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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言九章十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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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埔宣道小學今年踏入創校 25 周年。今天的畢業禮也見證學校及社會的變

遷，就此恭喜各位畢業生在本校完成基礎的教育。

  在畢業的時間，實在要感謝主豐富的預備！在過去的日子，讓我們有一個充

滿動力和創意的專業教師團隊，不但具備敬業樂群的典範，也是關愛學生全人成

長的育才者，啟發學生結伴建構知識，讓各位六年級的畢業生在這校園內投入學

習，尤其在這特別的一年，因著疫情緣故，教師團隊運用諸般的智慧，在這新常

態下建立不同的教學策略，盡力讓各位同學保持學習。在此我們也得向各位老師

表達感謝！老師在這艱難的日子，要面對各種的挑戰，絕對不是一個容易擔當的

角色。老師們除了要不斷自我增值，學習新的教學方法，更重要是保持那份熱誠， 

愛心，使命感，以及持守信念，更重要是不斷輸入正向能量，保持健康的身心。

我們同時也感恩有一群愛護和關心子女的家長，與及全力支持學校的辦學團體 ! 

配合本年度的主題「感恩珍惜 發揮強項 積極樂觀 疫境自強」讓各位同學建

立正向的價值觀和自信，讓各位同學愉快學習，發揮應有的潛能。

  希望各位學生離開黃埔宣道小學，進入成長的另一個階段，緊記本校校訓：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 9:10）

  在展開各位的中學生活，我相信必定有一個正確的起始開端。所有能夠存在

永遠的，一定有個來自永恒的源頭。正如一幢偉大的建築必需建立在一個精確的

根基上作其根源；而優秀的學生，最重要的是心中有一個正確與求真的態度。

  本人謹代表法團校董會恭賀各位畢業生，祝各位前程萬里，願你們繼續努力，

追求卓越，為個人、為社會帶來更高成就。

   願主恩永偕！

甘偉強

校監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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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 上帝的恩典及帶領，讓本人能在本年度重回自己教育事工的萌
芽和成長地，能重回這大家庭實在倍添親切，並能把過去在黃埔宣小的各
項教育事工及點滴得以延續、傳承，彼此同心努力，為教育專業奉獻，為
孩子培育豐盛生命，以推動基督教教育的發展，並持守「辦學傳福音」的
理念。

  各位六年級畢業生，你們要在世上作鹽、作光，還記得黃埔宣小的「APSW」精神嗎 ? 期盼你

們仍然牢記在心中，把「APSW」的精神、特質和勇氣拿出來，並一同延續和傳承它，那就會好像

鑰匙般為你們開啟每一個新的機會，鼓勵你繼續前進！

  黃埔宣小開校至今已經歷二十四年，畢業典禮亦舉行至第二十二屆，學校每年畢業生約有 160

多人，過去二十一屆畢業生的總人數已經接近三千四百位，早年畢業的同學早已投身社會，在不同

的行業服務，過去亦有就讀各大專院校的畢業生曾回校擔任老師或在其他學校擔任老師，薪火相傳

以教導師弟師妹學習，回饋學校和老師的教導。

  學校就校本發展的需要，積極籌劃改善學校學習環境及為孩子建立一個愉快、健康及配合時代

發展的心、身、靈的環境，學校亦已策劃在暑假期間在一樓數碼學習中心改建為 STREAM 學習中

心供同學使用。盼望各位畢業同學，將來繼續支持母校，建設更優悅的「黃埔宣小」校園。  孩子經過近兩年「不平凡」的學年，在這變幻莫測的年代，我們積極建立孩子有豐碩的心靈果

子，讓孩子學會分享，學會感恩，學會珍惜。讓孩子活出生命，茁壯成長。
  親愛的畢業生，請你們記住老師是多麼愛錫你們，不論你身在何處，人在何方，在黃埔宣小校

園裡，一定會有你們的師長，為你們默默地祝福、祈禱，但願你們常回母校探望師長，一同帶來你

們的新事物、新動向與我們分享。本人亦鼓勵各位同學積極加入校友會，認識「黃埔宣小」的學兄

學姊，建立網絡，尋找學伴，一起成長。本人亦期望你們能持堅定信心，善用環境資源學習，按步

就班來達成心願。

  本人謹代表黃埔宣小全體師長及職工預祝大家：百尺竿頭、前程錦繡、力上加力、主恩滿溢！

  本人謹代表黃埔宣小全體師長及職工預祝大家：百尺竿頭、前程錦繡、力上加力、主恩滿溢！

李德衡校長的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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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When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山雨》 

 6A 曾嘉俊

　　一位神奇的、美妙的魔法姐姐，

帶着微笑悄然而至。 

　　她是誰 ? 她就是春天姐姐。 

　　「滴滴答  滴滴答  」一陣陣美妙

的歌聲將我從夢中喚醒，我睜開眼。噢，是雨

點妹妹 ! 她正在溫柔地拍打我的窗戶！是在叫

我起床，不要偷懶呢！又像是在為我們獻上美

妙的《田園交響曲》呢！這調皮的小雨點滴落在

樹葉上，滾動着；飄落在妹妹的小花傘上，跳躍着；

飛入池塘裏，濺起串串水花。

　　雨停了，一陣微風吹過，像媽媽在輕輕撫摸

我們的臉頰，是那樣的輕柔、温暖！空氣中瀰漫着濕濕的泥

土味，留下淡淡的雨水味，還夾着那稠稠的，黏黏的香草味

兒呢！

　　春，是一位了不起的美術家 ! 不信？ 

　　你看，你看  公園裏，草地上，小溪邊……孩子們在

歡快地奔跑；狗兒、貓兒在草地上盡情地撒着野；魚兒、蝦

兒在使勁地翻着筋斗；就連鳥兒們也伸展開了美麗的翅膀。

整個大地，放眼望去，簡直是一幅色彩斑斕的風景畫！ 

　　春，就這樣悄無聲息地來了。 

　　像一道彩虹， 

　　給我們帶來歡樂； 

　　像一縷陽光， 

　　照亮我們的未來。

6A CHIU YAN KI
  There were once two sisters, Lilly and Lana, 
who shared the same dream. They both wanted 
to be famous YouTubers to raise awareness for 
endangered sea animals. They both took action and 
started filming their first video and then posting 
them on YouTube. Nevertheless, after a while, Lana 
thought it was too tough and gave up. As for Lilly, 
she didn’t and she 
continued to make 
videos to educate the 
world.  
  Five years later, Lilly became an influential 
YouTuber who advocates the importance in 
protecting the sea animals. 
  We understand that nothing is impossible as 
the saying goes, “When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Be persistent. Don’t give up easily as you 
might have just only licked away the whipped 
cream at the top, when there’s still ice cream left at 
the bottom!

6A 林樂陶 

　　昨天中午，雲先生好像有點憂愁，所以雲由白皚皚變成灰濛濛了。 

　　突然，我在家裏聽到一陣沙啦啦，沙啦啦的聲音，彷彿一場戰爭快要爆發了 ! 雷公公首先出擊，他發出令

人耳膜穿破的聲音：轟隆――轟隆……花兒們都捂着耳朵了。然後，雨太太落下豆大般的雨水，叮—冬—叮—

冬地打在水窪上，好像一曲美妙的歌謠。 

　　我看着遠處的高山，它的顏色由翠綠變成白茫茫了。山的能見度也越來越低……

　　過了一會兒，雨太太和雷公公停止了比拼。我走出門外，立刻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了 ! 我聽到一些微弱的

聲音 : 滴—答—滴—答……，這可會是雨的餘韻？

中英文佳作 2020-2021
黃埔宣道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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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Unusual 
Summer Holiday

6A 
TANG CHI CHING

  This year, I had an unusual summer holiday. I used 
to travel with my family in summer. However, because 
of Covid-19, we couldn’t travel but to stay in Hong Kong 
instead.  
  In fact, I was stuck at home every day, gazing out of 
the window and thinking when would this pandemic end. I 
could no longer see my friends face-to-face but instead via 
the internet.  
  Last year, I was invited to lots of parties. I had a lot 
of fun. Nevertheless, this year we had to fi ght against the 
virus by practising social distancing. Therefore, I didn’t get 
any invites to anywhere of course.  
  Sometimes, Grandma would come to chat with my 
sister and I. We would play checkers and bake cakes 
together. It was fun but not as fun as when we spent time in 
Ocean Park last summer.  
  Other times, I would make arts and crafts with my 
sister as we were tired of watching TV at home. I missed 
the relaxing moments we’ve had at the beach. The only 
thing I could do was just sit at home and read books, 
hoping that I could be back at school soon.  
  I had an unusual summer holiday this year. I do hope 
the pandemic will end as soon as possible in order for 
everything to be back to normal. 

6B 廖正楠

親愛的校長、老師、同學們：

　　光陰匆匆，時光飛逝，六年的小學生活將要成為回

憶。六年前，我還是剛升上小學一年級的小孩；現在，

我已經快要升上中學了。此時百感交集，感到不捨和傷

感；也感到感激和喜悅。

　　畢業了，回首過去，一段段深刻的畫面浮現在眼

前……

　　在這裏，我們向母校告別，感謝您給我舒適的學習

環境。校園是我的朋友，伴我成長，和我一起度過最快

樂的光陰。即使是一花一草，也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您給我太多了，我們除了感激，還可以做甚麼呢？

　　在這裏，我們向老師們告別，感謝您們給我無微不

至的關顧。謝謝您們，是您們教導我知識，是您們教導

我待人接物，是您們引導我認識主耶穌。全因您們無私

的奉獻，才成就了今天的我。

　　在這裏，我們向同學們告別，感謝你們給我真摯的

友誼。你叫我怎能忘記有笑有淚的六年時光呢？六年

來，我們建立了珍貴的感情，每逢同學遇到問題時，大

家都會伸出援手，給予幫助。

　　短短的六年之間，我珍藏了許多難忘的回憶。現在

走回我們的課室，彷彿仍聽見我們從前的玩笑聲、歡呼

聲、吵鬧聲……

　　臨別之時，讓我們許下承諾，我們定會努力學習，

健康成長，做一個謙卑的人，回報母校厚重的恩情。

　　最後，我謹祝願母校再創輝煌，老師們生活愉快，

同學們學有所成。

　　謝謝各位﹗

《籌款箱不見了》 

《我畢業了》 

6B 何愷晴

　　今天下午，在放學回家的路上，我經過商場門口，看到一個籌款錢箱，那令我回想到一件事…… 

　　上星期天，我到家附近商場的文具店，買了一支新的圓珠筆，然後我想把餘下的五元硬幣投進在商場門口的慈

善機構籌款錢箱，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去捐款的途中，遇到一個奇怪的男子鬼鬼祟祟地東張西望，他的身材又高又瘦，頭上束着一條短短的馬尾，

尖尖的臉上有一雙小小的眼睛和高高的鼻子，樣子好像一隻狡猾的狐狸。他拿着一個沉甸甸的手提袋，正急步準備

離開時，突然不小心撞到我，手提袋掉到地上去了，發出「噹！噹！」的聲音，我想幫他拾起袋子時，他卻立即搶

過袋子，慌張地說：「不！我自己拾就可以了！」，然後立即拾起手提袋，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我像木偶一樣呆呆

地看着他消失的蹤影。 

　　一會兒後，我到達了商場門口，卻發現籌款箱竟然不見了！忽然後面傳來腳步聲，原來是幾位警察，他們接到

通知前來調查籌款錢箱被偷案件。我心想：剛才那個男子的行為真的很古怪啊！剛才他的袋子掉下來時發出「噹！

噹！」的聲響，好像內裏放了那個錢箱？我就把剛才事情的來龍去脈全部告訴警方。 

　　我希望警察們能夠快點拘捕這個小偷，更希望大家不要像那個小偷一樣欠缺同情心。

畢業特刊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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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cident 

An Accident

6B WONG TSZ HUEN
  Since last week, my life has been turned upside down. 
I became an orphan and I’m living without my parents.  My 
legs and arms were broken. I have also learned a valuable life 
lesson. 
  Last Sunday evening, my parents and I went to a nice 
restaurant for dinner because it was my birthday. On our way 
home, the sky turned dark and it started to rain as if the sky 
has started to cry. The road was very slippery, so the car was 
driven by my dad carefully. Soon, the sky went even darker as 
more raindrops were falling from the sky. The dark sky and the 
thunder made my blood run cold. 
  All of a sudden, I heard a loud bang. A huge rock fell down 
from a mountain. ''Daddy, I guess the mountain is starting to fall 
apart!'' I yelled, every inch of me was trembling. My daddy's 
face turned white, and whispered,'' It's a landslide, we've got 
to get out of here!' 'Daddy quickly reversed and turned the 
direction of the car, Unfortunately, the road was too slippery, 
the car skidded off the road and crashed into the mountain. 
Meanwhile, rocks and soil began to tumble down the slope.
  A minute later, all I could see was darkness, complete 
darkness. I could not stop shivering. ''Mommy, Daddy, where 
are we? ''I asked in a very shaky voice. My parents didn't 
answer. I took off my seatbelt and took a look at my parents.'' 
Mommy? Daddy?'' I whispered. You won't believe what I saw 
and neither did I. I was in shock. They were unconscious and 
there was blood running down their faces. I was so scared, I 
cried and cried. 
  About an hour later, we were being rescued. The fi remen 
dug out the car and the paramedics sent us to a hospital. 
' 'Are...Are...my mommy and daddy alright?'' I asked a 
paramedic in tears. ''They will be fi ne soon,'' she comforted me. 
  However, that wasn’t the case, I found out she was lying 
as soon as the doctor told me that my parents have passed 
away. ''Why do I have to go through this, I am just a kid!'' I 
cried hopelessly. The room was fi lled with sadness. 
  Since my parents were the last surviving members in my 
family, and now that they have passed away, I had to be sent to 
an orphanage. 
  During this painful experience, I have learned that we need 
to cherish every moment that we have with the people we love 
because we will never know when it will be the last time we 
would see them again. 

6B LEE WANG FUNG
  This happened on the day of my birthday, but it 
ended horribly. I will never forget what had happened 
on this very day. 
  It was a very cold night as it had been raining like 
cats and dogs the previous day. So we were warned by 
the weather reporters to put on more layers and stay 
warm. Later that night, we decided to go out for dinner. 
  When we were about to reach the famous 
restaurant that Dad had always talked about. A bolt 
from the blue, lightning struck the tree right in front 
of us. It fell and blocked our way. Suddenly, a pile of 
rock and soil fell onto our car within a blink of an eye. 
It’s a landslide! It has buried our car and my parents 
were in a state of unconsciousness. 
  I felt so frightened and anxious at the time. I 
wanted to call for help but my phone was broken. At 
the same time, I realized my left arm has been cut by 
pieces of glass. All I could feel was pain and fear. Tears 
were dripping down from my eyes to my chin. I was 
still not ready to say goodbye to my friends and family. 
So, I was stuck inside the car waiting for my death. I 
held tightly onto my parents’ hands and cried loudly," I 
love you! " 
  Suddenly, I saw a beam of light as the fi refi ghters 
began their rescue. My heart was full of hope. "Hang in 
there! Hold on! " they shouted. They pulled my parents 
and I out of the car and sent us straight to the hospital. 
On the way there, they tried their best to look into my 
injured arm and at the same time, my parents have 
also woken up. The policemen went to the scene of the 
accident to investigate. 
  I was extremely sad about what had happened 
that day but I am glad that my parents and I are safe. I 
would never forget this day.

黃埔宣道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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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次難忘經歷》 
第一章：初來報到

　　「喂！起床了！」一股洪亮的聲音傳入我的耳朵裏…… 

　　我處於迷迷糊糊的狀態中，慢慢睜開眼睛，獅子的太陽照得我房間熱辣辣的，配合  媽媽那催促的聲音，我不

得不馬上起床刷牙上學去。我是一位插班生，為了讓老師和同學留下一個好印象，我是不會遲到的。我已用九秒九的

時間「飛」去學校，「嗖」的一聲便到了！今天必定是美好的一天了。 

　　當我踏進課室禮刻，全班同學目不轉睛地望着我，十分尷尬。老師向我走來並温柔地說：「我是温老師，是你的

班主任。現在請你自我介紹一下吧！」老師那治癒的微笑，瞬間減輕了我心中好幾層的壓力。我走到黑板面前，看着

一個又一個毫不熟悉的面孔，身體不自然地僵硬起來。我斷斷續續地說：「我……我叫梁夢柔。我很榮幸可以成為六

甲班的插班生。」 

　　過了一會，一陣陣掌聲響起，我鬆了口氣，肩膊也沒那麼繃緊了。但在自我介紹的過程中，我注意到後排那三個

女生一直用敵意的眼神看着我，不過我也不在乎，畢竟，一班中 有一兩個人會看你不爽的。 

 

第二章：白光

　　「叮－叮—叮—」小息的鐘聲響起，同學們都自動離開座位，以往在這種時候我就走向我的朋友那裏去，但轉校

嘛，對這所學校毫不認識的我難免會有些被孤立的感覺。突然有人在後面輕拍了拍我，一位女孩站在我身後，她開朗

地說：「你好！我是珍娜。你願意和我做朋友嗎？」我立刻答應了，然後她帶我認識校園。 

　　上課鐘聲響起，我和珍娜立刻跑回課室。正當我打開課室的門之際，珍娜猛然把我拉到後面。一桶黑色的污水從

門頂迅速掉落，那污水灑得一地。我當時恍恍惚惚的，完全來不及反應，只看見後排那三個女孩在捧腹大笑。她們大

喊：「你這次走運了，下次可要小心哦，可能是廁所水，哈哈哈哈！」旁邊的珍娜握着拳頭，兇神惡煞的，一副要找

她們算賬的樣子。我連忙阻止，說：「算了吧！反正也沒弄到我！」 

　　「不行，不可放過她們，否則她們會變本加厲！」珍娜氣沖沖地說。正當珍娜打算上前的時候，窗外突然有一道

白光照進課室，大家都被那道白光吸引住，有的嚇得呆若木雞，有的害伯得捲起身子，有得交頭接耳……只有珍娜步

向白光打算查過究竟，可是她瞬間被白光吸入，我本能地拉着她，結果我們同時被吸入白光之中。 

 

第三章：輪迴

　　白光將我們帶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我整理好了亂七八糟的頭髮，拍一拍衣服上的塵埃，我和珍娜都不知如何

是好，唯一的方法，就是尋找回去的路！我們走在森林裏，途中經過一個湖，突然有兩個人走過來問路：「請問湖景

《雨》 
6C 余頌曦 

　　滴  答  滴  答   一根一根的針從天空上降落在地上。 

　　天空漸漸變得灰濛濛，厚厚的烏雲飄來，微微的雨變得又粗又大。我

坐在窗邊，聽到雨點霹霹啪啪的打在玻璃窗上。 

　　雨越下越大，又圓又大的水珠從天上降落，又滴落在樹葉上，又滴落

在屋頂上，有的落在草地上。 

　　雨媽媽彷彿在幫樹哥哥、花朵妹妹和青草弟弟在洗澡，讓他們變得乾

乾淨淨。 

　　 忽 然， 轟 隆 一 響， 原 來 雷 公 公 也 來 了， 他 把 風 姐 姐 也 帶 來，

沙  啦  沙  啦  風姐姐在幫樹葉弟弟搧涼，樹葉弟弟亦隨風搖

擺，很享受似的。 

　　雨，漸漸停了，天上出現了一道彩虹，鳥兒們也飛出來歌唱，讚美着

自然的美。

6C 趙櫻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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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在哪裏？」我們當然不知道。珍娜反問他們：「請問你們知道附近有人居住嗎？」可是他們沒

