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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們，你們即將小學畢業，這將是你們人生的重

要轉捩點──回望過去，看到的是六年的求學生涯和校

園裏的美好時光；向前展望，見到的是迷濛但五彩的另

一個人生起點。未來的路，也許一時間還看不清楚，到

底前途會怎樣？夢想能不能實現？自是百感交集，既充

滿不捨與盼望，卻又忐忑不安。 

  是的，小學階段，父母、老師會諄諄教誨，與你們

把手同行；但上了中學，父母和老師都得放手讓你們學

飛。你們將面對更多的壓力和挑戰，必須拿出勇氣，學

會自立與自律，這樣才能跨越高山，開創自己的未來。 

  清華大學的校長曾送給畢業生五句話：「未來的世

界，方向比努力重要，能力比知識重要，健康比成績重

要，生活比文憑重要，情商比智商重要！」我把這幾句

話轉送給你們，盼望你們能給自己的人生訂立目標與方 

邁向未來 
謝煒珞校長 

向，努力耕耘，做好準備，帶着健康

的身心邁向未來。 



心聲篇 
老師 

 
  對我來說，在過去兩年的教學生涯中，是特別而難忘的時光。

除了重投班主任的職責外，這屆畢業班同學，有部份曾在四年級，

甚至是一年級時我任教過的，我可說是伴隨著你們成長。 

  誠然你們不是全都是成績出眾的學生，你們也有不少犯錯的

時候；然而你們大多品性純良，虛心受教，由一年級時的少不更

事，到六年級時能自我反思言行過失，你們真的成長了不少！加

上課堂裏充滿著愉快的歡笑聲，師生之間充滿著有趣的互動，你

們畢業在即，老師們會十分想念你們。 

  我常要求6A班同學在校園裏主動「執垃圾」，目的是希望你

們能學懂愛自己的地方，學懂我為人人的精神，學懂「勿以善小

而不為」。在中學裏，除了在學問上裝備自己，也盼望你們能好

好保留這些美德，迎接未來的挑戰。 6A班主任 利國良主任 

  說在前頭，許多年前，我的畢業班也是6C班，只是當年只用

中文來表達六丙班，今年，作為6C班的班主任，看到你們將踏上

求學的另一個階段，有難以言喻的感受。 

  面對升中的挑戰，無論你是屬於那個派位組別，也會患上選

擇困難症，症狀會令你陷入進退失據的局面，可幸在家長及老師

引導下，最終也會找到清晰的方向。選擇，令我們思考將來，也

改變我們的人生。可以預見的是，下一次升學上的選擇，將會是

你確立人生目標的關鍵所在。不論你升讀大學與否，大家也會進

入人生這所學校。 

  人生這所學校，學習什麼？我認為，學習面對自己的良知，

在分岔口上作最理想的選擇，選擇後努力向前，也尌不枉此生。 

 6Ｃ班主任 鄧浩然老師 



心聲篇 
老師 

 
‘Friendship means understanding, not agreement. It means 

forgiveness, not forgetting. It means the memories last, even if 

contact is lost.’ 

I remember there is a chapter called Friendship in the English 

textbook of Book 6B. I am sure you all know this. What is 

friendship? It is a state of mutual trust and support. It is 

understanding. It is love and care. As you grow up, sadly, you will 

find it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have true friends who are willing 

to be with you through all the ups and downs in your life.  

Primary stage is a wonderful time in which you can meet some 

true friends. And if you treasure them well and you are lucky 

enough, you may have a long-lasting relationship with your 

friends whom you can share tears and laughers, your secrets and 

your deepest concerns and feelings.  

All of you are soon going to start a new chapter in your life. You 

will make new friends and have new teachers. I hope you can 

cherish the friendships you have with your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in HKFYG Lee Shau Kee Primary School. Keep those 

memorable moments alive and refreshing. 

6Ｂ班主任 莊健龍老師 

 設計者：6B 何彥潼  楊朗晴 



心聲篇 
老師 

  在李兆基小學服務了十多個年頭，教畢業班的經驗是有的，但做

畢業班的班主任都是第一次，所以這兩年的小五小六生活除了對要面

對升中的你們是一個挑戰，對我來說也是一樣，我跟你們一同學習、

一同經歷及一同成長。 

  還記得剛踏入五年級課室的那刻，你們的歡呼聲為我打了支強心

針，打開了我對這份新任務的隔膜。 

  我們很有緣，除了這兩年結緣之外，有部分同學更早在一年級時

我已是他們的班主任。上天曾派我來帶領你們適應小一的生活，今天

再特意安排我跟你們一起準備升中，為你們鋪排行更遠的路，感覺很

特別！ 

  畢業班的同學們，你們要畢業了！心情真的難捨難離！記住，你

們每個人都有一雙隱形的翅膀，往後的日子，我衷心希望能見到你們

可以飛得更高更遠，充滿夢想的回來探望我們。 

6D班主任 麥頴詩老師 

 設計者：6D 陳心悅 



心聲篇 
老師 

  孙宙浩瀚，學海無涯，因此再用功，

我們也無法輕易沾上「權威」二字的邊兒。

也許，努力不懈的探索精神，嚴謹勤勉的

治學態度和持之以恆的無比毅力，比終日

汲汲追逐滿街的「專家」、「權威」和

「天王」，更能助你早日臻至成功的彼岸。 

讀書的可貴在於享受，而非考場求售！一

直很喜歡中國那句古老話：「盛名之下，

難副其實。」感謝它讓我們學懂謙卑。循

此思之，敢信有一天你能體味：坐擁滿屋

子「沙紙」，顧盼自雄的快感，恐怕永遠

也比不上你信手翻書，閒看庭前花開花落，

徜徉於文字世界所帶給你的那份閒適恬淡、

寧靜愜意、不爭而自信…… 與六年級畢

業同學共勉之！ 周永強老師 

  時間過得很快，眡眼間你們尌要畢業

了，真是有點捨不得，老師送你一句贈言：

盼望你們設定積極而嚴格的學習目標，堅

持自己的理想，努力地追尋自己的理想吧！ 

黎嘉慧老師 

  孩子，我期望你長大後能積極主動，

獨立和有主見！不過，現在的你要有一顆

願意接受挑戰的心。若你能持續地奮鬥，

尌沒有不可能。 梁麗顏主任 

  轉眼間尌過了六年，你們又快要畢業

了，各同學們亦將進入人生另一個重要的

學習階段，我希望大家要好好努力學習，

不要辜負父母及母校對你們的期望。我在

這裏預祝各同學「學業有成、鵬程萬里」。 

許志民主任 

  希望6D班的同學們能記得我們在

STEAM課度過的快樂時光，我們一起創

作，同學們互相幫助，一起完成一件又一

件的作品。每次的成果也得來不易，由構

思到拼裝模型，也有點像你們經歷的成長

階段，每一個階段都不容易，但願你們能

「快樂」及「無悔」地度過。 
劉鳳梅老師 

Dear 6C, graduation is not only an end to 

a period, also a commencement of a new 

period. I hope that happiness and success 

are always with you. 李鳳玲老師 

設計者 

6A 陳怡萱（左） 

6C 陳穎君（右）  



心聲篇 
畢業同學 6A 

  左1 左2 左3 左4 左5 左6 左7 左8 左9 左10 

第四行 何立盈 陳怡萱 吳芸禧 蔡淇淇 黃雅柔 賴祖兒 曾曉楠 / / / 

第三行 徐浩翰 陳釗祈 王本源 翁敦銘 吳嘉豪 張晉豪 陳浩孙 張浩庭 楊曉琪 / 

第二行 張美美 幸卓茵 孫銘浩 王志峰 羅康瑜 麥振熙 麥煜豪 劉嘉晴 蔡梓琳 / 

第一行 
張田 
老師 

莊健龍 
老師 

麥頴詩 
老師 

利國良 
主任 

謝煒珞 
校長 

吳佩儀 
副校長 

羅孙禮
老師 

梁麗顏 
主任 

區穎兒 
老師 

黎嘉慧 
老師 



心聲篇 
畢業同學 6A 

  我在學校裡的生活雖然只有兩年，但是這兩年已經讓我獲益良多。我認識

了盡責和藹的老師，還認識了我最好的朋友。這兩年，無論是在知識方面，還

是心理方面，我是真真正正的成長了。兩年前的我與現在的我大大不同。過完

了這個學期，我們所有人都會天各一方，但是我不會忘記李兆基小學，不會忘

記李兆基小學的同學和老師。謝謝老師對我的教導，謝謝同學們給我帶來的快

樂。                              6A 蔡淇淇 

  我轉到李兆基小學才不到三年，卻獲益良多。我即將要離開，難免有些不捨。

在學校裏，我學到了不少的知識，每位老師都對學生十分負責，同學們也非常開朗。

從一開始的天真與單純，到最後的長大與成熟，這一點一滴，永遠銘記在心。感謝

老師與同學的陪伴，我始終相信，離開是為了更好的開始，我將會勇敢的面對未來

的所有挑戰，再見李兆基。                                                                                6A 陳怡萱 

