬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這句說話終於要用在我的身上了，數數日

子，快要和我的母校說再見了，我的確不捨。 

回想第一天上小學的時候，我甚麼都不曉得，沒有一位老師和朋

友是認識的，連校貓(米高)都很陌生。經過六年的相處和接觸，現在我

有不少的好朋友，有我敬佩的老師。每天和他們一起相處，我覺得十

分舒適。 

此刻，離開之際，我要衷心地感謝教導我，培育我的每一位好老

師，還有跟我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好同學，我真的捨不得你們。在此，

我祝福各位老師身體健康！祝各位同學前程錦鏽！ 

畢業感言                                  6B 李偉熊 

快畢業了，我感謝各位老師，您們在我遇到問題時耐心地教導我，

悉心地栽培我。 

感謝同學在我遇到困難時，陪我一步一步地度過難關，陪着我笑，

陪着我哭。 

感謝工友姨姨和叔叔，您們在我受傷時，幫我包紮傷口，悉心照

顧我。 

感謝我的學校為我們提供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和良好的設施，令

我們能舒適地學習。 

我十分感謝所有曾幫助我、照顧我和愛護我的人，但我很快要離

開我的學校，希望所有老師和同學身體健康！鵬程萬里！ 

畢業感言                                  6B 楊美欣 

六年的同窗快要分開了，我相信同學都捨不得這間學校，更捨不

得老師及同學，與及這裏美好的回憶。 

六年來，我有很多美好回憶。學校給了我很多不同的機會，做一

些我從沒有想過的事情。老師們都對我很有信心，我不會令您們失望，

我會更加努力，做得更好。 

我要向所有老師說一聲謝謝，感謝老師為我們付出這麼多的辛

勞，用心教導我們，照顧我們、支持我們，讓我們茁壯地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