有回答，轉頭就走。我們只好繼續向前走，又經過一個湖，我問珍娜：「這個湖和剛才那個非常

相似。」這時，又有兩個人向我們走來問我們：「請問湖景村在哪裏？」我們當然不知道。珍娜

反問他們：「請問你們知道附近……」話未說完，他們轉身就走。 

　　珍娜沒有反應，皺起眉頭，托着兩腮，像一個大偵探一樣沉思。我擔心地問：「珍娜，你沒

事吧？」「沒事！」珍娜深一下呼吸回答道。 

　　接着，珍娜不發一語，俯身蹲下拾起一塊石頭，用石頭在樹幹上畫了一個星星。她的行

為十分奇怪，不過我沒有追問了。她再次站起來時，示意我繼續走，當時的氣氛挺詭

異的。又走了一會，我走累了，身心疲憊，感覺像找不到出路，只有一直走，一直走，

一直走……啊！怎樣又又又又看見一個湖！這次是珍娜拉着我到旁邊的草叢蹲下來，示

意我不要發聲。她指着樹幹，啊！我看到剛才珍娜畫上去的星星！此時又有兩個人出現，他們竟然對着空氣問：「請

問湖景村如何去？」然後又急急地走了。我嚇得不知好何是好，珍娜說：「這是輪迴。」輪迴代表我們不停地重複

發生過的事，那即是我們要不斷在這個森林遇上湖和那兩個人！我們逃不出這個空間！ 

 

第四章：碎片

　　我感到很口渴，於是從湖裏滔起一些水喝。突然，我看到湖裏有一個閃閃發光的東西，便叫珍娜一起看看是甚麼。

珍娜束起手袖，伸手去拾起那個東西。珍娜說：「看來是一個鐵盒。」見她把鐵盒蓋子微微打開，裏面是一個類似碎

片、拼圖的東西。 突然一道白光包圍着我們，我和珍娜不約而同地遮着自己的雙眼。在那道光中，我們聽到一些聲音。　　　

　　「要離開這裏你們要找到二十塊碎片，並把它們拼合起來。不過，你們要在今晚十二時之前集齊二十塊；否則，

你們將永遠留在這裏！」我愣了一愣，與珍娜互相對望，看着彼此堅定的眼神，我們相信，現在便要開始去尋找剩下

的十九塊碎片了！ 

　　過了一會兒，我便找到了第一塊碎片，然後我從草堆下堆中又找出了四塊。珍娜比我強多了，她找到了六塊碎

片！看見她速度如此快，看見我們如此突出的成績，我不禁大喜：「現在才下午三點，我們一定能在半夜十二點前把

全部二十塊碎片找回來！」過了好幾小時後，我們已經成功找到了十九塊碎片，就只差最後一塊。珍娜對我說：「現

在只剩一塊碎片未找到，我們分工合作，你繼續去找剩下的一塊，我嘗試把這十九塊碎片拼合起來。快！去吧！」 

　　珍娜自言自語：「這塊碎片……放上面，這個放左邊，這個右面……」而我就打了個大呵欠，伸一個大懶腰，向

着空氣說：「碎片呀！碎片呀！你出去吧！你出來吧！」我四處都翻了一遍，始終也看不見最後碎片的蹤影。 

 

第五回：是堅持？還是幸運？

　　「太好了！太好了！我把十九塊碎片拼好了！夢柔，你聽到嗎？」珍娜興奮地高呼。我當然聽到了，可是，我

仍然找不到剩下的一塊，怎麼辦！珍娜看見我滿面憂愁，立刻走過來安慰我，說：「沒事，沒事。不要急，最緊要快。

我跟你一起找。」聽着珍娜的安慰，我心裏更內疚，我真沒用！ 

　　時間一分一秒消逝，快到十二點了！我心想：放棄吧，我們在世上消失，留在這裏吧！我就到樹蔭下躺着，看着

一望無際的夜空，看着那無比璀璨的星星，伴着一陣一陣涼爽的晚風，令身心疲憊的我，令我覺得自己的餘生就留在

這裏吧！ 再見了爸爸，再見了媽媽。眼眶開始感受到一股暖流。 

　　「起來，快起來！世間還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等着我們，不要放棄！」珍娜拉起了我。我的背後突然「叮」的一聲，

是東西掉落在地上發出的聲響。珍娜轉身一看並把它拾起來，是最後一塊碎片！太好了！碎片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原來我躺下的時候剛好躺在碎片上，如果我就這樣躺着不動，如果沒有珍娜拉起了我，我們並不能夠找到它。究竟是

因為珍娜堅持尋找，還是因為我們太幸運呢？我相信只有堅持下去，才能夠往後的路上遇到幸運，否則你一輩子也不

會遇上它。 

　　珍娜立刻把最後的碎片拼上去，碎片拼合成一塊花形小鏡子，突然一道白光從鏡子射出來了，我們成功了！我們

可以回到自己的世界了。 

　　「夢柔，夢柔，別睡了。」有人輕輕拍了我的肩膊，我慢慢睜開眼睛，是温老師。温老師皺着眉問：「夢柔，

昨晚很晚才睡嗎？」我不好意思地答：「沒有，老師，我會專心上堂的！」温老師點一點頭對我說：「不要再睡喔！

還有，收起你的花形鏡子，上課不要拿鏡子出來。」花形鏡子？我沒有花形鏡子呢！我一看，桌上真的有一面花形

鏡子，是讓我和珍娜逃走成功的那一面鏡子！我望向珍娜，她向我單眼微笑，向我發出一個只有我懂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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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arity Walk A Thank You Letter to an 
Organization I Admire 6C MOK KING CHAK 

  Last Sunday, I joined a charity walk with my parents. 
We went to a country park. I was excited because I was 
able to breathe in some fresh air and I could help those who 
are in need.
  After a while, the walk has started. We walked 
happily and a lot of people walked with us. The walk was 
meaningful because a lot of Hong Kong people gathered 
together and participated in this charity event. As we 
were walking, suddenly, a young man tripped over. I was 
shocked. The young man’s knee was bleeding. My dad 
called for a first aider immediately. We were extremely 
worried about him. 
  Two minutes later, the fi rst aider arrived at the scene. 
The man cried bitterly and said, “I think I am going to lose 
my leg.’’ The first aider comforted him and said, “Don’t 
worry, this is not a serious injury!’’  
  At last, the man was able to stand up again and 
we finished the walk together successfully. From this 
experience, I have learnt that we must not give up easily 
and we should always try to fi nish the goal we have set out 
to do.

6C ZHANG JING CHEN 
Dear World Wildlife Fund,
  I am writing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say thank you 
for protecting and saving endangered animals all around the 
world. I admire the three goals that your charity has, your 
first goal is to save endangered animals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animals in danger of becoming extinct or dying 
out. The second goal is to protect the animals’ habitats, 
protecting their habitats means protecting where the animals 
live. The third goal is to stop pollution. The above three 
goals show the hard work of your organization. 
  In addition, I know that WWF launches a lot of fund-
raising activities to save and protect endangered animals. 
It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arouse a greater interest of the 
public in protecting endangered animals. Without your help, 
many animals would become extinct.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your hard work and for protecting and 
saving endangered animals.

Yours sincerely,
Corona

《畢業感言》 《雨》 
6D 鄧瑞希  

　　還記得當初我進入校園的時候，我還是個甚麼都

不懂的小朋友，而現在搖身一變，變成了一個即將畢

業的六年級學生。這六年裏，我想多謝的就是每個教

過我的老師對我的培育，感謝父母每天細心的照顧。 

　　對於這六年的小學生涯，我是感到非常感到不捨

和可惜，這兩年因為新冠肺炎，導致要在網上授課，

也不能和同學和老師見面。我們在這兩年對於學校的

生活感到有點陌生，需要很多時間適應，真希望疫情

快點過去！ 

　　這六年我最深刻的事情，就是由實體上課轉為網

上授課，因為這麼多年，都很少人試過在學校網上全

面授課呢！這對於我來說是最深刻的經歷，老實說又

有多少人有試過呢？

6D 李國昇  

　　一天中午，天空突然烏雲密佈，接着便下起大雨來。

我望着 外，雨如箭般一支又一支地射下來，滂沱大雨

洗掃着街道。我發現雨有不同形態，有一小點一小點的、

有細細長長的、有斜斜密密的……

　　我看着 外的雨，忍不住把 打開，把手伸出 外，

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奇妙。突然，呼呼  呼呼  ，一

陣陣風把雨吹進了屋內，雨水立刻幫我洗臉，我連忙把

關上，但我發現雨水原來是十分冰涼的。

　　我透過玻璃 望向街道，一支支雨箭向着五顏六色

的傘子和奔馳中的汽車射去，打在石壆上，叮叮噹噹演

奏出一曲又一曲奇妙又優雅的樂曲。

　　不知甚麼時候，雨突然停了，鳥兒成羣結隊地飛出

來，陽光穿透雲層，照射到大地上，天空十分稀有地出

現了一道彩虹，街上的行人紛紛拿出手機來拍照，我目

擊這一幕，心中感到十分感恩：雨後總會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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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to 
My New Principal   

6D YANG DANNY  
Dear Principal Lee, 
  How are you? I am Danny Yang from Class 6D. 
It is my greatest pleasure to have you as our new 
headmaster. In my six years of primary school life, I 
have learned a lot. Also, I’ve met a lot of classmates 
and some of them have become my best friends. 
Besides, I am happy to meet my teachers and I really 
like this school. There are plenty of after-class activities 
in our school. However, as a suggestion,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if we could have Chinese orchestra and 
cycling team in our school too. It is because we can 
enhance our knowledg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culture by learning Chinese orchestra. Moreover, Hong 
Kong cycling athletes have won many competitions 
around the world, so we should have a cycling team 
then we’re able to learn more about it. If we have a 
cycling team, students will also be able to spend more 
time outdoors instead of indoors. To conclude, I hope 
you will consider these two additional after-class 
activities that I’ve suggested. Thank you!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Best Regards, 
Danny Yang

《畢業感言》 

《一位我最敬仰的人》 

6E 陳沛宜  

李校長、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六年級

的同學：  

　　大家好，我是今屆的畢業生，6E 班的陳沛宜。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這六年真是一眨眼便過去。

我們再次來到這個熟悉的地方聚首一堂，此時此刻，我

們真是百感交集，當中有喜，亦有悲。  

　　我們將要告別哺育我們成長的母校，謝謝您為我們

提供一個充滿愛的土壤，令我們能夠茁壯成長。 

　　我們將會告別用心教導我們的校長和老師，謝謝您

們令我們能夠更快樂的生活在這個家裏。您們好像農夫

一樣，每天不辭勞苦地澆灌我們，是您們的教導、提醒、

訓話、鼓勵、讚賞造就了今天的我們。  

  我們將要告別辛勞地照顧我們的校工，謝謝您們盡

力守護着校園，令我們有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我們將

告別一同成長和互相扶持的同學，感激我們能夠一起經

歷喜與悲。  

　　回想起這六年生活的每一個時刻都還是歷歷在目，

老師們說的肺腑之言和校長的訓勉都刻在我們的心裏。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學習，回報老師和校長的照顧，

不會辜負大家的期望。  

　　最後我謹代表應屆畢業生祝母校人才輩出，老師桃

李滿門。   

　　謝謝各位！

6E 關敬言

　　「有非凡志向，才有非凡成就。」這話出自比爾．蓋茨，也是我的座右銘。比爾．蓋茨  一名

無人不知的資本家、投資者，而他的企業更是家喻戶曉。

　　他曾連續十三年穩居世界首富，他創立了著名的「微軟」公司，他也是一位偉大的慈善家。說起

「微軟」，就令人想起那些便利生活的產品。那麼這鼎鼎大名的比爾．蓋茨對人類有甚麼貢獻呢？他

的貢獻可大了，我敢說他的「微軟」公司絕對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里程碑，這位男子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方式，小至編程機械人，大至國家級超級計算機，足以令他富可敵國，不過他卻毫不在乎，這位引起

科技改革的人把它財產的大部份都放在慈善上。

　　他創立的「比爾蓋茨基金會」將近五十億的資金用於慈善，然而這位家財萬貫的慈善家卻不留一

分一毫給子女。這是為甚麼呢？原來這是他的教子之道，讓女兒白手興家，成為另一個比爾．蓋茨。

　　也許他並不看重金錢，因為他的發明便是他最大的財富；也許他不需要那些誘人的財富，但因為

他享受發明帶來的滿足感；也許他不介意身份地位，因為他就是我們眼中最敬仰的科技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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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ip to Taiwan

A Thank You Letter to the 
Organization you Admire 

6E WONG CHING TUNG   
  It was a bad day, the weather was rainy and cloudy. 
My mum, dad and I were on our way to the airport at night. 
We were very cheerful because we have planned to go to 
Taiwan for a week. Unexpectedly, this turned out to be the 
worst day I have ever experienced. 
  While we were driving on Shine Road, suddenly a 
landslide happened right next to us. It was so sudden, we 
felt very shocked. My dad tried to drive away quickly but 
the landslide covered too much of the area. So, our car was 
buried and we were stuck. 
  Four hours later, many paramedics and firefighters 
came to rescue us. While they were carrying me out of the 
car, my mum and dad were still trapped in the car with 
serious wounds. I felt very scared and was soon taken into 
an ambulance. My right hand and legs were in so much 
pain. On the way to the hospital, I could not wait but to 
keep on asking about my parents. “Are my mum and 
dad alright?” I cried sadly. “You and your parents will be 
alright,” the paramedics replied softly.   
  I was so worried about my parents. In the hospital, 
the nurses told me, “Your parents are undergoing surgery 
now.” An hour later, after the surgery was done, I went to 
visit my parents. Luckily, they were both safe and sound. 
“Oh my god! You are alright!” I said happily.

6E CHAN HEI YIU    
23rd April, 2021 

 
Dear SPCA, 
  
Thank you for helping animals that were abandoned 
by their awful owners. Those animals deserve a 
better life. You have given them a chance to change 
their lives. I believe one day they will have a kind 
owner whom will be willing to adopt them. 
 
I think that people need to be made aware that they 
should not buy pets and they should adopt them. 
Some animals are in desperate need of love as 
they’re lonely. People should also donate money 
for those poor animals if they are not able to adopt 
them. Without your help, animals would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tay healthy and live with a loving 
family.  
 
We appreciate what you do as a charity! 
 

Yours sincerely, 
Corona 

畢業特刊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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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陳嘉賢
　　時間飛逝，不知不覺嘉賢已快將小學畢業了。 

　　回想當初，我們由從不認識黃埔宣道小學，到認識了解，

再而喜歡。之後透過叩門將嘉賢送入黃宣就讀，轉瞬間已經是

五年多前的事。 

　　嘉賢在黃宣這五年多的校園生活，她過得非常開心，多姿

多采。老師留意同學們的專長和興趣，讓他們參與不同的活動，

並安排他們參加各項校外比賽，發揮所長。謝謝老師們的栽培

與教導！嘉賢也因此有多方面的發展，並獲取了不同的獎項，

以至增強了自信心。很感恩嘉賢學業成績不斷進步，現已取得理想成績，並能進入心儀的中學。希望嘉賢能夠將黃宣

喜歡學習與愛閱讀的精神，在未來的中學延續下去，更加努力學習，好好裝備自己，將來對社會有所貢獻。這是我們

希望嘉賢可以做到的事。 

　　最後，我們非常感謝黃埔宣道小學、校長、副校長、各位主任及老師，對嘉賢的栽培、鼓勵及悉心的教導，使

她積極樂觀地成長，讓她在童年時期有段美好的回憶。謝謝你們！ 

　　祝願黃埔宣道小學全體師生，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各位畢業同學，一帆風順、前程錦繡！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莘莘學子，展翅翱翔 

殷殷期盼，夢想成真 

 

　　如果說孩子畢業要去追夢，那宣道小學就是夢的搖籃。

這搖籃由天父守護和看顧。回想五年前大女兒六年級畢業的

情境歷歷在目，五年後再次迎來小女兒的畢業，我們的心中

有許多的感恩和不捨。十年的時間我們見證了黃埔宣道小學

的點點滴滴的變化，在校園裡我們遇到了許多老師：有嚴謹

認真的；有幽默風趣的；有博學多才的⋯⋯是他們的付出伴

隨著孩子一步一腳印的成長。有的老師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弟

弟妹妹，課間小息和學生一起玩遊戲鬥智力；有的老師把學

生當成自己的孩子，每次考試或者進步的表現時就買些零食

買些書籍獎勵他們；有的老師把學生當朋友，孩子傷心或者

高興時，寫張小紙條鼓勵他們祝賀他們⋯⋯我們的孩子讓老

師高興過、生氣過、失望過、欣慰過。

　　每一年老師們迎來送往，從一年級的開筆禮讓孩子在祝

福聲中開啟小學生涯的生活，六年的學校生活老師和孩子們

「鬥智鬥勇」，直至六年級的福音營，畢業的祝光禮。我們

相信愛的種子已經在孩子心中埋下。因為孩子學會了感恩，

懂得了欣賞，經歷了挫折，嘗試了成功，他日必成為別人的

祝福。我想這就是家長大都喜歡把孩子放在基督教的學校裡

接受教育的原因吧！因為為人父母都希望每一個努力奔跑的

孩子，都能被世界溫柔以待。所以在這祝福宣道小學桃李滿

天下。也引用金句祝福我們即將開啟新篇章的的孩子：你不

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上帝。

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以

賽亞書 41:10）

6A 王孜業

黃埔宣道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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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許曦賢
　　歲月如梭，一晃眼六年又過去了。小女兒曦賢快要畢業，她和我們一

家人也跟隨「宣小」一起成長了。這些難忘歲月帶給我和太太很多美好的

回憶，是感恩的，多謝「宣小」各位同工。 

　　猶記起小一「叩門」的往事，歷歷在目。曦賢最終都能達成心願，

入讀理想的「宣小」，我們一家四口不知為此歡欣了多少天呀。 

　　「宣小」的校園生活是多姿多彩的，給曦賢一個豐盛又難忘的童年回憶，感恩！ 

　　曦賢喜歡校長媽媽和老師，跟他們學習，做些小手工，他們都十分和藹可親，還有校舍的設施多樣化，使學習

更有趣  有獨立又齊備的中文和英文圖書館各一，近年新建的小寶貝玩具館，航天太空館等。下課後除了參加學內小組

興趣班，曦賢更喜歡留校玩耍。  

　　我和太太都是上班一簇， 故未能全力參加校內義工隊，出一分力，這也是我倆口子的遺憾。不過每一期的週末家長學

堂還是我們不會錯失的重要節目，那是最好的家校相聚的分享會。還有⋯⋯還有每年農曆年的大掃除， 我也會抽空加入義

工行列，跟老師同學們一起洗邋遢。好不開心！ 

　　這數年，還有兩件學校要事，我常惦掛心裏。2017 年春天時，參加了家教會的大旅行師生們，浩浩蕩蕩大夥兒乘船，

由馬料水出發，到荔枝窩郊遊。雖然當天烏雲密佈，整天綿綿細雨，但無減眾人的雅興，皆因校長媽媽和老師們，一邊在

船上耐心安撫家長學生，一邊又吶喊搞氣氛，好不熱鬧。這次學校活動是我感到最開心最難忘的一次經歷，多謝「宣

小」！往後因社會運動和疫情襲港，學校旅行一拖再拖延期，我想日後再也沒有機會參加了，真可惜！ 2018 年剛開學時，

超強颱風山竹襲港，「宣小」亦被波及。風災過後校園空地滿佈玻璃碎片，慘不忍睹，校長媽媽在新聞訪問中，眼有淚光。

其後得到教職員和家長們等合力清洗十數天，校園才可復課，回復正常。這正好體驗到我們「宣小」的優良家

校合作精神，可敬可敬！ 

　　臨別依依，因小女快要畢業離校，我也少有機會再能參加「宣小」的多姿多彩校園生活，心裏納悶！

在此我和太太向校長、各位老師及職工們，再次表達萬分謝意，並且祝願「宣小」的校務發展，繼續秉

承有教無類，全人教育的方針，培養更多的莘莘學子，成就更好的「宣小」生，造福學界 !