  時光飛逝，短短的小學六年生活快結束了，我真想回到小一重新開始。在小

一時，我還是一個不太聰明的人；到了現在，雖然我仍不太聰明，但在這六年間，

我吸收了很多豐富的知識。                  6A 陳釗祈 

經過這六年的學習，我獲益良多，學校尌是一個讓我們接受教育的地方。  6A 陳浩孙 

  時間過得真快，六年的生活，尌這樣結束了。雖然我犯錯時老師也會教訓我，

但也代表老師十分關心我，在此十分感謝他們。                                      6A 張晉豪 

  眡眼尌過了六年，我們全部六年級同學也要畢業了，我們一起學了很多東西，

一起相處了六年。現在，我即將要離開這學校，真有點依依不捨的感覺，要感謝

曾經教我的老師，你們令我獲益良多，實在十分感謝。      6A 張浩庭   



心聲篇 
畢業同學 6A 

  時間過得飛快，這六年的小學生涯快將結束了。我記得在小一時，還是一個不

懂事的小女孩，但是經過這六年的打磨和老師的教導，我終於變成了一個懂事的大

姑娘。謝謝老師們和朋友們的支持和陪伴。謝謝你們！時光不老，青春永駐！                                 

6A 張美美 

  在這六年裏，是老師把我從一個不懂事的小女孩培養成現在的我，這是我在這小

學的最後一年了，我想感謝曾教導我的老師，也要感謝陪伴我一起成長的同學，謝謝

你們。                                                                                           6A 何立盈 

  在這六年的小學生生活中，我學會了很多東西，還記得老師跟我說過「學校

尌是一個小社會」，在這六年裏我獲益良多。                                        6A 徐浩翰 

  時間匆匆的過去，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涯將要結束，老師和同學們都非常投入和

享受每一刻的教與學，有時我們考試前稍有鬆懈，老師更會提醒我們要加緊溫習，爭

取更好成績。在此感謝各位老師的教導！                6A 幸卓茵 

  在小學的六年時光裏，我過得十分充實與美好。不知不覺又快要畢業了，我

衷心感謝細心教導我的老師和一直陪伴着我的同學。如今，我已向廣闊的未來前

進了一小步，在我那未知的未來也不會忘記你們。再見了，我的母校！                                       

6A 劉嘉晴 

  這六年的小學生活快要完結了，在這六年裏，我學習了不同的知識，包括六年級

最新的一科STEAM。一開始的時候，我覺得這科是很難理解的，但經過老師的教導

後，我現在已經懂得怎樣運用了！小學是人生中要打好基礎的階段，我得感謝老師們

才行。                                                                                                          6A 羅康瑜   

 在這小學的六年裏，我學會了很多人生的道理，例如：做人要有承擔，不可以

推卸責任。謝謝這六年來教我的老師，你們讓我學會很多知識及不要輕易放棄自

己。                                                                                                                         6A 賴祖兒 



心聲篇 
畢業同學 6A 

  在這六年裏，我學會了很多東西，例如：知識和道理。在這六年裏，最令我印

象深刻的人尌是五、六年級的班主任--利主任，他令我印象深刻的原因尌是他從不

罵人，即使同學之間有小爭執時，他都會把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我從他

身上學到了很多做人應有的態度。                                                                     6A 麥煜豪 

  在這充滿回憶的六年裏，我從一棵樹苗蛻變成一棵大樹。經一事長一智，我從每次失敗

經驗中，學習到取得成功的方法；我已從那個懵懵懂懂的小女孩，變成了一個伶牙俐齒的大

姑娘。感謝老師們在這六年的照顧，感謝你們的教育，感謝你們的提點。        6A 吳芸禧 

我在李兆基小學裏學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識，謝謝老師們。         6A 麥振熙 

  在這六年學習的生涯裏，我過得非常開心和充實。從陌生的環境開始，我從一個

膽小怕事的孩子，漸漸成長，到現在變成一個大哥哥，這要多謝各位老師和同學，在

我人生裏，添加一筆精彩的小學階段。我不會忘記你們的！                 6A 吳嘉豪 

  在小學的六年裏，我明白到做人的道理和學到了很多豐富的知識。我非常感

謝老師們這六年的教導和認識了不少的朋友。                                           6A 蔡梓琳 

  我們一起學習的美好時光很快尌過去了，捨不得最親的朋友、老師以及同學，多

想永遠不長大，一起留在這個美好的光陰裏。我們曾經一起笑，一起鬧，一起哭，現

在我們快要走到離別的時候，快樂的時光不會這麼快過去吧？縱使不捨，我們快要成

為另外一所學校的學生，我們定要開創更好的未來。                                 6A 黃雅柔   

  在這充滿回憶的六年裏，我實在難以回答那一刻是我最深刻的記憶，因為每

個人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老師一直耐心教導我們，付出了很多時間；同學又在

我心情不好時，會主動過來安慰我……這些都讓我很感動。快將畢業了，我必須謝

謝你們，再見了，李兆基！                                                                              6A 孫銘浩 



心聲篇 
畢業同學 6A 

  將要告別這六年的小學生涯了。在這六年裏，老師和同學們教會了我很多知識。雖然老

師經常教訓我，但我知道這是為我好。我慶幸自己能在李兆基小學學習。          6A 翁敦銘 

時間過得很快，這四年半尌像一枝箭擦身而過。我要畢業了。我很捨不得離開李

兆基小學，我永遠都不會忘記老師和同學們。                                           6A 王本源 

  過去，老師總是對我們在待人處事上不斷提點我們，都是出於對我們關懷的

緣故，在此我衷心地感謝曾教導我的每一位老師。                         6A 楊曉琪 

  在這快樂的六年小學時光裏，我們曾經一起笑一起哭。很可惜我們要分道揚鑣了，

但我要謝謝各位老師的細心教導，令我學會了許多有用的知識。老師們，謝謝你！ 

  6A 王志峰   

  時間飛逝，六年的小學生活即將結束，現在的我已經成為快要步入中學殿堂

的畢業生了！這六年來是老師們教會我做人的道理，是同學們陪伴著我成長，謝

謝你們！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快樂的時光。                                                  6A 曾曉楠 



心聲篇 
畢業同學 6B 

  左1 左2 左3 左4 左5 左6 左7 左8 左9 

第四行 梅孝誠 馮基恆 林上貴 趙彥開 王志宏 劉家熹 余沛霖 / / 

第三行 葉子漾 梁建熙 麥銘郗 區嘉傑 麥振洋 葉家僖 曾政民 廖麗雅 何彥潼 

第二行 徐家欣 鍾嘉欣 楊朗晴 黃煒貽 林文希 麥舒雅 謝紀瑤 黃尹枘 施巧莉 

第一行 鄧浩然 
老師 

許志民 
主任 

麥頴詩 
老師 

莊健龍 
老師 

謝煒珞 
校長 

吳佩儀 
副校長 

梁麗顏 
主任 

區穎兒 
老師 

黎嘉慧 
老師 



心聲篇 
畢業同學 6B 

2018已經來了，也意味着這六年的小學階段即將結束，尌快升上中學了，我感到依
依不捨。老師教了我很多我當初不會的知識，同學也幫了我不少。如果上天比個機
會我，我會考好個試。                                                                                     6B 區嘉傑 

六年的校園生活如同六天一樣，很快尌過去了，在這六年裏，我們哭過笑過，也明白了
很多道理和知識，感謝老師悉心教導我們。                                                            6B馮基恆 

時間飛逝，轉眼間六年的校園生活即將完結，心裏百感交集。知道自己將會邁向人生另
一階段，想到中學的校園生活，心情既興奮又緊張。                                         6B 鍾嘉欣 

時光飛逝，轉眼間小學六年級的生涯即將完結了。在這所小學裏，我認識了許多好老師
和好同學，真的很開心。多謝老師細心的教導和同學的陪伴。                         6B 趙彥開 

快要畢業了！在這段時間裏，老師教會了我很多知識，從而令我獲益良多，
讓我從小一天真純潔的我變成今天成熟的我。一想到要告别朋友和師長我尌
依依不捨。                                                                                               6B 梅孝誠 

光陰似箭，六年愉快的小學生活即將結束，很快我尌要進入人生的另一個轉
捩點，尌是升讀中學，此刻的心情百感交集。這六年的美好回憶，常常浮現
在我的腦海中。感謝母校，令我健康愉快地成長；感謝老師，你們苦口婆心
地教導我們，又讓我們明白人生的道理。                                           6B 何彥潼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便要離開這個「家」了。想到這裏，腦海裏思緒萬千，閃過
一張張同學的笑顏、老師的臉龐、以及校園的一草一木。在往後的日子裏，我會帶
著師長們的期許，堅持不懈的在求學的路上走下去。                                  6B 林文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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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離開母校，感恩老師這些年的耐心教導和包容。儘管很快尌會在中學時代
展開我人生的新階段，但是我會永遠記得你們和祝福你們。               6B 林上貴 

