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 ) 

校 園 創 作 集 
第七十一期(二零二零年七月) 

畢業感言                                  6D 凌浚軒 

轉眼間，六年過去了，我也即將畢業。 

想起一年級時，因為跟同學們互不認識，對小學的老師也不熟悉，

所以剛入學的我認為老師有點兇，感覺十分陌生。然而，在老師的照

顧之下，我開始享受每天的校園生活，也開始認識新朋友，開始多姿

多彩的學習經歷。 

隨著時光流逝，我們這一班學生就變成校內年紀最長的學生。而

在這六年間，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年級陸運會，因為我和家人參加

了親子接力比賽，為最後一年的小學生涯留下了最美的回憶。 

感謝老師對我的教導，你們所教的，我都會銘記於心。我會在升

上中學後不斷努力，回饋社會。同時，我亦非常感謝同學和朋友們六

年來跟我和諧相處、互相幫助，共建一段又一段美好的友誼。 

將要離開這所小學的我，心中萬分不捨，但深信總有一天，我們

定會重逢。 

畢業感言                                  6D 嚴靖彤 

「時光荏苒，日月如梭」六年的小學生涯匆匆的過去了。回頭一

看，六年來的回憶突然湧現出來，這些回憶就像顏料一般，在我的人

生路上一點一滴地添加…… 

回想一年級初進校園，對於我這個當時仍是「小朋友」的人來說，

是一件非常陌生而好奇的事。還記得初次跟老師打招呼、初次欠交功

課、初次與新認識的同學玩耍……人生中很多的「初次」都在這所學

校發生。 

這六年來，恩師的教導仍然在心中，每一字每一句都緊緊牢記。

可能有人會覺得，老師只是一位曾在你生命中出現的「過客」，但他們

背後付出的努力和血汗，你又知道嗎？ 

這條小學之路，就像一場夢，這個夢境五彩繽紛，讓我學會了很

多東西，增添了很多難忘的經歷。「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但我深信現

在的分離是短暫，他日我們定會重逢。 

畢業感言                                  6D 許汶希 

眨眼間，我六年的小學生涯，就這樣完結了。 

回想一年級的我在踏入校門時，我的心跳得很快。走進班房，看

見了很多陌生的面孔，令我既好奇又緊張。 

在升讀四年級的時候，我認識了一位特別要好的同學，放學後我

們一起去補習，那時候的我經常想：如果我們可以一直這樣的話，那

就好了。然而在學期末收到成績單，我們不能繼續同班，心裡感到很

可惜，慶幸直至現在我們的關係仍然是沒有改變，十分要好。 

在五至六年級中，我最深刻的事情是我們五年級一起去台灣進行

文化交流，我們在那裏一起學到很多新奇有趣的事物。離開台灣時，

我的心雖有萬分不捨，但更感謝老師為我們造就這交流的機會。 

最後，我十分感激所有老師對我們的悉心教導，教會我們各種人

生的道理和待人處事的態度。如果可以的話，我真的希望可以繼續留

下來。我一定會把這六年來的回憶一直記在心中。 

畢業感言                                  6D 張智傑 

轉眼間，不知不覺已經在校園度過了六年，我們也即將畢業。 

回頭一看，好像才剛入學，那時我對校園還不太熟悉。我以為小

學的老師會很兇，過了一段時間，才漸漸發現過去的想法跟事實不符。

這三年， 我認識了很多好朋友，包括我的好友——吳天豪，他們陪伴

我走過這六年的時光。 

這六年，我們經歷了大大小小的事，老師的教導猶在耳邊，恩師

的每一句話，我都銘記心中。 

再見，老師；再見，朋友們；再見，我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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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更多美好的友誼。 

