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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六年級同學： 

  首先，我代表粉嶺公立學校全體老師，祝賀大家完成小學的學習階段，並即將邁

向人生另一個重要旅程。作為你們的校長，很感恩能與你們一起成長，一同見證母校

各項重大的轉變和發展。在此，祝願你們在中學有一個愉快充實的學習生活。  

  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因為疫情的影響，學校不少戶外學習計劃或一直承傳下來

的大型活動如陸運會、畢業營及境外交流團等都不能進行，相信大家都難免感到失

望。 

  常言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有很多事情，畢竟都是我們無法預計和控

制的。儘管如此，即使原定活動一一取消，但師長對你們的支持和教導也從不間斷。

即使生活可能艱難，但父母對你們的關愛亦從不改變。 

  往後，無論你獲派那一間中學，或是生活在什麼環境，都不會是人生勝利的關

鍵。「態度」才是決定一切的關鍵，世上沒有絕望的處境，只有對處境絕望的人。 

  同學們在這充滿挑戰的一年畢業，離開母校。余校長寄語你們，學懂接受挑戰。

面對任何逆境，都保持正向思維，迎難而上，用「愛」活出喜樂的生命，並將這份

「愛」延續在他人身上。 

  在未來的日子裏，我期盼大家懂得明辨是非，結交良友，更要珍惜每一個學習機

會，將來好好貢獻社會。 

  請緊記粉公永遠是你們的避風港，當有一

天你們感到疲累，又或充滿喜悅之情的時候，

回來與你的老師分享吧！學校的大門永遠為你

打開。 

2021 年 7 月 3 日 

余美賢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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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芷晴老師  鄭亦尊  王紫冰  蔡展朗  鍾梓妤  鄧博嚴  張嘉怡  鄭頌希  陳婉勤主任 

葉汝釗 吳芷綺 白文浩 陳柏朗 湯穎悠 陳銘丰 徐嘉璐 劉唯富 

葉浩良   呂顯慧   李翰謙   范嘉慧   李嘉淇   黎婉晴   蘇文樂   金子茹   李嘉暉 

李健朗 劉咏詩 李睿安 羅慧珊 李兆洪 劉睿萱 林錦濤 黎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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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淳雅老師 林宇輝主任 

陳文濤 黃丹怡 徐浚軒 黃子希 鄭藝涵 李博悅 陳彩鎣 羅偉明 黎 孜 

危芍燃 鄧梓峰 陳詩欣 林銘傑 曾東合 李振軒 鄧頌瑤 劉崇炫 

藍子豪 葉子嫣 葉倬廷 楊善文 葉子睿 黃翠怡 甄栢謙 葉苡晴 張恒彬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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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式端老師 佘漢輝老師 

黃 健 黃森華 黃心悅 張皓哲 李富翔 簡安妮 江俊成 何芍嵐 張玥婷 

陳芊樺  余卓武  蔣斯斯  譚家昇  莫芷然  張繼文  沈慧晴  李嘉俊  彭寶琪  鄧惠婷 

王俊銘 林心怡 林嘉証 梁 研 魏錦晉 叶佳蓉 黃子謙 李澤昊 蕭雯可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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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 班同學，不經不覺你們就要小學畢業了，是時候為你們的

小學生活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不久你們將各奔東西，頓時間從懵

懵懂懂的小孩子，變成「小大人」！老師多麼期待你們向着人生的

另一個階段前進，展開新的學習旅程，繼續浸淫於尋覓知識的樂趣

當中並迎接各項新挑戰，但也與此同時很矛盾地為你們的離開感到

一絲絲的不捨！ 

  是緣份讓我們在粉公相遇、相識、相交，到現在的相親相愛，

可惜是時候離別了！我很高興當了你們三年的班主任兼英文老師，

你們還是我第一屆的畢業生呢！多麼榮幸我能陪伴着你們經歷整個

小學生涯寶貴的美好時光，見證着你們的進步及成長！你們活潑機

靈、溫暖，且努力不懈的精神讓我的教學生涯添上不少色彩和樂趣！感恩有你們！ 

  説到最記憶猶新的是你們四年級時參加的校內籃球比賽。當時面對着比你們大一級的師兄師姐作

對手，你們卻沒有一絲退縮，還奮不顧身地用盡全力拼搏，爭取入球機會。咇！最後你們喜出望外地

戰勝了，能夠進入下一輪的閃避球決賽。現在你們腦海中是否也與我一樣浮現出當時大家露出的燦爛

笑容？我想你們與我一樣不會忘記這段既刺激又難忘的經歷！ 

  老實說，你們這一屆畢業生真的是不容易。在長達一年多的疫情下學

習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但你們仍然自律、用心學習，努力爭取佳績，為升

中作好準備，克服了種種難關！最終，你們都能升讀適合自己的中學，粉

公上下為你們感到無比驕傲呢！ 

    如今你們即將離開粉公校園，老師內心萬般不捨，但人生就有

如一列列火車，有人上車，有人下車，學會道別是人生需要面對的

重要課題。希望你們以後也會回來母校與我們聚聚舊，談談你們的

見聞和近況。粉公的大門永遠為你們開著，期待那刻來臨，我們很

快會再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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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夏天有種令人不捨的感覺，徘徊在你我之間…… 