6B 蘇芷悠
　　時光飛逝，轉眼間，芷悠已經是六年級的畢業生了。回望過去，真是

感謝天父賜給她有機會在小一的時候，叩門成功，入讀了「宣小」。因此

她才能夠在這個「關愛校園」快樂地成長及順利完成她的小學階段。 

　　在這六年中，我們很感恩，芷悠時常得到老師們的關懷及愛護。 

　　在這六年中，實在有着太多難忘的回憶，在此不能盡錄，但是我們會

銘記於心。 

　　除此之外，我們也要多謝校長、老師們、社工們、校內各職員以及工

友們等等。 

　　因為有你們，循循善誘的教導下，我們的孩子才擁有著良好的品格。 

　　因為有你們，我們的孩子才能夠在這六年裏過著健康、愉快及精彩的校園生活。 

　　芷悠每天晚上都會告訴我一些校園的生活點滴，藉此也印證了她是很享受校園裏的生活呢！這些與師長們及同學們

珍貴的回憶，一點一滴落在她的心裏，就好像寶藏一樣，必定會珍藏在她的記憶中，永遠不會忘記！ 

　　此時此刻，我們只能夠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也不知道要再說甚麼好了 ! 

只想再衷心說多一次，萬分感謝你們！

一個豐盛又難忘的童年回憶，感恩！ 

喜歡校長媽媽和老師，跟他們學習，做些小手工，他們都十分和藹可親，還有校舍的設施多樣化，使學習

家長心聲

　　因為有你們，我們的孩子才能夠在這六年裏過著健康、愉快及精彩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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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李祉穎家長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 9：10 是黃埔宣道小學的校訓，

感恩當初為孩子選擇了這所充滿尊重、關愛的校園，讓他們可以在此快樂地學習和成長。

　　時間過得真快，回想六年多前的 11 月，大兒子祉穎在首輪的升小派位中，成功加入了「黃

宣大家庭」！

　　感謝天父的帶領，這真是一間優質的學校  尊重孩子、重視家長。老師們對學生均悉

心教導，循循善誘，以理服眾。學校又提供了多元化的學習經歷，使學習變得生動、有趣味，

同時提升同學們的自信心及自理能力，也給予他們很多擔任職務的機會，發揮領導才能並學習服務別人。這裏為學生設計的「點

子」特別多，我很欣賞為鼓勵孩子們進步和閱讀的「小精兵獎勵計劃」、生日可穿便服、中英默書額外加分制、仲夏夜音樂會、

小四自理營、各科的活動日、加分加 Fun Party 等等。還有疫情之前，孩子們曾經有機會跟校長午膳，又因成績進步獲邀參加午

間獎勵小派對，更有校長、老師們每天都在清晨上學時，在校園入口處對同學們親切地關懷打招呼、說早安，這些都切實地感

受到李校長和校長媽媽對小寶貝們的重視呢！

　　感恩，「宣小」重視家校合作，讓我有很多機會參與學校的活動，或是擔任家長義工、午膳姨姨，令我可以認識學校，陪

伴及見證孩子的校園生活，常常跟他們互相交流，彼此分享趣事。而學校定期安排的家長會及家長學堂 / 講座，更是給我們一

眾家長「長知識」的機會，令我獲益良多！

　　感恩！祉穎在「宣小」的成長路上遇到很多良師，您們都帶着基督的愛心和智慧；尤其感謝祉穎初小的班主任劉敏儀老師，

高小的班主任莫銘基老師，還有和藹可親的梁嘉鸞主任及認真又幽默的洪助校，您們除了認真教學，還照顧孩子們身心靈的成

長，更是注重品格的培育，令祉穎從中被鼓勵、肯定，並學會感恩、體諒、珍惜和欣賞呢！

　　這一年多的疫情，確是令全世界、香港各行各業都受影響，當然「宣小」、家長、同學們亦要同樣面對不同程度的挑戰。

期望孩子們學懂在任何挑戰中，常存盼望；帶着愛心，藉天父的話語，得着聰明智慧，行事為人都能榮神益人！

　　深願天父繼續祝福「宣小大家庭」，帶着主的愛，薪火相傳，上下一心，培育出積極、勇敢、堅毅的新一代！

6C 趙紫呈家長
親愛的宣小校長、副校長、助理校長、主任、班主任、老師和校務處同工：

　　大家好！我們是 6C 班學生趙紫呈的家長，首先要感謝主能為女兒安排入讀黃埔宣道小

學，讓她愉快渡過這六年的小學生活。感恩學校充滿愛和關懷的氣氛，悉心為同學們制定

靈活學習流程和多類活動項目，使女兒除了學習亦可發掘個人長處。學校又能關顧同學和

家長的情緒和壓力的需要，編排心靈加油站，讓家長在壓力方面得到紓緩，並舉辦不同類

型的親子活動，讓孩子、家長和學校建立家校同行的關係，例如親子師生運動日、親子

學習活動、天使守望計劃等等，使家長有機會與孩子在學校一起成長和建立，營造了寶

貴的時光和回憶。另外，我們為女兒感恩，能遇上盡心、盡力和關心孩子的班主任和

老師，他們除了耐心教學，並在課堂上分享過往的人生經歷，以作鼓勵同學對將來滿有信心

和盼望。很感謝校工和清潔姐姐，盡心盡力謹守崗位，特別在疫情期間，做足公共衞生和打掃清潔，讓同學們安心上學。

　　以上一切都是透過本人當義工時體會到以及女兒口中知悉的，再次為女兒能在黃埔宣道小學不斷成長和學習，獻上衷心

感謝給校長、副校長、助理校長、主任、班主任、老師及校務處同工。甚願從主而來的祝福和引領繼續彰顯在學校，使所有

在校內的成員都能充滿健康、平安和喜樂，誠心禱告，感謝主。

Fandy

Aily’s Mother

同時提升同學們的自信心及自理能力，也給予他們很多擔任職務的機會，發揮領導才能並學習服務別人。這裏為學生設計的「點

親愛的宣小校長、副校長、助理校長、主任、班主任、老師和校務處同工：

　　大家好！我們是 6C 班學生

老師，他們除了耐心教學，並在課堂上分享過往的人生經歷，以作鼓勵同學對將來滿有信心

和盼望。很感謝校工和清潔姐姐，盡心盡力謹守崗位，特別在疫情期間，做足公共衞生和打掃清潔，讓同學們安心上學。

家長心聲
黃埔宣道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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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何子欣 　　時間飛逝，小學六年的時光轉眼過去，作為家長心中也感慨萬千，
雖然這兩年經歷了很多變遷，但仍心存感激！ 　　感謝主！女兒子欣可以進入黃埔宣道小學學習，有一群有愛心、
有憧憬、有異象、有專業素養的老師精心培育教導，又有一幫可愛的
同學們陪伴一起成長，從純真懵懂的六歲幼童，蛻變成今天可以獨立
思考的青春少女。感謝學校用真理教導她明白，要走當行的路，到老
都不偏離，為這一切的轉變獻上感恩！ 　　最後也祝福所有即將畢業的同學們可以進入自己心儀的中學，神
必有預備！

6E 溫子柔家長 

　　六年時光，轉眼即逝…… 

　　回想當初為子柔揀選這小學，全因哥哥是在這裏就讀，又是基督教學校，我們理所當然地想：

就讓子柔到這裏上小一吧！坦白說，當時從未想過，甚至寄望這裏會為子柔的生命帶來任何重大

的影響……

　　想不到，天父在這六年間一直默默的作工，讓子柔在這學校成長、蛻變、長大。看著她的

改變，令我十分自豪、感動和感恩。她由一位毫無自信、怕事、極度害羞小女孩，變成今天自信、

剛強、堅毅和勇於表現自己的子柔。校長和老師們真是功不可沒。對你們教過子柔的每一位，

我都心存感激！ 

　　多謝你們體恤和關愛的心，願意了解孩子的獨特性，給她合適的服侍崗位，讓她能夠一展所長；多謝你們的耐

心和時間，願意聆聽子柔和我們（家長）的心聲和意見，陪伴我們一起走過孩子在成長中或許會遇上困惑的境況； 

　　多謝你們盡最大的努力去營造温馨、快樂、多元化的學習環境。辛苦你們要常常加班，犧牲自己的時間，為學生們作最好

課堂 / 課外活動的安排，讓他們喜歡上學，喜歡「黃宣」。 

　　今天，子柔長大了，要繼續前行上中學了。她會藉著你們這六年給她澆灌「愛的養份」，繼續成長。前路縱是崎嶇，但她

一定會以「黃宣號」的精神，勇往直前！終有一天，她會用生命影響生命，活出愛與豐盛人生，作為報答你們最美好的禮物。

　六年時光，轉眼即逝…… 

　　回想當初為

就讓

的影響……

　　想不到，天父在這六年間一直默默的作工，讓

　　多謝你們體恤和關愛的心，願意了解孩子的獨特性，給她合適的服侍崗位，讓她能夠一展所長；多謝你們的耐

6E 莫景湛家長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六年小學生活將要過去，兄弟二人即將離開黃

埔宣道小學這個大家庭。回想起當初，老師們得悉兩位小兒是孖仔，都特別關心及

聯絡我們有關分班事宜。老師一直給予我們支持和鼓勵，與我們緊密聯絡，很快他

們兩兄弟已適應了校園生活。 

　　看見他們每天一點一點地成長，我們的擔心也逐漸放下。看見他們每天都開心

上學，亦獲得老師們的信任和讚賞，而且可以在校成為領袖生，我們衷心多謝校

長及各位老師對他們的悉心照顧和教導。老師們的辛勞，我們定必銘記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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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敏琪主任   
“Good morning, Mrs El… Hahahahah...＂ 

自從被觀察能力超高的同學留意到我的小秘密，我的名字從此在

你們 6A 班被改了！每次大家打完招呼後，也在看到你們偷偷地笑！ 

從來也沒想到會任教你們這一班，原因是學校固有的機制，任

教主科的五年級老師，也都會在六年級的時候任教同一班別。當知

道校方安排任我教你們這一班，當刻也有點顧慮。尤其在這個非常態

COVID -19 網上教學，擔心會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和大家磨合。 

及後發現，縱使我沒有教授過這一級別的學生，原來我在課室

外，也曾與你們相處過，一些曾在三年級參過英文集誦的同學，四，

五年級曾參加過英語辯論隊的同學……我和你們並不只是在走廊擦身

而過，我們也曾一起努力過。 

幸運地，很快便適應到你們的學習模式，在過程中，能夠感受到

你們對學習的認真。現在你們即將離開，心裏也有有掛念。亦希望他

日如我在課堂上說：「Miss Chu 會好 proud 咁講，我六年班教過佢！

一早知佢係叻仔 / 女嚟架！」有空的時候，要來探下我呀！ 

My Dear 6A, 

感謝天父，讓我們相知相遇。這兩年來，不論是課堂學習

( 寫滿黑板快而準 )、小息玩耍 ( 被圍攻的 UNO Flip)、閒聊的時

候 (Zoom in and out)，甚或你們打算讓我破產 ( 到底心理暗影面

積有多大 )，我實在享受和你們一起相處的時光。大大小小美好

的回憶，讓我見證着你們的成長和改變，也豐富了我的人生。

在我眼中，你們都是乖巧可愛的寶寶，願意付出，真誠待人，

也認真對待每件事。 

人生中，我們會經歷許多挑戰，過程或許是艱辛的，甚至

會面對失敗。我們卻要學懂堅持，從失敗中汲取教訓，從錯誤

中學習成長。「機會是留給有預備的人，讓自己成為有選擇

的人」，凡事作充足的準備，把握機會去表現自己。要知道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都有能發揮的專長。 

多感恩你們所擁有的，多欣賞身邊的事物和人物，並帶着

愛去對待身邊的人和事。要知道，我們所經歷的一切，都在天

父的計劃之中，為的是讓我們成為更完全的人。天父沒有應許

天色常藍，卻讓我們經歷從天父而來真摰的愛與感情。付出過

的汗水與淚水，最後必會成為甜蜜的祝福。 

願你們能憑着信心，倚靠天父，帶着我對你們的愛和祝福，

勇敢迎向嶄新的未來，昂首踏上你們人生旅程的新一頁，繼續

尋找屬於你們的那片天空，成為別人的亮光。 

盼望你們能在主愛中繼續成長，並在主裏尋夢想。當看着

你們展翅翱翔的一刻，卻發現，原來我捨不得你們長大。  

愛你們的 Miss Lam

教師心聲

梁佩汶副校長  
各位親愛的六年級同學，

  一轉眼你們就完成了小學階段的學習，邁向人生另一個精彩的

階段，我仍記得你們一年級初踏入校園的樣子，那一年我是你們的

級主任，一張張圓圓的臉兒掛着天真爛漫的笑容，今天已成為一群

滿有朝氣、毅力和自信的少年人。

  你們經歷了不一樣的畢業年，然而，我看見正因為這兩年學習

模式的轉變，讓你們也成為一群樂於接受挑戰和快速適應改變的孩

子。我更欣賞有些同學在網上學習的日子善用網上平台、閱讀及多

元化的模式增值自己，突破環境限制，把握時機讓自己進步，那確

是新一代少年人應具有的素質。

  老師希望你們在往後的路上都緊緊跟隨耶穌的腳蹤，憑藉神所

賜予的信心、盼望和愛，克服成長中的種種挑戰，活出一幅幅亮麗

的生命畫作，讓人在你們身上看見神的榮美！

  最後，送給你們一句我很喜歡的名言：Success is not fi nal. 
Failure is not fatal. It is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that counts. 
(Winston Churchill)

洪良參助理校長  
各位活潑好動、聰明伶俐、人見人愛的 6C 班同學們，

感謝天父，讓我在這兩年能遇到你們。雖然你們每個人

都各有「特色」，但你們每一位都很純真。在疫情下未

能經常與你們「見面」，我們無法一起參加運動會，無

法一起經歷三日兩夜的宿營，無法讓你們在課室中「走來

走去」學習……然而，疫情亦無法阻擋你們成長！  

看見你們由小小的身軀到現在跟我差不多高（不要跟

我差不多身形），看見你們由害羞內向到小息時與同學無

所不談，看見你們由欠缺信心到主動發言……你們真的成

長了。 

畢業了，你們將踏上人生另一個重要的階段。記住，

你們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不論升讀哪一所中學，你們

都可以繼續發揮 24 個品格強項，帶着聖經的教導，天父

的愛，去尋找理想，去照亮人前，去達成目標。 

加油！願雲彩陪伴你走到海角天涯；願驕陽相隨你鋪

展遠大的前程。

陳麗兒主任  
感恩可以陪着你們成長，感恩能成為你們的副班

主任，讓我能完滿地「帶大」你們這班「小寶貝」。

記得六年前，一班活潑天真的小孩子走進了黃埔宣道

小學，成為小一學生，很榮幸當年能成為你們的班主

任，隨後的二年級、三年級、五年級、六年級都能夠

成為大家的中文科科任老師，甚至是你們的副班主任，

真正的見證着你們的成長，看到你們一天一天的長大，

心裏有說不出的喜悅，看到你們一個又一個的佳績，

不禁暗自歡喜。你們快將畢業了，心裏滿是不捨，一

個又一個美好的回憶頓時浮現出來。回想你們一年級

時頂着氣球，學習當一天的「媽媽」，去保護你們的「孩

子」，那個逗笑的情境仍歷歷在目。六年的光景轉眼

便過，雖然心裏萬般不捨，但「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不捨的同時，也為着你們的成長而感到振奮。未來你

們要面對更大、更難的挑戰，衷心祝福你們，能在主

愛中繼續茁芽成長。 

這校園　這班房　這走廊　這禮堂　告別時是我心的家鄉 

到未來 那一方 人飄泊 路茫茫　仍然在這裏找到一點點光⋯⋯ 

林凱穎老師

黃埔宣道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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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心聲 鄭國強主任    
各位 6A 班的同學，在這個疫情之下，你們的五六年級學習生活也變得不一樣…… 

然而，縱使你們身處這個困難的學習環境中，但仍見到你們用心學習，積極參與

實體或網上的課堂，實在感恩和為你們感到驕傲！ 

你們是很特別的一班，和你們一起學習和相處，我感到很快樂！ 

還記得你們當中有些同學我曾當過你們低年級時的班主任或科任，看到你們今天

長大的模樣，我也感到很欣慰和感恩！ 

希望日後仍能見到你們回校探望我們一班老師呢！ 

（放心，我不會忘記 108 粒糖的承諾的！） 

祝福大家啊！

吳慧群主任   
親愛嘅 6A 同學： 

唔經唔覺你哋就畢業啦，回想起你哋仲係五年級嘅時候教你地英文，每一堂我都好 enjoy，打從心底咁欣賞你哋認真、勤力的

樣子（當然一定有同學要再磨練下啦……XD）到後來你哋陪伴我迎接第二胎，一切都好感恩，多謝你哋嘅體諒，讓老師可以專心

養胎，再用聖經科任嘅身份返到嚟見大家。無論用副班定科任嘅身份陪伴你哋畢業，都係 Miss Ng 一個莫大嘅榮幸，因為你哋每

一個都好特別，衷心祝福你哋每一位，去到邊一間中學 / 地方，都可以每天過得健康快樂，過到自己最鍾意、最適合嘅生活， Miss 

Ng 為你地送上最由衷嘅祝福，願主繼續陪伴你哋、引導你哋走將來每一步，加油加油加油！ 

黎慧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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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箴言 4：23 

各位 6A 和 6C 畢業同學，升上中

學之後，願主的話成為你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努力為人生創造光輝的未

來。  

洪媲琳主任    
親愛的 6B 同學仔： 

時光飛逝，與你們相處的短短兩年轉眼便過去了。這兩年的學

習是難忘的，亦是難得的。 

難忘的是疫情影響下，我們虛擬 zoom 見多於實體面見，少了很

多與你們實體相處的時光：教育營沒了，旅行沒了，福音營沒了，

聖誕聯歡沒了，運動會都沒了……但還好，zoom 上與你們的另類相

處亦是開心，窩心，愉快的。 

難得的是 zoom 的教學無阻你們對學習，對知識的追求，雖然有

同學不喜歡長開屏幕，未能見到你可愛的樣貌，但從你們的回應，

得知你緊貼同學們的學習，這亦是安慰的。當得知同學不但沒有因

虛擬上課而迷失方向，相反仍喜愛學習，享受課堂的時光，這更是

值得感恩的。 

踏上人生另一階段，難免會遇到不同的挑戰，但縱然遇到困難

也不要氣餒，願你們持有堅毅的精神，樂觀的態度，迎接未來一次

又一次的挑戰，珍惜自己所擁有的，發揮自己的才幹！ 

沈隆基主任    
6B 同學： 

感謝主，讓我能夠成為你們畢業班的班主任。你

們跟很多香港人一樣經歷了很不容易的兩年，由社會

運動至新冠疫情，「想返學」原來都可以一下子變為

奢求。這兩年彷彿你們在家中學習還多過在學校上堂

的情況下，我經常懷疑究竟你們能夠學到幾多？但是

近月我發現你們學習到的竟遠超我想像。正正因為返

學不再是必然，你們學識珍惜，珍惜背著書包返學的

日子，珍惜小息時間跟同學的相處。在疫情期間，你

們要時 zoom 時實體上課，你們變得靈活變通，展示

很強的適應力。 

很多人會說香港變了，但無論香港怎變，老師跟

你們的情不變，我仍會在不同地方祝福你們。 

「天下無不散之延席」，珍重！

文小茹主任 
親愛的 6B 班同學：

光陰如白駒過隙，一轉眼，你們就畢業了 ! 臨別依依，是否百般滋味

在心頭呢？離開小學而踏進新的階段，大家心中不免忐忑。遇到困難時，

請緊記身邊有愛你的老師及家人，他們的懷抱隨時向你們張開。當然，

別忘了向天父尋求幫助，因為：祂的話是你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彭素雯主任  
親愛的 6B 同學： 

畢業啦！衷心恭喜你們，可以向未來更遠的方向前進！很喜歡和你

們上視藝課，因為你們的幽默老是常出現在課堂之中，加上你們又能認

真又能輕鬆地學習，每次課堂都能給我驚喜，這是你們潛在的能力。希

望你們繼續努力學習，認真時認真，放鬆時放鬆，好像我們的視藝課一樣。

祝你們日後能達成自己的理想，做一個榮神益人的人！

林妙璇老師  
親愛的 6B：

一轉眼便來到你們畢業的日子，記得第一次到

你們班上課是 2019 年 10 月我剛完成產假的日子，

你們的臉上都充滿期待，偷偷地告訴你們……當時

的我與你們初次見面心裡其實有點緊張呢！ 

經過差不多兩年的相處，可能你們一看見家課

欄便會想起林老師……但隨著你們長大，希望你們

明白師長對你們的苦心和栽培。畢業並不是完結，

是步入另一個天精彩的階段的新開始呢！ 

「莫等閒 白了少年頭 空悲切」 

面對這不斷創新的世界，願你們能趁年輕好好

裝備自己，抓緊機會，珍惜光陰！ 

衷心祝福你們在基督的真理下成長，為上主，

為家人，為自己，活出美好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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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嘉禧主任  
親愛的 6B：

疫情中的一年，上

能夠上實體體育課的時

間少之又少，但 Zoom 堂

卻能把世界上不同的運

動項目介紹給你們，期

望你們日後都會繼續開

放自己的眼界，接觸更

多更多的新事物。^^ 

願天父繼續帶領你

們一步一步成長，祝福

你們前程錦繡，加油！

梁嘉鸞主任  
主所喜愛的 6C 班同學：

梁主任非常享受與你們上課的時刻，你們

是一群有活力、有創意、有主見和有目標的青

年人，你們也是最團結的一班，最記得在英文

堂玩遊戲時，你們多次未能成功順序讀出一至

三十二個英文數字，你們不但沒有放棄，更沒

有怪責出錯的同學，值得讚賞！梁主任深信，

只要有恆心和耐性，跟隨主的教導做人，將來

你們必能走上成功之路！緊記升中後回來探望

老師們 !