顧 問：葉億兆校長 

編 輯：嚴穎斌主任、謝穎菻副主任 

編修、校稿：謝穎菻副主任、李婉婷副主任、李俊汶副主任 

排 版：黎頌晞老師 

畢業感言                                6D 賴知娸 

莊子說：「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光陰荏

苒，日月如梭，六年的小學生活猶如沙漏一樣迅速地步入尾聲…… 

六年的成長，讓我經歷快樂與悲傷，為我留下了很多回憶，它

們猶如一塊塊碎片，慢慢地在腦海中拼湊起來。 

回想當年，一年級開學時，我對這個陌生的校園充滿期待，期

待著有誰會和我做朋友？期待校園生活是怎樣的？期待著去游泳

池，期待著到操場上玩耍……在往後的每一年裏，我都期待與新的

老師和同學一起上課。 

一轉眼，六年匆匆地過去了，我們快要離開小學，升上初中。

心中有太多的不捨，但卻似不夠時間表達。再見了，我的母校；再

見了，我的老師；再見了，我的同學。「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即使

此刻將要離開母校，但將來我們一定會再相見的！ 

相遇相聚是情的開始，相分相離卻不是情的結束，同校六年的

共同奮鬥，凝聚著無數美好的瞬間，都被載入我們青春的記憶裏。 

但願美好的記憶，不要從歲月匆匆地走過，讓它永駐我們的心

中！ 

畢業感言                                6A 蘇卓眉 

同窗六載，六年的時光就如流星般繁華易逝。驀然回首，六年

前的我，懷著一顆憧憬的心踏入這所陌生的校園。老師諄諄教誨，

同學之間的互勵互勉，讓彼此熟悉了這個歡樂的校園，建立了深厚

的情誼。 

在這六年的小學生涯中，我們實在是獲益良多。感激老師在課

堂內外循循善誘，鼓勵我們積極探索。老師亦願意犧牲自己的休息

時間來解答我們的問題，只為使我們能有更透徹的理解。在停課期

間，老師更為我們悉心準備了許多教學影片，讓我們能在家中繼續

學習，使我知道「停課不等於停學」。「一日為師，終身為師。」老

師引領著我們前行，我們永遠牢記你們的付出。 

回首過去六年，同學既是我們的良性競爭者，亦是我們最好的

同伴。在學習時，互相扶持，協心戮力地幫助彼此跨過一個又一個

難關；在閑暇時，一起遊戲，一起成長，一起走過這六年。美好的

回憶多不勝數，有欣喜的，有傷心的。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分擔，

一起發奮。這些支持和關懷成為了每個人心中真摰以及難以忘懷的

美好回憶。 

琅琅的讀書聲，嚴肅的教誨聲，悅耳的音樂聲，校園裏的一花

一草、一樹一木，每一個角落，我都刻骨銘記。母校見証著我們的

成長，夾著笑聲與淚水。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這個溫暖的校園。 

古語有云；「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雖然我們即將要收拾行李，

帶走夢想，帶走青澀，各奔東西。但我們會銘記母校的校訓，做到

「今日我以舊墟為榮，他日舊墟以我為傲！」繼續發揮自己的才能，

在台上發光發亮，並譜寫自己的劇本。 

Graduation Speech                  6 D  Natalie Yim 

‘Time moves slowly, but passes quickly’- by Alice Walker. In 

the blink of an eye, six years have already passed. During these six 

years, we have grown up, made a lot of friends and our knowledge 

has grown tremendously.  

I vividly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walked into my classroom. 

There were a lot of new classmates I did not know. I faced a lot of new 

challenges in my life with great courage; to meet new classmates and 

get used to the new environment. Luckily the teachers were nice so I 

was not afraid. They taught us with a lot of care too. 

Without the patience and love from my teachers, I would not 

have become a better me. Their care and great enthusiasm made me 

overcome every obstacle through the years.  

After all these years, I still remember what the teachers have 

taught me. Educa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which you can use 

to change the world – by Nelson Mandela. Thank you TPOMPSPC! 



