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 

校 園 創 作 集 
第七十期(二零一九年七月) 

畢業感言                                  6C 溫貝絲 

時光飛逝，瞬間我就已踏入小學的最後階段，很快就要離開陪伴

我六年的「寶湖舊墟」了！ 

回想起六年前的我，我對學校的環境，老師、同學……都感到陌

生，那時候我總覺得時間過得像蝸牛般慢。現在離別卻已近在眼前，

與老師及同學相處時間已經漸漸開始倒數，心裏實在百般不捨。 

回想起大家在這六年裏一起歷盡酸甜苦辣的事，使我深刻感受老

師的愛和同學的純真友誼。感謝老師們，對我的諄諄教誨，鼓勵和支

持，使我由一個害羞、怕事的小女孩慢慢地建立信心。感謝同學們，

在我面臨挫折時，為我加油打氣；謝謝你們這些年來所做的一切，我

會永遠銘記於心。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畢業只是代表我的小學生涯結束，並不

代表我們彼此的友誼結束。我們彼此要好好珍惜剩下和大家相處的時

間，創造更多美好的片段讓大家留下美好的回憶！ 

畢業感言                                  6A 侯日建 

時光荏苒，白駒過隙，不知不覺，我們快要離開舊墟寶湖了。握

着筆，有很多事想寫，卻又不知該如何寫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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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有太多不捨，