莫銘基主任  
親愛的 6C 班同學：  

「面授課堂」、「網課」是近期常聽到

的字詞，在「新常態」的學習環境下，看到

6C 同學在過去的日子勇於面對困難，不斷

追求進步，欣賞同學擁有迎難而上的心完成

這兩年的學習。  

同學即將離開母校，開展另一階段的學

習生活，但願同學在任何環境下，都能倚靠

神所賜的力量與平安，面對各種挑戰。  

「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作。」 ( 腓立比書 4:13)  

願神的恩典和慈愛常常伴隨大家。 

林永鍵主任   
各位 6C 班的同學，時間飛逝，不經不覺已和大家相處了兩年，大家將

要進入人生另一階段，由全校最高年級的一群變成全校最低年級的一群，新

老師、新同學和新環境，需要很多的適應，求天父幫助每一位同學盡快適應

中學生活。6C 班同學整體給我的印象是自律守規、有責任感、有愛心、樂於

助人和不計較，期望同學能繼續持守這份良好品格，願天父祝福你們有美好

的前程。離別在即，有一句聖經金句很想與大家分享：「要常常喜樂，不住

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撒羅

尼迦前書 5 章：16-18 節

蔡惠燕老師   
各位六年級的同學，快要畢業了，在這兩

年裏，相信你們都經歷了好多，深願你們在其

中都有所學習，也深願你們都有所成長，相信

天父讓我們所經歷的，會是一個寶貴的經驗，

願天父繼續祝福你們未來的道路，有高山、低

谷，有順境、逆境，也有很多的挑戰，但緊握

着天父的恩手，天父必與我們也讓我們平安渡

過！

親愛的六年級同學： 

Gōngxǐ nǐmen bìyè la ！ 

這句拼音「密碼」，你們會看嗎？ 

嗨！馬尾辮兒，仍記得，你在走廊上，大膽地用普通話跟

我打招呼。 

嗨！高個兒，我記得在課堂上，你朗讀課文的聲音又宏亮

又好聽！ 

嗨！戴眼鏡的你，還記得課堂上你把「商場」讀成「香腸」，

把「洗了」唸成「死了」嗎？逗得全班哄堂大笑！ 

寶貝們，感謝你們用純真和朝氣讓我享受到做老師的意義

與美好！ 

六年荏苒，老師幸福地見證著你們的成長，看著你們從青

澀、不諳世事的「小屁孩兒」，蛻變成現在渴望獨當一面的「小

大人兒」。 

如今，你們這些小「水手」們，即將駕著「黃埔宣小號」

駛向新的航程，前途並不一定一番風順，但只要你抱有熱情，

勇於嘗試，握緊手中的槳、揚起信仰的帆、豎起理想的桅、把

好前進的舵，就能奔赴星辰大海⋯⋯

「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

你的神必與你同在。」（約書亞記 1:9） 

愛你們的衛紅老師

衛紅老師

倪祖美主任    
記住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彭素雯主任    
親愛的 6D 同學： 

你們是一班既可愛又善良的同學，雖然你們總是吵吵鬧鬧，有

時糊里糊塗，氣得老師半死，但我仍然相信你們每一位的內心有很

多美好的東西，可能因為內向而不被人看到。記得有一次，我說我

的身體不適，你們大為緊張，又告訴我你們有手提電話，可以替我

叫「白車」，哈哈！又有一次我深情地告訴你們，你們網課時黑屏

給我的感覺，之後在下一次網課，你們就乖乖「白屏」，我知道你

們是善良的，你們是有愛心的，你們是很愛老師的學生。希望你們

日後繼續努力學習，記住「No pain No gain」，沒有付出，不會有收

穫，無論你的夢想是甚麼都是一樣。祝你們日後能達成自己的理想，

做一個榮神益人的人！ 

教師心聲

蘇穎儀主任      
親愛的 6E, 

我們相遇在疫情中， 

一起學習在網中， 

這麼近，那麼遠。 

願你們往後仍在主愛中茁壯成長， 

祝福你們前程錦繡，主恩滿溢。 

黃埔宣道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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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慧玲主任    
親愛的 6D 中文小班同學：

這兩年斷斷續續的停課、網課，實在把上課的日子

弄得支離破碎，有很多活動也沒法跟你們進行，的確可

惜！記得上網課時，我常有向空氣講說話的失落感，但

是，每當你們逐個跟我說再見，然後離開實體教室或網

上教室時，為師心頭總會一暖！還記得《射雕英雄傳》

中的郭靖大俠嗎？雖然他資質不太好，但心地實在好，

再加上不斷下苦功及遇上真心交往的好朋友和前輩，他

竟成為救國救民的大俠。老師希望你們也不要放棄自己，

天生你才必有用，珍惜上帝賜給你的所有，數算主恩，

踏踏實實過日子，不要叫長大後的自己後悔。

鍾沛泓老師   
6D： 

「百世修來同船渡」，雖然沒有坐過船，但能夠與各位同坐一個課室這幾年，真是莫大的緣份 ! 也是我珍而重之的緣份 ! 

見證大家的成長，是多麼滿足的事情 ! 見證著你們互相扶持、提點、幫忙；看著你們學懂誠實、承擔、負責任；感受到你們

關心同學、老師、無私為班貢獻和付出。這些微碎片段  證明 6D 長大了 ! 

感恩能夠成為 6D 班主任，亦感謝 6D 帶給我的愛和歡笑 !  

這兩年的疫情令大家錯過了很多相處的機會，拍過畢業照後，大家開始感受到正式離開小學的日子將近。細閱了你們的畢業

感言，相信大家和我一樣內心有種戚戚然的不捨。即使過去見面機會減少，但每次課室聚首一堂，那些歡笑聲、追逐聲，依舊是

那麼的美好 ! 

年青人們 ( 你們不再是小孩子了 !)，中學是一個新的階段，你們都有能力和機會去建立一個全新的自己，將以往做得好的保留，

將需要改善的重新做好。凡事盡己所能，不論結果如何，你的內心必得滿足和肯定。加油 ! 

他日回來探望老師時，不要問「記唔記得我呀 ?」。因為即使老去，我也不會忘記你們每一位。

溫紫微老師    
各位先生女士，ladies and gentlemen，六年時光流逝，一班不再是寶寶

的青少年已抵達他們人生的第二個轉捩點，完成六年的小學生活。 

這一位思考獨立，那一位創意無限；他們如兄弟般團結，她們像姊妹般

友愛；每位同學年紀小小在「黃宣」大家庭成長、學習、共處，把所學盡展

潛能。如今是時候踏上另一個新里程，師長們對這群小六同學由衷的不捨。 

「青春須早為，豈能長少年。」孟郊的詩句勸勉同學光陰匆匆，要珍惜

每分每秒，享受學習樂趣！與此同時培養自己有良好的生活態度，持之以恆，

相信同學們踏上的光明前路。 

最後以陪伴老師左右的聖經良言作為送給同學的臨別語：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 3:5-6 節

潘亮老師     
6E 仔女們： 

你們對潘 sir 而言是最特別的一班。除了你們是潘 sir 第一年

當班主任的班別，更是潘 sir 第一屆的畢業班。看見你們小五時為

升中呈分的事擔憂，到現在一步一步跨過重重難關。當中的成長，

相信會成為你們人生歷練中的一個重要版圖。這兩年雖面對疫情、

停課、網課、延考，但你們也能一一克服。潘 sir 打從心底裏為你

們驕傲！經過這些挑戰，希望你們能學會以認真的態度處理任何事

情，好好分配和善用時間，不要讓自己留下遺憾，為自己的人生負

責任，並以此作為你們日後面對困難的好助手。將要升上中學的你

們要找到自己的學習目標和人生方向，為將來的自己作打算。別忘

了有空多回來探望潘 sir 和所有老師，屆時我們再促膝詳談！ 

吳慧群主任      
親愛嘅 6E： 

 好榮幸可以喺你哋小學生涯嘅最後一年教

你地聖經，細細個見到你哋一二年級嘅樣子，

到而家六年級嘅樣子，真係好唔同，諗返起你

哋喺每一堂上面嘅分享、回答問題時怕怕醜醜、

主動幫忙、聽到笑話大笑的樣子，老師都覺得

好感恩，多謝你哋俾咗好多快樂嘅時光我，上

你哋堂好開心。Miss Ng 祝福你哋無論去到邊一

間中學 / 地方，都可以過得健康快樂，希望天父

繼續拖帶你哋行往後嘅每一步，加油加油加油！

黃君頤主任      
親愛的 6E 同學： 

感謝天父，讓我去年與今年可以有機會與你們相處，有機會

教你們音樂（去年是常識及音樂）。今年雖然每星期只有兩堂，

但我也享受跟你們相處的時間！在這兩年的相處裡，我發現你們

各人都有不同的恩賜，願你們都能好好發揮，服侍其他人，孝順

父母，榮耀天父！未來的日子，你們將要面對新的環境新的挑戰，

願你們能記着天父用永遠的愛愛你們，祂會一路伴着你們，帶領

你們！加油！ FIGHTING ！ 

羅淑嫻主任     
親愛的 6E,  

曾是你們的副班主任， 

見我多過見班主任！ 

任教英、體、電的我， 

對你們日哦～夜哦！ 

望你們能榮神益人， 

運用科技表現超群！ 

See you all and have a bright future!  

Will miss you all and I´m proud to be your teacher!   

教師心聲
畢業特刊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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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潛亨先生       
最後倒數四個月就要升中學啦！唔知道你 / 妳嘅心情係點呢？係開心、興奮、緊張、不捨？一個「外向」和一個「內向」嘅

人係可以有著截然不同嘅心情架。彭 SIR 作為一個「內向」嘅「小朋友」，回想起 N 年前準備升中嘅自己，原本係小學有一大班

朝夕相對嘅朋友仔，升到上中學大家都各散東西，好不幸地冇一個同校同學同我升上同一間中學，突然變到一個朋友都無。 

種種變化之下，我覺得中學嘅新環境好陌生、好多唔認識嘅老師、全部都係未見過嘅同學仔、仲有好多比我高上一大截嘅師

兄師姐，我開學初期每一日都充滿緊張同埋好驚嘅情緒。我戰戰兢兢地過左第一個星期之後，去到第一次影班相時，幸好有一位

男同學主動找我傾計，我先「正式」獲得第一位中學嘅朋友仔，我嘅中學生涯先過得叫做比較舒適同安心。 

同學仔呀，唔知道你係一個「內向」還是「外向」嘅人，亦唔知道你會唔會同我一樣咁好彩認識到一位「外向」嘅中學同學，

還是你同我一樣「內向」地面對新環境嘅緊張同不安。 

無論點都好，我好想分享俾你知道，宣小係你生活過六年嘅地方，有一班熟悉你嘅老師，有你聽左六年嘅「Tidy Up」鐘聲，宣

小校園嘅大門會一直為你打開，你想的話可以返嚟搵我哋社工或者老師呻下升中後嘅唔習慣，分享下升中後開心遇上嘅趣事都得！ 

最後，彭 SIR 願大家升中學後按著自己嘅性格，搵到你喜歡嘅節奏同生活，祝大家在亂流下平安。

凌雅思姑娘       
各位曾經參與凌姑娘課堂的六年級同學，雖然直至學期結束，都只是與

你們面對面見過數次，大部分時候只能隔著電腦相見，有些同學甚至連凌姑

娘的真實模樣亦未曾親眼看過，但每逢經過六樓，我都會偷偷留意你們小息

時的一舉一動，希望能了解你們多一點。在與你們相處的過程，我經常暗自

驚歎你們思想上的成熟和自律。因此，我深信你們絕對有能力面對中學階段

帶來的挑戰，只要你們多加一份自信，任何事亦能迎刃而解。分離只是重逢

的開始，期待與已蛻變的你們再相遇！

陳貝多姑娘      
各位六年級同學 : 

轉眼你們畢業了，因為疫情關係，很多活

動需更改或取消，與你們相聚的時間也許因此

而減少了，但我不會忘記你們燦爛的笑容。有

時間回來探我們！祝中學生活愉快！ 

一眨眼，六年級的大家就畢業了。不久之後，你們便會重

新出發，在新的地方開展旅程，你們心情如何？準備好迎接這

所有的新人新事了嗎？看著你們時，我常常想像你們在未來的

樣子。在下一個六年後，同學們你會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呢？ 

未來充滿不同的可能性，我們會有興奮激動的時候，亦會

有不安困惑的時候，姑娘我也會有感到迷失的時候。很多時

候，我們傾向相信事物難以被改變，但其實只是我們看輕了自

己的力量。在未來，祝願大家慢慢學懂分辨「可以」和「不可

以」改變的事物，並能以平靜的心去接受自己不能改變的一切；

以勇氣去改變你所能改變的一切。不要看輕別人，亦不要輕看

自己。以最大的忠誠和善良結交很多好朋友，身邊充滿愛你和

你愛的人。 

遇到轉變，以靈活應對；遇到困難，視之為挑戰。凡事多

面睇，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每一刻其實都是一個選擇，記

得以笑容渡過每天，帶着平靜和勇氣面對生活的挑戰。認真地

去過每一天，享受生命的每一時刻。 

我會想念你們的，一切順利平安，未來見！

李玉鳳姑娘      
快到六月了！六年級的同

學們即將踏入新的里程碑，新

的開始了！願你們在校六年的

學習，使你們的生命變得精采、

聰慧和愛真理！雖然別離在即，

我會默默為你們祈禱，願你們

都能成為愛神愛人的人，真理

成為你們人生的指路燈！ 

在未來的日子裡可能遇上

很多不預知的事情，但願同時

發現神恩典處處。成長或會帶

着無數的迷惘與不確定，但願

你們能凡事信靠主耶穌，靠祂

的恩典邁向不同的階段！謹記

困難會使人成熟，願你們將來

收成的日子，明白到「麥穗越

成熟越懂得彎腰，人越懂得彎

腰才會越成熟。」這個道理！

Mr. Kyle Smetherham       
Dear all P6 students,  

Thank you for making my life so 
much brighter! I have been so lucky to be 
your DCL teacher this year! It has been 
quite a challenging year for all of us, but 
your energy and enthusiasm has always 
been a breath of fresh air! I have watched 
you grow in confidence this year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all of you are going 
to make a success of your next exciting 
step! Secondary school can be scary at 
first (back to being a small fish in a big 
pond), however I urge you to embrace the 
change, make new friends and never be 
afraid to get involved and try new things! 

Best of luck. I am going to miss you! 
From, 
Mr K 

教師心聲

廖珮珊主任 

左秀卿主任   
Dear Class 6D students, 
All of you are special 
And you should really know, 
How we loved to be your English teachers, 
How fast the time did fl y. 
  
Please come back to visit us 
As through the time you grow, 
Try hard to learn all you can, 
There is so much to know. 
  
One thing we tried to teach you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through, 
Is to know that you are special, 
Just because you are you. 
  
We are very proud of you! 

Love,  
Miss Cho & Miss Liu 

衞靖妍姑娘       

黃埔宣道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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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學生心聲
6A 陳嘉賢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 這六年來，

我在黃埔宣道小學裏有快樂的回憶，更成長了不少。

我感恩學校裏各位老師的教導。你們的教導令我茁壯成

長，更為我未來提供了指引。

我感恩可以在黃埔宣道小學裏讀書，因為這裏為我提供

了美好的學習環境，令我每天期待着上學。

最後，謹祝母校人才輩出！珍重！

6A 陳悅朗  
光陰似箭，小學的六年生活一瞬間就過去了。我即將要

畢業了！從一年級不懂事的小男孩，成長到一個畢業生了。

在這段時光中，我認識了很多令我不捨的老師和朋友。老師

教導書本上的知識給我，朋友則鼓勵我。當我遇上逆境時，

你們也一直陪伴我。你們都是我很重要的人，謝謝你們！

6A 蔡百翹  
還有3-4個月就畢業了， 

這六年的小學生活，我學到

了很多東西。感謝老師跟同

學，感謝校長。

我畢業後我就會學好一

點的書。感謝老師。

6A 徐啟正  
感謝主耶穌！為我預備良師益友，陪伴我經歷這六年不一樣

的小學生涯。

一年級，因為寒流襲港而停課；三年級，因為流感奪命在考

試期間停課；四年級，跟我們剛建立感情和互信老師不辭而別，

而被代課老師教授下學期；五年級，經歷了社會事件；六年級，

疫情陰霾，至今還未消散。

但不一樣就是令人刻骨銘心。黃埔宣道小學的良師益友，多

謝您們與我並肩跨過重重挑戰。

6A 馮 哲  
時光飛逝，六年的小學生活轉眼間過去了，回想起這六

年全都是快樂的回憶。我很感謝母校多年的栽培，校長，老

師們的循循善誘，同學們的互相關懷。這一切，我都會銘記

於心。升讀中學後，我會努力讀書，不會辜負老師的期望。

6A 何卓霖  
六年的小學生涯轉瞬間就過去了，一直以來我非常感謝

老師們的教導，老師們教導我們好多的人生道理。回憶着這

六年的點點滴滴，在校園裏的一切都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六年來，學校裏的每一個人我都十分感謝：感謝各位同學，

在我遇到困難時義不容辭地幫助我；感謝各位老師，在我遇

到不懂的地方時耐心地教導我；感謝各位校工，在我放學回

家後不怕骯髒的打掃每一個角落⋯⋯今天我們畢業了，另一

個人生正在等待着我們。俗語有云：「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我們一定會再見的。

6A HO TSZ CHING CHLOE
Time fl ies by, these precious years had gone by like the speed of light. To Principle Lee,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us with 

such a good environment to study in, so I’ve been able to bond with classmates. To the teachers, thank you for teaching us 
wonderful knowledge and being there for us no matter what we were going through. Finally, to my wonderful classmates, thank 
you for putting a smile up on my face. These six years had been wonderful and it wouldn't have been the same without any one 
of you.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is school, a special memory that I'll never forget. Let's all rejoice in Alliance Primary School!.

6A CHAN WING KIU  
I'm about to graduate, I am so proud of myself. However, 

I know I  will truly miss Principal Lee, the teachers , my 
classmates and the lovely campus very much. Thank you 
classmates for always helping one another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together, also I have made some new friends in these 
six years. Thank you teachers, thank you for teaching us new 
knowledge and taking care of each of us. Thank you Principal 
Lee for always encouraging us to be strong, be positive and 
not to give up. Thank you campus,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happiness and to learn and grow with us in these past six 
years. I adore this wonderful school and I hope the positivity 
can spread throughout Alliance Primary School!