 

 

 

 

 

 

 

 

 

 

 

 

 

 

 

 

 

 

 

 

 

 

 

 

 

 

 

 

 

 

 

 

 

 

 

 

 

 

 

 

 

 

 

 

 

 

 

 

 

 

 

 

 

  

 

 

 

 

 

 

畢業感言                                6C 林頌羲 

轉眼間，六年快過了，我也即將畢業。 

回首一看，剛入學的我與同學完全不認識，當時我還以為小學

的老師是很嚴格，又認為功課會很多，心情很是戰戰兢兢。然而，

在老師的照顧和教導之下，我們慢慢熟悉這裏的校園生活。我認識

不同的朋友，認識校園的歷史，體驗小學生活的樂趣。 

隨着時間的流逝，我們這群學生將成了全校最高年級的哥哥姐

姐，努力面對呈分試、中學面試及各種不同的挑戰。感謝老師們對

我們悉心的教導，帶我們走過各種難關，告訴我們人生道理，培育

我們有良好的學習態度。這些事我都會銘記於心，不會忘記。 

走進我們的課室，慢慢走到我的座位，耀眼的陽光從窗外灑進

來，照射在同學的身上。剎那間，我和同學的美好回憶突然湧上心

頭。同學們在校園裏談天說地，一起玩耍，一起做功課，一起被教

訓，一起玩「真心話大冒險」的景象，也是歷歷在目。我走到課室

裏的不同角落，回想起我和同學的對話，忽然感到百感交集。回憶

以往快樂的時光，眼眶裏充滿了淚水，默默地流下來。 

感謝老師對我的教導，你們所教導的，我會銘記心中。上中學

後，我會不斷努力，運用小學的知識更上一層樓。謝謝各位老師和

同學在這六年來的幫助。謝謝葉校長給我們很多機會，嘗試不同的

事物。 

分離在即，萬分不捨。「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將來的某天，我

們定會重逢。 

Graduation Speech               6 D Jayden Leung 

Thank you teachers for teaching me during my six years at 

TPOMPSPC. I’ve had a long journey since P1 but the journey ends 

now I’m in P6. During this time, I have done so many things that I 

can’t keep count. I don’t want to leave TPOMPSPC. Good and bad 

things happened along the way. I’m lucky that I have many good 

teachers and friends to share with. 

At school, each year, I met different students and teachers. Most 

of them are nice.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hat other schools don’t 

have such as swimming pool, STEAM room and solar pad. I think 

my school is the best. 

I want to thank all my teachers for teaching me and also my 

caring friends. I hope all the graduates can get into great secondary 

schools. 

 

Graduation Speech                    6 D Mary Lee  

Time flew by so fast! It felt like yesterday I was in the first 

grade. But now I am about to graduate this year.  

I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that I stepped into the school. I was so 

nervous, I had so many questions to ask the teachers, but I slowly got 

used to the new place.  

Six years later, I am graduating. I’d like to thank all of my 

teachers and friends for encouraging me to try new things. I am so 

thankful to be in this school, I met new friends and great teachers, I 

have learned so much from them. They are so caring and thoughtful. 

They helped me with my homework! I will miss them so much. 

 

畢業感言                               6A 黃欣賢 

鳳凰花又開，一眨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活即將畫上句號。驀然

回首，實有難捨之感。 

六年前，一個懵懵懂懂的小女孩踏進了舊墟寶湖這個大家庭。

在這溫暖的校園裏，感謝校長和老師們的悉心栽培，用心灌溉，讓

我這個「醜小鴨」脫胎換骨，能獨當一面，在舞台上發光發亮。 

感謝相伴六年的同窗，我們無所不談，形影不離。走廊裡，都

是我們的歡聲笑語；操場上，盡是我們揮灑的汗水；教室裡，響徹

的是我們高談闊論的聲音……六年的笑聲與淚水、六年春秋的故

事，捨不得同班同學，捨不得誨人不倦的老師，捨不得這個有著我

們美好回憶的校園。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花開花落總無情。再見了，我的母校！

再見了，我的恩師！我堅信，今天的分離，必定是他日更好的相遇。 

Graduation Speech                    6 D Sylvie Kan  

Time goes by so fast. I am already in the sixth grade. This year 

is my last year at this school. I will miss this amazing place and I 

want to thank some of the people in this school. 

I want to thank all the teachers who taught me before. They all 

taught me so much. When I first came to school, I was scared, but the 

teachers always encouraged me to try things like doing activities 

and joining events. 

I also want to thank the school for having lots of events and 

facilities and my classmates for being my friends. 