有太多話想對老師和同學説。首先，我要感謝校長為我們打造了一個

優質的學習環境，為我們設計一些新奇有趣的課程，讓我們擴闊眼界；

我要感謝校工姨姨、叔叔為我們服務⋯⋯最後，我要感謝我五、六年

級的班主任─—黃麗平老師。感謝您這兩年來的悉心照顧，您一次又

一次在風雨中引領我們前行；一次又一次為我們排憂解難；一次又一

次為我們累啞了嗓子，我也感謝您對我們的不離不棄，儘管我們有多

調皮，而您又生氣過無數次，可您依然守護在我們身旁。您就像隱形

的天使，在我們感到迷茫時引領我正確的方向，在我錯誤時指導我，

在我失落時安慰我。我也要感謝所有教過我的科任老師，無論是現在

教我的老師，還是曾經教過我的老師，都為我的成長付出過很多心血。 

同學們，你們還記得嗎？我們在體育課上玩得汗流浹背；我們在

考場中拼搏；我們在教室裡一起學習、思考⋯⋯學校裡留下了我們嬉

笑、打鬧的身影。謝謝你們，在我難過時逗我開心，在我失意時給我

安慰；在我開心時一起分享快樂，校園的每一個角落都有我們的歡聲

笑語⋯⋯我們真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如今，我們快要分開了，我

是多麼的不捨呀！ 

我在舊墟寶湖這個大家庭度過了開心的六年，他包容了我六年，

哺育了我六年，培養了我六年。不管日後走到哪裏，我都會以母校為

榮！ 

畢業感言                                  6B 徐梓朗 

轉眼間，六年的時光就過去了。回想過去，我們還很無知，在這

六年間，我們學會了很多知識和道理，都是校長和老師給我們的，謝

謝您們！我們的學校有很多善良的老師和友愛的同學，他們陪我渡過

了六年的學習生活。當初，我的英文能力不太好，對英文也沒有興趣，

但後來得到老師的鼓勵，我的英文能力終於得到進步了，現在我對英

文感興趣且明白到，原來只要努力，便能成功的。我很珍惜六年的時

光，去到中學便有新的老師、新的同學。但是，我對這裡的朋友和老

師都依依不捨，謝謝他們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回憶。徐校長也即將榮休

了，他為我們帶來不同特色的課程，祝願他生活愉快。最後，我要衷

心感謝六年來教導我的老師，沒有您們，就沒有現在的我，謝謝您們！ 

畢業感言                                  6E 黃昀熙 

歲月匆匆，時光飛逝，六年了，一轉眼，我便要告別母校，開始

我的新生涯。但是，我對這個「老」地方念念不忘，對所有東西也依

依不捨，每一個同學；每一個老師；每一個課室，也令我畢生難忘。 

「叮──噹──」還記得六年前的開學日，我還是一株小樹苗，

懷着非常緊張的心情踏入校園。起初，我做事還真是有點笨手笨腳，

但幸好經過師兄師姐和老師們的用心灌溉下，我終於由一株小樹苗成

為了一棵含苞待放的小花朵。 

我還要感謝一群常常默默地幫助我們的「無名英雄」──家長義

工們。他們幫助我們在午膳時開飯；幫助我們籌備各類大小型活動；

在交流團時照顧我們，他們犧牲自己的時間來照顧我們，真是偉大啊！ 

我也須要感謝我們的良師和校長，他們教導我們不僅是書本上的

知識，還有人生中的處世道理。上課時，良師們講解非常詳盡，當有

同學不明白時，便會不厭其煩地糾正他們，良師就像一本百科全書，

十分博學。我對校長和良師們感激不盡！ 

差不多一個月後，我們便會各走各路，告別母校了。但正所謂「天

下無不散之筵席」，升中學後，我定會回來母校探望老師和師弟師妹，

跟他們重聚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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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版：黃慧蘭小姐 