  六仁班的同學，你們畢業了！即將要入讀不同的中學，即使不

能如以往天天見面，我相信你們也不會忘記小學生活的美好時光，

會惦記着每位同學和老師的笑容。 

  回想起兩年前當你們的班主任時，心裏乍喜乍驚。我心想：作

為畢業班的班主任要讓同學們在這兩年學習到甚麼？獲得甚麼……

然而，經過這兩個寒暑，加上疫情的影響，反讓我從大家的身上獲

益良多。同學們協助我運用資訊科技於課堂上，讓我體會到你們對

我的關愛、互相幫忙、包容……你們是一群積極主動、關愛別人的

孩子。六仁班師生──感恩有你們的同在，是你們讓我能勇於面對

困難，謙卑學習，並嚐到大家一起走過「不一樣」的日子時，縱然艱難，也是甘甜呢！ 

  正所謂「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你們將來無論遇到喜或哀都盼能與人分享，並且積極面

對，世上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畢業後，歡迎你們回母校探望老師，粉公的大門永遠為你打開的！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着標杆直跑。」朝着你的目標和夢想努力吧！共勉之。最後，

祝福你們平安健康！鵬程萬里！ 

  六義班同學終於畢業了，真的替你們每一位畢業生高興！今屆的六義班是我第三次任畢業生班別

的班主任。這一屆的學生真的是十分難忘：難忘的是有個別同學完全沒有親身見面過，只能在每個上

課天於網上見面；難忘的是沒有一起經歷大型活動的回憶，例如陸運會、修業旅行、畢業營等，只能

靠學期初的網上班級經營活動和聖誕聯歡會與同學相聚輕鬆一下；難忘的是我們

不能把畢業證書和成績表親手交給你們，只能靠冷冰冰的郵遞送到你們家。人生

總是充滿變動的，有很多事情總追不上計劃。既然我們不能控制，那不如勇敢地

面對和適應。就讓我們今年 2020-2021 年度的六義班，繼續不一樣吧！ 

  六義班的同學，你們還記得每天上課時，總是要求你們企好才敬禮，上網的

同學，總是提醒你們要打開鏡頭。類似不同的片段，還有很多很多……雖然我成為你們班主任的時間

只有一年，但你們每天的活潑好動，總是令我又愛又恨，在我整個教學生涯佔了一定的份量，多了點

美麗。你們即將要離開熟悉的校園、和藹可親的師長及互相扶持的同學，踏入人地生疏的中學校園。

在這過程中，難免會感到害怕或不安，不過不要擔心，你們永遠有母

校的支持，我們師長隨時歡迎你們回來分享當中的甜酸苦辣，陪伴你

們左右，成為你們最強的後盾。加油！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畢業不是一個結束，而是一個新的旅途的

開始，一段一段的美好時光，好好開展下去，精彩地寫出一篇屬於你

們各自的文章。努力！ 

  最後，感激張淳雅老師一起共同守護著六義班的每一位孩子，祝

願六年級畢業生中學校園生活美滿、事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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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荏苒，白駒過隙──下課的鐘聲在校園響