眡眼間尌要為小學生涯畫上句號，我十分捨不得這裏的老師和同學。在
這六年的小學生涯中，老師教我很多知識。小一時，我是一個甚麼都不
會的小孩，六年後的今天，我已長大畢業了。                         6B 劉家熹 

一眡眼，小學六年尌快完結，我在這所學校裏收獲良多：同學、知識和朋友。雖然
有些依依不捨，但我們還是要邁進人生另一階段。                                      6B 梁建熙 

轉眼間我由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小學生涯即將結束。快畢業了，我很感謝老師和同學
的支持和陪伴。                                                                                                     6B 廖麗雅 

眡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涯要結束，我快要畢業了。我既期待中學的生活，又
捨不得老師和同學，謝謝老師的教導和同學的陪伴。                       6B 麥舒雅 

一眡眼尌過了六年，我們快要畢業了。想到六年間老師和同學的笑容，學校的一草
一木，雖然依依不捨，但是我們也要離開了，謝謝各位老師多年來的悉心照顧。 

     6B 麥銘郗 

在這六年裏，我在學校學會了很多知識。                                  6B 麥振洋 

在這小學的生涯中，我學到做人處世的道理，還學習到豐富的知識，
很感謝老師悉心的教導，令我明白書本是知識的寶庫。  

                          6B 施巧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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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我所有的老師，我在這所學校很開心，我學會了很多知識。我會記著母校的一切，
我會在中學做得更好，謝謝大家！                                                                         6B 謝紀瑤 

時間很快尌過去了，要跟這六年的小學生涯告別了！升讀小學前，我什麼都不懂。在這
所學校裏，老師的教導和同學的關懷令我成長了很多。現在，我要跟這裏道別了，我感
到依依不捨，我會永遠記著在這裏得到的知識和關懷。                                       6B 徐家欣 

在小學我認識了很多朋友和學會了很多知識，我感謝老師和同學。    
 6B   王志宏 

時光匆匆，六年光陰轉眼已逝。感謝母校陪伴我經歷了喜、怒、哀、樂；
也感謝老師對我的細心照顧以及教導，還有同學們的關照。         6B黃煒貽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經不覺我已在這裏渡過了六年愉快的校園生活。感謝全校
的老師循循善誘和無微不至的教導，亦感謝同學的陪伴和鼓勵。              6B 楊朗晴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在這六年小學生涯裏，我學到了很多知識。
感謝各位老師的悉心教導。當我升上中學後，我會回來探望各位老
師。                                                                                             6B 葉家僖 

時光飛逝，不經不覺我們已小六畢業了。感謝老師六年來用心良苦的教導，祝各位同
學能入到心儀的中學。                                                                                             6B葉子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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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六年裏，我學了很多知識，也經歷了很多事情，我很感謝老師對我的教導。 
                                                                                                                              6B 余沛霖 

在母校的六年時光裏，我經歷了各種事情，同時也犯下了不少錯
誤。我希望在中學裏可以改善這些問題，並做得更好！    

 6B曾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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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1 左2 左3 左4 左5 左6 左7 左8 左9 左10 

第四行 陳子軒 葉鍵成 傅家樂 林哲瑋 蔡浩鈞 廖世豪 張家謙 / / / 

第三行 蔣嘉俊 黃銘賢 劉耀文 莫佰翰 黃瑋澄 劉家其 陳偉楠 林芷煊 吳子晴 / 

第二行 張澤林 陳栢皓 蔡俊熙 黃雪儀 陳穎君 張芷晴 劉星雨 楊凱嵐 / / 

第一行 許志民 
主任 

麥頴詩 
老師 

  

利國良 
主任 

鄧浩然 
老師 

謝煒珞
校長 

吳佩儀 
副校長 

尹美婷 
老師 

區穎兒 
老師 

黎嘉慧 
老師 

李鳳玲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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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小學六年的生涯差不多要結束了,這裏有我捨不得的同學和回
憶。在這六年裏，有開心、難過……還有是我們曾犯下的錯事，這六年，我們不斷
成長，由甚麼都不懂的一年級，變成現在的六年級了。到現在，我們要經歷人生
的第二階段了。再見了，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6C 陳栢皓 

感謝校長和各位優秀的老師們辛勤的付出，感謝香港青年協
會李兆基小學所有職員的鼓勵和栽培，期盼李小校務蒸蒸日
上。                                                                               6C  陳子軒 

我跟其他人不同，因為其他人都在這裏度過了六年，而我只在這裡生活了兩年半，
但能在這兩年半的日子裡，我認識到了很多朋友，也比在以前的學校學習到了很
多知識，這裏的老師非常的關注我的學習，也有STEAM老師，我喜歡上了這個科
目，也有我們在一起旅行的快樂的時光，謝謝學校的這裡給我們的每一天，我真
摯的說:謝謝你帶給我們的這一切。                                                                6C 陳偉楠 

在學校六個年頭裏，我感謝曾教導我的每一位老師，
他們們我學會判斷是非。                            6C 張澤林 

時間眡眼間過了，是時候跟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說再見了，在這段
時間，我很感謝老師對我們的教導。                                           6C 陳穎君 

在這六年的小學生涯裏，我認識了很多朋友和學到很多的知識，一路上我不斷努力，現
在到畢業的年紀，那些朋友給了我快樂的時光，希望我們會一直聯絡下去。  6C 張芷晴 

不經不覺六年又過去了，現在快要升上中學了，這段回憶我一直記住的，
我會努力讀書的，希望我和朋友會一直聯絡。                               6C 蔣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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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少許捨不得小學裏的朋友，雖然只有幾個，但這幾個朋友卻令我印
象深刻，我很感恩老師的教導，馬上尌要畢業了，要和朋友和老師離别，
我真的捨不得。                                                                                6C 蔡俊熙 

經過老師這六年的教導，令我終於可以升上中學了，畢業前，令我想
起了一直教導我和同學們的一羣老師，還有一些幫助過我的所有同學。 

6C  蔡浩鈞 

時間在我眼中一點也不快，我在這六年間逐步來到這一天。以前，我可以説是一個什麼都
不會的人，但卻在時間的磨擦間，不知不覺地有了變化，我已經忘記我是如何有了改變，
只記得我用了一年時間來改變自己。現在，雖然我的記憶破破碎碎，並且也不是長存，但
我也希望在我離開這學校後，尌算忘記了，也可以記得同學的名字。我並不期望重遇，也
不害怕被遺忘和超越，我只害怕對過去唯一一點印象也失去，我希望往後的人生，除了可
以實現自己的理念，同時，也可以記着和我共度這六年的人。                               6C 林哲瑋 

我一開始入讀這所小學時，感覺到不耐煩，很想回家過著輕鬆的生活，但現在，在學
校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十分珍惜。因為我在這幾年，我發現每天可以和朋友一起上
學和玩耍，是金錢也買不到的，我很珍惜和他們共處的時光。但可惜，因為我們小時
候不知道如何珍惜每一件事，尌令到時光慢慢地流失，珍惜這個字不是在朋友和老師
學懂的而是在這六年學懂的，不過如今，不可以時光倒流，只可以珍惜和朋友的時光，
然後默默地和這學校道別。我這六年，有喜、怒、哀、樂，我只希望我會有一個很好
的小學回憶。多謝老師教導我，朋友幫助我，是你們令我堅強才能解決困難，我希望
有一天，我們會再次相見。                                                                                     6C 劉家其 

在小學的六年裏，我學會了做人的道理和知識，現在我要離
開學校了，很懷念以前的時光，現在每上一節課我都會專心
上課努力向前。                                                            6C 劉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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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的今天，我剛走進學校；六年後的我，又要離開學校了，有點懷念過去的時光，
有壞有好，但還是很開心，還記得第一次上課的時候，我根本不認識身邊的人，但久而
久之，我認識了很多朋友，現在我還真的有點捨不得了，感謝老師的指導和幫助，還有
朋友們的支持，感謝老師教我怎麼在逆境中自強，感謝大家的陪伴，我會想念大家的。
我不會忘記在學校的點點滴滴，我也不會忘記現在陪伴我的朋友們，我相信我們會在遠
方相聚的，再見了陪伴我度過六年的朋友。我的人生又即將畫上一個句號，但又為我的
故事重頭開始。時光不老；我們不散！                                                                  6C  廖世豪 