畢業感言                                6A 劉令詩 

時光飛逝，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涯快將結束了。回想起當初

小學一年級時，我幾經波折才能夠進入舊墟寶湖這個大家庭。六年

前的九月一日，我懷着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踏進課室，開展了多姿

多彩的校園生活。六年後的今天，我同樣懷着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

離開課室。興奮，因為可以展開新的校園生活；緊張，因為害怕中

學的校園生活跟以前完全不一樣。這種悲喜交錯、百感交集的心情

真的難以形容。 

腦海裡徘徊著六年以來的種種回憶：一年級製作涼帽，二年級

參觀動植物公園，三年級參加第一次運動會，五年級全級的台灣交

流團，六年級完成最後的考試。這些回憶將銘記於心，不會忘記。

在這六年裏，我最需要感謝的人就是師長了。老師們教會了我們許

多事情，除了上課的知識外，老師還教導我們做人的道理。這些寶

貴的人生經驗真的令我們獲益良多。 

另外，我還要感謝在這裡認識的朋友。在我開心的時候，我們

會一起分享；在我傷心的時候，他們會陪伴我，我真的感謝他們曾

跟我同甘共苦。 

經過六年的歷練，我們即將要升上中學展開新生活了，我非常

感謝這六年來老師的教誨和同學的陪伴，希望各位同學畢業後鵬程

萬里，也希望各位老師工作順利！ 

畢業感言                                6E 潘芷欣 

時光飛逝，轉眼間，六年過去。驀然回首，才發現原來我已經

在這裏待了六年。六年，說長也不長，說短也不短。初來的時候，

我確實不太喜歡這裏，滿滿的作業，小測考試，令我非常煩厭，可

是這些日積月累的學習，豐富了我的知識，此刻，我只知道要感謝

這些訓練。曾經我也認為，畢業沒什麼可怕，只不過是說再見，又

有什麼好悲傷。可是我終究還是捨不得了。還記得六年前，我們誰

也不認識誰，六年以後，我們彼此都是好朋友。看着那些熟悉的「家

人」，耳邊便響起了老師的訓話聲，同學間的歡笑聲，下課的音樂鈴

聲──叮叮。學校帶給我的，不單是教學內容，最珍貴的是許多許

多的回憶。不同的科目老師，以不同的科目，為我帶來不同的學習

體驗。這麼多年來他們教會我的不單是課文內容，還有許多人生道

理。 

每一個早上，回到學校最快樂的事是見到老師和同學開心地向

着我笑。不得不說，那確實是我每天回校的一大樂趣。六年來，我

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五年級和六年級的時候。五年級的台灣交流

團，讓我對同學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交流團不單讓我學到了環保保

育的知識，最重要的還是加深了我們的友誼。六年級的教育營對我

來說是非常美好的經驗，可能是因為知道自己即將要畢業，希望能

製造更多深刻的回憶。還記得第一天我們製作羅馬炮架，因為我們

彼此信任，所以很快已完成，並可以開始用汽球打向目標。我們參

加了小學生涯中的唯一一次，亦是最後一次的天才表演。我們組的

表演節目是唱歌，記得我們還未去教育營前，已經用了多天去練習。

到了教育營後，我們更多次在宿舍房間內練習，為我們的天才表演

作好最佳準備，雖然最終表演結果不太理想，但我們仍很滿意，因

為我們已經盡了力，算是為我們的畢業寫下一個完美的句號。完成

了這次教育營，我的小學生涯也差不多結束了。 

現在回想起來，雖然這六年在學校的成績不算太好，功課不算

太理想，不過我並不後悔，因為在這六年裏，我和同學、老師們製

造了不少的回憶。謝謝你們為我帶來這麼美好的回憶。希望多年之

後，我們再一次回想這段經歷，想起的依然是美好和快樂的經驗。 

畢業感言                                6E 楊一情 

時光流逝，日月如梭，我們要踏出這個陪伴了我們六年的校園

了，可是我們永遠也屬於這個大家庭的。 

校園每一個角落也盛載着同學從一年級至六年級的回憶，和各

位同學經歷過的事情還歷歷在目。在這一千多個日子中，我們面對

過困難，但是只要有你們倍伴着我，心裏又會變得自信滿滿、無所

畏懼。我們同心協力沖破各種難關，甚至獲得無數榮譽。我們的感

情十分濃厚，相信我們的心永遠也會緊扣着…… 

除此以外，老師亦是我們家庭不可缺少的恩人。他們不辭勞苦

地培育了我們六年，為我們費了多少心血、多少努力啊！儘管老師

會苦口婆心地提醒我，但是他們對我們的愛亳無減少，真令我們又

敬又愛呢！我們這一顆顆被他們悉心栽種的種子非常感激你們！ 

母校不但給予我們很多機會去發光發亮，而且培養了我們各種

正確的價值觀。不管我們升往哪所中學，我們的根也在這裏的。 



 

 

 

 

 

 

 

 

 

 

 

 

 

 

 

 

 

 

 

 

 

 

 

 

 

 

 

 

 

 

 

 

 

 

 

 

 

 

 

 

 

 

 

 

 

 

 

 

 

 

 

 

  

 

 

 

 

 

 

 

 

 

畢業感言                                6A 何諾晴 

轉眼間，六年的時光匆匆流逝，再過幾個星期，我們就將離開

母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離開我們熟悉的班級，熟

悉的教室，熟悉的老師和同學。 

在這個班級裏，我留下了歡樂與悲傷，留下了歡笑與淚水。但

這一切，在我離開母校之後，都會成為美好的記憶。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校長和老師，這六年來，您們付出了許多