起，眨眼間親愛的 6B 班畢業了！在我眼中的每一

個小可愛，終於到了以畢業生身份跨出粉公大門的

時候。 

  對張老師而言，這一天的意義份外重大。你們

大部分都是我第一班任教的學生，也是我第一班的

畢業班。我們的存在見證著彼此在粉公數年共處的

日子，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每分每秒也是滿載

溫馨和感恩。溫馨的是每天的一句「早晨」、每一

句問候、每一張笑臉；感恩的是有幸把你們「帶

大」，見證你們可貴的成長——不論是笑是淚，我

們也有著彼此。 

  我還記得三年前初到粉公，當上 4B 班的副班

主任。當中有不少熟悉的面孔，可愛的、調皮的、

文靜的、精靈的……你們跟我妹妹的年紀差不多，

所以我除了視你們為學生外，也把你們當弟妹看

待。在每個小息裡，我們都在校園的角落一起說

笑，談談班中趣事，聊聊生活逸事。這兩三年來，

我們一起經歷不少難忘片段…… 

  你們還記得四年級的視藝課嗎？我們一邊聽著

悠揚的音樂，一邊享受製作每件作品，真叫人寫

意。那時我最期待每星期的視藝課了，因為可以在

輕鬆的氣氛下認識你們的另一面。當然少不了課堂

的互動，每次你們聽我分享生活趣事，便捧腹大

笑！光是說及我在台灣暈船浪一事，已叫大家笑得

彎腰了！我也不會忘記貼心的你們，有時我身體不

太舒服，你們總是格外乖巧，送上無價的問候；當

你們感到不適

時，我也會遞上

暖水。互相守護

珍惜的關係真讓

人窩心！我還依

稀記得在五年級

的修業旅行中，

與你們一起沿鑰

匙圈打籃球；跟

幾位女孩子坐在

地上圍圈說心事；和你們一起唱卡拉 OK，這一

切把我們拉得更近。 

  在我眼中，你們一直是友愛和諧的一班，從

不讓我擔憂。記得今年有同學偷偷取去我的擦

膠，還把它分成一塊一塊的，讓我氣急敗壞。於

是我請他把擦膠回復原狀。其餘同學見到他小息

坐在一旁，傻傻的問他「為甚麼要合併橡膠？分

開用不就可以了嗎？」，然後連忙七手八腳地協

助他，讓我在一旁哭笑不得！ 

  你們這屆學生真特別，特別在沒有修業旅

行、沒有交流活動、沒有畢業營，但我們有的是

心連心的關係。我不會忘記疫情期間，每位同學

家長在班群送上的溫暖祝福。每一句「保重」也

走進我的心坎中。為了連繫彼此的心，送上遙遠

的祝福，我和林 Sir 便在聖誕前夕把一份份禮物

送到同學的郵箱中。不知你們當時收到禮物，有

沒有很驚喜呢？ 

6B 班主任 

張淳雅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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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悅： 

感謝你在課堂上的合作。欣

賞你盡力學習，記得當妹妹

的榜樣，努力堅持啊！ 

子豪： 

感謝你三年來風雨不改，為

我們班默默地付出。欣賞你

在課堂上的專注，加油！ 

梓峰： 

感謝少言的你每天早上的一

句「張老師早晨」。欣賞你

在課堂上的專注，努力！ 

浚軒： 

感恩你升上我們班沒多久，

很快便認識很多朋友。記得

堅持學習，你可以的！ 

彩鎣： 

感謝你兩年的熱心幫忙，對

自己多點信心，你是有能力

的！ 

子嫣： 

欣賞你每次遇到技術上問題

未能上網課，總是跟我報

備，真有交帶！ 

詩欣： 

欣賞你對學習的主動、毅

力、熱誠，還有工整的文

字，繼續努力！  

丹怡： 

欣賞你孜孜不倦的學習態

度，還有工整的文字，繼續

努力！ 

振軒： 

想念你純真的笑容，欣賞你

的孝順。聽說你成了游泳健

將，回來表演一下吧！ 

芍燃： 

欣賞你和同學的融洽相處，

看你們吵吵鬧鬧真讓人會心

微笑！繼續加油呀！ 

東合： 

感謝你從網課到回校的進

步。你的畫作很好看，多給

別人欣賞一下吧！  

善文： 

很高興你趕及五月回校，依

然平安健康。欣賞你做事井

井有條，繼續加油！ 

藝涵： 

欣賞你對老師非常有禮的性

格，這是很寶貴的資產，請

你好好保留！ 

黎孜： 

欣賞你的純真可靠，叫人很

放心跟你溝通，還有你堅毅

的學習態度，繼續加油！ 

崇炫： 

感謝你風雨不改的「老師早

晨」和「老師再見」，欣賞

你在網課中仍堅持學習。 

頌瑤： 

感謝你總是我的小粉絲，在

課堂上給予無限回應。欣賞

你給我的可靠和尊重。 

栢謙： 

感謝你在網課上依然專心，

更欣賞你對老師的尊重。請

珍惜與嫲嫲共處時光。 

倬廷： 

欣賞你的純真忠厚，每天把

我逗得很開心。我會記得你

總是第一個回到課室的。 

文濤： 

6B 班有你，真是很熱鬧

呢！感謝你對老師的信任，

讓我認識了你不少。 

子希： 

欣賞你率真的性格，讓人跟

你相處得很舒服，學習繼續

加油！ 

銘傑： 

感謝你數年來的陪伴，欣賞

你的忠誠可靠，讓人很放心

信任你，繼續加油！ 

Lance ： 

欣賞你在這兩年內的進步神

速，現在已不需 Miss 

Wing 當伴書僮了，加油！ 

翠怡： 

感恩你有一個充滿愛的家，

珍惜與家人相處時間。學習

上要堅持住啊！ 

苡晴： 

感謝你三年的熱心幫忙。你

的藝術作品很好看，期待你

在這方面的成就，努力！ 

  最後，希望代 6B 班向詩毓和善好問好。願你們很快

適應新學校，交到新的朋友，遇到更好的老師。雖然你們

退學了，但我的腦海還是時而浮現出從前的珍貴片段，我

們在課堂上還是會提起你們呢！你們永遠是 6B 班的一份

子！ 

  親愛的 6B 班同學，今天你們終於畢業了。縱然我有

十萬個不捨，但仍會笑著送你們出校門。因為我深信在不

久的將來，出色的你們將會回校探望老師呢！希望你們緊

記，前路不一定總是順境，或是偶然的荊棘滿途，但我永

遠是你們的同行者。願你們平安喜樂，做個開心快活人！ 

  在我眼中，6B 班的每一位都是十分珍貴的。請容我在此給予你們一些鼓勵說話： 

恒彬： 

欣賞你的熱心助人，還有對家

人的孝順和照顧。放鬆一點，

你可以的！ 

林 Sir ： 

感謝你這年來的陪伴，一起為

學生努力奮鬥！全靠有你，同

學們都聽教聽話呢！ 

子睿： 

欣賞你獨特的「古靈精怪」，

讓人跟你相處覺得很有趣。記

住你嫲嫲的金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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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你」和「我」 