I hope I can go to a great middle school like this primary school. I 

will cherish all my memories from the first grade to the sixth grade. 

Thank you my school. 

 



 

 

 

 

 

 

 

 

 

 

 

 

 

 

 

 

 

 

 

 

 

  

 

 

 

 

 

 

 

 

 

 

 

  

 

 

 

 

 

 

 

 

 

 

 

 

 

 

 

 

 

 

 

 

 

 

  

  

畢業感言                                6C 曾梓悅 

我快要畢業了，我非常感謝在這期間曾教導過我和幫助過我的

人，校長、老師、校務員、同學、家長……謝謝你們。 

記得剛剛入讀舊墟寶湖時，我們互不相識。到現在，大家也結

識到很多的朋友，一起玩耍，一起學習。這六年，我十分感謝大家

的相伴。 

最後，我要謝謝兩位重要的人：陳慧群副校長，謝謝您用心的

教導，也謝謝你的陪伴；姬延，我的好友，謝謝你每天陪伴我玩耍，

也陪伴著我學習，我們一起成長。祝願各人都有美好的將來。 

畢業感言                                6E 李子樂 

光陰似箭，轉眼間，我由幼稚的一年級生變成了成熟的六年級

生。而我也要畢業了。 

    走進我的教室，慢慢地走過每一張桌椅，細心看看教室的每一

個角落。剎那間，回憶陸續呈現眼前。還記得，當我第一次走進校

園，我感到非常害怕和陌生，就像走進了一片模糊之中，但是我看

見一盞又一盞的明燈在指引我和教導我，令我走出這片模糊，開始

我美好的校園生活。 

望着一、二年級同學圍着一起玩耍的樣子，也令我回想起過往

我和同學一起上課、一起聊天、一起玩遊戲、一起被教訓的景象，

我和同學同喜同悲。 

隨着時間的流逝，我變成了學校最年長的學生——六年級生。

我們面對着不同的考驗，選中學、考呈分試、中學面試……幸好有

一眾師長，帶領我們一起走過一道道的難關。老師循循善誘地教導

我們不同的知識，還教會了我們人生道理、學習態度……這些話我

一定會銘記於心，永不忘記。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回想起自己在這個課室裏的經歷，我的眼

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心中充滿著不捨。 

「徐校長、葉校長、各位老師，謝謝你們！」我衷心地感謝你

們，感謝你們一直細心地關懷我，教導我。「同學，謝謝你們！」

我衷心地感謝你們。感謝你們和我一起玩耍，努力向上。最後，我

要對母校說︰「舊墟寶湖，謝謝你！」謝謝妳令我留下了六年美好

難忘的回憶。 

    畢業後，我們便要各奔前程，踏上新的旅途了。雖然我對舊墟

寶湖仍然感到依依不捨，但「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相信有一天，

我可以和我敬愛的師長、同學再重聚。 

 

畢業感言                                6C 吳震楠 

轉眼間六年過去了，我特別要多謝這六年的班主任，廖嘉茵老

師、李詠冬老師、陳穎斯老師、吳利娥老師和黃麗媚老師，為我造

就了快樂的學校生活。 

回想小一開學的第一天，徐俊祥校長就在門口迎接同學進來

呢！當我到達一樓的時候，一位和藹可親的老師在我眼前，她就是

廖嘉茵老師了，她親切的笑容令我想起幼稚園的班主任，感覺很溫

暖，也就開始了我在舊墟寶湖的小學生活。 

轉眼間就六年了，這六年裏有很多開心的回憶，我真的捨不得

離開小學。我希望未來六年的中學生活，可以跟小學一樣，開開心

心地成長，我會永遠都記着在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的生活點

滴。 

畢業感言                                6E 楊柏堯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在一眨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涯要過去了。 