精力和汗水，為的就是將我們培養成出色的人才，現在，我們即將

離開他們，這句「感謝」，我不能不説；其次，我要感謝我的朋友

們，在這幾年來，我們無話不談，形影不離，他們總是在我需要的

時候，給我安慰，給我鼓勵；最後，我要感謝我的歷屆同桌，他們

在和我同桌的日子裡幫助我，照顧我，讓我感受到同學間互助互勉

的溫暖。 

升上中學以後，我也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舊墟寶湖人，我會因

此而感到十分自豪。六年的時間，既不多，也不少。同學們都彼此

希望時間能夠停止，不再向前流動，然而時間卻如流水般地從我們

指縫間流去，當我們發覺想要去抓住它時，它已經消隱無蹤。 

「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放學，一轉眼，便要告別校園……」在

小學生涯中，我擁有很多美好的回憶，但現在是時候畫上完美的句

號，揭開新的一頁，向中學勇往直前。在此，我也祝福各位同學鵬

程萬里，大家都擁有一個美好的前途。 

畢業感言                                  6E 程瀚 

時光飛逝，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涯即將過去了。我連一年級

的經歷還記憶猶新，歷歷在目。當年懵懂無知的我，覺得畢業是遙

不可及的，但現在我就要離開這個如家般溫暖的母校了，心情百感

交集。 

看着班裡壁報板上的照片，情不自禁地勾起所有回憶，一幕幕

如電影般在腦海中重播。這六年來，我過得充實又精采，學校到處

充滿著我們的點點滴滴，歡顏笑語。同學們形影不離，無所不談……

謝謝你們──我的同學，陪伴我度過了六年的美好時光。 

感謝校長和老師們的悉心栽培，用心灌溉，令我們這些小樹苗

茁壯成長。感謝校工姨姨、叔叔為我們服務，維護這舒適溫暖的大

家庭。另外，我要特別感謝班主任王老師，是您幽默風趣的教學，

令我可以輕鬆度過最緊張的兩年，開心地學習。是您令我認識到態

度的重要性和為人處事的道理。在未來的日子裡，我會懷著感恩的

心，努力學習，不會忘記舊墟寶湖的精神，做一個優秀的「舊墟寶

湖人」。 

最後，祝願母校蓬勃發展，老師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同學們

前程似錦，永遠快樂。 

畢業感言                                6E 張凱盈 

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放學，一轉眼，卻要告別校園，告別老師，

告別同學。這校園、這班房、這走廊、這禮堂……每一處都充滿了

這六年的回憶。 

前幾天的放學，媽媽有事遲來接我，望着空空無人的操場，我

的淚水差點要滴下，因為我想起了一年級時的體育課。老師給我們

介紹各種運動的規則，又給我們機會，嘗試各式各樣的運動，就如

籃球、羽毛球、足球等，但當時並不是每項運動我也喜歡，就像跑

步，我認為跑步既不好表現，又費體力，最重要的是每次跑步都要

跟別人比拼，令我賽跑之前都忐忑不安，害怕會輸。 

記得在三年級的其中一次體育課，又是我最討厭的跑步了，但

我還是盡力地跑，結果跑到了全班第一，更比男孩子快，老師十分

驚訝，他便邀請我加入田徑隊。我當時擔心自己應付不來，便拒絕

了，但在老師的鼓勵和支持下，我決定加入田徑隊。 

田徑隊操練時十分辛苦，但我堅持不懈，繼續努力訓練。老師

更帶我和一班田徑隊參加比賽，我更獲得佳績，老師和同學都讚賞

我，不但使我增加對田徑的熱情，更增強了自信心。 

現在好動，很喜歡跑步的我，就是由老師鼓勵和同學支持下培

育出來的，有這樣的成果，除了是我自己的付出，更重要的是老師

發掘了我的運動細胞。 

此後，每次體育課，無論甚麼活動，我都十分享受。感謝老師，

感謝同學，更感謝這個操場，真不捨得離開這留下六年回憶的地方。 

所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更好的老師，更好的同學，更好的

校園，總有一天要分離。我們要珍惜現在，幾個月後，努力往下一

個里程碑進發。 

 

畢業感言                                6D 王奕文 

時光飛逝，一轉眼，六年的小學生活就要畫上句號了，從陌生

到熟悉，無知到伶俐，我們馬上就要畢業了！ 

想起，一年級的時候，我還天真的以為要到六年級還要很多年。

可是時間在我不知不覺中，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就突然升讀六

年級了。我仔細地回憶剛步入校門時的緊張和陌生感，都被興奮和

溫暖沖刷得一乾二淨。我還隱約記得剛剛加入這個大家庭的時候，

我十分害羞，不過我們很快就打成一片了。老師還說我和誰都玩得

來呢！我覺得同學都十分友善，不管對方是誰都能融洽相處，就像

任性的我也能結交不少知心好友。 

其實我以前的數學成績十分差，基本都是六十多分，總是覺得

學習數學令我感到很不容易。但自從上五年級後，我慢慢地開始發

現我能理解老師教的數學公式了，因為我覺得何老師的教學速度剛

剛好。還有周老師、曾老師、區老師、溫老師和胡老師，是你們努

力地教導我們，我各科成績都進步了。 

正所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一定會經常回來探望這個「家」

的，我們馬上就要離開這裏，去到另一個「大家庭」裏了，我永遠

也不會忘記我在這裏的美好回憶。 



 

