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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訓

勤、誠、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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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畢業同學：

  小學畢業對你們來說可算是人生中的重要里程碑，它標誌着舊有階段的完成，以及新階段的
來臨。當你們回首以往在母校的快樂時光，心中必定流露着無限暖意。但這些曾經與你們一起分
享過學校生活、成長中喜怒哀樂片段的老師及同學們，從今開始可能要彼此道別，各自踏上人生
中另一條道路的時候，你們一定會感到無限依依。我除了向畢業同學們送上衷心的祝賀外，也要
向辛勞培育同學們健康成長的教職員團隊致以崇高的敬意。

  暑假過後，你們都要邁進中學的新階段。同學們要以奮勉向上、自強不息的態度，迎接新的
學習環境及新的挑戰。在現今資訊發達的時代，我們必須具備敏銳的明辨性思維，才能懂得分辨
事實與意見，判斷資料的真確性與可信性，洞察謬誤與偏見。盼望同學們能夠透過慎思明辨，建
立正面的價值取向，學會包容、理解不同人的立場，同時又能保持自己思考的獨特性。所謂「學
海無涯、唯勤是岸」，人生是一門學習的功課，我們要不斷鞭策自己，不斷以知識充實我們的心
靈，在瞬息萬變的社會掌握每一個機遇去學以致用，貢獻社會。

  小學是你們成長的家園，六年的學習生活，為你們奠定了美好人生的基礎。盼望你們常懷感
恩之心，感恩母校提供優越的學習環境，感恩老師的循循善誘，感恩父母貼心的關愛。此外，還
要懂得珍惜身邊的人、事、物，以及珍惜時間和每一個學習機會。

  我衷心祝福今日的畢業生，在未來的歲月中，一方面能增進知識，發揮潛能；另一方面，能
秉持慎思明辨的態度，充份把握課堂內外的每一個學習機會，尋找正確的人生方向。祝願你們鵬
程萬里，前程錦繡。

葉韻婷校長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校長的話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暨
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

陳妙如女士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志當存高遠
將軍澳官立小學
第二十六屆全體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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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贈言
欣賞別人，發掘自

己的潛能，對生命付出
熱情，希望世界因為你
們而變得更好。

余慶賢副校長

夢想之路往往是
艱苦崎嶇的，只要憑藉
強大的信念，無窮的勇
氣，堅毅的鬥志，發揮
潛能，必可成就目標。

李國貞副校長

你 要 保 守 你 的
心，勝過保守一切，因
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
發出。箴言4章23節。

何寶華主任

「學貴得師，亦貴得友」
《潛書•講學》惜重！

陳惠雯主任

When l i fe  seems to 
be di ff icul t ,  you need to 
persevere and keep going. 

Believe that “ You can 
make it”

翁麗琴主任

Knowledge makes 
h u m b l e .  I g n o r a n c e 
makes proud. 

蔡志明主任

勤奮是一隻蜜蜂，
能幫助你釀造幸福之蜜。

林楚君主任

願同學常存感恩，欣
賞自己及他人的正面積極
態度去面對新挑戰，為人
生添上美麗的色彩！

余詠莉主任

「學如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願同學在日
後的成長路上，繼續精
進地學習。

葉億汶主任

六年的小學生活很快便
完結，過程中一定有很多難
忘的片段，願你好好珍惜。
九月是你們另一階段開始，
願你有一個充實、富挑戰性
的中學生活。

黃錦興主任

祝願各小六畢業同
學在升上中學之後，繼續
努力學習，以禮待人，將
來為社會作貢獻。

談葦妮主任

「勝不驕，敗不
餒！」升上中學要勇敢
面對新的挑戰，你的人
生將添上更多色彩。

陳鳳蓮老師

恭賀畢業生順利完
成六年的小學學習，祝
願你們在中學展開精采
而難忘的新一頁。

黎大德老師

不積跬步，無以
至千里；不積小流，
無以成江海。

孫惠光老師

人生重要的不是所
站的位置，而是所朝的
方向，大家要努力向自
己的目標前進，加油！

顏安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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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 ip l ine shows 
who you really are. To 
control yourself, that is 
the ultimate power. 