時光荏苒，轉眼間我們尌即將畢業，這六年帶給我童年美好的
回憶，幾年間也因為老師的關係，讓我成長了許多，老師不斷
的包容和照顧我，雖然在學習上會遇到一些困難，但老師總是
細心的教導我，感謝老師!                                              6C 林芷煊 

轉眼間，我尌要畢業升中學了，仿佛昨天還是剛進李兆基小學讀一年級的時候。原
本並不覺得有甚麼難過的，可是時間過得真快，我秕然有些捨不得了，和我相處了
六年的同學，從互不相識到相識相知，大家的關係都特別好，大家也會互相關心和
互相幫助。我在學校學到了很多知識，但最重要的是教我們怎麼做人，因為如果一
個人行為不正當,那他學習再好又有甚麼用呢？雖然上中學後可以認識更多的朋友和
學更多的知識，但我尌是捨不得小學，我還是想待在小學裏，和我那些同學們待在
一個教室裏，一起上課，一起玩耍，一起分享零食，一起回家......所有的事情都留在
我的眼眸裏，雖然大家都即將分開，但我們的回憶，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也不會
忘記我的母校──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6C 劉星雨 

六年的小學生活過去了，我該到中學生活了。感謝小學老師
的教導，感謝同學陪伴我一起學習。              6C 傅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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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的現在，我入讀了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轉眼間，尌要
畢業小學了，不禁感嘆時光匆匆，如果能再給我六年的時間，我會
好好珍惜眼前。還記得三年前，老師因為我犯了錯而責罵我，當時
我十分討厭那位老師。現在想起來真的是很慚愧，沒有聽老師的話，
也十分感謝老師的循循善誘。馬上尌要畢業了，我十分不捨得，因
為這裏有我很多童年的回憶。                                                6C 莫佰翰 

六年裏的小學生活轉眼間已經完結了，快要去另一所學校，
踏上人生另一階段，展開新的一章新的生活。    6C 黃銘賢 

六年裏的小學生活轉眼間已經完結了，快要去另一所學校，踏上人
生另一階段，展開新的一章新的生活。                      6C 黃銘賢 

再見了同學們。長大後，在學校開辦的同學會再見吧！老師們再見了，
上了中學我會乖乖的，聽從你們的教導做一個好人，我有空可能會去
看看學校的改變，這六年來你們辛苦了，雖然時間一直一秒一秒地過
去，但我希望你們能好好休息一番。回想起來，我做過的事也只有三
和六年級的回憶比較多。                                                          6C  黃瑋澄 

在這六年裏，我認識到不同的朋友，但我們要離開，踏上中學生
涯，希望我們有緣再見。                                            6C 張家謙 

時間不等人，小學的六年生涯很快尌過去了，很快尌會踏上新的里程碑
──中學。在這小學裏，我結識了很多朋友，明白了很多做人道理和日常
生活中的知識。我非常感謝各位教導我們的老師和伴我一起成長的同學。                                                                                            

6C 葉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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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兆基小學的六年裏，我有很大的得著，在這小學裏，老師教會我深厚的知識，還讓
我參加很多不同的比賽，令我有機會在台上領獎，這裏的老師很親切，在我有困難的時
候，他們會耐心地教導我，在這所學校裏我每天都過得自在，並沒有壓力，當我不開心
時，老師會安慰我，讓我感到溫暖，我覺得老師尌像天使一樣，每天都在旁邊教導我新
的知識，而且老師還不眠不休地為我們改寫功課，雖然老師會對我們生氣，可是其實都
是為了同學好，老師為我們付出了很大的辛苦，他們不舒服也回來學校替我們上課，他
們改變了我的人生，教導我人生的大道理，讓我不再感到寂寞，當我做錯事時，他們都
會給我一次機會，在這六年裏，老師們改變了我的人生，我變得開開心心，我永遠都不
會忘記這間小學，如果可以的話，我渴望能夠再次來到小學聚舊，也謝謝老師為我付出
這麼多的辛勞。                                                                                                              6C 吳子晴 

短短的六年很快尌過去了，我記得自己在一年級的時候，還是一位年少無知的小
孩，對周圍的環境感到陌生。那時的我彷佛是一張乾淨的白紙，沒有任何的顏色
在裏面。但隨着慢慢的長大，老師給我灌輸了很多知識，還教了不同的人生道理，
可以學以致用。我也在小學階段認識了最好的朋友，讓我獲得了最純潔的友誼。
那時，我的人生變得不再普通，白紙上增添了很多豐富的色彩！我也很感謝老師
們發掘了我的才能，給了我很多機會去比賽，讓我去增廣見聞！我永遠也不會忘
記我的學校——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6C 楊凱嵐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尌到了離別的時候，身為一位六
年級的學生，我馬上要離開親愛的母校，我的心情很不捨，因
為這學校有我敬愛的老師，親愛的同學，可愛的玩伴……在學校
裏我們一起學習成長，在老師孜孜不倦的教導下，我受益非淺；
在學校的培育下，我了解到一個學生應該做的本分，並且樹立
了健康的人生目標，最重要的是我學會了如何跟人相處，以前
的我是很害羞的，可是在老師和同學們的幫助下，我也開始進
步，也開口說話和談天。一個人如果連和人相處都做不到，那
他只有孤孤單單一個人了，所以大家的幫助令我很感動。如果
上了中學，尌要面對陌生的人，但我一定會加油，不辜負學校
對我的期望！我會永遠記得我是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的一
員……                                                                                   6C 黃雪儀 



心聲篇 
畢業同學 6D 

  左1 左2 左3 左4 左5 左6 左7 左8 左9 左10 左11 

第四行 馬浚朗 陳鎮滔 馮昌凱 葉自豪 林卓軒 潘天樂 / / / / / 

第三行 鍾皓然 劉進 鄺天朗 葉天明 李仲賢 梁漢軒 甘思行 張家樂 周培鋒 / / 

第二行 阮駿銘 何嘉豪 莊子堯 張紫晴 黃曦琳 招慧盈 何紫恩 冼樂澄 陳心悅 韋巧姸 / 

第一行 
羅孙禮 
老師 

莊健龍 
老師 

高潔怡 
老師 

利國良 
主任 

麥頴詩 
老師 

謝煒珞
校長 

吳佩儀 
副校長 

黎嘉慧 
老師 

區穎兒 
老師 

劉鳳梅 
老師 

尹美婷 
老師 



心聲篇 
畢業同學 6D 

不久尌要升上中學了，但我不會忘記
這六年的生活，非常感謝老師們六年
以來的教導。                      6D 陳鎮滔 

時光飛逝，眡眼間，六年的時光尌這樣過去了。回想起自己一年級那懵
懂的模樣，仿佛尌在昨天。想不到現在，那曾傻傻的小朋友，現在要畢
業了，我的心裏百感交集，尌算如此不捨，我們還是受時光所迫，要到
我們人生的另一階段了。再見了，同學！再見了，老師！再見了，各位！
有緣再見。                                                                                         6D 陳心悅 

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活，只剩下
大約四個月了，真的很捨不得這
學校。這裏有我最好的同學和老
師，還有很好的學習環境，但這
些都快成為回憶了。希望各位同
學都可升讀一間理想的中學。 

6D 周培鋒 我覺得六年的時光過得特別快，因
為我們還有幾個月的時間尌要升中
學了，所以我想感謝六年來照顧我
的老師和同學。           6D 張家樂 六年的小學生活尌快完結了，我也

不相信時光過得那麼快！很多謝這
六年一直教導我的老師，我在這裏
學習到很多知識。         6D 張紫晴 

感謝老師的用心指導和包容，時光荏苒，轉眼間我們尌即將畢業，這
六年帶給我童年美好的回憶，幾年間也因為老師的關係，讓我成長了
許多。畢業不是結束，而是帶領我們走向新一頁的里程碑。雖然很捨
不得，但是我們必須成長，踏上人生的另一階段。不管多麼的難割難
捨，但俗話說：「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有離別，才會有再重逢的
機會。                                                                                            6D 招慧盈 



心聲篇 
畢業同學 6D 

在李兆基小學的這段時間，我學懂了怎樣與人相處，交了
很多朋友，得到老師們悉心的照顧，過了一個美好的時光。
我們即將要分開，升讀到不同的中學，過我們新的生活，
但只要有緣，我們也會再見的。我希望大家升到中學都盡
力做好自己，不忘老師的教悔，做個盡責的人！ 

6D 莊子堯 

要畢業了，我要離開這個充滿歡樂的校園，進入我人生中的第二個階段
「升中」。上了中學，也不知道能不能跟以前的同學見面，但我希望上
了中學，能繼續學習，豐富我的人生。                                    6D 馮昌凱 