 

 

 

 

 

 

 

 

 

 

 

 

 

 

 

 

 

  

 

 

 

 

 

 

 

 

 

 

 

  

 

 

 

 

 

 

 

 

 

 

 

 

 

 

 

 

 

 

 

 

 

 

  

  

畢業感言                                6A 余采誼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六年的小學成長和學習就是這樣迅速地

步入尾聲。這六年來，我們擁有很多快樂和美好的回憶；慢慢地，

一塊塊的生活碎片被合併成一段難以忘懷的剪影。 

回想起一年級時那天真爛漫的我牽著父母的手，一拐一拐地踏

進校園。對於充滿未知的世界感到既緊張又興奮。就此，我們便與

母校展開了一段愉快的時光，由初次見面時的陌生，慢慢轉變成互

相鼓勵及無所不談的同學，就算我們將會各自去到另一個起點努力

進發，但我相信終有一天，我們一定會回到相遇的起點再次團聚。 

在這六年裏，每一間教室、每一個地方、甚至每一個角落，都

記錄着老師和我們的身影，這些影像經常在我的腦海中徘徊。我們

經歷了十八次考試，以及無數的課堂，我十分感激眾多不辭勞苦、

諄諄教誨的老師，培育我們成材，老師的每一句說話、每一個教誨，

都在我心中留下重重印記，當我們迷惘、失意的時候，老師們就像

是海裏的燈塔一樣，令我不會迷失方向，引領我從失意中走向光

明，雖然我們將要與母校離別，但離別不等於結束，我將會銘記老

師們的教誨和期望，去開始人生另一階段的新一頁，努力發揮所

長，做一個才德兼備的人，將來回饋母校。 

再見了！我的母校。 

畢業感言                                6A 鄭浚翹 

六年的時光如流水般飛逝，我很快就要告別這所陪着我成長的

校園了。小時候的我認為畢業是遙不可及的事，很想時間可以過得

快一點，如今，我快要畢業了，卻想時間過得慢些，因為我對老師、

同學和校園都感到依依不捨…… 

回想起校長和老師對我們的指導和照顧，我十分感恩。舊墟寶

湖為我帶來了很多的第一次，那些全都是令我成長的踏腳石，令我

變得更加獨立。例如每一年的秋季旅行、課統周，直至五年級才開

始參與的上海交流團、台灣交流團、新西蘭交流團，還有六年級的

教育營。在這些活動中，我學會了獨立、善用時間、理財。尤其是

新西蘭交流團，我第一次衝出亞洲，第一次住在寄宿家庭，這次交

流團令我更了解當地文化，而與寄宿家庭居住更讓我有機會與不同

國家的人相處。我十分感激學校為我帶來這些難得的機會。這些回

憶永遠烙印在我的腦海中，為我六年的小學生涯畫上一個完美的句

號。 

今年是很特別的一年，除了我們畢業外，還有我們的徐校長也

「畢業」了！預祝徐校長好好享受多姿多彩的退休生活，感謝老師

對我們這六年來悉心的栽培和教導，除了書本上的知識，老師還教

導我們人生的大道理，令我茁壯成長。 

我們快將告別校園了。雖然我即將踏上人生另一階段，但我心

中永遠感謝校長、老師和同學們的幫助。相識是一種緣份，我們要

好好珍惜這段關係。祝同學們大好前程，鵬程萬里！ 

畢業感言                                6D 謝滿婷 

時光飛逝，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活快要畫上句號了，從陌生

到熟悉，無知到伶俐，我們快要畢業了！ 

想起從前，我就讀一年級的時候，對學校的一切都不熟悉，但

是老師和學姐們的照顧和教導之下，我開始慢慢地熟悉這校園的生

活，我結交了很多新的朋友，也熟悉了學校裏的設施。 

很快，我們已經成了校內最「年長」的學生，我們要經歷了很

多東西。例如呈分試和面試等等各種不同的因難，不過老師都會在

旁邊鼓勵我們。 

在這兩年，我要感謝我們的班主任──何老師，她總是在我們

需要幫助的時候幫助我們。也經常會說一些人生大道理。我一定會

銘記在心。真的非常感謝您。我也要感謝我的同學，朋友，總是幫

助我，謝謝。 

即將離開這所學校了，真的十分不捨，但「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會再次相見。 

畢業感言                                6D 鍾欣澄 

二零一九年是豬年，對我來說是很特別的一年，是我在這個世

界上經歷的第二個豬年。時間流逝，一轉眼當我過生日時，我已經

是十二歲了，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長這麼大了。回首成長歲月，

冬去秋來，花開花落，陪伴我一起度過，為我遮風擋雨的，除了父

母，便是舊墟寶湖的師長和夥伴。 

轉眼間，我便要告別母校，迎接中學的生活，感恩在舊墟寶湖

與大家相遇。六年時光雖然短暫，回頭看看，有曲折，但更多的是

平坦，一起點滴成長，沿途處處風光，成為彼此的深刻回憶。離別

時刻，除了不捨，更多的是感恩……我要感謝舊墟寶湖敬愛的老師，

給我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引領，為們奠下堅實的學習基礎；我要感謝

親愛的同學，陪伴我走過美好的童年歲月。 

離別在即，身為舊墟寶湖人，面對新的階段，新的挑戰，我們

一定會秉承校訓「謙、慎、誠、敏」，成為謹言慎行，謙恭有禮的人，

不會辜負師長的期望。 

最後祝願母校譽日隆，各位舊墟寶湖人前程似錦，在各自的道

路上繼續前行，一路繁花，清香滿溢。 



 

 

 

 

 

 

 

  