6A CHIU YAN KI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for giving me a lovely time and experience at this school. 
However, as a suggestion, I do wish that the school facilities 
could be improved. They're great but I do wish the English 
library could be extended to hold an ample amount of books 
because I enjoy reading. This school holds a lot of fond 
memories for me, like the time when my classmate was 
laughing at a joke that I have told her, she laughed too hard 
and choked, a string of spaghetti came out of her nostril 
and made all of us laugh.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this school 
has played a huge part of my childhood memory. 

6A FUNG TSZ HO
My name is Alex from class 6A. This year, I will graduate 

from APSW and I would like to share my thoughts about this 
school.

Fir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who has helped me, 
such as my schoolmates and teachers. They have been

very encouraging and supportive throughout my school 
life. For example, my class teacher, Miss Lam, has always 
encouraged my classmates and I to share wisdom quotes, 
my favourite one is "Opportunities are for those who have 
prepared".

Seco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APSW for giving me a 
wonderful primary school life. I have participated in many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it has given and taught me many 
things, such us gaining friendship and making wonderful 
memories.

Finally, once again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who has 
helped me accomplish my life as a primary student and I wish 
everyone the best of luck in APSW.

6A 郭倩彤
我快畢業了，我想感謝每

一位老師，感謝校長和同學。

我是個插班生，感謝每一位同

學包容我，過了三年愉快的校

園生活。回首過去，三年的小

學生活歷歷在目。我要向老師

們告別，呈上衷心的感激。

6A 劉靄恩
雖然我要升上中學，離開學校，可是我絕對不會忘記老

師的教導，也不會忘記校長、同學等。我一定會繼續努力學

習，令我的願望成真  成為一個出色，著名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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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許凱婷
我畢業了，時光飛逝，一晃六年就過去了。

我很感謝我的同學們，你們和我在小學六年生

活中，互相幫助，互相學習。一開始雖然有些不習

慣，可是我們慢慢的就熟絡了，最後還成了形影不

離的好朋友。感謝你們在小學六年中一直陪伴我。

我也很感謝老師，特別是曾經教導過我的。感

謝你們循循善誘地教導我。我也十分感謝老師們給

了我很多機會參與不同的職務和活動。現在準備離

開你們，心情真是百感交集呢。

我要去一個新的學習環境，既緊張又興奮。我

希望有好幾位同學會和我一起升讀同一所的中學。

今年有不少遺憾的事情，對我來說，最遺憾的是因

為疫情關係，我和同學們相處的時間大大減少。我

們也只能夠用手提電話來聊天了。

我希望疫情可以早點結束，然後找天把大家都

叫出來，好好的聚一聚，聊一聊中學的生活。

我雖然對我的同學、老師和朋友依依不捨，可

是我明白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我相信我們以後一

定有機會再見面的 !

6A 羅曉言
我們一起經歷了這六年的學期，由原來一星期

見五天，變為一個月都不見一天。很快我們就要各

散東西了。下個學年，6A 班的課室仍然會坐滿學

生，可是已經不是我們。我們已經到了人生的轉車

站，我們各自選擇自己的車卡，繼續餘下的旅程。

在過去的六年，我們由陌生人變成知己，最後一句

再見令我們哭了。大家的不捨，都藏在心裏。六年

的朋友，總會再相遇。可是，不知道那時候，我們

能否還認得對方嗎？笑着說再見的，只是不想面對；

哭着說再見的，面對了現實，可是卻不想分離。

6A 李婥婷
經過了六年時間，我畢業了。

過去六年，我很開心有同學陪伴我

在學校生活。此外，我還感謝老師

悉心照顧我，教導我和同學們做人

處事的心態和品德。希望我和同學

們能更上一層樓。

6A 吳昭儀
我畢業了，我非常感動開心 ! 在二年級時，

我插班到 2D 課室，一切都非常陌生。但是到現

在，我已經有很多好朋友，對一切都非常熟悉。

老師們，同學們，都非常感激你們 ! 陪伴着我和

一起在黃埔宣道小學中度過的五年 ! 雖然，有些

不開心的經歷，但是，也有開心的時候！我們都

到另一個新階段了！希望大家都努力學習，往人

生的方向去吧！二年級的陌生，三年級的認識，

四年級的知己，五年級的閨蜜，六年級的分離。

雖然要說再見，但是我們也會笑着說再見！雖然

有機會不能和朋友們升讀同一間中學，但是衷心

祝福你們學業進步，每一天過得開心快樂！我也

非常感激老師們的教導！希望你們工作順利！也

再次感激大家，再見了黃埔宣道小學！

6A 吳梓熙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即將要畢業了。我還記

得六年前，我是這裏的新生，對這裏感到陌生。

不過，我很快就適應了。我還記得在這裏渡過的

一點一滴，例如：做專題研習、參加課後活動和

參觀等，都令我十分難忘。最後，我祝願母校發

展蓬勃！

6A 石濬嘉
時光荏苒，六年的青蔥歲月如

白駒過隙般轉瞬而逝，「天下無不

散之筵席」，暑假後大家將各奔前

程，昂然邁進人生的新階段。

自己可算是個幸運兒，能在這

六年間遇上許多良師和益友；當中，

老師們的循循善誘，同學們的真摯

情誼，實在令我難以忘懷！感謝大

家賜予我一段美好的回憶！

6A 鄧芷晴
六年過去了，感覺很漫長卻又短

暫。我十分感激老師們這六年的教導，

把我們從一個個未懂世事的小孩，培

育成一個個學識豐富的少年。快上中

學了，前路崎嶇難走，但我們要跨越

各個難關，逆境前行。要跟同學們道

別，難免有不捨之情，但畢業並不是

人生的終點，而是另一個新起點。我

們必會努力上進，不負眾師的期望。

6A 曾嘉俊
光陰似箭。轉眼間，小學六年的學習生活靜悄悄地從我們的指縫中溜走

了。今天，我們乘坐知識的輪船，拉響奮進的號角，準備升上中學。此時，

我們百感交集，有開心，更有感激和不捨，是多麼想讓時間放慢，回憶那永

不褪色的膠片⋯⋯

往日的校園裏，課室裏的友誼、寶貴的教誨、親切的慰問，現已成一幅

永駐心田的風景畫，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因為操場裏，有數不清在春風相伴

下的足跡，伴隨着春意盎然的綠意，不斷在我腦海中盤旋，忘也忘不了！

感謝老師和同學們！有你們，我無所畏懼，有你們，我也有足夠的信心

去迎接一切風暴的侵襲。

最後，讓我們插上敢於拼搏的翅膀，書寫新的篇章，在知識的天空中翱

翔！

6A 李獻彥
我畢業了，想起我小學

認識的同學和老師，又想到

我即將升讀中學，要和熟悉

的人分開，不禁有點心酸。

我希望可以適應中學生活，

也希望能夠認識更多朋友。

當然，我希望小學的朋友能

夠與我一起升讀相同的中學

就好了。就把一切交給主

吧。

6A 李汶雅
不知不覺已成為了一名六年級的學

生，快要畢業了，心裡還是有很多不捨，

因為要離開這間充滿喜、怒、哀、樂的

學校，不禁令我回想過去的點點滴滴。

感謝老師教會了我知識，教會了我成為

懂事的少年。感謝在這間學校認識了很

多朋友，感謝你們的陪伴。快要離開母校，

進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而我的學習並

不會停止。祝願母校欣欣向榮，各位老

師同學身體健康。

6A 林樂陶
我畢業了，回想當初小一的時

候，甚麼也不懂。到現在，雖然不

是什麼都懂，也快要離開這個渡過

了六年的地方了。感謝老師悉心的

教導，無微不至地照顧我們。感謝

朋友們常常鼓勵我，令我能夠以樂

觀積極的態度面對挑戰。希望各位

可以升讀心儀的中學，向夢想直奔！

6A LAU ON SHUN 
In these past six years, I 

have learned a lot. I have been 
in this school for six years, so I 
will miss this school,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Fond memories 
have been made here.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teachers who have taught me 
patiently, especially when I am 
stuck, they would take their time 
to explain until I fully understand. 
Lastly,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my classmates for being helpful 
towards me in learning.

Now, we will all graduate, I 
truly hope we will meet again in 
the future.

6A 學生心聲
黃埔宣道小學

28



6A 蕭啟庭
在這六年的小學生涯

中，令我感到最難忘的，

是陪伴我一起走過這個生

涯的同學和各位和藹可親

的老師。我希望可以與同

學保持聯絡，更希望可以

與他們一起到同一間中學。

6A 王孜業
我們要畢業了，離開母校，

各奔東西，升上中學。雖然我們

會升上心儀的中學，但我相信一

時的分開並不代表永遠的分離，

只要有心我們一定會再相見。因

此我祝願校長事事順心！祝老師

工作順利！祝同學們學業有成！

6A 王麒燊
六年一眨眼就過去了，眼見認識了六年的

同學就要分別，心中萬分不捨。在這六年裏，

我們的學習生活有快樂的事，也有傷心的事。

我們要畢業了！十分感激老師教導我們應

該如何待人處事，提醒我們不要犯錯。您眼見

著我們成長，又傳授我們知識，真是萬分感謝。

十分感謝同學們六年的陪伴。我們一起成

長、一起學習、互相幫助、在學習上互相扶持。

我們一旦分離就很難再次相聚，所以不免有點

傷感，但願以後可以相聚。

6A 黃熙澄
我畢業了，六年

也就這樣過去了。我

在學校裏有很多開心

而又不能忘記的回憶。

感謝母校為我提供了

舒適的學習環境！感

謝師長們教授了我很

多知識！最後也希望

同學能在升上中學後

有愉快的生活。

6A 王梓昕
時光飛逝，我將離開我

第二個家，實在是依依不捨 !

在這裏，我認識了一班良師

益友。我感謝老師們多年的

教導和提醒，我會牢牢記在

心裏 ! 我感謝每位好同學，

每當我遇到困難時都會伸出

援手 ! 雖然我們將要到不同

的中學讀書，但是也要保持

聯絡呀 ! 

6A 葉灝謙
時光飛逝，小學六年生活很快就過了。很快就畢業了，

我不捨得離開小學，但是也很期待升到中學讀書。這六年

在小學我由一個幼稚的兒童變成一個有知識的青少年了。

感謝老師在小學的六年教導我。

6A 曾浚羲
我畢業了，我想謝謝我的班主任  林老師，因為林老

師不但耐心地教我們課本裏的知識，還會為我們舉一些例子

來令我們更加瞭解內容。我還想謝謝我的一位同學  倪卓

樂，因為當我感到失落時，他會安慰我，還會和我一起打遊

戲機。當考試來臨，倪卓樂會和我一起溫習，還會鼓勵我。

在我壓力大時，他會和我玩遊戲機來舒緩壓力。在我去到新

學校時，我會想念老師、同學、和我的母校。

6A 倪卓樂
親愛的校長、老師、同學：

轉眼間，我的小學生活快將完結，我將會踏入人生另一

個階段  升中學了。

在黃埔宣道小學四年的小學生活中，我經歷了不少難忘

的事。例如：我結交了最好的朋友；參觀時，有同學掉進水

池⋯⋯等。但最重要的，還是老師們辛勞地教導我呢！

最初，我是一名三年級的插班生。當時我感到很陌生，

很害怕。因為不但要適應新環境，還要面對陌生的師長和同

學。但是老師們都耐心地教導我，豐富我的知識，豐富我的

人生。

最後，我想感謝各位老師多年來的照顧和悉心教導。希

望未來的日子，我的師弟和師妹們也能感受到你們的愛和教

導。

祝 

黃埔宣道小學所有人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倪卓樂敬上

6A SU TSZ PAK
“Time flies when you’re having fun.” My six years of 

primary school life have felt like it’s only been a few days here. 
We first joined this school as six-year-old children, but now, 
we have all grown up and we’re all  leaving with mountains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potential. We are grateful to the teachers 
who have taught us patiently and have been taking good care 
of us. When we get into trouble, teachers will be the first to 
render assistance, being a part of our journey growing up. We 
understand that teachers could be stressed with teaching us, 
"monkeys". However, they would never show how exhausted 
they are.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like also to thank our mother 
school and the principal who has put a lot of effort in us and has 
been continuously helping us. This school has provided us with 
a comfortable and relaxing environment to study and grow.

  It is sad to leave this environment, but I will continue to try 
my best in the future and not disappoint what our mother school 
has taught us.

6A 黃芷筠
時光飛逝，六年的小學生活如此快過去了，我們也要快畢業了。

非常感恩天父安排我到黃埔宣道小學就讀，初來報道時，我是

目不識丁的學生。但在每一位老師的悉心教導和栽培下，我不但變

得文武雙全，還領悟了許多做人處事的道理，豐富了我人生的經歷。

學校的氣氛十分融洽，我初入學時也不用一個月的時間，就和

身邊的同學打成一片。學校還提供了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令我可

以發揮潛能，還認識其他級別的同學，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 

雖然在疫情底下，我們在五、六年級經歷了連環的挑戰，例如：

停課、上網課、呈分試、面試⋯⋯種種不同的事情，但是在老師的

鼓勵和陪伴下，我們每一個也跨過難關！老師的教導真令我刻骨銘

心！

近來腦海中不斷浮現出在學校生活的舊片段，我懷緬校園馬賽

克椅子上的每一個動人的故事、我懷緬同學們歡天喜地地在課室玩

「包剪揼」的景象，我懷緬校園的每一個一個角落⋯⋯是多麼的充

滿活力和多姿多采呀！

最後，我再次感謝母校的每一位師長對同學無私的奉獻和關懷。

6A 胡恪謙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轉眼間六年精彩、豐盛、

難忘、辛酸和美好回憶的小學階段即將結束了。我們

將會如鷹展翅翱翔，向無邊無垠的未來翱翔。這裏的

一花一草都充滿了深厚的感情。和藹可親的老師啊！

你那嚴中有愛的語氣，循循善誘的教學方式，讓我們

能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中學習。只可惜，一場無情的

新冠疫症，使我們失去寶貴的一年多相處時間。同學

們在小息嬉皮笑臉的畫面， 談笑的聲音讓我難以忘

卻⋯⋯

6A 鍾婉兒
時光飛逝，轉眼間

我便要畢業了，六年的

小學生活好像只是一瞬

間。我在黃埔宣道小學

學習了很多知識，而且

認識了很多很友善的老

師、同學。我很喜歡小

學的生活，但是我必須

要 升 中， 離 開 小 學。

APSW，我會想念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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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陳卓喬
今年我要畢業了，六年前開學的每一幕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

還記得當時，我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一個認識的人也沒有，十分寂寞。

但老師和同學都很和藹可親，所以到了現在，我已經認識了很多朋友了！

六年以來，老師循循善誘，不單止教導書本上的知識，還改變了我的興趣

和對很多事情的想法。例如以前我年紀還小的時候，我一點也不喜歡踢足球，

但經過體育老師的教導後，引起了我對足球的興趣。現在足球已成為我生活中

的一部份。

我更喜愛的就是學校的多元化活動，讓我們可以從活動中學習。享受學習

的過程，更能體會學習的成果。不但如此，在活動中更可以加深同學之間的友

誼，令我們相處得更融洽。

這些快樂的日子，很快便過去了。雖然要離開母校，但是這些日子定會記

在心頭。我要感謝老師在這六年間的悉心教導和栽培，更重要的是在我失意的

時候給我鼓勵。我想在這裏真心感謝每一位老師！真的辛苦您們了！

6B 鄭施惠
時光飛逝，轉眼間便來到了六

年級尾聲，時間真的過得很快。在

六年級的九月份，天真的我以為還

有很多時間可以和同學一同相處，

沒想到，轉眼間已經四月了。在這

六年裏，我被黃埔宣道小學的老師

灌溉著，同時，我也跟友善的同學

融洽相處，令我這個小學生涯難以

忘記、難以忘懷。在此，我向全體

老師致敬，因為他們用一顆熱情的

心教學，令我們在學習時添加趣味

性，讓我們能夠容易記住老師所教

的道理。不久，我們便要畢業了！ 

希望日後能夠和各位老師保持聯

絡，讀中學也要回母校探望老師

們！

6B 許曦賢
現在我就快畢業了。當我回想起入學前的面試，媽

媽跟我說我的表現很差，很大機會不能入學，幸好這學

校的校長最後都給了我一個機會。四年級的時候，我聽

見校長在哭，因為颱風襲港把學校弄到亂七八糟，大約

用了一星期才把校園復原。

我很喜歡這間學校，因為老師有教無類，同學也會

互助互愛，這裡的學習環境也應有盡有。

我就快離開讀了多年的小學，真是令我依依不捨。

6B 馮慧琦
親愛的校長、各位老師和同學，今年，

我便要畢業了，我要迎接新的挑戰了！

從一年級學生，轉眼間已經變成了六

年級學生，在六年內變了許多。

多謝老師的教導，令我學到很多

新的知識，每當我有進步時您們會讚

賞我，令我覺得我的努力沒有白費，

我真的很開心。在這六年，我認識了

兩位知心好友！她們教會了我友情是

甚麼，我們由不認識到成為好朋友，

每個小息也會分享生活趣事及零食等。

畢業，就是一個大大的句號，給

我們的小學生活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升到中學後，我們就會開始新的階段，

希望大家一齊努力迎接新的挑戰。

6B 何愷晴
小學六年好像「眨一眨眼亅就過去了，我將

要畢業了。我告別我熟悉的同學、關心我的師長

和養育我們多年的母校，這麼「快亅就要告別

了，我心裏有一種不捨的感覺。雖然如此，但我

深信我們必能再見的！我在這裏感謝：陪伴我的

同學，你們使我不再孤單地學習；關心我們的老

師，您讓我們更自信地跨過每一個困難和挑戰；

栽培我們的母校，你提供良好的學習地方，讓我

們能舒適地學習⋯⋯我即使離開了你們，我也絕

不會把你們藏在腦海的某個「黑暗的角落」！總

括而言，我真的感謝你們的貢獻，讓我能愉快地

渡過這六年，我永不會忘記你們！

6B 鄺俊豪
李校長，各位老師、同學好，我是今屆的畢業生。

時間過得很快，在小學生涯中，校園裏種種生活，我也歷歷在目。

還記得剛進校園時，那陌生和緊張的心情還記得一清二楚，還記得老師

們悉心照顧我們。現在，經過老師努力的教導，同學們和我也成才了，尤其

要感謝林妙璇老師，每日的功課沒完沒了的，還要感謝老師與我們渡過呈分

試。也要感謝李校長，每天早上也會在校園門等待同學們回校，還默默地在

背後支持我們。學校舉辦多元化活動，可惜因為疫情，參加活動的機會少了。

感謝你們—我的同學，感謝你對我的照顧和關懷，成了我的玩伴，在我

有困難時幫助我，感謝你們，在我做錯事時提醒我，感謝你們，給我無限的

快樂。現在，我們畢業了，要分開了，祝願你們在中學階段，過得快樂。

最後，我在此祝願大家過得快樂。

6B 何禮樂
過去六年老師們

的悉心教導，令我不

斷成長，您們努力的

栽培，令我成材，老

師們的教導之恩，我

永遠都不會忘記。在

此我向所有的老師說

一聲：「謝謝！」

6B 柳詠嘉
謝謝老師在這六年對我的教導，我會在社會

做一個有用的人，不會令您失望。

6B 趙芊妍
歲月匆匆，時光飛逝。轉眼間六年便過去了，

我們快要畢業了，為六年的小學生活劃上句號。

在學校生活的這六年裏，給我留下了許多溫暖的

回憶，與大家分道揚鑣，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再

相見，甚麼時候才能再返回這溫馨的校園。

我不能忘記以前一起歡樂的日子，和同學相

處的點點滴滴：學習時的互相幫助、考試時的互

相勉勵、休息時的嬉戲吵鬧，我和同學之間建立

了深厚又純真的感情。我也十分感激六年來老師

們悉心的教導，無微不至的關懷。老師的教導我

都會銘記於心，校園的每一個角落都充滿着美好

的回憶，這六年的記憶成為我永遠的財富 ! !