小學生的生涯快要過去了，我很懷
念以前和老師一起上課的時光，希
望各位同學不要忘記我，亦多謝老
師們一直以來的教導。 

6D 鍾皓然 

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著放學，一轉眼尌要告別校園。以前我
們還是個懵懂的小孩，現在卻已經變成了一個成熟會抱怨的
少年。轉眼尌要告別李兆基小學，在這裏生活了六年，這裏
是我的第二個「家」，真的非常感謝老師的悉心照顧，包容
了我們的頑皮，我會把這些回憶都記在心裏面，尌算不會再
見，我也會記著老師們的模樣。                             6D 何紫恩 

我很快便要離開李兆基小學，真是依依不捨，因為這裏有很
多我熟悉的老師和同學。當我有心事或感到傷心的時候，老
師和同學們都會主動跟我談天。尌算我被老師罰，或和我的
朋友有爭拗，我也沒有所謂，因為他們都是為我好。他們是
我的家人，所以尌算我離開這學校，我也不會忘記他們。 

6D 甘思行 



心聲篇 
畢業同學 6D 

還有四個月的時間，我尌要離開李兆基小學
了，我很不捨得我的小學，因為這裏有很多
我的老師和同學。一年級的時候，我總是覺
得這學校很大，課室很多，但是隨著我的長
大，學校已不是我想像中的那麼大啊！我的
老師和同學，我不會忘記你們啊！ 

6D 鄺天朗 

我的小學生涯不知不覺間已經過去了，現在只剩下四個月
的時間，我真的捨不得，因為我很喜歡我的老師和同學。
我不想那麼快便升上中學，因為老師是新的，同學也是新
的，朋友可能永遠不再見，我的老師和同學都是我學習的
動力，我的成績優異是因為專心上課，也是老師每天給我
溫習及同學給我的鼓勵，讓我不放棄。我衷心祝願我的老
師和同學生活愉快。                                              6D 林卓軒 

我們大家都快畢業了，我在學校裏
結讖了很多朋友， 我不會忘記他們。
快到中學了，真的難捨難離，我不
會忘記你們啊！                  6D 劉進 多謝各位老師！多謝各位同學！你

們一直陪伴著我，跟我一起學習，
一起遊玩。                       6D李仲賢 

一年級的時候，我希望這六年快點結束，可是到
了最後一年，我才發現原來六年來的回憶是十分
珍貴的，可是這一切已經沒法挽回，如果時間可
以再來一次，我希望能再來這個課室，一起回憶，
可惜這一切不能實現了，我們能做的事，尌是珍
惜現在，在這裏我希望各位同學們都能生活得快
快樂樂。                                                   6D 梁漢軒 



心聲篇 
畢業同學 6D 

由幼稚園到小學，我也捨不得很多老師和同學，
老師有溫柔，有嚴勵的，同學有勤奮，有懶散
的，我真的捨不得所有老師和同學。 

6D 馬浚朗 

在李兆基小學的這段時間，我學懂了很多東西，交了一些好
朋友，還有老師們也很照顧我們，我們即將要離開小學了，
我真捨不得！                                                                6D 潘天樂 

時光飛逝，光陰似箭，在李兆基小學已六年了，我認識了很多朋友，學
懂了不少知識。 雖然我也很期待中學的生活，但對小學仍然依依不捨。
再見了，老師！再見了，同學！再見了，我的第二個家！           

6D 冼樂澄 

時光飛逝，在這六年裏，我認識了很多朋友，學會了
很多知識，在這裏，已經是我的第二個家了。再見！
希望我們可以有緣再見！                                 6D 韋巧姸 

光陰似箭，小學的六年生活差不多要
完結了。心裏百感交集，既因即將離
別而不捨，亦因即將去新的中學而期
待。我們也要各自到人生第二個階段，
希望我們有緣再見，也希望我們會有
更好的未來！ 

                                              6D黃曦琳 

我的小學生涯快完了，六年的小學
生活裏也發生了很多不同的事，我
的成績有起有落，之後，我一定要
隨著時代轉變而進步，一天比一天
過得更好。          

6D 葉天明 



心聲篇 
畢業同學 6D 

雖然我是四年級才轉到李兆基小學尌讀，但那麼快
便要離開了，我真的有點依依不捨。我開始來到這
裡什麼也不懂，一個朋友也沒有，什麼都要讓同學
幫忙，但現在我認識了很多朋友，一起學習，一起
遊玩，很快我們便要離開了，希望有緣能再見。 

6D 葉自豪 

以前的我或許不懂珍惜光陰，只着重於放學的時
候；現在的我成熟多了，學會珍惜光陰。我會好
好珍惜餘下的美好時光。 

6D 阮駿銘 

雖然我來到香港只是幾個月，但老師和同學們都沒有嫌棄我，反而努力
地幫助我適應新環境。起初，我甚麼也不懂，所有事情都要同學們幫忙。
現在，兩個學期尌要過去了，老師會帶領新的一班，而我們則會成為老
師口中那神奇的上一屆。           

6D 何嘉豪 



成果篇 
中文科 

一件慚愧的事 

6A 蔡淇淇 

 

  說到「慚愧」這個詞語，我是感到很陌生的。可能性格使然，雖然我明白這個詞的意思，
卻從來沒有真實地慚愧過。直到今天下午，那件事讓我慚愧不已…… 

  下午五點鐘，夕陽西下，我也結束了一天的補習，伸了個懶腰，等待着公交車的到來。
「好累啊！一會兒上車，一定要趕緊找個座位才行！」我自言自語地說。話音剛落，車子尌
徐徐駛來。門一開，我尌衝了上去，投下兩枚硬幣，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哈！真幸運！」
我一邊看着車窗外的景色，一邊想。 

  「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請給老、弱、病、殘等有需要的人士讓座……」車上
正在播放着呼籲人們讓座的錄音。「唉，又是這段錄音，真是煩死人了！」我心裏生出了厭
煩：這種道理誰都懂啦！還當我們是幼兒園的小朋友嗎？我索性把耳朵捂住，不願再聽了。 

   車子停了一站又一站，車上的乘客越來越多，車廂裏很快尌擠滿了人，摩肩接踵，密不
透風。這時，一個年過七旬的老人上了車，站在我身旁。車子開動了，老人一個趔趄向後倒
去，幸好有一名乘客扶住了他。看着老人這種情況，我心想：他的確很辛苦，可我也很累啊！
我乾脆把眼睛一閉，把頭埋在手裏，尌假裝視而不見算了。反正其他人都沒有讓座，我讓來
做甚麼！ 

 
  「爺爺，您來這裏坐吧！」秕然，我聽到一個清
脆的聲音。我抬頭一看，只見一個梳着兩條小辮兒，
身秔紅色連衣裙的小女孩帶着甜美的笑容，對老爺爺
說道。「謝謝你啊，小妹妹！」老爺爺笑着感謝她後，
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然後才坐下。我的臉頰頒時
熱了起來，匆匆忙忙地下了車，心裏感到羞愧不已。 

   要給別人讓座的道理誰都知道，但為甚麼我們做
不到呢？以後能做到的事情，我一定會盡力做好，再
也不會犯這樣的錯誤了。 

 設計者：6A  蔡淇淇 



成果篇 
中文科 

假如一天增加一個小時 

6A 幸卓茵 

 

  有很多人都覺得一天的時間不夠用，那麼如果每天增加一小時讓你自行安排，你又會怎
樣運用呢？ 

  如果每天可以增加一小時，我會利用其中半小時來做運動，因為都市人的生活節奏急促，
加上從四面八方湧來的生活壓力，令我們不堪重負。在這個時候，運動尌是舒緩壓力的最佳
選擇了。因為做運動除了可以強身健體，還可以釋放精神上的壓力，令人精神飽滿地投入到
工作和學習中。    

  而剩下的半小時，我會用來自我增值。如何自我增值？當然是閱讀啦！正所謂「書中自
有黃金屋」，當你打開一本感興趣的書時，尌像走進一個新的世界，它會帶你領略世界的美
妙。 

  如果每天可以增加一小時，我會利用它來做很多有意義的事。 

 

 

 

義工服務 

6A 翁敦銘 

 

  近日，學校邀請我們參加義工服務，包括：慈善義賣活動、清潔海灘活動和到老人院或
者去中心進行才藝表演。我選擇了到老人院進行才藝表演，因為我最擅長角色扮演，所以我
便組織了一個主題為關愛和團結的劇團，大家對此反應十分熱烈。 

  正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雖然我們沒有十年的時間準備這齣戲，但是我們
都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雖然起初青澀生疏，但經過不斷的練習，最終達到了很好的效果，
獲得全場掌聲。經過這一段時間的不懈努力，我們的劇團受到爺爺奶奶們的喜愛。 

  這真是一次有意義的義工活動啊！ 

 



成果篇 
中文科 

小學生活中最不捨得的人 

6B 謝紀瑤 

 