畢業感言                                6E 黎曉慧 

這六年，如白駒過隙，想到六年的小學生涯即將結束，感到百

感交集，對母校的不捨，同時又嚮往中學的新生活。看着陪伴了我

們六年的母校，勾起了我很多珍貴的回憶。 

在一年級時，我還是一個傻乎乎的孩子，還不知道小學的規矩。

是老師用心教導我們，讓我們很快適應小學的生活，很快和同學們

打成一片。在您們的循循善誘下，我們不僅學會課本上的知識，還

學會了做人的道理。在我們做錯事時，您們會立刻糾正我們。您們

燃燒了自己，燃亮了我們，成就了無數個學生的將來。 

還有我的同學，一起經歷了很多高峰和低谷，開心時，你們會

陪我一起笑；傷心時，你們會安慰我，這些所有經歷都會成為我們

美好的回憶。 

雖然很快就要離開母校的懷抱了，但我們一直以來累積深厚的

關係卻不會因此而熄滅，而我們更加不會忘記以前每一點、每一滴

的美好回憶。 

畢業感言                                6C 張景朗 

從前第一天踏入學校的時候，我非常緊張，但才發現原來學校

是多麼有趣。如今，我們快要畢業了，我既對母校依依不捨，又對

新的開始感興趣，真是百感交集。 

六年以來，我們曾有一些難忘的回憶，例如：和朋友一起去台

灣，一起去教育營、調皮時給老師責罰、在學校受傷，還有很多很

多……都是難以忘記。 

我還要感謝這六年教過我的老師，他們教我各樣的知識，令我

日漸進步。 

如今，我們要畢業，我們要和我們的好朋友離別，往下一站繼

續進發。我要感謝教了我們六年的老師、和我每天一起的同學，雖

然我們要和同學升上不同的中學。但我們都有深厚的友誼。再一次，

老師，謝謝您。 

畢業感言                                6B 謝子琳 

時光飛逝，六年的小學生涯即將過去了，我們即將要離開母校，

告別我們的老師和同學。 

在這所學校裏，我們留下了不少快樂的足跡，但隨着時間的流

逝，這一切都變成了回憶。在六年來，學校對我們悉心栽培，各位

老師都對我們付出了不少辛酸和汗水，對我們無微不至的照顧，陪

我們走過重重難關。 

當我走過校園的每一角落，那一刻，與同學的相處畫面依然浮

現在眼前，同學們在課室談天說笑，在籃球場一起玩耍……這些都

變成了美好的回憶。 

時間就好像流水般一去不復返，時間仍一分一秒地過去，此時

此刻，心中仍然依依不捨，不捨身邊的老師和同學，我們要好好珍

惜彼此的友情和同學相處的時光。 

畢業感言                                6E 鄒盟定 

一天一天的我看着窗外的木棉樹，一眨眼，不知不覺間便要告