在舊墟寶湖裏，我們留下了最美好的回憶。回想起我一年級的

時候，幼稚的我認為學校的老師都是喜歡吃小孩的大怪獸。但漸漸

地，老師在我心目中已經是和藹可親的天使們，慢慢地培育着懵懂

無知的我們成為一個成熟的少年。 

當我還沒入讀舊墟寶湖時，我是十分討厭閱讀的，但自從在舊

墟寶湖學習後，就慢慢地被學校的閱讀氣氛感染了，令我變得很愛

閱讀。舊墟寶湖亦都培育了我很多興趣，例如機械人和游泳等。 

我非常感謝一直以來都在支持我們的老師和校長，沒有他們，

我們都沒有今天的成就。最後，我祝各位同學身體健康，前程錦繡。 

畢業感言                                6C 歐倩縈 

時光飛逝，眨眼間我已經由一個懵懵懂懂的一年級新生，變成

一個懂事、成熟的準備升上中學臉蛋卻還是一點也沒變的準中一

生。 

在這六年間，我真的學會了很多東西，也認識了很多知心好

友。從一開始對這個新地方的好奇，至此刻卻變成了滿滿的不捨。

如果說人生是場馬拉松，那麼完成小學階段就是到達一個補給站，

為即將踏上的路途作最佳準備。 

在這成長路上，我非常感謝每一位老師，感謝每一位同學。雖

然畢業後，大家都會各散東西，但我相信「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總有一天我們會再相遇的。 



 

 

 

 

 

 

 

 

  

畢業感言                                6E 賀樂瑤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轉眼間，我在舊墟寶湖這個大家庭中渡

過了幸福快樂的六年小學生活，這裡的每一個角落都充滿著我們歡

樂的笑聲、努力的拼搏和成長的足跡。 

畢業在即，我的心中澎湃著千言萬語，腦海中每一幕成長片段

都讓我難以忘懷。六年前，一個害羞腼腆，不敢說話的小女孩，第

一天踏足校園，忐忑不安的我心中像是有隻蝴蝶在飛，一年級中文

跨科書的內容不正寫的是我嗎？然而，在校長和藹慈祥的目光下，

在老師親切溫柔的鼓勵下，這裡逐漸成為我的第二個家────我的母

校！在這裡，我如饑似渴地接受知識，無拘無束地在書海中暢泳，

自由自在地在操場上遊戲…… 

忘不了，教了我三年中文，對我瞭如指掌的胡燕群老師；教學

嚴謹細緻令我深深愛上數學的黎潔貞老師；幽默風趣的英文科李燕

屏老師；在我成績下滑即時鼓勵我奮起的李家賢老師，像媽媽一樣

愛護我們的黃惠娟老師；還有鄧老師、關老師、黃老師……是每位

老師的精心教導，才凝聚了我們今日的成績，敬愛的老師們，您們

是潤物的春雨，悉心滋潤著我們，我們怎能忘記您們的恩情！ 

也忘不了，和我並肩度過快樂時光的同學們，我們一起在課堂

上努力、在操場上飛奔、在試場上拼搏，每一聲笑聲、每一次經歷、

甚至每一滴淚水，都掀起我心頭依依不捨的眷戀，讓我們的友誼天

長地久！ 

這即將離別的時刻，我的心中每時每刻都縈繞著悠揚的歌聲「感

激你付上歲月與光陰，可給我寶湖校園裡追尋……」，感謝母校培養

我成為自信成熟的「舊墟寶湖人」，我會秉持著「舊墟寶湖人」特有

的堅毅氣質，邁向人生新的一頁。 

畢業感言                                6E 凌雯嫣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涯即將結束。即將

離開母校，即將離開老師，即將離開同學，我心中充滿留戀之情。 

忘不了，美麗的母校！六年前，我們一羣懵懂的孩子走進了您

────母校的大門。在您的懷抱裏，我們從無知變得懂事，從幼稚變

得成熟，從膽小變得勇敢。綠田園的耕種讓我們懂得「粒粒皆辛苦」

的真諦，游泳池的呐喊聲讓我們明白了「愛拼才會贏」的道理；操

場上的一草一木都見證著我們的努力與拼搏，教室裏的每一個角落

都留下了我們成長的足跡。 

忘不了，敬愛的老師！您就如那「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的春雨，滋潤我們這些小禾苗，讓我們茁壯成長。六年來，您付出