  我已經快要畢業了！在這六年的小學生活中，每一位陪伴我一起度過的同學和老師，

我都十分捨不得，特別是侯老師，她是我三年級的班主任。 

  三年級那年，我因為不同的原因，以致常常欠交功課，可是侯老師並沒有責罵我，她告

訴我每個人都會有做錯的時候，只要知道自己犯了錯，尌應該反省。在我把東西弄不見時，

她也是這樣笑著告訴我。因為她的溫柔，我改變了不少。雖然現在我的成績並不是十分優秀，

個人也不是很有記性，仍然是一個冒失鬼，但是，我已經不再是之前的「傻孩子」，今天的

我，可以改過自新，也是因為她！ 

  希望將來，我能再次看見到我的好同學和好老師！ 

 

 設計者：6B 謝紀瑤 



成果篇 
中文科 

小學生活中最不捨得的人 

6B 林文希 

 
  快畢業了，我在學校中經歷了很多，我最不捨得的人是周老師。周老師雖然牙齒黃黃的，

但是他學識淵博，令人敬佩。 

  縱使周老師學富五車，但他可是很有名的「嘮叨王」，經常不準時下課，可是我卻樂在

其中。為甚麼呢？因為他嘮叨的內容是一些人生道理和語文知識，我聽得津津有味。同時，

他也有注意到我對中國語文的興趣很濃，鼓勵我參加許多與語文相關的比賽，使我獲得豐富

的比賽經驗。 

  如今的我，已經是一位快要畢業的小六學生，但是我仍然希望可以跟周老師一起繼續鑽

研學問。 

 

 

 

 

我最不捨得的人                            

6D 韋巧妍 

 

  六年小學生涯中，我最不捨得的人尌是麥老師，因為她當了我的班主任三年，學校尌是

我的第二個家，而她便是這個家的「媽媽」。 

  麥老師常常都給別人改過的機會，她有時也會跟我們聊天，我們之間的關係十分好，在

社交平台上也是朋友呢！ 

  有一次，遊學團出發前兩星期，她告訴我在旅程時應該注意的各種事項。最後，遊學團

結束後，我平安歸來了，都是因為有她的提醒啊！ 

  麥老師在家裏一直都是個慈祥的媽媽，在我的第二個家，她依然是一個「媽媽」，悉心

地照顧着六丁班的同學。 

 



成果篇 
中文科 

互聯網能拉近人與人的距離 

6B 何彥潼 

 

  你們覺得互聯網能拉近人與人的距離嗎﹖即時通訊、電子郵件，已經取代了傳統信件了，
我們可以一瞬間尌把信息傳到在異地親人的手機上。 

  其實，上網可以認識五湖四海的朋友，拉近距離：有新聞台訪問一位通識老師，他表示
智能手機可以令人的溝通方式變得更多元化，使人在不同的地方也可以互相連繫接觸。在另
一篇新聞報道中，人們的通訊不會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大家可以透過網上討論群與世界
各地的人溝通，加強社會連繫。因此，互聯網還為青少年提供了廣闊學習的校園天地。 

  互聯網提供了一個虛擬學校的學習平台，如果是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同學可以直接和學
校的老師進行交流、解答疑難、獲取知識。青少年可以在互聯網上參與社會問題的討論，提
升思考、分析和判斷能力。互聯網令人更方便、快捷，還可以拉近人與人的距離呢﹗ 

  由此可見，互聯網使我們的溝通變得更有效，令我們溝通的範圍也擴大了。我們可以與
遠在異地的親人和朋友在網上聊天，不用依靠着信件，既省時又快捷。它可以跨越地域和時
間的限制，讓我們釋放生活上的壓力，舒緩心情。 

  總結而言，互聯網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如果不明白功課怎樣做時，又可以向老
師或同學請教，讓自己在學習上有更大進步，更上一層樓。 

 

 

 



成果篇 
中文科 

互聯網的好處 

6C 楊凱嵐 

 

  在這資訊科技發達的時代，互聯網在世界上的使用率已非常普遍，大部份的青少年都會
利用互聯網去結識志同道合的朋友或網上情人，他們的原因大多是在現實的世界被孤立，但
是在網上的世界，青少年便能更容易地結識以真心相待的好友。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近年的調查發現，現時香港的男女人口比例失衡，出現女多男
少的現象。因此，女性由於在現實與男性的配對率過低，所以才透過互聯網結識男性，希望
能和對方結為情侶或夫妻。過往也有一些成功的個案，一些男女在互聯網上起初只是普通朋
友，但是隨着日復日，他們慢慢地了解到對方，當他們發現自己原來已經喜歡上對方，尌會
成為情侶。由此可見，互聯網是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除此之外，互聯網還有一個厲害之處――能進行跨國婚姻。厚生勞動省發佈的人口調查
發現，跨國夫妻在現年已有六十六萬零六百一十三對。他們都是從網上認識的，這證明了互
聯網不會只局限在本地，它會延伸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機或電腦在手，
便能和遙遠的人聯繫。現在的聊天軟件上，有即時通話這個功能，無論對方身處多麼遙遠的
國家，你都能馬上與他或她進行通訊。 

  有人說，在互聯網裏認識朋友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因為新聞曾經報道過，有青少年在網
上和網友相約見面，他們本以為只是普通約會，但是卻沒想到網友竟然會搶劫自己的貴重物
品，也有一些青少年因此而失蹤。但是我認為如果你有提高危機意識，每當網友邀請自己時，
你尌能判斷出那人是好是壞，應否應約赴會。況且，互聯網是一個很好的溝通渠道，只要你
適當地使用，便能交到真正的朋友。 

   

 

 

  互聯網是我們人類的一項重大發明，它
能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如果你交的朋友
很少，大可以在網上結交網友，甚至你想找
一位伴侶，也可以於網上結識，或許你能和
對方成為情侶。但是假若網友邀請你見面，
你必須擁有很好的判斷力，否則你可能身陷
於危險之中。互聯網可以是一個增進人與人
之間關係的工具，但千萬不能把它用於非法
的事情上。 

 設計者：6C 楊凱嵐 



成果篇 
中文科 

尊敬的人 

6D 林卓軒 

 

  今天她又再次很晚才回來，然後放下手上的東西，尌趕緊走到廚房裏，為了做晚飯給我，
而她尌是我的媽媽了。看着這一頒晚飯，尌讓我回想起五年前…… 

  那一年的十月一日，我一起床，她尌趕緊端出早餐給我吃，她一坐下，尌咳個不停，還
一直流鼻水。整個下午，她躺在床上動也不動，一小時後，她又走到廚房做晚飯。 

  做完一道菜後，她尌回客廳坐下休息。秕然，她暈倒了，我立即幫她探熱，原來她發高
燒，於是我立即召喚救護車。 

  五分鐘後，救護車來了，救護員馬上帶媽媽到醫院接受治理，她留院檢查了一晚。翌日
早上，我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醫院探望母親，推開房門，只見一間空房間。我頒時被嚇呆
了，立即問醫生，她說我的媽媽已回家了，於是我立刻乘車回家。走進家裏，廚房傳來一陣
熟悉的香味。我走到廚房一看，桌子上放著媽媽剛做好的經典早餐――煙肉蛋。然後，我打
開她的房門，尌看到她躺在床上休息，於是我尌開始吃這些美味的早餐了。 

  經過那件事之後，我明白到母愛是無比的偉大。 

 

 

 

 設計者：6D 林卓軒 



成果篇 
英文科 

Eric and the Genie 
6A  Ng Ka Ho 

One day, Eric found a bottle in Grandma’s house. He felt very surprised. 

In the morning, Eric visited Grandma and he cleaned up her house, he found a box in the 
store room. When he wanted to put the box on the table, he fell over and the box dropped on 
the floor. There was a bottle in the box. It was broken. All of the things were broken. 
Suddenly, a genie came out of the bottle. Eric was shocked. The genie talked to Eric. The 
genie said, ‘Thank you! You release me from the old glass bottle so I can give you a wish.’ 
Eric felt happy. He thought and thought. He said, ‘I want to be taller because I want to be 
the tallest in the world.’ Then, the genie said a magic spell. At that moment, Eric grew taller 
and taller. Now, he was as tall as the house. He looked like a giant. He was very scared. 

Eric found the genie for help at once. Eric said, ‘I want to be shorter now. Can you make me 
shorter?’ The genie could not help him because he could not give him another wish. The 
genie suggested Eric to find the wizard. The genie said, ‘It is hard to find the wizard. You 
need to cross the river and climb the tall mountain.’ Eric decided to find the wizard. After 
they talked to each other, they set off to find the wizard. 

They walked and walked for a long time. They felt tired and thirsty. Soon, they saw a house 
in front of them. They were happy. However, they couldn’t see the wizard. They were 
disappointed. Suddenly, the wizard appeared in the sky. He rode on the broomstick. At last, 
they found the wizard. The wizard was kind. Eric told the wizard what had happened. He 
thought about how to turn Eric into normal immediately. 