李寶華老師

雛鳥爭鳴乘今日，
飛鴻振翅寄他朝。

鄒頌紹老師

轉眼間你們畢業了，
升上中學後你們會遇到不
同挑戰，希望你們能勇敢
面對，不怕艱辛。

	 周美玲老師

願 你 心 中
有一片希望的田
野，勤奮耕耘將
迎來一片翠綠。

黃麗香老師

祝各位畢業同學在
今後的人生道路為自己
譜寫出最美麗的篇章。

楊麗英老師

少種的少收，
多種的多收；學海
無涯，唯勤是岸。

	 黃麗虹老師

當你在學習上遇到
任何疑惑，務必尋根究
底；遇到不如意的事，
不 輕 言 放 棄 ， 相 信 自
己，挑戰自己。

鄭奇英老師

請你珍惜今天，
擁抱明天，璀璨的未來
一定屬於你，加油！

郭 穎老師

積極面對挑戰，
活出精彩人生。

秦家穎老師

盼大家在人生新
階段中更上一層樓，
在知識中尋找到學習
的樂趣。

黃惠君老師

憑著信念與堅持，
縱使荊棘滿途也不怕。

司徒可琪老師

對身邊的一切充滿感
恩的心，以喜樂的心情迎
接每一天，願大家活出精
彩的人生。

李愛玲老師

努力！加油！
向前走！前程似錦。

李慧貞老師

祝你們有一個愉快充實
的中學生活，前程似錦！

朱愛賢老師

成績和勞動是成正比例，
有一分勞動就有一分成績，從少
到多，奇蹟就可以創造出來。

林翠珊老師

Man who has a 
settled purpose will 
surely succeed. 

趙曉彤老師

勇於創新，敢於
挑戰，積極向上。

蔡美芝老師

人生的色彩是由自
己繪畫上，我希望你能
為自己的將來而努力。

鄧敏宜老師

朋友用心交，
父母用心孝。

王麗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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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招損，謙受益，
與同學互勉

林美娟老師

Accept your past wi th 
n o  r e g r e t s .  H a n d l e  y o u r 
present with confidence. And 
face your future with no fear. 

黃淑賢老師

畢業是另一個新開始，
希望同學能勇往直前，為自己
的目標努力！

黃穎怡老師

祝願畢業同學學業
有成，前程錦繡。

楊亦容老師

迎接新挑戰，努
力向前進，精彩每一
天。祝各位畢業同學展
翅高飛！鵬程萬里！

王萍萍老師

存在不是為了別人，
而是為了自己。關鍵在於從
不放棄創造精神的價值。

吳小虹老師

「學如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學習不斷進
取，不斷努力。

何美英老師

用努力去編織人生豐富
的經歷，以愛心去譜寫生命
美麗的樂章，共勉之。 

奚素文老師

祝六年級同學有一
個愉快的中學生活，並
發揮自己所長，創出佳
績，將來為社會服務。

	 楊慧詩老師

The biggest adventure 
you can take is to live the 
life of your dream. 

黃婉媚老師

The way out is the 
way th rough.  How far 
you go in l i fe depends 
on whom you go with.

張育賢老師

人生充滿挑戰，然而每次
挑戰也能帶來創造的機會，使你
的生命變得更不平凡，願各位有
足夠的堅毅及勇氣，迎接新一
頁，祝各位畢業同學前程錦繡。

周粵華老師

Best of luck in this next 
chapter of your life.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Miss	Sheri	Bussey

You are all special, 
u n i q u e  a n d  t a l e n t e d 
individuals. I know that 
y o u  a r e  a l l  g o i n g  t o 
have a wonderful future. 
Study hard but stay true 
to yourselves!

Miss	Justine	Denning

生活是一本精深的
書，別人的詮釋代替不了
自己的理解，希望在小學
的生活中，能有所發現，
有所理解。

社工蘇任重先生
你選擇甚麼，付出甚麼，

就能得到甚麼。 

社工吳嘉欣姑娘 6



羅世安 范迪朗 陳成晉 林鈺城 成柏賢 潘朗翹 陳逸洋 林曉婷 周家齊 韋嘉霖 李洛言 黃皓欣 許佩嘉
何卓勳 游皓鈜 楊德聖 莊一羲 何文澤 鄧泳桐 周卓筠 高靖宇 蔡靖遙 潘貞瑩 柳佩君 許曉晴 黃樂盈 黃芊沂