最後，我衷心感謝大家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

6B 鄭俙恫
我們畢業了，要離開這熟悉的環境，又要

跟老師及同學分別，心中萬分之不捨。但我深

信「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有緣一定能再聚 ! 

在這兩年我們要面對疫情、網上授課、呈分試、

面試、升中等的問題，但老師們都繼續給予鼓

勵，令我們可以不畏艱鉅，繼續勇往直前。

很快我就要踏入中學的大門，認識新的老

師、同學，學習更多知識⋯⋯心裏有點兒矛盾。

所以我一定會好好珍惜這餘下相處的時光。

最後，讓我說聲：「校長，辛苦您了！」

「老師，辛苦您了！」 「校工，辛苦您了！」  

我會好好保存這美麗的回憶﹗

6B 陳俊熹
我畢業了！在這六年來，我學會了很多不

同的知識，多謝老師們多年來的悉心教導！

還記得多年前在學校發生的趣事。有一

天，我走出英語圖書館時發現自己的鞋子不見

了，原來被一個六年級的同學拿了我的鞋子 !

最後，我希望各位老師也有健康的生活。

6 B 學生心聲
黃埔宣道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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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郭穎銦
我現在正式畢業了，原本我還在學校

和同學聊天，一同玩耍，突然間就要離別

了。我們因為疫情而少了見面的機會，雖

然我們見面的時間被疫情斬斷，可是我們

仍然會踏上新的征程，無論我們怎樣捨不

得，時間仍會逝去，但是因為疫情，我們

有了很多特別的回憶啊！

畢業前，我們覺得時間過得很漫長，

時間卻無時無刻在逝去；畢業了，我們

想挽留它，時光卻悄然溜走。「月有陰晴

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我們心中有很多

很多的不捨，我們心中有很多很多的惆

悵，我們也會經歷失去，一段純真的笑容，

一段叛逆的時光，都變成了無法再擁有的

故事，這故事是屬於過去的，這故事像嬌

艷動人的花朵一樣，多美麗的花朵終會凋

謝，我們絢爛的時光成了從前，它好像已

經消失了，但你開始新的征程時，它將會

開始「編寫」新的故事，它永遠都不消失，

只是你在離別的一刻才能看見。最後，再

見了，母校，老師和同學們。

6B 劉安浟
一眨眼現在已經六年

級了，在不同的年級經歷

不同的挑戰，在困難時禱

告求主幫助我，都總算克

服了。在這裏的收穫豐富，

不但學會了知識，還培養

了感情。

當然還少不得老師的

教導，靠着他們的教導才

有學懂知識的我，老師鼓

勵及關心令我永不忘記。

也當然，同學也為我帶來

快樂，被他們的幽默感感

染了，如果沒有他們，課

堂就會變得沉悶了。

總括來說，在學校這

六年來的相處，每位同學

也會依依不捨。六年看來

很漫長，但現在回想起來

很短暫，我衷心向每位老

師獻上感謝。

6B 李泓鋒
多謝您 ! 您辛苦教育我們，

努力使我們成才，考上好中學。

如今，我畢業了，感激之情，即

使用六年也說不盡，講不完。

日裏，您辛苦教導我們，對

付我們這些調皮好動的「小魔怪」。

夜裏，又要徹夜不眠地與未批改

的習作、文章博鬥。為的就是讓

我們學得更多、更好。我們簡直

剝削了老師您的私人時間，真是

千萬個對不起。

老師，感謝您。感謝您耐心

的態度，努力的工作。如今，我

要離開了，我將帶著您教我的知

識和人生道理離開黃埔宣道小學

這個大家庭。您已為我精彩的小

學生涯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6B 李展望
2021 年是我小六畢業的一年，六年小學生活可以

說是多姿多采，非常難忘。還記得小一第一天上學的

情境，好像昨天發生，在禮堂見到很多陌生面孔，現

在張張都變得熟悉了。快要離開學校，老師，同學和

朋友，真得捨不得大家，希望友誼可以長久。

6B 梁芷柔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

就快要畢業了，雖然不捨得同學們，但升上中學

後還是要分開。

還記得一年級時，我非常怕陌生環境，一個同學

走到我面前，邀請我一起玩耍，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五年級時，面對着呈分試和功課，壓力非常大，

但我的朋友和家人都鼓勵我繼續努力。

老師是園丁，悉心地、耐心地、照顧着我們，令

我們茁壯成長。

感謝老師的教導、同學們的鼓勵，才令我學習了

更多東西、更有動力去學習。

6B 李芷晴
我畢業了，在這六年裏，我非常感謝每一個曾經

幫助過我的老師，各位同學和每個鼓勵我的人。最讓

我感到難忘的是在四年級的時候，那時候剛剛開始呈

分試，其他同學們包括我都感到非常緊張。幸好那時

有各位老師的鼓勵，我們才能鼓起勇氣，共同面對呈

分試。在這裏我想向各位老師、同學說聲謝謝。

6B 廖正楠
時間過得真快，六年的小學生活將要結束了。六年

前，我還是剛升上小學；現在，我已經快要畢業了；再

過幾個月，我將是一名中學生。現在的我百感交集，又

捨不得離開小學；又期待中學生活。特別是因為疫情的

關係，我和同學見面的日子也變少了，所以我要更加珍

惜我可以上面授課堂的日子。再見了，我的母校。

6B 司徒俊軒
時間過得真快，一晃眼，六年的

光陰像雲煙一般過去了。我就快畢業

了。在黃埔宣道小學的日子，我就像

一株幼苗。受到師長的灌溉。聽着師

長孜孜不倦、循循善誘的教誨，靠著

同學的互相扶持和鼓勵而日漸成長。

在此我想感謝我的老師，因為您讓我

得到了許多知識，讓我茁壯成長。

6B 孫子朗
親愛的老師們，多謝您 ! 您辛苦教

育我們，努力使我們成才，考上好

中學。如今，我畢業了，感激之情，

即使用六年也說不盡，講不完。

一年級，我這個初來乍到的莘

莘學子，甚麼也不懂。是您耐心教

導我，引導我，教會我各種人生大

小的道理，豐富我的人生，直到現

在。

老師，感謝您。感謝您專業

的精神，耐心的態度，努力的工

作。如今，我要離開了，我將帶

著您教我的知識和人生道理離開

「黃宣」這個大家庭。

老師，多年來，您辛苦了 ! 祝 

教安 !

6B 吳天約
我畢業了，時光飛逝，六年

眨一下眼就過去了。我在此感謝

老師和同學，謝謝你們的教導和

在這六年小學的學習過程中幫助

我。記得我在一年級時，對周遭

的事物一知半解， 但老師您們悉

心栽培我，傳授知識給我們， 讓

我們領悟更多知識和道理。

6B 蘇芷悠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已經在黃埔宣道小學讀了

六年。我真的衷心感謝這 6 年來老師對我的悉心

教導和支持。在學校令我我最深刻的應該是在四年

級上學期：當時家裏發生了一些事，這件事令我處

於人生的最低潮。當沈 sir 發現了我不開心，他立

即開解我，還一直鼓勵我。那一刻我才發現，老師

並不只是一個教書匠，他們還是我們的人生老師，

就好像朋友一般支持我們、開解我們。還有很多不

同的事，未能盡錄，最後真的很感謝老師和其他教

職員對我們的關懷和支持。雖然現在我們畢業了，

但是你們的笑容、仁慈永遠都會收藏在我們每一個

畢業生的心底裏。

6B 楊希敏
六年的小學生涯，可說是有笑有淚。真的覺得很累，同時，也很開心。

老師就像朋友，傾聽同學的心聲，老師也像領導者，領導我們進入知

識的領域，老師更像家裏的長輩，經常提點我們的錯處。

6B 余在恩
我畢業了，感謝身邊曾幫助我的人

我畢業了，感謝曾陪伴我渡過小學階段的同學

我畢業了，感謝曾教導我們知識的老師

我畢業了，感謝曾安慰鼓勵我們的社工

我畢業了，感謝曾辛苦為我們付出的校工

我畢業了，感謝曾為我們着想的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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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曾泓睿
轉眼間，六年快過了，我們也即將畢業。

回首一看，好像剛入學，那時同學們也不認識我，大家都不熟悉。

剛入學的我認為這所小學的老師有點兇，身邊的同學也不太認識，感

覺十分陌生。

在老師和同學的照顧和教導之下，我開始熟悉這個校園生活。我

開始認識新朋友，認識校園的歷史⋯⋯隨着時間的流逝，我們這一班

學生就變成校內最年長的學生  六年級學生。我們面對升中一的困

難、呈分試、面試各種不同的挑戰。老師和班主任對我們的悉心教導，

帶着我們走過一道道的難關。我們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老師循循善

誘地教導我們不同的知識。老師們還會告訴我們人生道理、聖經的真

理、學習的態度⋯⋯這些話我會刻骨銘心，永不忘記。

走進我們的教室，慢慢地走過每一張椅桌，細心看看教室的每一

個角落，窗子吹來微風，陽光從外面灑進來，照在我的位置。剎那間，

我和同學們的回憶突然呈現眼前。同學們在教室裏談天說笑，一起玩

耍。男女同學也一起玩得很忘形。我們一起上課，一起被教訓，一起

玩「真心話大冒險」的景象，也令我感到珍貴。我慢慢走到我的位置，

回想我和同學的對話，忽然感觸。慢慢地，慢慢地回憶我們快樂的時

光⋯⋯眼眶裏充滿了淚，從眼睛慢慢地，流下來。教室是我最充滿回

憶的地方。在我回憶的同時，時鐘沒有因此而為我停下，分針依然在

轉動，一分一秒地過去⋯⋯

感謝老師對我的教導，您們所教的，我會記住您們的話。我會在

升上中學後不斷努力，回饋社會。謝謝同學和朋友六年來和我和諧相

處、互相幫助，我們相處得很好。謝謝李校長和校長媽媽給我們很多

機會，給我們去嘗試不同的事物。將要離開這所小學的我，十分不

捨，但「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也許有一天，我們會重逢。

6B 王惕名
我好喜歡跟男同學一起討論足球，在操場奔跑大叫，

但自從去年疫情後，就很少機會跟大家見面。現在快畢

業了，我覺得很可惜，我發現原來友誼是學校生活的重

要一部份。希望畢業後仍能跟同學見面，補償這兩年失

去的校園生活。

6B 黃芊婷
小學六年眨眼便過去，心裏雖有很多不捨，但腦海裏

已載滿了在黃埔宣道小學的滿滿快樂回憶，我會牢牢記住。

當日初踏進「黃宣」的校門，我仍只是一個剛幼稚園

畢業的跳蹦蹦小孩，什麼也不懂，在這裏，我渡過了既充

實又愉快的六年，也終於懂事了。難忘在課堂上愉快的學

習，有時候老師跟我們的小互動，會令整個課室充滿笑聲，

我們會不捨下課呢！另外，相信很多同學也很喜歡每年學

校安排的試後活動，目的好讓我們把緊張的考試情緒釋放

出來，和同學們一起玩玩小遊戲，一起享受吃雪糕，一起

相視而笑的畫面令我很深刻，所以這六年，快樂是伴着我

成長的。

畢業將至，離開只是我們有另一個新開始，希望少一

點傷感。感謝能成為「黃宣」大家庭的一份子，多謝校長，

多謝老師，多謝陪伴我成長的同學，更特別多謝教我的班

主任和老師，因為您們的帶領，才能令我成為一個小六畢

業生。

6B 邱志和
我們已經六年級了，要離開這個校園了，我十分不

捨，但我們要踏入新的領域了，開始新的生活。我一直

以來的成績都不特別好，但是有一些很好的老師一直指

導我和帶領我，令我的成績越來越好。另外有一些很好

的同學和我一起玩，令我感到上學並不厭倦，反而令我

的校園生活更加多姿多采。我十分感激一些同學和老

師，因為他們陪伴了我六年的生活，常常鼓勵我和關心

我，令我的生活更加快樂。另外我也十分榮幸可以當上

風紀隊長，可以貢獻一些時間來給校園，帶領校園變得

更加好。我亦在老師的介紹下加入了小童軍和幼童軍這

個活動，令我發現了團隊精神的重要性。

謝謝這個校園，也謝謝老師和同學 !

6B 余頌希
敬愛的校長、老師、同學，

轉眼間我已經在這所學校就讀

六年了，滿載我們所學了的知

識。在這個禮堂裏相聚，現在，

我的心情非常複雜。

我們快要畢業了，將要向

用心教導我們的老師說再見。

過去六年我們過得非常充實，

母校對同學來說是美好的。

我們要感謝母校啊！謝謝

你為我們提供一個完善和舒適

的學習環境及各式各樣的活

動！在這裏，我們可以發揮所

長，為自己編織夢想。

我們要感謝老師呀！謝謝

您們耐心地教導我們知識和發

掘我們的潛能，令我們獲益良

多。全因您的奉獻我們才能展

翅高飛。

在這裏，我要和同學們道

別了！再見了，夥伴們！多年

來，我們有珍貴的友情，我們

曾經「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情誼是一滴一滴地累積起來，

而且越來越深厚。

這六年的生活，我們過得

十分精彩。六年，似乎很漫長。

但在今天，我覺得很短暫，因

為我要面對離別。臨別之際，

我要許下承諾：我會努力學習、

健康成長，回報母校的恩情！

6B 黃天兒
我畢業了，在這六年內，我在學

校經歷了很多事情，感謝老師的教導，

老師就像輸送帶，不停傳授知識給我

們，令我們學到了很多，有助我們未

來的發展，感謝母校為我們提供優良

的學習環境，為我們提供課本，為我

們提供球場，讓我們小息可以玩。感

謝蔡校長和李校長，雖然蔡校長已經

退休了，但是她退休前為母校做了很

多事情，我很感激她。李校長，雖然

您才剛剛上任，但是您為了和同學打

好關係，每日早上和放學都在校門和

同學說再見，我很敬佩你。我們畢業

了，感謝校長和老師的教導。

6B WONG TSZ HUEN
The graduation day is getting closer, I feel 

reluctant. In the fi rst grade, I am just a little girl, knowing 
nothing. It is the teachers who taught and guided me 
patiently. They taught me all the things I need to know, 
not just knowledge in the book, but also philosophies 
on life.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6B 王審曦
我畢業了，我想首先向老師表示

感謝。如果沒有您的教導，就沒有今

天的我。然後我想向同學獻上祝福，

我希望同學們可以有一個美好的中學

生活。還有我也要向校方和母校表示

感謝，要是沒有你們就不可能會有一

個這麼美好的環境去學習。感謝！

6B 蘇雋琦
我要畢業了，在這四年間，我很

開心能與同學一起玩耍，他們對我非

常友善，我遇到困難時，他們總會幫

助我，幫我想辨法。老師也很友善，

我做錯事時，他們總會原諒我，我有

不明白時，老師會耐心地教導我。

6 B 學生心聲

6B 姚紀南
光陰似箭，一轉眼我的小學生涯就要結束了。最近

的一年，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我差不多一直在家鄉雲南

昆明避疫，不能和同學們一起上課，好遺憾！黃埔宣道

小學是教會我成長的地方，在這裡我經歷了許多，有獲

獎時的快樂，有溫習備考時的辛苦，老師給予的關愛，

同學間的友情，哭過，笑過⋯⋯每一次回憶起這段時光，

我都感到很開心，好掛念！雖然我錯過了你們許多，但

你們的模樣我都記得，希望大家有緣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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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陳浩霖
感謝老師的教導，令我學會很多知識，令

我明白做人的道理，令我明白什麼是對的，甚

麼是錯的。感謝同學的陪伴，令我不再孤單，

你們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伸出援手，幫助我

面對困難。我畢業了，我將會跟你們分離。感

謝你們六年的陪伴。

6C 陳麗穎
時間過得特別快，六年的時間轉眼間就過去了。 我們將面臨畢業了。母

校見証了我們許多的成長，見証我們從一年級的陌生到六年級的熟悉。快要

離開這座熟悉的學校了，希望日後我們還可以再相見。

在這裏，我們要向親愛的老師獻上真切的感激，感謝老師所有的教導和

提醒，使現在的我們變得懂事。我們的知識就像雨水一樣一點一滴地累積起

來，在我們需要幫助的時候，老師總會伸出援手幫助我們。

我們要向六年的同學們說聲再見了。再見了 ! 我們曾經一起玩過，一起

笑過，一起學習過。我們要許下諾言 : 日後的我們會繼續勤奮努力學習，回來

報答老師多年來的教導。

6C 鄭宇翀
還有不到三個月我就離開這間小學。我非常

依依不捨，轉眼就是六年。黃埔宣道小學是我另

一個家，所有學校內的人都是家人。我最感謝的

老師是我五、六年級的班主任莫銘基老師。他教

會我很多不同的道理。他教導 ( 責備 ) 我的時候，

我也清楚他是想我把不同事情做到更好。多謝你

莫老師，你教導我的人生道理，一定會緊記。我

在這間學校生活了六年，過得很愉快。

6C 趙紫呈
我畢業了，要到新的環境

學習，離開熟悉的地方，會感

到陌生。但我會努力地結交好

的朋友，努力地溫習，做一

個不用爸媽擔心的小孩子。

最後，我很感謝老師們的

教導，校長的安排，在此再次

感謝你們。

6C CHENG MING TO CLEMENT
This year, I  have not been very 

pleased with how COVID-19 affected our 
learning. However, I have still been able 
to treasure some good memories from 
the Zoom lessons. As a class, we played 
some interactive games and we used 
different tools to share our ideas in the 
lessons. I hope this learning experience 
will prepare me for my next learning stage.