  新冠肺炎的爆發影響全球，所有人都受影響，

包括你和我。 

  2020-2021 年度我接任六禮班班主任，但因

疫情關係，部份內地的同學只能在網上上課，未嘗

在校園有過見面或接觸，現在快要說畢業了……在

這時態下，心情上總有些感觸！ 

  疫情下的「你」，要上網課，的確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上課對的不再是老師，而是冷冰冰的機械

屏幕；家中上課又容易分心，不明白又似是無人可

以幫忙，老師「你」又不敢問……成績開始下滑。

如果這個「你」真的是你，你要開始醒覺，不要放

縱自己，不再敷衍塞責，先立下目標，每日依據老

師的指示，完成當日的工作及任務，成績自然會追

上來，不要氣餒，有時候可以聽聽由老師推薦的勵

志歌：羅文的「前程錦繡」以激勵自己。 

  疫情下的「我」，由面對同學轉為面對機械屏

幕，我的強項也發揮不了，我同樣要重新適應，如

何使用科技，如何使用有效的方法教導學生，知道

愈多、感覺愈不足……可幸的是我有一個正面的態

度：知道自己有不足，便要自強；明白自己有困

難，然後努力解難……我相信辦法總比困難多，困

難一定可以克服！ 

  在疫情下，老師和同學都在學習呢！ 

6C 班主任 

佘漢輝老師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各位應屆畢業生： 

  大家好！ 

  在驕陽照耀下的校園，萬物充滿生機，學生充

滿生氣，令人感到前程充滿盼望。老師不但看見同

學們的個子高了，也看見同學們成長了，懂事了，

有禮了。怎不教人高興呢！ 

  在此驪歌高唱之際，謹以名言、金句配合校

訓，與你們共勉！ 

勤：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唐﹒韓愈《勸學解》 

誠：言必誠信，行必忠正。 

～三國﹒王肅《孔子家語》 

禮：一個人的禮貌，是一面照出他的肖像的鏡子。 

～德國作家歌德 

愛：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聖經》哥林多前書 13 章 7 節 

  祝願                  

大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6C 副班主任 

陳式端老師 

6C 班主任 

陳式端老師、佘漢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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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文浩   

 

感謝老師和同學六年的陪伴，我

很榮幸認識了你們。一開始我是

一個無知的小孩，是老師教我知

識，是同學陪伴我學習。如果沒

有你們，就沒有現在的我！在未

來中學的六年裡，我會繼續努力

學習和常來拜訪學校的。  

聯絡電話： 131 4394 2119  

陳柏朗   

 

這六年學習裏讓我認識了不少同

學。十分感謝老師的教導和同學

的幫助。 

微信 ID ： Pak96009803 

陳銘丰  

 

轉眼間，六年的粉公校園生活就

要結束了。學習中的歡笑，收穫

的知識，奠定了我以後的人生歷

程。我衷心地多謝老師的悉心教

導和關心，多謝同學們的陪伴。

祝大家前程似錦！  

聯絡電話： 188 1436 4815  

鄭頌希 

 

希望各位同學可以健健康康，前

途一片光明。在中學裏繼續考取

佳績，迎接新的挑戰！ 

聯絡電話： 9517 9490  

鄭亦尊   

 

親愛的老師，感謝你們耐心地教

導我，讓我受益匪淺。短短六

年，我們就要分開，但是這不意

味著我們永遠分開的，天下沒有

不散的筵席！  

聯絡電話： 136 0018 6453  

蔡展朗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們就要畢業

了。疫情的影響下，雖然不能時

常回校上課，但我也沒有變得懶

散，為升中做好準備。我想感謝

各位粉公老師，你們六年的諄諄

教誨，我學習了許多新知識和道

理，從而啟發我的思維，令我獲

益良多。我也想感謝我的同學，

我們互相學習，互相幫助，一起

聊天和玩耍，創造了許多美好的

回憶。不久後，我將會踏入另一

個學習階段，我會繼續努力學

習，希望未來能夠升上大學。 

聯絡電話： 5197 8960 / 電郵： cyron@win.hk   

鍾梓妤    

 

時光飛逝，轉眼間六年就過去

了。馬上我們就要離開了，我捨

不得同學，捨不得老師，捨不得

這個地方！ 

聯絡電話： 6160 7072 

鄧博嚴   

 

這六年來感謝老師對我的悉心教

導、關心和照顧。還要感謝同學

六年來對我的包容和陪伴。當我 

做錯了一些事情的時候還安慰和

支援我。 

聯絡電話： 139 2379 5195 

畢業生留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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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嘉慧    

 

年難留，時易損，日月如梭，一

轉眼就到了畢業的時候了。我十

分感謝各位老師，正所謂一日為

師，終身為父，你們是我精神上

的父母。經師易遇，人師難遇，

感謝你們！   

聯絡電話： 133 9216 2055  

金子茹

 

六年如一日，轉眼間，我們要小

學畢業了。我們就像一只只小

鳥，馬上就要展翅飛翔。 明天不

管我們飛向何方，我們永遠不會

忘記我們的第二個家——母校，

粉嶺公立學校！  

聯絡電話： 6561 3599 
黎婉晴    

 

