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聖倫：首先,我感謝老師和同 

學,因為他們陪伴我許多年,記憶深刻

到讓人忘也忘不了。這幾年有哭、

有笑也度過許多難關,跟同學有說有

笑,有時說話的音量彷彿像是菜市

場。我能在這班級,我非常的高興,我

希望到國中也能遇到這麼好的朋友,

也希望我的成績一直進步,達成我一

直的願望。 

（2） 承翰：謝謝這個學校帶來很 

多回憶和歡喜，也謝謝老師們在我

學業方面的幫助，也謝謝英文老師

額外時間教我們英文所以希望學弟

妹保護好這個學校，讓學校活到二

百歲，謝謝校長、老師們的照顧和

指導，這些會使我在以後的求學方

面受用不盡。 

 

（3） 哲睿： 

哭著進學校，哭著出學校。 

滿滿的不捨，嶄新的開始。 

要感謝的人，永遠都記得。 

許多的回憶，講也講不完。 

要畢業了,不知道為何有淡淡的哀傷,

還有滿滿的不捨,在這段兩年的時間

我獲益匪淺、收穫良多,變得充滿自

信，改變了做事的態度,結交許多好

朋友,我非常感謝我們的導師,也希望

國中可以遇到這麼好的老師和同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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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惟中：光陰似箭，日月如

梭，畢業，曾遙不可及。六年的國

小生活，悄悄的從身旁離去，這六

年裡，有歡笑、有淚水、有期待、

有絕望……，還有我們共同編織的美

好回憶，但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

別快，轉眼間，我們就要畢業了，

那些美好的回憶都只能隨著時間漸

漸淡去，但唯一不會隨時間淡去

的，是友情。期望在不久以後，我

們即使畢業了，也能經常相聚，一

起玩樂，再一起編織美好的回憶。

（5）翊鈞：我要先感謝六年級的

導師，以及所有科任老師為我的付

出，也謝謝父母讓我來學校上學和

交朋友。但時光飛逝，我在國小交

朋友的時間也快沒了雖然有時交朋

友會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但隔天

就忘了，現在我即將成為一個大屁

孩的國中生。 

（6）哲宇：鳳凰花開，一轉眼我

就要和這間學校說再見，我在這個

班級交了許多朋友，我的老師是一

位美麗、溫柔且用心的人，現在我

即將要升上國一了，我在學校創造

了許多美好的回憶，我必須帶者一

些淡淡的哀傷走出校園。 

（7）子祺：  

快樂悲傷的畢業，  

感謝師友的陪伴。  

如果沒有了你們，  

我該如何是好呢？  

一轉眼之間，我就已經快畢業了，

經過快樂的一、二年級，開心的

三、四年級和煎熬的五、六年級，

遇到了這些悲傷和快樂都在身邊的

同學，辛苦認真的老師，謝謝你們

一直陪伴在我身邊，讓我快樂的過

日子，要是沒有你們，我該怎麼辦

呢？ 

 



（8）錠濡：  

六年光景，轉眼即逝。  

鳳凰花開，奼紫嫣紅，  

如此繽紛，終將花謝，  

初出茅廬，感謝有你。  

鳳凰花開的季節，是美麗的；離別

的日子，卻是悲傷的。古人說的好: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可能也

正因如此才感到悲傷吧! 

風，微微的吹，帶走一點兒的悲

傷；雲，冉冉的升起，喚起了無數

的回憶。一切，是從這開始，也是

從這結束。是這，讓我回憶起一

切，也是這，讓我想忘掉一切，

這，是一把鎖，充滿無數感動；

這，是一艘小船，我們乘著，飛向

彼方。回憶，因人而變；人，也因

回憶而變。我相信，我因為大家使

我變更成熟，我也相信，是大家，

我才變得如此堅強，從一顆尚未萌

芽的種子，逐漸茁壯，開花結果，

是因為大家，是因為這一切! 

（9）有斌：從一到六年級，我經

歷了風風雨雨，但是我認為時間一

如往常的快，轉眼間就快要升上國

中了。我想感謝我一到六年級的同

學和老師多虧有你們，要是你們以

前沒有幫助我，就不會出現現在的

我，就算以後你們在天涯海角，我

也絕對不會忘記你們. 