6C 學生心聲

6C 何家昇
這六年的學習生活之中發生

了很多事，例如：學習活動，娛

樂活動等，都很有趣。從小學一

年級至六年級，我經歷過很多難

關，現在都會繼續努力。這六年

裏我和同學相處得好開心，十分

愉快。五、六年級的班主任莫銘

基老師，一直照顧我們。多謝這

六年老師對我的栽培。

6C 鍾惠琪
歲月匆匆，時光飛逝。曾經我眼中是無比漫長的小學階段，現在我畢業了。

曾經的我十分討厭上學，討厭那些繁重的功課，埋怨老師嚴厲的管促。但當我想到快

要和我的老師告別時，我卻十分不依。當我想到快要離開小學，到新的中學，我會想到在

新的環境學習時會不會感到焦慮，擔心結識不到朋友。 

之前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能回到過去，我會做什麼呢？我終於有答案了，就是回到小

學階段，珍惜和朋友老師時光，因為我總有一天會離開小學。

雖然在學校裏面，我是大姐姐，當我們離開了學校，要到新的環境學習，我們卻突然

要變成一群羽翼未豐的小鳥，離開了母校，離開了溫暖的巢，各自去尋找自己的目標。

在我們接過畢業證書後，我們的小學生涯就要正式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6C 黃雪晴
我畢業了，我會十分懷念在學校渡過的每一刻，

感謝各位老師和同學一直陪伴着我成長，給我不少的

鼓勵和支持，令我在舒適的環境下學習，你們讓我領

會了很多人生大道理，可以令我在生活中使用出來。

同學六年來帶給我無數的開心快樂，令我不會覺得孤

單和寂寞，讓我不想放棄自己，我真是捨不得離開我

的母校，我希望將來回母校探望你們。

6C 朱芷筠
六年的小學生涯快要結束了！亦代表我們將要畢

業了。依依不捨的心情，令我回想起在母校的回憶，

有美好的，也有失落的，但這些都是母校留給我的所

有回憶。

非常感謝老師們悉心的教導，教導了我們許多的

知識。感謝同學們多年的陪伴，由一年級的陌生到現

在的熟悉，一起學習和一起玩耍，就這樣六年過去了。

最後我真的非常感謝母校提供了完善的設備和優

良的學習環境，讓我們留下許多學習的身影。

6C 趙櫻垌
一至三年級的我都很想快快畢

業，但現在六年級的我想時間過慢

點。想起那些盡責和悉心教導我們

的老師和陪伴我的好朋友，真的很

不捨。幽默的洪 sir 為了提起大家

的精神，會在中文堂說笑話，笑話

亦透露出一些道理。每逢作文後，

Miss Leung 會出一張 proofreading 

工作紙給我們，是為了改善我們的

英文文法。林 sir 會在我在數學上

不懂的地方，不嫌煩地教我。莫

sir 盡責得更是令人感動，記得有

一次，他為了令我們弄請楚槓桿原

理，竟然叫我們一行一行出來看他

示範，他把說話重複一次又一次，

聲音也沙啞了，還獎勵我們食物。

其他老師也十分盡責和溫柔。

我捨不得這個班，捨不得這些

老師，更捨不得陪伴我多年的好朋

友。希望時間能過慢點。

6C 黎駿熙
我畢業了，長大了。我曾經是一個甚麼也不懂、天真和衝動，又常

被老師罰的一位壞學生，記得在一年級時，林 sir 罵我的時候，我仍可

以大膽地笑。在我的人生中有一個轉捩點，這個轉捩點是在一年級學期

終至二年級發生的，當時有一位我很喜歡和敬佩的老師幫助我。我一生

都會記住這位我最喜歡和敬佩的陳麗兒主任。我在學校經歷了很多事，

學會很多，令我的人生十分豐富。現在的我更懂事了，領悟了很多道

理，我謝謝所有教導我的人。我不會忘記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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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鍾熹進
眼睛一眨，六年的小學生活就過去了，我想感謝很

多老師和同學，他們都很有愛心，常常樂於幫助別人，

我更感謝老師悉心的教導，這六年的學習生活讓我留下

深刻的印象。

小學畢業標誌着跨進另一個人生階段，我上到中學

後，會努力學習的。

6C 林安淇
我快要畢業了，六年的小學生活就這樣過去，在這裏，我們

學會了很多新知識，從一個無知愚鈍的小孩變成一個有理想的少

女。我們快要升上中學，心裏充滿不捨與難過，我們要告別這所

小學，熟悉的老師，同學和校長和這裏的一切事物。

6C 林安麗
我快要畢業了，六年的小學生活

終於結束了。我的心情既緊張又不捨。

我快要離開熟悉的母校、校長、老師、

同學和朋友，甚至母校的一切。在這

裏，我學習到很多多元化的知識，並

結交了很多好朋友，大家一起學習，

一起玩耍，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我即

將要升中學了，要離開黃埔宣道小學

這個大家庭，我感到十分依依不捨。

6C 林彥璁
六年的小學生涯一眨眼就過去了，我非常感謝這六年教過我

的老師，你們都非常有耐心地教我，我有甚麼不明白的地方也會

立即給我一個回覆，有些根本不是老師需要幫我們做的，你們也

幫我們處理，你們每一個都是非常好的老師，升到中學之後我會

來探望你們，再見了各位老師！

6C 李祉穎
快樂的時間過得特別快，我畢業

了，我想感謝我的父母、老師和同學，

沒有老師的悉心教導，我不能取得好

成績；沒有同學的幫助，我不能渡過

難關；沒有父母的支持，我會灰心並

放棄。這六年來的小學生涯，有開心，

也有不開心，這些經歷讓我懷着依依

不捨的心情離開這裏，並用興奮的心

情去迎接中學生活。

6C 莫景澤
時光匆匆，我由一個甚麼也不會

的一年級生變成六年級生。在這六年

裏有很多不同的經歷，有開心、有傷

心，也學會很多知識、認識了不同的

同學和朋友一起吃午餐、一起放學。

6C 李懷恩
光陰似箭，在小學階段度過了六年的生活，我在學

校學習了很多不同的知識，也認識了很多好朋友，識了

很多經常幫助我和同學的老師。想起一年級，我第一天

到學校上課，十分害怕，因為離開了熟悉的幼稚園，來

到了陌生的小學，自然會感到陌生。但是老師一直幫助

我們認識這間小學。我想和老師說：「我畢業了。」雖

然我十分不捨得離開這間小學，老師和同學。我想和老

師說：「謝謝老師的教導和同學的互相幫助。」

6C 李逸安
我快畢業了，我很不捨得我的學

校、老師、朋友和同學，我們即將進

入新的旅程，在這六年時間裏，我學

會了很多新知識，槓桿原理、摩擦力

等等。我很感謝我的老師，你們除了

教我們學習知識，還教了我們做人的

道理，我感謝我的朋友在小息時，跟

我一起玩耍和聊天。

6C 麥佑之
我畢業了，我小學的六年生活結束了。我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向陪我

走過六年的母校、老師、同學說再見了。第一天在這小學上課好像只是昨

天的事情；一眨眼現在就要畢業，面對新的環境、新的老師同學。

我很開心識到一班這麼好的同學老師，令我得到很多美好的回憶。感

謝老師多年的教導，令我從一位只顧着玩的一年級生變成一個懂事的人了。

多謝同學多年的支持和陪伴。希望我們能有緣再見，我的各位好夥

伴！

6C 施浩銳
我畢業了，在此我衷心感謝我的老師們，同學們和校長；老師們在我初來乍到

的時候幫助我融入環境和追上學習進度；同學們和我打成一片，能和我一起玩，我

傷心的時候也能安慰我；我也感謝校長媽媽能夠給我機會加入「黃宣」這個大家庭，

也感謝老師和李校長對我們的關愛。總而言之，我要感謝教導我的每一位老師，和

我一起學習的每一位同學，還有對我關愛的兩位校長。

6C 鄧 迪
我畢業了，謝謝老師們和校長的教導令我

不僅學了上課時的知識，還學會人生道理。感

謝爸爸媽媽每天的照顧，例如：一天三餐。感

謝工友，雖然很少遇見你們，但是你在我們放

學後為我們打掃課室，令我們有舒適的學習環

境，為我們清潔廁所，讓我們使用沒有惡臭味

的廁所。

6C 許卓瀚
在此感謝校長、莫主任、各位老師，多謝你們悉心教導及照

顧，令我們有一個快樂的小學生活。六年的時光說過就過了，令

我依依不捨，我很想回到小一時候。但時光不能倒流，所以我只

能往中一進發。

6C 學生心聲
黃埔宣道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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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蔡嘉怡
時間總是過得很快，一轉眼就

六年了，真的很不捨得大家，尤其

是我們班中的女孩子，在我初上小

一時，有時會抱怨為甚麼時間過的

那麼慢我後悔了，原來時間是不等

人，謝謝老師、校工、書記、校長

和同學六年來的關心，多謝你們！

我不會忘記你們，將來我上了中學，

也會探望你們的。

6C 余頌曦
轉眼間就已經過了六年，我快要畢業了！

還記得我第一天上學，我既興奮又緊張，一早起床吃過早餐後，便到我

家樓下等校巴。在等校巴的期間，我認識第一位同學，之後我們一起在校巴

上玩耍和聊天，雖然一至六年級也沒有和他同班，但我們現在還是好朋友呢。

當我一走進課室，就看到很多陌生的臉孔。不過，過了一星期，我和我班的

同學已經成為了好朋友。

不知不覺在黃埔宣道小學生活了六年，我想感謝我的父母，沒有他們，

我也不會在這間學校讀書。他們教導和培育我，成為今天的我。我想感謝所

有曾經教導過我的老師，你們教曉了我很多東西，不單是課本上的知識，還

教導了我很多人生道理。我也想多謝所有同學和朋友，是你令我在校園裏的

生活變得多姿多彩。當我有需要的時候，你們會伸出援手幫助我。雖然有時

難免會有些爭執，但你們也令我從這些事情中學會了更多。到了中學，我不

會忘記你們這一班好朋友，你們也不要忘記我呢。

今年在疫症下，學校很多活動也取消了，我的生活也跟以往過得十分不

同，例如要透過網上上課、逛街要戴口罩等等。在這個疫症期間，我體會到

可以上學和與親友見面不是必然的，真是要好好珍惜可以每天上學和與親友

見面的機會。最後希望疫症早點完結，大家可以回復正常生活。

6C 黃睿熙
六年的相處時間，在我們一

眨眼的功夫就過去了，感謝各位

老師們六年的教導。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莫 sir，您

教我三年了，讓我在品行上不斷

進步。我即將要踏上新的旅程，

感謝各位老師的栽培！

6C 戴滿霞
轉眼間，六年快過去了，我的小學生涯也

即將結束。

回首一看，我好像才剛剛入學，大家都互

不相識，剛入學的我甚至認為這所學校的老師

有點兇，感到十分陌生。

幸好在老師的照顧和教導之下，我漸漸地

熟悉這個校園，也開始結識新朋友。隨着時光

流逝，我們成為了最高年級的學生。我們面對

重重難關，例如：升中、呈分試。在老師的教

導和陪伴下，老師陪伴我們一起渡過難關。老

師不斷地教導我們不同的知識，人生道理等，

老師說過的話，我都會刻骨銘心。

走進我們的課室，我就想起和同學一起玩

的點點滴滴。我們一起玩耍，一起學習，一起

談天說地的景象，也慢慢地回憶起我們在一起

的時光。

感謝老師的教導，老師的話我會記着的。

上到中學後，我也會用心讀書，回饋社會。

即將離開這所小學的我十分不捨，也許有

一天我們會再次相聚。

6C 葉天行
我要畢業了，歲月匆匆，時光飛逝。回想

起六年的生活，心情非常的複雜，有留戀，也

有感激。在這裏，我衷心向老師道謝，感謝你

們傳授知識。這六年的生活，看起來很漫長，

但我們面對離別時，又顯得那麼短暫。最後，

我祝母校蓬勃發展，祝老師們身體健康。

6C 葉浚朗
謝謝您，您辛苦教育我們，努力使我們成

材，考上好中學。如今我畢業了，感激之情即

使用六年也說不盡，講不完。謝謝你徹夜不眠

地批改我們的作業和文章，為的就是讓我們學

得更多、更好，而剝奪了你的私人時間，真的

對不起。如今，我要離開了，我想帶着您教我

的知識和人生道理離開黃埔宣道小學。

6C 曾俊豪
感覺是彈指一瞬間，我的小學生涯就結束了，雖然掛有幾絲不捨，但是

終究要去面對。回想起老師和藹的叮囑，同學誠摯的祝福，從相遇到相知，

一路上共同接受的考驗，更讓我不願離去，一旦過了這幾個月，以後看到彼

此，也只不過是擦肩而過的陌生人，所以我一定會要珍惜這一段最後的時光，

也許幾年後再記起這些日子，腦海中希望就只有無憾了吧。

6C 張境宸
歲月如流，光陰似箭，轉眼間，六年的時光匆匆流逝。很快，我們就將

離開這裏，離開我們熟悉的學校，熟悉的教室，熟悉的老師和同學。

在這個班級裏，我要感謝許多人，他們給我幫助，給我鼓勵等等。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老師，兩年來，他們付出了許多汗水和精力，為的

是將我們培養成有出息的人才，這句感謝，我不能不說。

其次，我要感謝我的同學，在這兩年來，我們形影不離，無話不談，他

們總是在我需要的時候，給我鼓勵……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同桌，同桌和我的日子裡，幫助我，讓我感受到同

學之間互相幫助的溫暖。

6C 蔡尊毅
我畢業了，我將要離開這個和同學相處了

六年的地方，說聲再見了。我在操場留下了汗

水，我在課室內留下了笑容。在這裏，我有開

心的回憶，也有不開心的。我在這裏學習了六

年，我要多謝所有同學、老師、校工和校長。

我將要到下一關  中學。最後，再次多謝這

個美好的校園，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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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何子欣
我畢業了…… 和同學吵吵鬧鬧的日轉眼間就要過

去了，我很不捨得在黃埔宣道小學的日子。感謝老師

六年來的悉心教導。也感謝同學們的關心和幫忙。

6D 黎泳希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來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六年的時間，讓我從一個幼稚的小孩，成為了一個懂

事的少年，這段時間少不了老師的教誨，沒有老師的

教誨我也不能成為一個懂事的小孩子。

6D 林卓玥
快要畢業了，我非常捨不得黃埔宣道小學，還有

老師和同學們，在五丶六年級這兩年期間，因為疫情

關係而到校上課的日子特別少，但學校的校長，老師

班主任對我們的關注和關心卻沒有少。再見了，我的

校長老師們，我一定會住你們的教誨，做一個正直而

有責任心的人。

6D 梁愷琪
我畢業了，

我很開心。

6D 李國昇
我畢業啦 !

6D 林灝翔
多謝鍾 sir

6D 何穎欣
六年時光匆匆而過，回看

走過的路，有不少障礙，但更

多是平坦的，平坦的路是學校、

老師、同學及朋友們為我清除

障礙而建造的，令我可以在平

坦路上繼續前行。

6D 稻本祥一
我畢業了，也代表我馬上就要

與同學老師們分開了。我希望我們

在一起的最後兩個月裏，珍惜這段

時間，我要感謝曾經幫助過我的同

學，也要感謝老師，一直辛苦地傳

授我們知識，我以後也會很懷念我

的學校，也不會忘記我的老師同學。

6D 羅頌國
我畢業了，六年，終於畢業！

我的心情有些興奮也有些不捨。興

奮，我即將踏上新的旅程展開另一

個求學階段；不捨，因為我要和我

的好朋友分開，離開校園。我很感

謝曾經教導過我的老師，令我在這

六年間，學了很多知識。這六年來

的回憶，我會記錄在心中，未來我

會勇敢的面對所有挑戰。祝願我們

同學們能一起考上一間心儀的中學。

6D 伍嘉俊
時間過得真快，六年的學習

生活即將要結束。我第一次感受

到時間的飛快，眨眼間我要離開

我生活六年的學校，相處六年的

同學，教導我六年的老師。六年

的相識、相伴、相知，共同度過

的美好時光，都將成為過去，留

下的卻是無限的思念和永久的回

憶。我不想完結，但始終要為這

寫下一個句號。

6D 鄧瑞希
對於這六年的小學生涯，

我是感到非常可惜，因為這兩

年因新冠肺炎導致要在網上授

課，又不能和同學和老師見面，

所以導致我們這兩年對於學校

的生活非常陌生。這六年我最

深刻的事情，就是當初剛剛用

網上授課，因為這麼多年都沒

有人試過用網上授課，所以這

是對於我來說是最深刻的，老

實說，又有多少人有試過呢！

我還記得當初我踏入校園的時

候我還是個甚麼都不懂的小朋

友，而現在搖身一變，我已經

變成了一個六年級學生，這六

年我很想多謝的就是我的老

師，但是最多謝的是父母。

6D 董俊言
我畢業了，我想多謝很多人，

他們一直對我很好，例如：教過我

的老師、我的同學，和校長。這六

年來我交了很多朋友，他們對我很

好，我也對他們很好。在老師中我

最想多謝的老師是鍾 Sir，因為給了

我很多機會，例如：叫我參加四社

幹事，風紀，班長等。畢業後，有

空時我會回母校，探望老師。上到

中學，我亦不會忘記老師在小學教

過的知識。希望回來的時候能夠拿

着優越的成績表展現給老師看！

6D 杜子晴
時間飛逝，我六年的小學生活即將過去。眨眼間

我要在黃埔宣道小學畢業了。我想藉住這個機會向李

校長表示我衷心的感謝，因為是他令我六年前有機會

入讀黃埔宣道小學。每次我都會從校長的訓勉中，學

到很多做人處事的態度與有助我成長的座右銘。我要

多謝我的老師，我一定會緊記我所學過的知識，他們

不單止教育我學術方面的知識，還指導我如何做一位

正直，勇敢面對挑戰的學生。我還要多謝我的同學，

除了一齊學習之外，他們還經常陪伴鼓勵和協助我。

對所有畢業的同學，我祝願你們在未來中學生活裏面，

一切非常順利並且取得成功。多謝大家！

6D 陳匡喬
未來的我，希望我

那時候我的生活不會過

得太差。繼續加油！ : )

6D 張文捷
六年了，我終於畢業了！我

很感恩老師們的教導和關心，不

管在甚麼地方，甚麼階段，總是

有結束的時候。我祝願黃埔宣道

小學的老師們身體健康，天天開

心！祝福走向中學的同學們學習

成績更加優秀，步步輝煌！

6D 鍾樂言
我畢業了，我好感謝六年來教

我的老師和主任，他們教會我很多

知識，我最想感謝的是鍾 sir，因

為鍾 sir 非常好人，不僅幫我解決

家庭問題，還經常和彭 Sir 聆聽我

的心事。

6D 陳佑謙
多謝各位老師的

幫助，我的成績才可

以有進步。

6D 陳宇傑
難忘、期待。

6D 王嘉興
我畢業了，我非常感謝老師，同學和李校長，我

因為在大家的陪伴下成長，再次感謝老師，同學和李

校長。

6D 楊子雋
黃埔宣道小學是一所快樂的小學，我很喜歡在這

所充滿愛的小學上課。我要多謝校長、老師和工友給

我一個那麼好的環境下學習。首先我要多謝工友，他

們給我這麼整潔的校園，讓我可以在疫下安心在學校

上課。我要多謝老師，不僅教給我課本上的知識，還

有給我很多關愛，尤其是我最喜愛和尊重的鍾 Sir，他

很關心學生，常常跟我們傾心事，幫我解決很多人濟

關係上的問題，他亦師亦友，是我成長中的第一位良

師！

6D 林恩熙
感謝各位老師教導及希望同學

努力繼續學習。 

6D 學生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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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黃泓源
時光飛逝，白駒過隙，轉眼間，

我來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六年的時

間，讓我從一個天真幼稚的小孩，漸

漸成長為一個懂事的少年。期間少不

了同學的陪伴，家長的照顧，以及老

師的淳淳教誨。我對中學生活充滿期

待，渴望新生活的到來。同時我不會

忘記我的母校，這裏的一花一草、一

磚一瓦，我曾留下的每一道足跡，是

如此熟悉。我會牢牢銘記在心。

6D 徐晞朗
我畢業了，我和家人選了一間可

能會適合我的中學，在小學的六年，

我學會了怎樣幫助別人，學識了禮

貌，還學識了規矩。

6E 陳澤天
  親愛的老師和同學，我快要畢業了，這六

年間，我在學校學了不少知識，更加認識了很

多朋友。

在這裏，我想多謝曾經悉心教導我的老師。

回想我剛升小一的時候，您們每天提點及照料

我，並教導我成為一個守規、勤奮和誠實的學

生。最近雖然在疫情下，我們隔着熒光幕上網

課，但也無阻我對學習的興趣，全靠老師們一

直有不同方法讓我們專心學習。

最後，我想感謝同學們。你們一直陪伴我

渡過六年的小學生活。你們還記得我們剛上小

一的情景嗎 ?當時大家都戰戰兢兢、步步為營。

轉眼間，大家快要畢業了。每次跟你們旅行時

的活動，我也記得一清二楚。這些回憶一直存

留在我腦海中。  

六年這樣就過了，時間如流水般溜走。我

祝願大家能達到自己的夢想。

多謝大家 !