轉眼間，我們就快要畢業了！我

要感謝老師多年來的悉心教導。

我還要感謝同學陪我一起渡過這

六年，祝你們，在中學裏繼續考

取佳績，加油！ 

聯絡電話： 6878 8594  

劉咏詩    

 

眼看著我們就要離開學習了六年

的小學了，從一年級來到這個陌

生的環境，到現在要準備開始我

們的中學生活了。我們是時候說

再見了，感恩我們曾相遇！ 

聯絡電話： 6999 4038 

羅慧珊 

 

同學們，很快我們就要畢業了，

大家都要去新的中學開始新的征

程！這六年來，我們一起學習，

一起進步，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

憶。希望將來的日子我們都能互

相聯繫，一起為了自己的夢想而

努力，有更好的未來！也衷心謝

謝這六年來教過我的老師們，你

們的教導我都深深記在心裡，祝

老師們身體健康，幸福快樂！  

聯絡電話： 132 6698 1813 

李翰謙     

 

感謝這六年老師和同學們多年來

的陪伴，我十分感恩！每當想起

我們的美好回憶，我不禁讚歎，

真是快樂不知時日過呢！ 

聯絡電話： 6054 5998 

李嘉暉   

 

在這短短的六年裡，我跟老師、

同學們相處得十分開心。我非常

感謝老師們的悉心教導及和藹可

親的同學。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中

學裏繼續加油！ 

聯絡電話： 6655 9710 

李嘉淇   

 

在這短短跟你們相處的六年時間

裏我十分開心，願今後前程似

錦，友誼永固！ 

聯絡電話： 6655 9710 

畢業生留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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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嘉儀  

 

畢業了，讓我們揮手再見，說一

聲珍重，道一聲祝福，感謝彼此

曾經的美好回憶，珍藏彼此真摯

的友情，願你們前程似錦！ 

聯絡電話： 5282 0705 

李健朗 

 

很快就畢業了！在小學學習了六

年，我學會了很多的知識。我要

多謝教過我的老師和陪伴過我的

同學。你們令我有所成長。希望

之後再能遇見你們！ 

微信 ID ： mirror-holmes1224 

李睿安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就要畢業

了，我很感謝那些教導過我的老

師，也感謝同學對我的關心和幫

助。上到中學後，我一定會努力

學習，取得好成績。再見了，母

校！    

聯絡電話： 135 9010 2882  

李兆洪   

 

六年光陰，匆匆而過，如夢的年

紀，瀰漫著串串歡聲笑語，不要

揮手歎息，覺得繁花盡去，鼓足

勇氣，不要忘了互遞驚喜的消

息。 

聯絡電話： 136 8647 3282 

林錦濤   

 

感謝老師們陪伴我，教導我。 在

這六年，我從不成熟變成了成熟

的人，但我們卻要馬上分開了。

所謂「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

買寸光陰」，我以後會在中學裏

好好學習，取得好成績！ 

聯絡電話： 138 2889 6477  

劉睿萱 

 

小一還陌生，小二已相識， 

小三成朋友，小四是知己， 

小五知師恩，小六將別離。 

我不會忘記六年， 

72 個月在粉公成長的點點滴滴， 

真誠感謝老師，感謝同學。 

縱有千古、橫有八荒， 

前途似海，來日方長。 

願大家明天更美好。 

聯絡電話： 136 2230 6351 

劉唯富 

 

眼看就要畢業了，我很捨不得老

師和同學們。同時，也非常感謝

老師這六年來的照顧。我在粉公

學到了很多東西，感謝各位老師

的悉心教導。 

聯絡電話： 134 8077 4840 

呂顯慧 

 

六年的小學生涯轉眼就過，在這

六年經歷了很多難忘的事。感恩

老師循循善誘的教導，讓我在這

六年茁莊成長。我也結交了許多 

朋友，這些朋友在我遇上困難的

時候鼓勵和安慰我。上了中學就

要和老師和同學分開，還真是捨

不得。這些美好的回憶，將永遠 

留在我心裡！ 

聯絡電話： 6227 2120  

畢業生留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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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文樂    

 

最懷念的還是我們的母校。留戀

它的一花一草，一樹一木。彷

彿，操場上還留著我們努力拼

搏，奮勇爭先的表現；彷彿，教

室裏還迴蕩著我們那朗朗的讀書

聲……彷彿，一切都在昨天。我

忘不了我的母校，忘不了母校的

一點一滴，忘不了可愛的班級！   

聯絡電話： 5548 4595 

湯穎悠

 

轉眼間，六年便過去了，而現在

同學們要升讀中學了。我希望同

學們可以很快適應中學的生活，

亦可以取得自己滿意的成績。希

望大家畢業後仍然可以和我聊

天。如果可以的話，請加我的聯

絡方式吧！ 

聯絡電話： 5282 1307  

徐嘉璐    

 

感謝老師們在這六年來對我們的

悉心教導。雖然我即將要上中學

了，但是我還是不捨得離開這所

學校，因為我在這裡留下了很多

美好的回憶。我還要感謝同學們

陪我一起玩耍、做功課、溫習等

等。祝老師們和同學們身體健

康！  

聯絡電話： 189 2284 1909 

王紫冰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六年的時

光一轉眼就過去了。我還記得當

初第一次來學校的時候，很多同

學來找我玩，讓我感受到了家的

溫暖。可是這次疫情讓我們無法

見面，只能在網上看看對方，真

的很捨不得同學和老師！  

聯絡電話： 183 1881 2602  

吳芷綺 

 