（10）耀德：三年級的學期開始，

分班了我覺得和以前的同學分開

了，有點捨不得，要適應新的環

境，慢慢來認識大家；四年級以後

又要分班，又要和原本的同學離

別，實在捨不得；五年級開始又有

了新班級，我們每天上課都很開

心；六年級再過不久又要和大家離

別，然後各上各地國中。感覺人生

不斷的分分合合，所以我要珍惜和

同學在一起的日子。 



（11）展毅：對於再半年就要畢業

的我來說，我滿是不捨，將來我面

對的國中同學又會像這樣和氣嗎？

我十分懷疑。過了這麼久，我滿心

感謝帶我一路走來的老師，一年級

開始我什麼都不會，是老師一步一

步教我的；三年級老師教我如何寫

作；五年級老師教我更難的計算。

將來我會更努力學習的。 

（12）宇軒：一轉眼我就要去上國

中了，我在國小每一天都很快樂，

在國小的每一堂課我都覺得老師上

的課非常有趣，一點都不覺得煩，

也不覺得老師很兇，雖然放假日數

很少，我還是不覺得上課是一件對

學生很慘忍的事，真希望我到國中

也是這樣。 

（13）瑋全：這是我在學校最後的

時光，一張畢業證書就要把我們分

開，有可能再也見不到大家，所以

要好好珍惜和同學相處的時間。在

這幾年我哭過、笑過、也生氣過，

有很多喜、怒、哀、樂。這個班級

很棒棒，我很喜歡，所以我希望到

了國中也有那麼好的班級，也希望

到了國中也有六年級的好朋友在同

一班。 

（14）子菡：小學這幾年來，我哭

過也笑過，但也熬過了。接下來就

來面臨畢業了，要畢業了，希望國

中同學可以跟這個班的同學一樣古

靈精怪，上課時常哄堂大笑，大家

都有很多綽號，真希望小學的時間

可以再久一點。也希望國中那三年

可以平平安安、快快樂樂度過。 



（15）宜婷：我的小學六年充滿了

喜怒哀樂的回憶。我一~二年級老師

教導我們許多知識，經歷了許多辛

苦；到了三~四年級我們更上了一層

樓，老師對我們十分的嚴格，課程 

增加了許多，十分的困難；幸運的

五~六年級，老師對我們很好，常常

請我們吃東西，我畢業後一定要回

來找老師們。 

 

（16）珮榕： 

小學時的那個我，  

曾經攜手夢想過。  

如今鳳凰花已開，  

我將走向新生活。  

小學的這六年來我要感謝的同學、

老師有非常多個,其中的三位班導我

要特別感謝。第一位是吳清容老

師，她將我這個迷路的小孩，帶入

了正軌，讓我不被黑暗吞噬；其次

是陳建名老師，他教導我許多作文

寫法、書法、修辭，使我手中這本

空白的書寫上了一些字；最後是許

南嫆老師，她帶給我許多歡樂，以

及人生大道理。讓這本書充滿了色

彩。六年過後我才閱讀完這本書，

書名叫做畢業手冊。 

 

（17）怡萱：時間過得真快，轉眼

間，我在這個校園已待了六年的時

光，校園的一草一木，不知看了幾

千遍、幾百回，校園裡的每個角

落，不知走了幾百回，任何回憶點

點滴滴的一直浮現在我的腦海裡。

再過不久，我就要離開這校園，準



備上國中，當國一的新鮮人，這是

另一個階段的啟程告別了國小那段

無憂無慮的日子，內心頓時存在

「不安」和「害怕」的感覺，真希

望不要畢業，一直待在這可愛的校

園裡，但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事，我只好把內心的不捨和不安，

轉化成祝福的力量。希望升上國中

的我，每天都能保持著樂觀進取的

態度和心情，再見了!陪伴我的每位

老師和同學，大家一起加油吧! 