6A

李尚俊 梁晉僑 賴立相 劉易宗 陳家榮 魏東源 羅善兒 陳芷妍 梁詠稀 翁子茵 石浩欣 黃穎思 石鑫泳 何采蘊
利迪志 楊進皓 許錦濠 冼韋衡 趙凱悠 謝欣彤 陳樂殷 孫慧悅 林鈞誼 林德源 蘇敬然 黃聰慧 利迪文	

6B

第二十六屆畢業生與師長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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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勤 朱梓權 林 淏 鄭展維 丁浩旻 黃柏耀 吳晴欣 謝樂怡 陳穎薇 余翠兒 張善淇
趙榮軒 鄧灝源 鄧煜熹 陳卓言 余卓蓓 潘詠晴 王子璐 曾衍珊 黃錦澤 余永誠 劉珈溍 李明軒

6D

張家齊 羅泓傑 趙子涵 吳浩文 黃詠怡 何雅雯 吳君婷 譚安琳 莫偉兒 賴立卿
周浩臻 梁晋健 周展然 甘卓峰 張嘉烯 陳幸兒 鄧梓晴 倪梓穎 葉明珠 陳倩桐 陳子晴 黃詩晴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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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眨眼，六年的小學生涯快將完成，我向媽媽
哭訴：「為甚麼和師生的友情就這樣完結？我不捨
得他們！」「孩子，難道你認為友情是有限時的嗎?
難道你認為升上中學後不能再和他們相遇嗎?」我恍
然大悟，想：是哦！我可以再和他們相遇！我想在
畢業前和他們說再見和寫感謝卡給老師們，高興地
升中學，終有一天，我們會再遇見。

  幾個月後，我們便要離開。感恩同學，讓我有
個美好的童年；感恩老師，讓我有個充滿知識的腦
袋；感恩校工，讓我有個舒適的校園。全因有你
們，我才會有個歡樂的小學生涯。

  六年的時間，我們從陌生到相識；幾個月後，
再一次分開。我們像嬰兒，動不動就哭，動不動就
發脾氣，動不動就吵架，大家現今已長大了，可是
大家長大了又面對一大難關。六年了，大家都捨不
得大家，但又能阻止這一切發生嗎?	不能。我捨不
得大家，可是成長總有離別，結果，不能改變。我
願這一切不會發生。

陳成晉

蔡靖遙

陳逸洋

6A

畢業感言

  六年前幼小的你天真無知，在將
官小學會了關愛、欣賞及知識。祝願
你們向前邁進更精彩豐盛的人生。

6A班主任
陳綺年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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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畢業了，我覺得依依不捨，我十分感謝這
六年來所有教過我的老師，感謝他們細心的照顧，
仔細的教導。老師，謝謝你們。   我在學校這短短六年已經過去了，我將要畢業

及離開學校，我感到十分不捨，因為要和相處了多
年的同學和老師離別。我在這六年學會了很多道理
和知識，我十分感恩我有一些善解人意的老師和樂
於助人的同學。

  我最感恩的人是班主任陳老師，因為她當了我
班班主任五年了，而且她教了我很多的知識。陳老
師在我傷心的時候會安慰我；在我失望的時候會支
持我、鼓勵我；在我迷惘的時候會教導我，所以我
很感謝她。   我最感謝的人是六年來在校內悉心照顧我的陳

老師，她令我學懂了欣賞別人，冷靜自己的情緒、
照顧自己和承認錯誤。

  在將官小過了六年，由天真而無知的小孩，變
成了六年級的學生，走過了六個春夏秋冬。曾經大
家不懂事，矛盾多的是，但現在已成為我的記憶中
珍貴的一頁。學校裏的老師、同學、教職員，就連
一花一草，一桌一椅，我也不忍捨去。點點滴滴，激
起了思念的漣漪，像雨點降到河裏；每個角落，勾起
了我們的回憶，珍藏著我們的身影；絲絲縷縷，牽着
將軍澳官立小學，徘徊在我們的腦海中……

  在今年七月我將離開學校，我十分感謝和感恩
學校每年都安排我們參加各種活動，利用戶外學習
讓我們學到一些課外知識。老師們和校長也努力爭
取讓我們到國內遊學，讓我們與當地學生交流。我
們快要離開學校，實在感到依依不捨。