謝謝你們在這六年的小學生活裡

給我帶來歡樂以及無限的樂趣。

不管是順境、逆境或者是別人給

你打上各樣的標籤也好，跟著你

的心走，你的心不會錯的！ 

聯絡電話： 136 0265 3183  

葉浩良     

 

我很多謝老師們六年來的悉心教

導，老師們每天很用心地為我們

製作教材和預習教授內容。我還

要謝謝我班的好同學，他們在我 

不開心的時候安慰我，在我生病

的時候問候我和在小息的時候陪

我玩。雖然我們就快升中，不過

我相信六仁班的友誼會長存！ 

聯絡電話： 9188 7898 

微信 ID ： Yip Ho Leung Oscar  

葉汝釗  

 

我覺得很不捨，因為我們很快就

要畢業了！祝各位同學在中學裏

繼續考取佳績！希望你們能夠記

得我。我十分感謝各位同學和老

師六年的照顧和關懷！ 

聯絡電話： 9067 4730 

張嘉怡 

 

光陰似箭，彷彿轉眼間便快畢業

了。回首這六年的校園生活，我

十分感謝老師的教導和同學的陪

伴。希望同學們在中學裏能夠認

識新的朋友。一寸光陰一寸金，

寸金難買寸光陰，祝同學可以珍

惜時間，努力學習！ 

聯絡電話： 6754 7684  

畢業生留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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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彩鎣  

 

感謝張老師、林 SIR、易老師、

王老師、陳老師、張 SIR、王

SIR，我們就快要升中了，十萬個

不捨，但是這就是事實。在粉公

的這段日子我很開心，謝謝你們

的鼓勵和包容，讓我有信心面對

一切，但是我相信只要心連着

心，總會牽掛對方。我希望畢業

後我們能保持聯繫，再見。  

微信號碼 ： 9780 6810 

陳詩欣   

 

快樂的時間總是過得那麼飛快，

我們就要畢業了，這就意味着我

們要離別了，一想到要跟相處幾

年的同學分別，我心裏有十萬個

捨不得，但是這就是事實。在粉

公的這段日子我很開心，我想感

謝粉公的每一位老師和同學，謝

謝你們的鼓勵和包容，讓我有信

心面對一切，雖然這一屆沒有特

別的活動和畢業營，但是我相信

只要心連着心，總會牽掛對方。

我希望畢業後我們能保持聯繫，

再見！  

微信 ID ： Wu68485456 

陳文濤   

 

畢業了，願你釋放青春的心靈，

展開五彩的翅膀。友情，在風中

醞釀，在未來美好的日子裡更加

茁壯。道一聲珍重，送你最真誠

的祝福。  

聯絡電郵： wentaoc911@gmail.com  

鄭藝涵  

 

我感謝老師教了我三年的書，每

天都教導我，在這個學校裏我生

活得很開心。  

聯絡電話： 6893 1736  

徐浚軒  

 

我非常感謝老師六年來一直教導

我，也有認識了很多的新同學朋

友。希望我們可以在中學認識到

更加多的朋友。  

聯絡電話： 6141 1872  

黃丹怡   

 

轉眼間快要畢業了，真不捨。感

謝美麗的校園；給予了我飛翔的

翅膀；感恩老師和同學們這六年

的陪伴。這段校園時光是我最美

好的回憶。  

聯絡電話： 136 5237 1778  

黃子希    

 

你們是我六年的同窗好友，我們

之間有歡聲笑語，也有爭吵不

斷。在即將分別的日子裡，珍惜

每一天僅有的光陰，把這份友誼

深深埋在心底到永遠。  

聯絡電話： 181 4859 3530  

黎孜     

 

好多謝張老師，教了我三年的

書。我好開心自己能成為你的學

生。這六年我好開心，粉嶺公立

學校和所有老師給我帶來歡樂，

也很開心。在最後一年裏陪伴我

成長的 6B 同學們，希望升中後

我們可以再次相遇。謝謝！  

聯絡電話： 9431 1730  

畢業生留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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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博悅    

 

老師同學希望還能一起上課一起

去上課外活動，希望還能和好朋

友一起玩，祝大家入到自己喜歡

的中學。  

聯絡電話： 6483 7690  

李振軒   

 

光陰似箭，一轉眼，六年的同窗

生涯已成為過去。但教室裏，還

回響着我們朗朗的讀書聲；在操

場上，還留着我們奔跑的身影。

疫情發生以來，這一年多不能回

學校，只能在家上網課，特別想

老師和同學們，畢業會也只能在

線上進行。畢業後，我們繼續聯

繫。  

聯絡電話： 139 0294 9767  

林銘傑    

 

轉眼間六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

了，相處了六年的同學和老師也

要道別了。真的十分不捨得，不

過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可以回母校

探望老師和同學。我也祝所有六

年級的同學在升中後的日子開開

心心，包括一至五年級的同學，

祝你們在未來的升中路順風順

水。最後，我感謝老師們的教導

和同學的陪伴。 

微信 ID ： linch3881 

劉崇炫    

 