了許多汗水和精力，為我們精心策劃了一些別開生面的課程，例如

藝文課、課統周等，讓我們學到了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真是

令我獲益良多啊！還有多姿多彩的課外活動，令到我們有出國比賽

交流的機會，開拓視野，增廣見聞！是您────我的恩師，給了我很

多的機會去嘗試，才成就了今天的我，感恩我的生命中有您────

我的恩師！ 

忘不了，親愛的同學！我們並肩走過了六年，在這六年裏，我

們一起經歷了許多喜怒哀樂的事。曾記否，台灣交流的快樂旅程？

曾記否，運動會上揮灑的汗水？曾記否，失敗時的沮喪？曾記否，

成功時的喜悅？離別在即，心中有太多的不捨，我會銘記我們的友

誼，我親愛的朋友！ 

再見了，我熱愛的母校；再見了，我敬愛的老師；再見了，我

親愛的同學，讓我們帶著「舊墟寶湖人」的特質，奔向一個新的起

點！ 

畢業感言                                6E 鄧柏航 

還記得，我是一位插班生，在二年級時才正式加入舊墟寶湖這

個充滿快樂的大家庭，想不到轉眼間，五年快過了，我們也即將畢

業。 

回頭一看，想起剛踏進校園時的情境。我比同學們遲一年步進

這校園，因為我沒有一個認識的人，感到十分陌生。幸好，在各位

老師的照顧之下，我開始慢慢習慣新校園，開始認識新朋友，開

始…… 

轉眼間，我就變成了小一至小五學弟妹的師兄，這種感覺還真

奇妙！不過在這五年間，也「碰了不少壁」：呈分試和各種失敗的經

歷。多虧老師循循善誘地教導我們不同的知識、人生哲理……和朋

友們的陪伴，他們對我的幫助，我一定會刻骨銘心，不會忘記。 

我特別要感謝在五年級至六年級裏教導我的老師，因為這兩年

是我小學生涯的最後兩年，你們給了我難忘的經歷和回憶。如果可

以，真希望時光可以倒流。  

畢業了，不但是結束，也是新的開始────中學。升到中學後，

我一定會好好運用你們教導我的知識，繼續努力不懈地學習。「天下

無不散之筵席」，我們一定會再見的。 

畢業感言                                6C 彭子曦 

  夏天，夏天真是一個令人無奈的季節。當初，是夏天讓我們

相聚，現在也是夏天令我們離別。我們因夏聚，又因夏散。可是，

請別傷心，我的朋友。離別既是終點，亦是相聚的開始。我相信緣

分，既然上天讓我們相見，就不會輕易把我們分開。所以，朋友，

你為了離別掉下眼淚，那也一定會因下一次的相聚而展開笑顏。因

此，讓我們一同期盼，期盼著下一次，共聚的時刻  



 

 

  

  

畢業感言                                6C 陳劭旻 

這六年來，我想感謝很多人。例如朋友、老師。老師在這六年

裏教了我很多東西。朋友一直支持我，和我一起度過六年。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六年的小學生涯就匆匆地過去了。每次

看到我和同學、朋友、老師一起拍的班相，種種美好的回憶霎時湧

上心頭。 

我和朋友每天一起開心地上學，一起放學，輕輕鬆鬆就度過了

六年的小學生涯。在這六年中，我和同學一起上課、一起做運動、

一起玩耍、一起受責備，還有很多一起做的事情呢！ 

最難忘的是五年級的台灣交流。我們到了野柳地質公園，那裡

可以看到不同的石頭，十分奇特；黃昏時，我們還到街上買了我最

喜歡的珍珠奶茶，現在想起也十分回味呢！ 

我衷心感謝和我一起成長的朋友、關心我的老師。謝謝你們在

這六年中陪著我。未來，我祝福我的朋友升讀一間好的中學，也祝

願我的老師工作愉快。 

 

畢業感言                                6A 許肇哲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還未來得及跟母校來個熱情的擁抱，我