周卓筠

范迪朗

何卓勳

許曉晴

何文澤

黃樂盈

周家齊

莊一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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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學的時間裏我學會了很多知識，很多人生
道理。剛踏入小學的時候，我還有很多不懂的事
情，也有點不適應，老師們一直耐心地指導和幫助
我。我也認識了很多朋友，他們陪伴我學習，陪伴
我玩耍，我很榮幸可以認識他們。

  這六年的小學時光轉眼即逝，轉眼間，我就要
離開這充滿回憶的學校，實在不捨。我不捨得的還
有曾教導我的老師，特別是我的班主任	 -	陳老師，
這兩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當我遇到不愉快的
事情時，她總是在旁邊，默默地聆聽我的事情，當
我不懂得做功課時，她也總是耐心地教導我。在六
年中，我過得很充實，也有好好地裝備自己，感謝
這六年的時光，這六年會永遠烙印在我的腦海裏。

  六年的時間，說多不多，說少不少，但蘊藏我
們的回憶，卻我們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腦海。這六
年的經歷，也讓我嘗試了甜酸苦辣。甜的，是跟同
學玩耍；酸的，被同學誤會；苦的，考試失手；辣
的，被老師責罵。在這短短的六年，老師不但教導
我們知識，還教導我們人生知識，在我們這張白紙
上，畫下了美好的一筆。

  我感到高興，因為我可以進入中學階段去學習
更多知識，去裝備自己和追求自己的目標和理想；
我感到擔心，因為不知道自己能否適應中學生活，
更不清楚自己遇上重重的挑戰和困難時能否自行解
決和處理；我更感到依依不捨，因為在TKOGPS的
六年生活，每一刻的點滴，還有陪伴我成長的老師
和同學-都即將要說再見，希望各位TKOGPS的成員
（包括校長、老師、職工、畢業生同學）以後一同
前進，一起跨過障礙！

  今年是我和同學在小學的最後一年，一轉眼就
將要小學畢業了。在將官小這六年有太多美好的回
憶和趣事。但最想說的是要謝謝在學校這六年教
導、照顧及鼓勵我的每一位老師們。我將謹記老師
們的教誨，去走好我以後的每一步，做一個正直、
誠實和有擔當的男孩子。

高靖宇

  我十分開心，因為我在這六年來與同學一起；我
十分依依不捨，因為我要與我所有的好朋友分開。

柳佩君

林鈺城

潘貞瑩

林曉婷

李洛言

羅世安

  我在學校已經經歷了六年的學習生涯，在這六
年中，老師給予我許多機會去發揮，例如：擔當
小司儀、英語大使、音樂大使等等。但是，六年的
時間就好像一瞬間就過去了，我和同學要各散東西
了。但是我不會因此難過，我會繼續嘗試新事物，
創造夢想。

許佩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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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生涯六年靜悄悄地完結，每一刻我也想着
跟同學聊天，跟同學玩耍，可是我經已長大了，長
大就要改變。所以，再見了  跟同學一起玩、一
起頑皮、一起談天的日子。雖然不是永別，可是離
別那種傷感，我可不會忘記。

  在學校這六年裏，不同的活動皆在我的腦海裏留
下深刻的印象。我在學校裏的六年真是多姿多采，同
學們都令我感到快樂，老師令我獲益良多，校長也常
常在早會中教導我們和跟我們一起回味過去的活動。
我最想感恩的是我的班主任陳綺年老師，她當了我
五年的班主任和數學老師，和我們建立了深厚的感
情，也教導了我們很多的道理和幫助我們。最後，
我想跟所有的教職員說：「我一定不會忘記與你們
共處的回憶！」

  我感謝學校，因為學校給了我們舉辦很多活
動；我感謝老師們，因為他們傳授了很多知識給我
們；我感謝同學，因為他們帶給我很多歡樂。

  我已經是一位六年級生，不知不覺在母校裏過
了六年，我很感謝校長、老師和同學們在這六年裏
教導和陪伴我，令我學懂了如何做得更好，我在這
六年裏也結識了很多朋友，幸好結識了他們，我才
過了這段充實快樂的日子。