別母校了。六年來，我都在窗邊看着窗外的木棉樹，直到現在…… 

校園裏有很多不同的角落，最令我深刻的就是那棵最接近二號

梯的木棉樹。我也是一棵木棉樹，從一年級時的幼苗逐漸成長為健

康又成熟的木棉樹。還記得一年級時，我呆呆地看着那棵嬌小的木

棉幼苗；但到六年級時卻感慨地看着成熟的木棉樹，彷彿它也明白

我的心情一般…… 

木棉樹這一角也盛載着我不少難忘的回憶，記得有一次我和同

學一起到圖書館借書後，再一起坐在木棉樹下的灰桌子專心致志地

閱讀。讀到一半，我突然抬頭，看着強壯的木棉樹上竟飄下一朵花

來，鮮豔奪目。在木棉樹下看書，真的是另有一般滋味呢！ 

一棵木棉樹從幼苗成長到大樹，必定需要雨水的滋潤和陽光的

扶持。老師們就是雨水，把做人道理和知識傳給我們，我的父母就

是陽光，當我遇到挫折時，他們就會扶持我，教導我，令我成長得

更好。就這樣，一棵幼苗長成了小樹，卻又要離開這地方，踏入人

生的另外一個階段了。 

一棵幼苗成熟後當然不想離開舊地方，因為它在那裡已經有了

根基，習慣了那裏的生活。可是如果想變得更強壯，就必須接受新

挑戰，來到新的地方再生長，接受更刻苦的環境來學習。不知不覺

地，我快將畢業了，我十分依依不捨，並希望在這裏跟師長道謝一

聲：「感謝您們！」我希望這棵木棉樹能繼續健康成長，迎接更多的

挑戰。 

畢業感言                                6C 朱浩民 

小學的時光匆匆離我而去，我們即將道別這熟悉的母校，親密

的班房，熱心的老師和要好的朋友…… 

時光流逝，再過幾個月，我們就要離開這裡了，不過，也許這

也是「童年的句號」。 

在小學生涯裡，我真的學了很多，不慬學到學科的知識，還學

到了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人生道理。初入這所校園，對什麼都非常

陌生和好奇，但經歷了各種辛酸、汗水、苦澀和磨練，最後都能成

功。 

感謝班主任，感謝老師們，感謝我的同桌……感謝你們，再見

了，期待再見你們。 



 

 畢業感言                                6B 石詠瑜 

不知不覺，離開母校的日子越來越近，我心情也越來越複雜，

內心充滿期望、興奮、不捨……我真希望這世界可以有時光機…… 

我很喜歡校園的每一個角落，因為每一個角落也有屬於我們不

同的回憶，例如，在籃球場上有我和朋友一起打球的回憶，在游泳

池第一次上課……每一幕的片段還不斷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我也非常喜歡校園內非常重要的人物──老師，老師們是非常