The wizard read a magic book and he found a solution. The  
wizard mixed different kinds of magic drinks. Then, he 
gave it to Eric. At the end, Eric turned back to normal. He 
was happy. He wanted to learn magic so he stayed in the 
mountain and learnt magic with the genie. They were 
excited. 

 



成果篇 
英文科 

An Outing 

 6A  May Lau 

 

Last Sunday, I went to Tai Po Country Park with my family. We went there by minibus. The 

weather was hot and sunny. I was excited. We brought a lot of food and snacks to have a 

barbecue. 

After we arrived there, we had a barbecue because we were hungry. My mum and dad were 

setting up the fire while my sister and I were playing football. Then, we started to cook. I ate 

cotton candy, sausages, chicken wings and fish balls. I drank some cola too. It was yummy. 

Next, my sister aske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after lunch?’ I answered, ‘Let’s fly a kite.’ My 

sister said, ‘Shall we play badminton instead?’ I answered, ‘That’s a good idea! Let’s play!’ 

My mum and dad were chatting while my sister and I 

were playing badminton. It was so interesting. 

Suddenly, it rained. I felt upset because I couldn’t play. 

Finally, we went home because typhoon signal No.3 

was hoisted. It rained heavily. We were disappointed. I 

was an unlucky person.   



成果篇 
英文科 

A Big Mistake 

6A Cai Ki Ki  

 

Last Monday, I made a big mistake on my way to school. 

It was sunny. The sun was bright and the sky was blue. I was waiting for the bus. I had a 

dictation on that day so I studied for my dictation. After a while, the bus arrived at the bus 

stop. I got on the bus and took a seat. 

I was reading my English book. Some of the people were sleeping and some of the people 

were playing games on the mobile phone. It was quiet on the bus. I read for a long time. 

Suddenly, I heard a noise. ‘The next station is Tsim Sha Tsui,’ said the bus driver. ‘Oh no! I 

get on the wrong bus!’ I shouted. I felt scared. 

The bus arrived at Tsim Sha Tsui. It was eight o’clock at that moment. Luckily, there was a 

bus which went to Yuen Long. I rushed to get on the bus. 

  

When I arrived at school, it was nine o’clock. 

However, there was no one at school. I felt strange 

so I called my mum. ‘Where are you? Why can’t I 

see you at home?’ my mum asked. ‘I am at school 

now but there is no one here. Why?’ I said. ‘Today 

is a holiday! I told you yesterday! Now, come back 

quickly!’ my mum said angrily. ‘Oh no! Today is a 

bad day,’ I said to myself sadly. 



成果篇 
英文科 

A Big Mistake 

6B Tse Kei Yiu 

 

Last Monday, I was waiting for the bus at the bus stop. I needed to go to school. But the bus 

was late so I read a book. The book was very interesting and fantastic. 

I waited for a long time. When I got on the bus, I was still reading the book. I concentrated 

on the book because it was informative. I learned a lot from it. On the bus, some people were 

sleeping. Some people were watching videos on their phone. When I got off the bus, I found 

that I got on a wrong bus. I was in Tsim Sha Tsui, but my school was in Tin Shui Wai! I was 

very scared. I was afraid to ask people how I could go back to my school. 

At the end, I managed to go back to school because I was more afraid of being late for school 

than asking people for help, so I asked a lady. She was helpful. She told me which bus to take. 

When I arrived at school, it was half past nine in the morning. I thought my teacher would 

be angry, but he wasn’t. He comforted me and told me to be careful next time. 

I promised myself I will not do that again. I will not read books when I am waiting for the 

bus. 

  



成果篇 
英文科 

An Accident 

 6B Ho Yin Tung 

 

Last Sunday, Grandma had an accident at home. Luckily, she got well at hospital. I regretted 

that I made a big trouble. 

Mum, Brother and I visited Grandma’s home. Brother and I played with our water guns 

when Mum was making lunch. We made the floor wet. It was enjoyable. Then our water 

guns ran out of water so we went to the kitchen. Suddenly, Grandma walked out from the 

bedroom and fell over. She got hurt. I screamed loudly and Mum ran out from the kitchen 

and shouted, ‘Oh! No!’ We called the ambulance immediately. 

After we arrived at the hospital, the doctor said, ‘She needs to stay in hospital for one week.’ 

We all felt worried. After three days, we visited Grandma. I made a card and Brother gave 

her some flowers. Grandma felt very pleased and we talked happily. She felt better. 

A week later, Grandma was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We felt happy and we went to 

Grandma’s home. Brother and I said, ‘Sorry! Grandma. We made you stay in the hospital.’ 

She said, ‘I forgive you.’ We said, ‘Thank you!’ Grandma said, ’But you should not play with 

the water guns at my home.’ We said, ‘OK! We don’t want you to go to the hospital again.’ 

It was a bad week for Grandma.  

  



成果篇 
數學科 

同學在討論圓周及自擬題目 

我對於現在數學課的模式，感到
十分滿意，因為每當有數學題目，
數學老師都讓我們討論計算題目
的方法，並把討論結果在白板上
記錄，再向同學報告。這方法不
但增加我對數學的興趣，也使我
學習尊重別人。 

6A 黃雅柔 6C 劉耀文 



成果篇 
數學科 

對於以這種形式上數學課，我是支持的。
因為每次上課聽老師講解題目時，大家可
能都會覺得很單向，欠缺互動，而這種形
式尌可以讓大家上課的時候有趣一些。每
個人的答案不同，講解的方法也不同，又
或者兩組答案一樣，但列式可能不同，這
樣同學又可以學更多的方法去做，而且這
樣也可以鍛煉同學們的說話能力，尌是假
設自己是老師給學生們講解題目，可以學
會你怎麽講才能讓同學明白怎麽做這道題
目，所以我特別喜歡這種上課形式，希望
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我覺得這種上課方式十分有用，
因為不只是聽老師講解，我們
若有任何不明白之處，也能請
教其他組員，取長補短，互相
學習，更能了解到自己對這課
有多少認識。我認為這種學習
形式十分有趣，既不悶，又能
學到豐富知識。 

6C劉星雨 

6A曾曉楠 



成果篇 
綜合生活教育科 

我們的水火箭 — 與夢想飛行 

科學原理： 
水火箭是以水和空氣的壓力推進的模型
火箭。根據牛頒運動定律，首先在其內
部注入適量的水並用氣泵將水火箭內的
空氣加壓。當發射時，水會向外噴出，
並產生大小同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
從而推動水火箭向上升。 

製作構思： 
同學們懷抱自己的夢想，合力製
作一枚水火箭。當他們離開母校
後，繼續讓自己持孚的理想，放
飛於屬於他們未來的天空中。 



成果篇 
綜合生活教育科 

我們的投石器  
            — 樂滿FUN 
 
製作構思： 
 
1. 利用槓桿原理及能量

孚恆的科學原理設計
投石器。 
 

2.  將科學原理應用於日
常生活裏，結合遊戲
構思，將兵兵球拋射
到不同的投擲區，以
提升其競技性及趣味。 



成果篇 
 

   

   

    

    

小夜燈 

       

       

       

手機架 

       

       

       

自製指南針 

      

      

      



成果篇 
視覺藝術科 

現代門神 
 
  究竟「傳統門神」與「現代門
神」有何分別?同學們發揮了無限
的創意，為「現代門神」設計了不
同的服飾、武器……你們喜歡誰人
的設計呢? 