  快畢業了，六年的小學生涯要完結了，這麼多
年老師對我的關懷和照顧是值得感恩。我希望有一
天可以和同學見面，一起談話，一起玩耍，永遠也
是好朋友。有緣再見！

  校長和老師們的細心教導和關懷；同學、朋友
陪我渡過的開心、傷心、煩悶、熱鬧……就算過了
多久，我也不會忘記，老師使我學會自立，朋友使
我學會珍惜眼前的小事物，令我不容易放棄。

  身為今年畢業生，我們要離開母校進入中學。
雖然我很期待中學生活，但我也很不捨。在這六年
的小學生涯中，我認識了很多好朋友，並與他們創
造了很多美好的回憶。雖然和同學相處有些時候我
們會吵架，可是無論令我們傷心、生氣、開心的
事，也是我們在校園的回憶，加上學校舉辦的各種
活動，足以令我無法忘記，希望多年後，我們這一
群畢業生還會記得這些回憶。

  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我們又是時候講再
見！在最燦爛的時光機裏，交織難忘的回憶。在每
天的喜怒哀樂裏，大家一起面對，解決。每天的感
謝，讓我報答了老師每天的照顧和教導。

成柏賢

鄧泳桐

黃芊沂

游皓鈜

韋嘉霖

黃皓欣

楊德聖

潘朗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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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我十分感謝老師，
您們就像明燈一樣，
護送我前進。

畢業已經到了，
與你同行，回想起我們曾經擁有過共同理想；
與你分開，回憶着我們重逢時的狂歡。

這六年裏，
謝謝老師們的教導，
謝謝同學們的照顧。

  衷心祝願畢業在即的同學們用
智慧、膽略、毅力開闢出一塊屬於
自己的土地。

6B班主任
施純純老師

陳家榮

陳芷妍
陳樂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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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凱悠

在此多謝各位老師同學，
多謝您們的關心愛護，
我愛您們。

同學們，
再見也是朋友，
離別不是結束，而是新的開始。

眨眼就快要升中學了，
如果我有時間，
一定會回來將官小探望您們每一位。

畢業了，
我捨不得同學間的友誼，
我更捨不得老師的教導。

我們經歷了六年，
但在心裏已過一個童年。

學校，再見了！
帶着六年的情感再見了，
我們必定會想念您的。

六年小學像一場遊戲，
這個遊戲一共有六關，
一旦完了，
便不能重來，
所以大家要珍惜。

感謝您們六年來的教導和陪伴，
令我領悟到人生的道理和樂趣。
感謝上天給予我機會與您們相遇。

何采蘊

許錦濠
賴立相

林鈞誼

劉易宗
羅善兒

林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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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迪志
雖然我來到了學校只有兩年，
不過我對學校的感情卻如六年，
願記憶永在。

對着考試前緊張的我，
老師說的那句加油，
讓我更加努力。

利迪文 梁晉僑

梁詠稀 魏東源

石浩欣
石鑫泳

六年時光要告訴你們，
就是這句，
我愛你們。

畢業不是結束，
而是新的開始，
為我們的未來鋪上新的道路。

多謝老師的教導，
多謝父母的支持，
多謝同學的安慰。

六年的時間已經過去，
希望能在餘下的時間達成彼此的心願，
成為日後難忘快樂的回憶。

課室裏的歡樂，奠定了我們的情誼；
操場上的追逐，見證了我的成長；
送上深情的祝福，願你前程似錦。

青春就像一場奇妙的旅行，
我們的不期而遇，
卻成為彼此珍貴的回憶。

李尚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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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韋衡

孫慧悅

黃聰慧 黃穎思

楊進皓 翁子茵

我感謝老師，
感謝您們對我的教導，
感謝您們對我的照顧。

我很感謝多年來照顧和教導我的老師，
您們的良言常常在我的心中陪伴我。

流水匆匆，歲月匆匆，友誼永存在心中。
即將離開我的母校，
在母校裏，只能沉澱成最美好的回憶。

畢業了，
感謝老師們的教導，
感謝同學們的關愛，
我會永遠想念您們的。

感謝老師用心的教導，
多謝校工為校園清潔，
謝謝同學們的陪伴。

畢業並不是結束，
只是換了個地方學習，
更是新的開始。

老師，我已經達成您們的期望嗎?
你的教導永遠在我們心裏。
您永遠比誰都站得高，
看得遠，謝謝您。

在這六年來，
感恩師長的教導，
同學的陪伴，
在夕陽的殘照下，
期待我們再次聚會。

謝欣彤

蘇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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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希望同學繼續努力學習，爭取
更佳成績，享受中學生活。

6C班主任
屈建華老師

Pessimism is corrosive. 
Realism lacks imagination. 
Optimism is boundless. 
Purse your dream.