6E 陳立嘉
回想起在黃埔宣道小學的六年間，老師和同學都對我十分好，老師教導我很多

道理，例如：好好學習，努力做到最好等等。這些道理我會銘記於心，在六年期間

我最喜歡和同學一起玩耍。雖然現在因為疫情原因，我們很少見面，也許有些可惜，

但我希望升上中學後可以認識更多新同學，陪我玩耍。

6E 陳樂怡
在這間學校讀了六年，要

離開這個大家庭了，十分不捨

得。

我要多謝校長，多謝您為

我們提供學習的地方；多謝您

舉辦不同的活動令我們學習同

時有快樂。

我要多謝全校老師，沒有

您們，我們就不能繼續學習。

雖然不是所有老師都教過我，

但是當我有困難的時候，他們

會幫助我。

我要多謝同學，陪伴學習

我成長、面對困難、升中等問

題，你們經常和我一起上學、

解答我在學校不懂的問題。

最後多謝所有陪伴我成長

的人，多謝您們給我一個溫暖

的學習地方。

6E 陳沛宜
李校長，各位老師，同學，謝謝大家六年的陪伴。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就過了六年。在這六年間我要謝謝校長和老師用心的

教導，您們就像一棵大樹，每天為我們灑水和施肥。

謝謝校工每天為我們清潔校園，令我們有一個整潔的家。

謝謝同學常常和我們一起經歷悲喜，一起經歷網課的日子。謝謝母校給我們一個

舒適的家學習。 

回想着這六年的生活，每一刻都是歷歷在目，老師們的肺腑之言、同學們的歡笑

聲、校長的訓勉都會成為我們美好的回憶，所以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學習，回報老師

校長和母校的照顧。

6D 楊健偉
轉眼間，六年過去了，這些年我

很感謝老師們的教導，謝謝你們教導

我要從錯誤中學習。遇到難題時，老

師會協助我，需要幫助的時候，同學

也會互相幫助。一眨眼，快要畢業了，

我們馬上要分開，即將進入中學的生

活了。謝謝你們的陪伴！

6D 黃森輝
回想起六年的學習生活，就有很

多零零星星的回憶。一句親切的問候：

「老師，您辛苦了 !」一句深情的告別：

「再見了母校 !」一句堅定的說話：「我

們不會忘記母校對我們辛勤的教育和

培養 !」無盡的話語，說不完我們對母

校的、對老師的無比感激。今天我們

以母校為驕傲，明天母校以我們為自

豪 !

6D 黃森權
轉眼間六年，我很感謝我的老師

和同學。

6D 黃庭煒
我畢業了，我雖然上中學，但是

我朋友不在同一間學校，又要適應中

學環境，十分難過。

6E CHAN HEI YIU
Dear Principal Lee ,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This has been a six-year long journey for me.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memories 
made in this school. Now I will bring what I have learnt into a new journey.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teachers for giving me knowledge and encouraging me to do 
constantly better. I want to thank Principal Lee, even though this is the fi rst year for 
him to be our principal but he has taught us a lot so I am thankful to have him here. 
I want to thank my classmates too, if they didn’t encourage and spend time with 
me, I would still be the quiet kid in the class like how I was back in fi rst grade. I want 
to thank our school.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us classrooms and facilities so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learn comfortably in different subjects. I would like to wish 
schoolmates a great life in their upcoming journey. Lastly, I would also want to wish 
my principal and teachers the best of luck in teaching the upcoming students and to 
encourage them to do their best like you did with us.

Yours,
Hei Yiu

6 E 學生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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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 鍾卓希
一眨眼，就快畢業了，由一年級甚麼也不會的小朋友，

搖身一變，已是一個六年級的大哥哥了。我們在黃埔宣

道小學六年了，謝謝校長和老師們一直用心地教導我們

學習。謝謝母校給我們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下讀書和成長。

謝謝社工幫助我們解決重重難關和挫折。最後一年的小

學生涯就快完結了，我感到非常高興，但有不捨和留戀。

我一定會再回來母校探望老師。再見「黃宣」，再見老師、

社工，希望再次看見你們。

6E 馮姵之
歲月匆匆，時光飛逝，我快將畢業了。小學六年的學習生涯彷彿眨眼間就過去。我將

帶着學到的知識再搬去另一個地方重新展開，繼續增值自己，努力學習更多知識，豐盛自

己的人生。希望在另一個新環境中繼續發揮潛能，不斷提升自己。

此時此刻，我心裏百般滋味在心頭，難以形容這複雜的心情。離開，雖然是帶點傷感

和不捨，但是對新學校的校園生活又充滿盼望和期待。我將會迎接各種各樣的新挑戰，包

括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和學習模式。我會勇敢面對這些挑戰，因為所有經歷都會為我生命增

添色彩，令我走得更高更遠。

在黃埔宣道小學六年校園生涯中，雖然每天都經歷着開心事和不開心的事，但感恩這

些日子都能跟親愛的老師和同學一起走過。當我遇到困難時，老師總是給我鼓勵和引導；

當我遇到不開心的時候，同學們總是給我陪伴和安慰。現在，我即將跟朝夕相對的老師和

同學告別了，心裏萬般不捨。但古語有說：「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會帶着這種思念去

激勵自己做得更好，來報答老師對我栽培和期望。

各位親愛的老師，我在此衷心感謝您們，您們不但教我課本上的知識，更教導了我做

人處世的道理，令我終身受用。您們那種循循善誘和春風化雨的精神確實令我敬佩。我自

豪地能成為黃埔宣道小學的學生。

最後，我祝願母校人才輩出，老師作育英才，生活愉快，同學們學有所成。

謝謝 !

6E LEE YAN TING
Time fl ies fast and I will graduate soon! 

I remember when I was in P.1, I always 
cried when I was having lunch in the 
canteen. Therefore, my brother always had 
been told to come to stay with me by the 
teachers. He was always super mad at me 
when he came to stay with me. After that, I 
met my fi rst best friend who always stayed 
with me and I didn’t need my brother 
staying with me. That was an unforgettable 
memory. I want to thank all of the teachers 
who has taught me many useful skills, 
the principal for giving me a loveable 
environment and the classmates being my 
company. I’ll work hard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to thank all of you. Finally, I’ll miss 
this school very much and I’ll never forget 
our happy memories!

6E 關敬言
我畢業了，在這六年小學生

活裏，相繼不少同學離開我們，

有搬家、有轉校、有移民……我

有一位陪伴我快六年的好友離開

了，我明白每一個人都有離開的

時間，也感謝老師教懂我很多人

生道理。

6E 郭鈞豪
我畢業了，我最捨不得就是

認識了很久的同學和教導我們的

老師。這六年時間很快就過去了，

希望可以重新經歷一次開心的小

學旅程，但是我還是要繼續努力

讀書，考到一間好中學。我希望

有同學跟我一起讀同一所中學，

那麼我就不用擔心了。

6E 林心悅
時光飛逝，還有數個月我便要畢業了！如無意外，我知道我未能參與畢業禮

的，因我們我一家計劃移居到英國，心裏感到很惋惜……但我希望可以在未來幾

個月，跟校長、老師、同學、工友叔叔、姨姨以及在學校曾幫助過我們的人好好

相處，共建美好回憶！過去在黃埔宣道小學的生活裏，我與同學們建立了不少情

誼，有很多喜歡的老師和同學。離別在即，心感難過，也意味着我要開始另一階

段的成長。感謝老師們用心教導我，他們用愛熱心教學及關懷同學，在很多時候

都幫助、照顧及愛護我們，特別是最後這兩年，老師和同學都經歷着不一樣的生

活節奏，共度抗疫難關。有彼此配合和努力，雖然我們要在網上見面，但疫情

不能阻隔我們的關係！感謝工友叔叔、姨姨在疫情間不辭勞苦地服務大家！希

望可以在剩餘的時間與老師、同學好好相聚！

6E 林俊然
轉眼間就過了六年。第一次進入這間學校的情景是依舊還在我的腦海中浮

現。如今，我快要畢業了。在這六年的小學生活，我想感謝很多人：校長、老師

們、同學們。在四年級的暑假時，有敲擊樂比賽，可是練習的時候，我中暑了，

老師和家長義工都嚇怕了。過了五分鐘後，我仍堅持說：「我要去比賽！」幸好

我們最後勝出了。我感恩自己能堅持完成才離開，我希望我可以做到一位音樂家。

6E 朱逸朗
畢業快到了，在畢業前我想感謝幾位仁兄。

第一，我的家人，爸爸媽媽為我報讀了這一間學校；第二，感

謝我的朋友  曾昊謙，郭鈞豪，鍾卓希，李殷渟，施皊，余頌曦

和溫子柔。曾昊謙和郭鈞豪是我的最好朋友，他們經常陪伴我玩耍。

當我心情不快的時候，他們就會說一些笑話哄我。另外，鍾卓希經

常幫助我。平日放學的時候，我常常忘記了收拾書包，然後他也會

幫我收拾書包。在我生病的時候，他們會傳短訊給我問候我。還

有一班女同學們，李殷渟，施皊和溫子柔，我和他們曾經是敵人，

但我們已經和好如初。我不懂做的那份功課，他們經常也會教導我。

最後余頌曦，他是我最早認識的同學。放學時，我和他的弟弟經常

一起坐地鐵，我是走自行隊，最後才步出校門，但他仍會在地鐵站

等我一起回家。

現在只餘下短短三個月，大家要記得和身邊的同學珍惜相處的

時光啊！

6E 陳嘉塱
親愛的校長，老師，同學，大家好。六年的生活一

轉眼就過去了，今天我能站在這兒，全因有你們的幫助。

謝謝校長讓我們在一個舒適的環境裏成長和學習。謝謝

老師們在無時無刻都教導我們。謝謝同學你們帶來的歡

笑，和我一起學習、遊玩和成長，多謝各位。

6E 朱逸朗6E 朱逸朗6E 朱逸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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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 鄭恩悅
我要畢業了。我的心情

有喜也有悲。在這六年間我

學到了很多事情，也得到了

許多人的幫忙。我感謝老師

們一直悉心地照顧我，當我

做錯時，教導我正確的方向。

我也多謝學校為我提供完善

的設施和潔淨的學習環境。

多謝校工叔叔和姨姨辛苦地

幫忙清潔校園。最後，也感

謝同學們在我有困難時，對

我的幫助和鼓勵。

6E 凌海信
感謝主耶穌，讓我在黃埔宣道小學一所

充滿愛的校園中成長，締造一個又一個的美

好回憶。時光飛逝，六年的小學生活即將劃

上完美句號。還記得小四運動會上，同學們

在場上比賽的英姿，互相加油打氣的情景。

參與學界水運會，我竭盡全力比賽，為校爭

光。不得不提的是，我能成為第一屆躲避盤

校隊成員，代表學校爭取佳績，一點一滴在

我腦海中掠過，成為我難以忘懷的珍貴成長

片段。轉眼間六年了，我從兒童蛻變為青少

年，感謝每位良師益友，陪伴我在球場上流

下汗水和淚水。教我從堅持中學習，更從失

敗中成長，見證着我的改變和進步。

6E 溫匡悠
我畢業了。六年之間，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許多許多的事。如

今我畢業了，想感謝母校，可以給予我們很好的學習環境，在六

年裏，這裏的點點滴滴都記在心中，謝謝你！

我想感謝李校長及老師們，謝謝您們一直以來的教導，讓我

明白了很多道理及知識，謝謝您們！我想感謝所有同學，謝謝你

們陪我渡過了六年的小學生活，你們的鼓勵和支持，讓我渡過了

許多的難關，謝謝你們！到現在我還記得在剛剛升小學的時候，

在門口大吵大鬧，弄得媽媽不知所措，我哭着說：「不要！不要！

我不要升上小學。我不要跟一些陌生人一起上課！」

突然有一位老師跟我說：「你已經不再是幼稚園生了，你已

經成長了，成為了一個小學生！放心吧！我們不是陌生人，而是

會一直陪伴着你六年的老師和同學哦！」聽到這番話，我立刻安

心下來了。我畢業了，不再是小學生了，而是中學生。謝謝大家

一直以來的陪伴和支持，謝謝！

6E 溫子柔
  親愛的校長、老師，我在黃埔宣道小學生活了很多

年，由一個甚麼也不懂的小學生，變成了一個多才多藝

的學生。我十分多謝各位老師的教導，您們不但教了我

書本上的知識，您們還教了我做人的道理。

多謝老師給我兩項職務：風紀隊長和運動大使隊長，

令我為學校服務。在我三年級的時候，學校增設了女子

足球隊，令我夢想成真。今年我已是六年級生了，雖然

六年級生活很特別，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不可以回校

上課。與同學和老師相處的時間很短，但是我們還可以

在網上課堂時見到。

在黃埔宣道小學生活多年，我學會了一個道理：凡

事要懂得珍惜，時間過去了便一去不復返，因此我們要

好好珍惜，那些美好的回憶。

6E 黃靖曈
我快要畢業了，從剛來到學校甚麼都

不懂的小一學生，轉眼間就成了一個多才

多藝的小六學生。時間過得真快，在小一

時，剛認識老師和同學，到了現在，我很

感謝我的老師們用心地教導我們，用不同

的教學方式令我們明白不同範疇的知識。

我很感謝我的同學們陪我一起奮鬥，令我

有今天的這個成績。

我很感謝李校長，在他的帶領下，學

校為同學提供舒適的學習環境，讓我用心

學習。雖然我即將畢業，但是我永遠也不

會忘記在這裏學習和奮鬥的歷程。最後恭

祝和我一起的準畢業生升上好中學。

6E 王煦安
  敬愛的老師、校長、親愛的同學，歲月匆匆，

時光飛逝，我們滿載着六年的收穫，再次多謝老

師們和校長一直以來的教導。 

我們快要畢業了！我要即將告別愛錫我們的

老師，培養我們成長的母校。母校的一切，對每

一個同學來說，都是那麼美好，那麼親密。 

最後，我們向老師們告別，呈上衷心的感激。 

多謝老師和校長啊！

6E 姚浩仁
我畢業了，我對離開母校感到萬分不捨。我還記得和同學一起下棋、

和老師一起聊天，和校長一起吃飯的片段。

我想感謝各位同學伴我渡過六年的小學時光，也萬分感激各位老師對

我的循循善誘。每次我在考試、默書拿了不理想的成績，同學都會主動來

安慰我、鼓勵我。當我向老師請教時，他們總是耐心地教導我。 

小學學習生活令我學會定下不同的目標，有短暫的，關於考試成績的

目標，也有長遠的，未來選擇的職業。校長教導我們要定下可量化、可實

行、有時限、具體的目標，否則很難達到。最後，感謝母校給我這良好的

學習環境，希望各位同學學有所成，生活愉快。

6E 莫景湛
我畢業了！我的記憶還停留在小學一年級。

感謝老師們不辭勞苦地教導我們，您們的訓勉

我一定會銘記於心。感謝同學們陪伴我小息的

時光，陪伴我玩耍。最後，衷心希望大家前程

錦繡。

6E 施 皊
在這六年，我想多謝很多人。多

謝各位同學朋友，多謝校長、各位老

師，多謝各位校工和秘書。今年是特

別的一年，雖然疫情使我們久久不能

見面，但我很慶幸能在這一年畢業。

雖然不捨得離開學校，但我不會忘記

在黃埔宣道小學裏的一點一滴。

6E 曾昊謙
我就快畢業了，在這六年小

學生活中我最想感謝的人是我的

好朋友。因為在我有困難或傷心

的時候，他們會鼓勵我、安慰我。 

最難忘的是和大家一起去參觀、

旅行。小學的生活令我學會要獨

立，不可每樣事情都倚靠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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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1 左 2 左 3 左 4 左 5 左 6 左 7 左 8 左 9 左 10

第四排 林樂陶 黃熙澄 許凱婷 何梓晴 胡恪謙 蔡百翹 曾嘉俊 徐啟正 李獻彥

第三排 鍾婉兒 劉安淳 石濬嘉 吳昭儀 蕭啟庭 蘇子柏 倪卓樂 馮籽淏 吳梓熙 曾浚羲

第二排 李婥婷 郭倩彤 趙殷祈 劉靄恩 陳嘉賢 陳潁蕎 李汶雅 王孜業 王梓昕

第一排 黃芷筠 鄧芷晴 何卓霖 羅曉言 陳麗兒主任
( 副班主任 )

林凱穎老師
( 班主任 )

王麒燊 馮 哲 葉灝謙 陳悅朗

6A

全級及各班班照
黃埔宣道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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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級及各班班照

左 1 左 2 左 3 左 4 左 5 左 6 左 7 左 8 左 9 左 10 左 11 左 12

第三排 鄧 廸 陳浩霖 莫景澤 李懷恩 鄭宇翀 施浩銳 林彥璁 李逸安 張境宸 許卓瀚 曾俊豪 鍾熹進

第二排 趙紫呈 蔡嘉怡 陳麗穎 林安淇 林安麗 朱芷筠 鍾惠琪 葉天行 鄭明道 蔡尊毅 葉浚朗 黃睿熙

第一排 黃雪晴 戴滿霞 余頌曦 趙櫻垌 洪良參
助理校長

莫銘基主任
( 班主任 )

何家昇 麥佑之 李祉穎 黎駿熙

6C

左 1 左 2 左 3 左 4 左 5 左 6 左 7 左 8 左 9 左 10 左 11 左 12 左 13

第三排 余在恩 黃芊婷 楊希敏 鄭俙恫 李芷晴 趙芊妍 何禮樂 鄺俊豪 吳天約 王審曦 陳卓喬 司徒俊軒

第二排 黃天兒 梁芷柔 馮慧琦 柳詠嘉 郭穎銦 蘇雋琦 鄭施惠 王梓暄 廖正楠 孫子朗 李泓鋒 邱志和 余頌希

第一排 劉安浟 蘇芷悠 何愷晴 許曦賢 洪媲琳主任
( 副班主任 )

沈隆基主任
( 班主任 )

李展望
( 已退學 )

王惕名 曾泓睿 陳俊熹

6B

( 副班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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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1 左 2 左 3 左 4 左 5 左 6 左 7 左 8 左 9 左 10

第三排 李國昇 陳匡喬 羅頌國 黃森權 陳宇傑 黃庭煒 伍嘉俊 鍾樂言 楊健偉

第二排 黃泓源 陳佑謙 黎泳希 何子欣 梁愷琪 林灝翔 董俊言 王嘉興 稻本祥一 徐晞朗

第一排 何穎欣 杜子晴 林恩熙 林卓玥 廖珮珊主任
( 副班主任 )

鍾沛泓老師
( 班主任 )

鄧瑞希 楊子雋 張文捷 黃森輝

左 1 左 2 左 3 左 4 左 5 左 6 左 7 左 8 左 9 左 10

第三排 溫匡悠 鄭恩悅 陳晞瑤 姚浩仁 陳嘉塱 陳澤天 莫景湛

第二排 陳樂怡 施 皊 溫子柔 黃靖曈 關敬言 林俊然 凌海信 陳立嘉 鍾卓希

第一排 馮姵之 林心悅 李殷渟 陳沛宜 溫紫微老師
( 副班主任 )

潘亮老師
( 班主任 )

郭鈞豪 王煦安 朱逸朗 曾昊謙

6E

6D
全級及各班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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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343
4343
4343
4343
434343434343

創意文字設計

6A 曾嘉俊 6B 何愷晴

6B 馮慧琦 6B 鄭俙恫

秀拉點描

6A 王梓昕

自畫像 香港郵票

6B 馮慧琦 6B 余頌希 6B 廖正楠 6B 趙芊妍6B 廖正楠6B 廖正楠6B 廖正楠6B 廖正楠 6B 趙芊妍6B 趙芊妍6B 趙芊妍6B 趙芊妍

畢業生視藝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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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444
44
44
44
444444

我愛香港

香港的街道

畢業生視藝佳作

6B 廖正楠

6B 余頌希

6C葉浚朗

6C鍾惠琪

6A劉靄恩

6E 林心悅

6A鄧芷晴6A鄧芷晴6A鄧芷晴6A鄧芷晴6A鄧芷晴6A鄧芷晴6A鄧芷晴6A鄧芷晴6A鄧芷晴6A鄧芷晴6A鄧芷晴6A鄧芷晴

6D陳宇傑

6A王梓昕

6B 廖正楠6B 廖正楠6B 廖正楠6B 廖正楠 6C葉浚朗6C葉浚朗6C葉浚朗6A劉靄恩6A劉靄恩6A劉靄恩6A劉靄恩6A劉靄恩6A劉靄恩6A劉靄恩6A劉靄恩6A劉靄恩6A劉靄恩6A劉靄恩6A劉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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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視藝佳作
盛放的花朵

6C 朱芷筠 6D陳宇傑 6E 林心悅

抽象化的樹

6B 余在恩

6D林卓玥
6E 施 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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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W

地址：紅磡黃埔花園德豐街 21 號

電話：2336 7742 傳真：2142 8096

電郵：info@apsw.edu.hk 

網址：http://www.apsw.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