 

（18）鳳廣：時間飛快的過,就是

要放大家最期待的暑假，但不同的

是，放假前是我們大成國小六年級

的大哥哥、大姐姐，放假後就變成

國中生了。畢業前，我要感謝一到

六年級老師的教導，不論大小事老

師都會陪在旁邊，維護大家的安

全，還有一到六年級的體育老師，

讓大家體驗大大小小的運動。 

（19）瓊柔：時間轉眼就過了六

年，我們已經快要畢業了。首先，

我要感謝六年間教導我的三位導

師，一到二年級是我剛進學校最照

顧我的老師，三到四年級的生活讓

我生不如死，五到六年級的老師，

也就是我現在的導師。不過就算我

畢業了，我也不會忘記國小的生

活，因為是它讓我的童年變得多采

多姿。 

 

 



 

（20）彤甄：時間果然過得很快，

轉眼間六年級就要畢業了。我們也

要畢業了，也就是要和每位同學、

老師道別的日子。回想，當第一次

我才剛上小學一年級，那時我還什

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會，但日子

久了我也慢慢的習慣了。現在的我

六年級了，即將要畢業，有點開

心，但也有點傷心，因為要和老

師、同學道別了，心中充滿不捨。

謝謝老師們辛苦的教我們，謝謝閨

蜜瓊柔的陪伴。 

（21）祐誼：一轉眼我們即將從國

小畢業了!回想到小一開始上學的日

子，每天到學校總是與媽媽十八相

送，但現在只是說一聲「再見」，便

騎車離去。以前總是要求媽媽下課

要馬上來接我，但現在是「能多晚

就多晚」。我很感謝這些年教我的老

師和陪伴我的同學，希望畢業後還

可以見到彼此。 

（22）聖惠：從一年級到六年級，

有很多喜怒哀樂，就像是一部生動

的電影。一、二年級的老師很好，

也讓我成績很好，所以我每天都很

開心。在三、四年級時，因為學習

項目變成五科，讓我有點擔心，所

以成績不是很理想。到了五、六年

級，我的成績有了一些改變，但因

為班導很用心，讓人很輕鬆。即將

要畢業了，我很擔心，因為畢業時

不知道可不可以再見到同學。所以

我很珍惜現在，也謝謝教過我的老

師。 



（23）馥竹： 

攜手成長兒童伴，  

結束於此展新始。  

師生共度此年華，  

笑容一過為往事。  

站在六年級的高臺，小學中最重要

的階段。我眺望著小學六年如一日

的生活，看到懵懂無知、善良天

真，不諳世事的小女孩長成落落大

方、婷婷玉立、勇於面對、以身作

則的大孩子。不捨地望著它，遙想

國中的生活，看著漫長無盡的旅

途，我的背影有留戀、期盼、不

安……。 

（24）玟媛：要畢業了，從一年級

到六年級經過這些努力與辛苦，終

於過去了，教導我的老師和陪我玩

耍的朋友都非常謝謝你們，要畢業

了總得分開，讓我都非常捨不得。

在大成國小裡創下了許多的回憶，

等我畢業後我一定不會忘記老師及

朋友們，也希望你們不要忘記我。 

（25）馨云：在這六年來，對於大

成國小的環境，都讓我十分熟悉。

我是即將畢業的畢業生，我覺得老

師們都十分的關心我們。在一年級

時，我非常想離開大成，但一轉眼

間我們就很快的到了六年級，在六

年級離開是一件依依不捨的事。也

許老師再怎麼關心，許多同學覺得

理所當然，但大部分的同學覺得感

激，最後我要感謝陪伴我的老師及

同學，祝你們在未來有個完美的生

活。 

 



（26）冠妮：升上了六年級，時間

過得很快，才一下子就要畢業了，

我想起許多回憶─我們最後一次的運

動會因下了一場大雨，所以只能在

教室上課，而且我的同學友人因不

能早點回家而哭了；畢旅我的運氣

也不好，被飲料用溼了褲子；六年

級下學期又遇到新冠病毒……。我因

為要上國中十分擔心，十分緊張，

這六年雖然跌跌撞撞的，但我祝大

家畢業快樂。 

（27）子晴：光陰似箭，歲月如

梭。一瞬間，我們就升上六年級，

彷彿一年級是昨天的事。上國中的

日子，指日可待，國小的時光就這

樣被混過去然而我們即將面對新的

人和事，面對更困難的課業，不過

也代表我們漸漸地成長。祝福各位

同學、朋友一路順風，事事順心。 

（28）冠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