6C班主任
鍾海蓉老師

陳子晴

感謝老師一路以來的教導，
感謝同學的陪伴，
我希望大家將來都學有所成。

我很感恩能遇到我班的同學，因為他們都很用心讀書。	
我很感恩我的班主任，因為他們很有責任心。	
我也很感恩李副校長教導我們數學，因為她很關心我們！

六年來學校改變不少，
我更捨不得了!
即將畢業的我也改變了，
希望大家日後能有更大的進步！

陳幸兒

張嘉烯張嘉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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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倩桐 張家齊

周展然 何雅雯

甘卓峰
賴立卿

感謝老師在這六年來的教導，
感謝同學在這六年來的幫助，
也感恩我在這六年來也有不少的得着。

我快要畢業了，我感到很開心！
我快要升上中學了，
我一定會努力學習！

我捨不得老師和同學，
我這六年來不斷的進步，
我也即將畢業了，希望大家能有更大的進步。

在將官小裏，
有很多循循善誘的老師和好朋友！
我即將畢業了，真捨不得！

我非常非常開心，因為我終於升上中學了，
我會用心上課，爭取理想的成績。 即將畢業了，我捨不得和同學相處的美好時光，

我更捨不得學校的老師。
我即將離開學校了，真捨不得！

我感謝教我的老師，因為他們用心教導我們，
我很開心遇到志同道合的同學，
希望大家考到心儀的中學，
希望大家有美好的將來。

梁晋健
羅泓傑

我很珍惜自己和同學相處的時光，
帶給我很多歡樂的回憶。
感謝大家對我的包容和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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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要畢業了，真捨不得！
我真的很想感謝老師和同學，
我會好好珍惜餘下和他們相處的時間。

莫偉兒 倪梓穎

譚安琳 鄧梓晴

黃詩晴
黃詠怡

吳浩文
吳君婷

珍惜和朋友一起的光，
感謝老師一直對我的教導和愛護，讓我增廣見聞！
再見了我的母校！

六年了，我好感謝老師對我的接納。
我做錯了，老師常給我機會去改過。
老師給了我們許多學習的機會，讓我增廣見聞。
謝謝我的母校！

在未來的日子裏，
我希望可以過得更愉快，認識更多的人與事，
我會努力追尋夢想！

我很多謝老師一直以來細心的教導，
我即將畢業了，
我真捨不得同學和老師！

在這小學的六年，
我認識了很多朋友，
希望以後能繼續和他們建立真摯的友誼！

六年內學校每天在轉變，變得更漂亮了！
即將畢業了，我真捨不得！
我要感謝老師們在六年來的教導。

轉眼間，我們大家都已經畢業了！
在六年來，老師教導了我們很多知識，
每次回到學校上課，就像回家的感覺。
多謝老師六年來對我們的關心和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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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明珠
趙子涵

周浩臻

老師六年來的教導，我銘記於心，
和同學的相處回憶，我念念不忘，
老師對我的恩情……我永世不忘！

六年了，我也快將畢業了，
我捨不得和同學相處的時光！
我會把美好的回憶藏在心內！

我珍惜同學一起相處的時間，
多謝老師多年的教導，
現在要離開學校，
我真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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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距離畢業只差三個月，我要感謝的人有很多，
首先我要感謝所有教過我的老師，
因為中學教的東西都要在小學時打好基礎，
我要感謝我的同學，因為他們給我很多快樂。

  我非常不捨得這間學校，這間學校帶給我很多
回憶。我們一起被老師罵過，也一起笑過，我也學
習了許多知識，所以我想在這裏謝謝各位老師和同
學。我十分感恩，我感謝老師每天教我知識，我感
謝同學在我有困難時陪我解決困難，我感謝校長每
天和我們聊天。各位，謝謝你們！

我很感謝各位老師六年來幫助我們和照顧我們，
並特別感謝班主任和葉校長教我們道理。

陳卓言

陳穎薇

鄭展維

Learn and live. Believe 
in yourself. Nothing is 
impossible.