們就要各奔前程。猶如今年的疫情，人們還未來得及出門擁抱春天，

就跟夏日撞了個滿懷。轉眼間，已是鳳凰花開，金蟬高鳴，離別的

驪歌即將離開我們熟悉的校園，和藹的老師，友愛的同學，踏上新

的學習旅程。 

回憶往昔，心中有無限的不捨，捨不得那循循善誘的老師，捨

不得那朝夕相處的同學，捨不得那記載著我們成長足跡的校園

這裏有我們收獲的喜悅，也有我們失敗的惆悵；有我們歡快時的笑

聲，也有我們矛盾時的爭吵。孩童的心情總是說變就變，唯一不變

的是老師對我們的包容。感謝這片美麗的校園，給了我們關愛和支

持，見證我們從稚嫩的孩童長成了朝氣蓬勃的少年。這裏的每一寸

土地，每一個角落，佈滿了我們七彩的回憶，老師就像魔術師，將

我們在這裏的淚水和汗洙點滴匯聚，用愛的陽光為我們照射出一座

美麗的彩虹橋，讓我們看得更高，走得更遠。 

離別在即，百感交集在心頭，唯有一句「謝謝！」送給我親愛

的老師和同學，謝謝你們一路陪伴我成長。明天正在向我們招手，

讓我們闊步向前，迎接人生新的里程。 

畢業感言                                6C 劉姬延 

在這六年的校園生活裏，我在朋友的支持和老師的鼓勵中成

長。我想在畢業前跟所有人說一聲「謝謝」！ 

《禮記‧學記》寫道：即是一個人懂得尊敬老師，就重視道理，

就更加知道努力學習。 

在校園生活中，很多人和事也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五、六

年級，我要特別感謝黃老師和陳副校長一直在身邊鼓勵我、協助我；

也感謝我最好的朋友，梓悅，給我無比的快樂，希望我們的友誼一

直不變改。 

我在數學方面的成績不理想，這兩年是梓悅跟我一起做功課，

教導我，我們一起努力。還有，陳副校長上中文課時，不斷鼓勵我

們寫筆記，令我對中文有興趣。黃老師在數學考試前支持我，令我

有更大的自信。 

希望在校園裏的每一位同學都繼續努力追求知識，珍惜學習的

機會。感謝學校讓我有六年美好的回憶。 

畢業感言                                6B 梁柏熹 

在這所學校六年了，很快要離開這所學校，心裏萬般不捨。很

可惜發生了疫情，浪費了五個月和同學相處的機會，各位同學很快

就要升讀不同的中學，聯絡也會變少，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餘

下在小學相處的日子。 

感謝同學和老師們六年來的扶持和教導，雖然我們在疫情期間

不能面對面上課，但老師們仍然很用心在網上教導我們，因此我們

要好好運用老師們教導的知識來報答老師。 

同學們都要升上中學了，希望各位同學在中學也開始新生活，

認識更多的同學。 



 

 

 

  

畢業感言                                6B 黃雅馨 

六年了，向陪我一起走過了兩千多個日子的同學和老師，校務

員叔叔阿姨們說再見，是多麼難的一件事情。我們畢業了，大家各

奔東西，投奔不同的中學，再也不會以小學生的身份見面了。 

想當初，大家還是一個懵懂無知的小孩，有人會把一到六年級

的生活形容為糖果——從一開始的苦到甜到酸，以前一直不想上

課，從厭倦到不捨老師的課堂，六年級畢業就代表了再也無法和同

學們在一起了，所以我要更珍惜餘下的時光。 

在此我要感謝我的同學和辛勞的老師們在這六年來的教導，令

我在這六年裏學到了很多東西，感謝您們。 
畢業感言                                6B 戴偉浩 

在這六年的小學生涯中，我雖然經歷過很多不開心的事情，但

同時都有很多高興和歡樂的事情。 

可以成為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的學生，可以與其他同學

一起笑，一起玩，是我最歡樂的事。不幸的就是今年，是十二年以

來最沉悶的一年，受新冠狀病毒病影響的關係，我們停課了，停了

四個多月，少了很多與同學相聚的日子。 

一開始，知道要停課的時候，我非常高興，所以我就開始每天

吃喝玩樂的生活，但我慢慢對這種一日復一日的生活方式感到厭

倦。我便聽從老師、父母的教導，開始做功課，做運動，重新過着

有規律的生活。 

最後，過了四個多月，我們終於要復課了！復課的第一日，我

與久違的朋友和老師重聚，我感到非常高興。 

在這六年小學生涯中，我學到的不僅是知識，而是「感恩」。如

果沒有曾經責備我、勸導我的老師們，就不會有今日的我，所以特

別感謝您們對我的教誨和鞭策，我會記著您們的敎誨，繼續努力學

習。 

 