時光匆匆，就快要畢業了。感謝

老師們對我的教導和同學們的陪

伴，祝大家在以後的日子過的開

心。  

微信 ID ： LSY14737661112 

藍子豪   

 

感謝老師教了我們六年，我經歷

了風雨，才知道老師看着我們由

幼苗長大成樹木。  

微信 ID ： wxid_67bw6exy3dg922 

危芍燃     

 

祝大家在升中的時間身體健康，

在上中學時交到新的朋友或同

學。老師身體健康，未來開開心

心。 

聯絡電話： 6971 6629  

羅偉明     

 

我叫羅偉明，我今年要畢業。學

年還沒有結束，但我已經想念小

學生活了。我不想離開，因為我

真的很喜歡這所學校，但每個人

需前進。我將永遠感謝 FLPS，

我會想大家的！  

微信 ID ： wxid_b6rdy5d8owd422 

鄧頌瑤    

 

這麼快就畢業了，6 年的同窗生

涯要成為過去。但教室裏，還迴

響著我們的吵鬧聲；操場上還留

著我們奔跑的身影，多麼想留住

那些溫暖的日子，但時間不允

許，只能讓它一天一天地過去。  

微信 ID ： hx10312020 

畢業生留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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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東合   

 

不知不覺間已經到了六年級快畢

業的學生了，我們有可能不會再

相見，所以我想祝所有六年級的

學生都可以繼續努力啊。QWQ  

微信 ID ： wxid_9bj1fxh8tgi122 

黃翠怡    

 

這一天還是到了，不知大家過得

快不快樂，不過如果有緣的話，

一定會再見面的！如果再見面，

就可以有很多說話了對吧！對

了，我想疫情過後邀請某些同學

一起在很大的地方玩、慶祝節

日……開開心心快快樂樂地度過

這些日子。 

聯絡電話： 6594 9566  

微信 ID ： wxid_fyxme jv5y0yezz 

甄栢謙    

 

在粉嶺公立學校讀了六年了，感

謝我朋友的陪伴，升中後祝大家

有開心的日子。  

微信 ID ： 6571 1057 

葉子嫣   

 

六年前我們歡聚一堂。六年後的

今天，我們能不能做到呢？不管

能不能，我們的友誼是不會隨自

時間改變的。就算是一天瞬間的

快樂，我們也會好好保存的。  

聯絡電話： 184 7560 8558  

楊善文  

 

一眨眼畢業的時候快到了，小學

六年級的學習生活，依然歷歷在

目，彷彿就發生在昨天。我很感

謝老師們對我的教育，也很懷念

曾經一起和好朋友學習娛樂的場

景，我也很開心和好朋友度過這

六個兒童節，我衷心祝福同學們

都能夠考入理想的中學，加油！  

微信 ID ： sw0905012kk 

葉苡晴  

 

我希望畢業後大家可以開小學同

學會和你們再見面。張老師、林

SIR 你永遠都是我們的老師。♡  

聯絡電話： 5116 6244  

葉倬廷    

 

六年來，我覺得學校就像一個溫

馨的大家庭，老師是我們的長

輩，同學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我

們所得到的關心，跟在家裏沒有

什麼兩樣。我們每天上學，總有

點捨不得離開家；每天放學，卻

也一樣有點兒捨不得離開學校。

這種依戀的感覺，正是我們「愛

校」心情的寫照。  

聯絡電話： 9062 2833  

畢業生留言版 

鄧梓峰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很快就畢業

了！祝 6B 同學入了心儀的學

校，身體健康，學業進步。祝各

位老師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聯絡電話： 9799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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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子睿     

 

雖然這裏沒有我之前的學校美

（我三年級轉校來），但這裏卻

讓我感到自由，這裏的老師、同

學也比以前好。我要感謝這學

校、老師、校長、同學讓我感到

快樂。再見！  

聯絡電話： 9107 8404  

黃心悅     

 

時光荏苒，轉眼，我們從當初懵

懂的小孩，成長為現在的知識少

年。首先感謝老師們，在這幾年

時間裏（特別在疫情期間），為

了我們的學習成績付出了那麼多

的心血，辛苦了！現在的我們也

沒有甚麼對您的教育做以回報，

我們只能用將來更好的成績來感

謝您！長亭外，古道邊，六年的

時光，今天到了分別的時候，猶

記得那時的我們還那麼稚嫩，現

在我們卻要分離，親愛的同學，

祝你們一切都好。  

微信 ID ： YUEZI-0503 

陳芊樺   

 

我即將要畢業了！我要感謝老師

的教導，也要感謝同學的陪伴，

我希望我能在中學取得更好成

績！  

聯絡電話： 178 2065 6933  

張皓哲     

 

多謝老師的教導和同學友誼永

固。  

聯絡電話： 134 3094 5668  

何芍嵐     

 

希望同學們升中之後，開開心

心，交多點朋友。  

聯絡電話： 5722 2040  

黃健 

 