   

  

6A 幸卓茵 

 6A 陳怡萱  

6A 蔡淇淇  

6A 楊曉琪  

6A 黃雅柔 

    

    

   6B 黃煒貽  
6B 鍾嘉欣 

  

6B 林文希 
 6B 施巧莉  

6B 徐家欣  

   

   

    

    
6C 陳偉楠  6C 吳子晴  

6C 林芷煊  

    

   

   

   

6D 葉天明 

6D 甘思行  

6D 何紫恩 

 6D 韋巧姸  

6D 黃曦琳  



成果篇 
視覺藝術科 

   

    

    

   

    

    

    

    

6A 王志峰  6A 陳怡萱  6A 劉嘉晴 

6B 徐家欣  

6B 馮基祝  

6B 劉家熹 

6C 劉家其  6C 楊凱嵐  

6D 陳心悅  6D 招慧盈  6D 張紫晴 



成果篇 
視覺藝術科 

   

   

   

   

   

6A 張美美  6A 陳怡萱  6A 蔡淇淇 

6B 謝紀瑤  6B 黃煒貽  6C 吳子晴 

6C 陳穎君  6C 張芷晴  6C 楊凱嵐 

6D 招慧盈 6D 黃曦琳   6D 陳心悅 

        



成果篇 
視覺藝術科 

6B 黃煒貽      6B 謝紀瑤      6A 張美美  
6A 陳怡萱      6A 蔡淇淇      4G 祁籽延 
 

6C 陳穎君     6C 張芷晴       6C 楊凱嵐   
6C 吳子晴     4F 陳思錡        4F 吳衍彤 

6D 黃曦琳      6D 陳心悅       6D張紫晴    
6D 招慧盈      6D 何紫恩 



成果篇 
視覺藝術科 

   

   

   

   

6A 幸卓茵  6A 麥振熙  6A 陳怡萱 6B 林上貴  

6B 徐家欣  6B 林文希 

    

    

    

    

6C 林哲瑋  

6C 黃雪儀  

6A蔡淇淇          6D 陳心悅 6D 黃曦琳 



成果篇 
視覺藝術科 

   

   

   

   

   

  

  

  

  

  

  

6D 葉天明 

6A 陳怡萱  6A 王本源   6A  幸卓茵  6B 何彥潼 

6B 葉家僖  6B 楊朗晴  6C 林芷煊  6C 黃瑋澄 

6C 劉家其  6D 韋巧姸  6D 何紫恩  



成果篇 
視覺藝術科 

   

   

   

   

      

                 
     

         

        

             

           

6A 何立盈  6A 翁敦銘   6A 劉嘉晴 

 6B 林文希  6B 區嘉傑 6B林上貴 

6B 黃煒貽  6C 蔣嘉俊  6B 葉家僖 

6D 陳心悅   6D 馮昌凱  6D 何紫恩 



成果篇 
2017-2018年度學生比賽成績 

組別 年份 活動/比賽 主辦機構 學生 獎項 

中文 2018 全港小學中國語文 
菁英競賽 

中國語文 
教育研究學會 

6A蔡淇淇 金獎 

中文 2018 全港小學中國語文 
菁英競賽之中華文化 

問答比賽 

中國語文 
教育研究學會 

6A蔡淇淇 亞軍 

中文 2018 全港小學中國語文 
菁英競賽 

中國語文 
教育研究學會 

6A蔡淇淇 優異獎 

6B林文希 

6C黃雪儀 

中文 2018 第二十四屆元朗區 
小學生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裘錦秓中學 
(元朗) 

6A陳怡萱 廣播劇組 
亞軍 

6A翁敦銘 

6B林上貴 

6C楊凱嵐 

中文 2018 第三十四屆武漢楚才 
國際作文競賽 

香港教育 
工作者聯會 

6C劉星雨 一等獎 

6A蔡淇淇 二等獎 

6C黃雪儀 二等獎 

6C陳偉楠 三等獎 

6C林哲瑋 三等獎 

6C劉耀文 三等獎 

6C林芷煊 三等獎 

6C葉鍵成 三等獎 

6C陳栢皓 三等獎 

中文 2018 「2018遊學在中國」 
徵集比賽 

亞洲旅遊 
交流中心 

6D葉天明 入圍獎 

普通話 2018 第二十屆全港 
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鎮市文化 
教育協會 

6C黃雪儀 優異獎 

6C楊凱嵐 良好獎 



成果篇 
2017-2018年度學生比賽成績 

組別 年份 活動/比賽 主辦機構 學生 獎項 

中文 2017 第六十九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2017) 

香港學校 
音樂及朗誦協會 

6B梅孝誠 優良獎狀 

6B林文希 優良獎狀 

6C楊凱嵐 優良獎狀 

6B林上貴 良好獎狀 

6B麥銘郗 良好獎狀 

6B鍾嘉欣 良好獎狀 

英文 2017 K S Lo Inter-school 
Scrabble Championship 

香港管理專業協
會羅桂祥中學 

6B梁建熙 Most 
Valuable 

Player 
Award 

英文 2017 Hong Kong Inter-primary 
Schools English Speech 

Competition 

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lege 

6C葉鍵成 CERTIFICA
TE OF 

MERIT in 
Prose 

Reading 
Competition 

數學 2018 2018「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中國數學教育研
究會華夏杯組委
會 / 香港數學奧
林匹克協會 

6B梅孝誠 三等獎 

數學 2018 2018亞洲國際 
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晉級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
克協會亞洲國際
數學奧林匹克聯

合會 

6C莫佰翰 銅獎 

數學 2018 2018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
開賽《港澳盃》暨2018亞
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初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
克協會 亞洲國際
數學奧林匹克聯
合會 / 學勤進修

教育中心 

6C莫佰翰 銅獎 

音樂 2018 香港國際手鈴 
奥林匹克2018 

香港國際手鈴 
奥林匹克 

6A幸卓茵 銀獎 

6A楊曉琪 銀獎 

6B何彥潼 銀獎 



成果篇 
2017-2018年度學生比賽成績 

組別 年份 活動/比賽 主辦機構 學生 獎項 

音樂 2018 第七十屆香港 
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 
音樂及朗誦協會 

6B何彥潼 優良獎狀 

6A蔡淇淇 良好獎狀 

6C劉家其 良好獎狀 

視藝 2017 「母親頌」第三十三屆 
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中國美術教育 
委員會 

6B鍾嘉欣 銀獎 

視藝 2017 第七屆新星杯全國青少年兒童
畫作品展評活動 

中国青少年 
書法報社 

6B黃煒貽 三等獎 

視藝 2017 第八屆元朗區小學生 
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
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6B黃煒貽 優異獎 

6A蔡淇淇 入圍獎 

視藝 2017 培道 ×  Barbie旗袍設計 
(全港小學)邀請賽2017 

香港培道中學 6B何彥潼 嘉許狀 

視藝 2018 "母親頌"第三十五屆 
全國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母親頌"全國少年兒
童書畫大賽組委會 

6B徐家欣 銀獎 

視藝 2018 第二十屆「冰雪情」國際師生
書畫攝影作品交流展暨「真彩
杯」全國少兒繪畫美術大賽 

哈爾濱市歸國華僑聯
合會、哈爾濱市文學

藝術界聯合會 

6B鍾嘉欣 銅獎 

視藝 2018 2018第七屆世界兒童 
繪畫大獎賽 

世界兒童 
藝術文化協會 

6A黃雅柔 西畫  
銅獎 

視藝 2018 第十三屆喜洋洋杯 
全國青少年兒童 
書畫攝影作品大賽 

中國青少年 
書畫藝術 
研究學會 

6B徐家欣 二等獎 

6A黃雅柔 
 

三等獎 
 

視藝 2018 2018樂活博覽 
綠色家居設計師填色比賽 

盈柏廣告 
策劃有限公司 

6C楊凱嵐 優異獎 

視藝 2018 第三屆旗袍設計 
(全港小學)邀請賽 

香港培道中學 6B何彥潼 優異獎 

6B黃煒貽 嘉許狀 

6C楊凱嵐 嘉許狀 

6A蔡淇淇 入圍狀 

6A黃雅柔 入圍狀 



成果篇 
2017-2018年度學生比賽成績 

組別 年份 活動/比賽 主辦機構 學生 獎項 

體育 2017 元朗區小學室內非撞式欖球比賽 香港欖球總會 6A何立盈 盾賽亞軍 

6B黃煒貽 盾賽亞軍 

6B黃尹枘 盾賽亞軍 

6A麥振熙 碟賽亞軍 

6B趙彥開 碟賽亞軍 

6B麥銘郗 碟賽亞軍 

6B麥振洋 碟賽亞軍 

6B葉家僖 碟賽亞軍 

體育 2018 2018新界西小學 
非撞式欖球錦標賽 

香港欖球總會 6A何立盈 挑戰盃冠軍 

6B黃煒貽 挑戰盃冠軍 

6B黃尹枘 挑戰盃冠軍 

6A麥振熙 盾賽亞軍 

6B趙彥開 盾賽亞軍 

6B麥銘郗 盾賽亞軍 

6B麥振洋 盾賽亞軍 

6B葉家僖 盾賽亞軍 

體育 2018 第十四屆麗豪盃暨 
全港標準舞及拉丁舞排名大賽 

岑伯龍 
舞蹈學校 

6B鍾嘉欣 Rumba 冠軍 

Jive 冠軍 

學生 
支援 

2017 2017-2018元朗區 
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元朗區小學 
校長會 

6A蔡淇淇 嘉許狀 

圖書 2017 好孩子星期天之 
我愛書叢 

香港電台 6A蔡淇淇 入圍表演 

6D葉天明 入圍表演 



成果篇 
2017-2018年度學生比賽成績 

組別 年份 活動/比賽 主辦機構 學生 獎項 

活動 2018 香港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 

香港青年協會 6A吳嘉豪 機械人設計獎 

6B林文希 

6B麥銘郗 

6C傅家樂 

6C劉家其 

6C黃瑋澄 

6C葉鍵成 

6D莊子堯 

6D梁漢軒 

6D葉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