畢業感言                                6B 蔡芷喬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便快將畢業了。回想起這六年的

匆匆歲月，我已經從一個懵懵懂懂的小女孩，成長為一個懂事知禮

的小姑娘。要感謝的是我的同學、老師和學校，當然還有一直陪伴

在我身邊的父母。 

還記得我剛剛入學的時候，我當時很害怕，還不敢上學呢！不

過因為後來認識了很多朋友，他們陪我玩、陪我上課、還陪我一起

吃零食呢！所以我很感激這六年當中，有你們陪著我，謝謝你們！ 

學校除了有一群莘莘學子，少不了的就是培養他們成長的「園

丁」。雖然老師們知道我們很調皮，但是你們仍然細心地教我們。除

了在學業上教導我們之外，還是我們的品德老師，教訓我們做錯事

情要知錯能改，而且耐心引導我們，謝謝你們為我們做的一切。祝

願大家都有美好的前程。 

 



 

 

 畢業感言                                6B 王翊銓 

小學，就像喝水一樣，喝完了一杯就失去了一杯，可是它卻給

我們帶來了無數的珍貴回憶和知識，如今我要去喝我剩下的最後一

杯水了。 

我大約還有六個星期和老師見面而已。我十分感謝曾經教導我

的所有老師和我的父母，我會用盡我所有的知識和能力，考上一間

理想的中學！ 

我十分想念我在學校的日子和老師用盡心來教導我的畫面。如

果人生能重新開始，我一定會用盡心盡力來學習和感謝老師！ 

畢業感言                                6B 許雅雯 

時光匆匆，一轉眼間，小學的六年已經過去了，我們快要畢業

了。在這六年裏，我學到不少知識，也認識了很多朋友。由一個甚

麼都不懂得的學生，經過老師的教導和同學們的陪伴，慢慢地成長。 

回想起這六年的小學生活，也有很多難忘的經歷，有快樂的，

也有挫折的，現在我要畢業了，總會有不捨。六年的日子，一瞬間

就快結束了，我心裏全是依依不捨。尤其今年停課了四個多月，我

和同學相處的時間少了，讓我更加珍惜上學的時間。 

快要升上中學，要感謝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全體老師

和員工的教導及照顧，讓我在美好的環境下學習和成長。我會努力

讀書，將來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以報答老師的栽培。 

畢業感言                                6A 楊浩禮 

從小一開學的第一天，我很開心能入讀這所學校，轉眼間，我

已經在這裏生活了六年，經歷了不同的事情。 

第一天踏入這所小學，我媽媽跟我說：「浩禮，你今後要在這間

小學讀六年書，你要努力啊！」我笑著點頭，一走進校園，看到很

多新的景象。徐校長向我和其他同學打招呼，再向前走，上到一樓，

根據老師的指示，走進我所屬的課室，開始我的小學生活。每年我

都有一個豐富的校園生活，有不少活動令我終生難忘，例如：秋季

旅行、陸運會、探訪老人院、海外交流團等等。 

在這六年內，我學會了各式各樣的知識及對人處事的態度。而

最更值得一提的是：我有幸認識到一些志同道合的知心好友，也有

一些幽默風趣的老師，讓我認識到原來學生和老師也可以結為朋

友。在這裏，我很感謝各位老師，你們使我的小學生活變得豐盛，

教會我各種事情。 

雖然在學校也有不開心的時候，但對我來說，只不過是一些小

事情。我很開心能升讀一所優秀的中學，但是也很可惜要離開這所

充滿回憶的小學，可說真的是百感交集。不過「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人總是要離開的，但我的回憶卻不會消失，我們總有一天會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