希望可以和我的好朋友一同考上

同一間心儀的中學。  

微信 ID ： wan9420tyy / wan9420hj 

黃森華     

 

希望以後可以再見面！  

聯絡方法：                          / 

張恆彬      

 

我的母校再見了！謝謝你這六年

的照顧。我很感謝這些年多位老

師的教導之恩！我以後會更加努

力的！我們班的同學老師祝各位

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聯絡電話： 133 1083 2753  

畢業生留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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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安妮    

 

我覺得今年學習很開心。   

微信 ID ： czr040621 

江俊成  

 

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展，隨之

而來的競爭也非常嚴峻的擺在我

們的面前，現代社會所有的已經

不再是單純的知識型人材，因此

我更加努力學習。 

六年來老師無私地奉獻，知道我

懂了為止，我的心裏有股暖流，

老師這種精神令人敬佩。我想我

會成才的，感恩你的付出。雖然

我即將畢業了，也不會忘記老師

的教導。  

聯絡方法：                          / 
蔣斯斯     

 

感謝相遇，希望大家以後快快樂

樂！  

聯絡方法：                          / 

林嘉証     

 

感謝同學和老師一直以來的教導

和關照。  

聯絡電話： 6990 5029  梁研  

 

畢業快樂！謝謝一至六年的陪

伴。   

微信 ID ： A1803kid 

李澤昊  

 

我祝： 

     學生學業進步 

     校園健康 

     老師的教導如山 

     師弟越學越好 

     加加油油 

     油 

聯絡電話： 5115 8685  

李富翔 

 

我的心聲是多謝各位老師這 6 年

的教導和教育我們在生活中的道

理，最後的要多謝同學和老師多

年的照顧！  

聯絡電話： 6825 6628  

李嘉俊    

 

祝自己可以考到一間心儀的中

學！  

聯絡電話： 5545 3771  

畢業生留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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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心怡    

 

只要有緣就相見。  

聯絡方法：                          / 

彭寶琪  

 

六年前的那個夏天，一群懵懂無

知的孩子踏進這個校園，嬉笑

聲、口號聲一切都那麼陌生。 

六年後，同樣一群孩子站在校

園，看着曾經培育了他們六年的

學校，陽光灑在半個學校上，所

有人都熱淚盈眶……  

聯絡電話： 199 2540 7173  

微信 ID ： Vickybey 

沈慧晴  

 

感謝老師，感謝您們對我們的辛

勤，感謝您的關愛和照顧。同

時，謝謝你們陪我度過了這六年

的時光。希望你們可以在學習方

面一帆風順，希望老師身體健

康！  

聯絡電話： 131 6377 0687  

譚家昇      

 

大家友誼永固。  

聯絡電話： 6282 0442  

鄧惠婷  

 

感謝老師的教導。  

聯絡電話： 5703 8713  

王俊銘      

 

真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時間

過得真快！我在這間學校度過了

六年時間，轉眼間，就要離開母

校了，我非常不捨得，在此先多

謝老師們的教導！  

聯絡電話： 133 1650 0209  

莫芷然      

 

在這六年裏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也認識了很多老師和同學，也很

謝謝粉公母校的栽培。  

聯絡電話： 5405 0768  

黃子謙    

 

感謝老師陪我們經過很多事情和

很多快樂的東西，通過不同的挑

戰。  

聯絡電郵： WONG102008@gmail.com  

畢業生留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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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錦晋  

 

感謝老師們的辛苦教育和陪伴。和同學們在一起學習、玩耍，讓我留下美好的回憶，也

感謝老師伴我成長。我的中文老師很溫柔，而且經常關心我的生活，疫情期間詢問我的

身體情況，對我非常好；數學老師很嚴厲，但他也有耐心的一面；英文老師很幽默，經

常讓我回答問題，讓我英文也有很大的進步；常識老師很豪爽，但是他上課的時候，同

學不敢搗亂，上網課的同學不開鏡頭，直接拉進等候室，我覺得這樣非常好。不管怎

樣，他們無非都是無私地教育着我們。是我的良師益友，使我相處得很快樂。我即將畢

業，祝各位老師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如意！  

聯絡電話： 150 1923 2619 

蕭雯可      

 

六年時間過得很快，希望一、

二、三、四、五年級的同學好好

珍惜小學時光，好好學習，上個

好中學。  

聯絡方法：                          / 

叶佳蓉      

 

再見 6C！再見老師！此生不悔

入學，我會想念着大家！  

聯絡電話： 185 6627 9767  

余卓武  

 

我來這所學校已經三年了，結交

了許多朋友： 6B、6C 都有，但

是 A 班的我也想認識，可是都沒

有機會相識。如果可以你們就加

我好友吧，使用 WeChat。 

我最感謝是古 sir 教了我不少人

生知識，但是也不能少了很多老

師的栽培。    

聯絡電話： 5371 5159  

微信 ID ： PKL15013406943 

張繼文   

 

感謝母校這六年的栽培，陪伴了

我六個春夏秋冬，讓我成功升

中，以後我有空一定會回來看望

母校的！  

聯絡電話： 137 1478 0406  

張玥婷  

 

祝你們到了新中學，開開心心。  

聯絡電話： 5405 1752  

畢業生留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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