6D班主任
容潔萍老師

世界上最寶貴的是「今天」，
人們最易遺忘了也是「今天」，
願你抓緊每一個「今天」。

6D班主任
胡漢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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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勤

我在這所學校讀了六年，認識了很多老師、朋友、同學等。
在這裏，我學習了很多知識。我非常開心，可以和同學一起到上海交流呢！
我非常感謝老師和同學陪伴我這六年！

趙榮軒

我很感謝各位老師教我知識，令我能考進好的中學，令我長大成材。
我很感謝孫老師的教導，令我變得更好。

朱梓權

  距離畢業還有幾個月，我在這裏留
下很多美好和難忘回憶，而我畢業前最
想感謝的老師是林老師，她雖然只教了
我兩年，但我最喜歡她的課堂，在她教
導下，我的語文能力提升了很多。

鄧灝源

我很感謝所有教過我的老師。

林淏

我感謝學校，也感謝老師!無論我功課有多少錯誤，
老師也會用心批改。
我也要感謝我的同學，和他們一起上課十分開心，
也學到如何做人，學到了很多知識。

張善淇

李明軒
劉珈溍

回想起在六年前剛來到學校，我甚麼也不懂，我的成績不合格，
但現在不但合格，分數還很高呢！
我感謝老師對我一直以來的照顧。

我十分感謝老師和同學教導我，照顧我。

我感謝各位老師多年來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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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間學校已經讀了六年書，我很高興認
識了很多同學和老師，而且在這間學校我學了很
多知識。學校舉辦了很多課外活動，讓我得到了
很多樂趣。

潘詠晴

鄧煜熹

丁浩旻

曾衍珊

在這六年裏，我賺了歡笑與淚水。
這一切，在我離開了校園之後，
都會成為美好的回憶。

  多謝各位老師和同學，一年級的我是很笨，但
在將官小接受了六年的教導後，我變得成熟起來，
我要感謝同學們給我六年快樂的時光。

  我在這間學校讀了六年了。現在快畢業了，我
感謝這裏的老師教導我們新知識，教我待人處事。
我要再次感謝老師，社工和同學們。

  由我開始就讀將軍澳官立小學，我已經覺得這
學校可以帶給我們快樂和幸福。
  轉眼間我就讀了六年，也是學校最高的年級。
我就快畢業了，我非常感謝我的班主任和各位老
師，這是我六年來最快樂的日子。

  我在本校就讀六年了，我在這些年學會了很多不同
的知識，也交到了很多朋友。我最感謝的是我的班主
任  胡sir和容老師，他們教會我很多人生道理。
  他們為我們能夠入讀更好的中學，下了很多心血。
  胡sir和容老師，你們辛苦了！

謝樂怡

王子璐 黃錦澤

  我感謝這裏的老師。老師會在我們有困難的時
候幫助我們，教導我們新的知識和待人處事的道
理，我很感謝學校令我成長。

  我在這間學校已經六年了，眼看要畢業了，當
然非常不捨得，而每一位的老師都令我印象深刻。
在小學裏，我學了很多知識。如今我即將畢業，我
非常感謝老師和校長的教導。

吳晴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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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耀 余卓蓓

余永誠

  回想起我一年級入學時候，我甚麼也不懂。不
過當時我的身邊有很多同學去幫我渡過難關。我在
不同的年級學習到不同的知識，讓我不停地進步。

  在這間學校讀了六年，即將升中學了，我很捨
不得將官小，很捨不得這裏所有老師、同學和職
員。我十分感謝老師對我的栽培，同學帶給我的快
樂，校工對我的照顧！將軍澳官立小學教導我很多
知識，我會把知識好好利用，將來貢獻社會。

在這六年來，我很感謝每一位教過我的老師，
他們一直都很努力地教導我們，令我們學習了不同的科目的知識。
我升上中學後一定會好好學習，令我的成績提升。

  距離畢業只有三個月了，令我更珍
惜我的同學，我實在擔心在新的學校、
新的環境中，交不到了新朋友呢！但我
知道你們永遠是我的好朋友！

余翠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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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校園生活
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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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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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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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

28



五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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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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