重要的，老師教導了我們很多事情。他們教會我很多人生道理，成

績不是最重要，品德才是重要的。老師也對我們很好，當我們表現

好時，會得到他們的讚賞；當我們遇到困難時，老師也會與我們一

起克服。 

快要離開母校了，我希望日後有時間可以回來探望老師們，日

後，我會謹記老師們的教導。 

畢業感言                                6E 馮皓晴 

一晃眼，六年的光陰巳經過去了。六年前剛踏入校園的一刻，

至今歷歷在目。我從一個內向、不愛說話的小孩蛻變成一個外向、

自信的青年人。我能有這樣的變化，全都要歸功於校長、父母、老

師和身邊的同窗。轉眼小學生涯已經進入倒數階段了，校長、老師

對我的關懷、摯友對我的情誼都在我的腦海縈繞。 

我該由哪裡開始回顧我的小學生涯？就由每一個早上開始吧！

清晨踏進校園，和藹的徐校長總會笑臉迎人跟同學說早安。「校長，

早晨！」「皓青、皓昕，早晨！」日理萬機的校長能親切地喚出眾多

學生的名字，讓我們實實在在感受到自己是學校的一份子。走進班

房開始班主任課，個子不高的他總會有意無意編一些笑話，讓我們

保持輕鬆愉快的心情。負責英文課的他還喜歡在我們全對的作業裏

寫上＂A +++＂，＂Very Good＂、＂Excellent＂常常掛在嘴邊。到了

中文課，溫柔的她總會在課堂裏分享與課文有關的個人經驗，也會

仔細地批改我們的作文和聆聽我們的心聲。輪到數學課了，細心的

他事事親力親為，當我們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總是樂意解答。負

責常識科的他又是我們的副班主任，在批改我們的作業時，總不厭

其煩地親手畫上與課題有關的圖畫以作鼓勵(你可知他也是我們的

視藝科的老師呢！)，以增添我們的學習樂趣。現在回想起來，真的

是點點滴滴在心頭。 

除了良師，感恩我還遇上很多益友，我們同甘同苦，留下不少

美好回憶。我們一起籌劃老人探訪的表演、課統周的義賣活動、五

年級台灣交流的報告和六年級的音樂劇等等，當中我們同心協力，

不計較彼此付出多少，只要各展所長。感謝老師給予我們發揮的空

間，使我們學習群策群力。這些書本以外的活動，不但豐富了我們

的學習經驗，更建立了我們的情誼。 

要離開舊墟寶湖這個避風塘，面對着茫茫前路，我既是期待，

又是擔憂。我知道這條路將會多采多姿，可是又會充滿挑戰。我將

會以老師授給我的裝備，好好運用來解決困難。我衷心感謝老師們，

因為他們為了我們付出了許多心血。我長大後一定會好好回饋社

會，不辜負老師對我的教導！ 

畢業感言                                6D 胡慶誠 

「時光飛逝，日月如梭」轉眼間，我快要小學畢業，過新的中

學生活。 

回想起當初我還是一個呆呆的小孩，由幼稚園走進小學，踏進

了另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對所有人、所有事都陌生，所以感到驚

惶和擔心，幸好那時有同學陪伴我，我才漸漸熟悉周邊的人和事。 

時光流逝，我已成為小學中的「大哥哥」，在這裏我曾經面對過

考試、測驗、默書、升中困難等。在老師悉心的教導下，我過了一

關又一關，頓時覺得自己長大了許多。 

我不會忘記老師教授課本上的知識，也不會忘記老師教我們的

課外知識，更不會忘記老師常常告訴我們的人生道理……這一所我

滿載回憶的學校，儘管我不想離開，但我也知道要去新的學校，適

應新的生活。雖然我要離開，但「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他日我有時

間，我一定會回母校探望你們。 

畢業感言                                6A 徐啓邦 

時間匆匆流逝，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活快要完結了。在這六

年來，我經歷了許多成功和挫折，也度過了許多快樂的時光，在我

離開母校後，這些片段都會成為我人生中美好的回憶。 

我衷心感謝老師們悉心的教導，使我有了扎實的基礎，讓我將

來可以應付更重大的挑戰。同時，我也要感謝我的朋友們，六年來，

我們無所不談，形影不離，他們總是在我有需要的時候給我安慰，

給我鼓勵。現在我要畢業了⋯⋯再見了，恩師；再見了，朋友們；

再見了，我的校園⋯⋯但「天下無不散之筵席」，現在的分離是為

了他日更好的相遇，我們一起期待更好的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