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柏坤：一轉眼，六年過去了! 

我即將要從大成

國小畢業邁入國

中的生活。在大

成國小的六年中 

我學到許多不同

的知識，還要感

謝所有的老師，因為有這些老

師的教導，我才能從不懂事的

一年級小朋友，變成現在六年

級成熟的我，雖然上了國中之

後，有可能無法再跟好朋友天

天見面，但也希望所有同學未

來都有美好的前途，也祝福郭

老師天天開心，永遠美麗。  

 (2)柏辰：從一年級到六年級，時

間過得很快，不知不覺就過了六

年，每升上一年級都會經過兩次期

中考和期末

考，那種考試

後的舒坦，是

我最輕鬆的時

候。我很懷念

每一天在學校

快樂的事，如

今就要畢業了，希望以後升上國中

也能像現在一樣的快樂生活，祝福

同學學業進步，老師教學順利！ 

(3)振偉：小學過得真快，一轉眼就

六年級而且馬上就要畢業了，雖然

我覺得很開心，

但是又有一點依

依不捨，因為我

在一到六年級的

班級裡都有留下

美好的回憶，而

且這些回憶都是不可取代的，所以

我要祝福老師和所有同學在新的學

期能夠更快樂、開心。 

(4)宥宏：很快就要畢業了，首先，

我要感謝陪我一起度過國小階段的

同學，感謝他們一直在我身邊陪伴

我、鼓勵我，在我最困苦的時候，

給我的幫助，讓我漸漸對自己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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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接下來我

想感謝我的老

師，感謝你們

一直用心的指

導我、照顧

我，當我犯錯

時，都會糾正

我的行為，最後我想感謝的是校內

的行政人員，感謝他們舉辦許多活

動，增加我們的經驗，祝福同學們

學業進步、老師萬事如意。 

(5)  承亮：我們就要畢業了，謝謝

郭老師這二年來的照顧，讓我學得

很開心，雖然我不會很多字，但是

我還會更努力更認真，所以我會好

好的加油！我更要謝謝老師平日都

會教我很多新知

識，也讓我學到

很多道理，如果

以後上國中我會

常常想老師的！

謝謝老師，感恩

老師，祝福老師

和同學天天開心。 

(6)宥鈞：感謝每個學期老師和同學

的陪伴，如今我就要畢業了，這兩

年來所學到的知識，和同學一起玩

樂的點點滴滴，以

及平日老師教導我

的事情我都沒有忘

記，而且最讓我印

象深刻的是去畢業

旅行的時候，大家一起經歷的所有

回憶，我會永遠珍藏在心裡。祝福

老師永遠健康美麗，也祝福同學們

學業猛進！ 

(7) 志浩：一轉眼我已經六年級

了，再過不久我就要國中了，對於

所剩不多的小學時光我會很珍惜，

雖然有些人跟我讀不同的國中，但

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記彼此，繼續

把我們當作永遠的好朋友，即使大

家有時吵架，有

時難過，有時開

心，但是我們可

以把快樂的、好

的回憶留在心

裡，把悲傷、不



好的事情放到腦後。感謝老師教我

這麼多年，也感謝同學陪伴我的這

幾年，最後，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

國中生涯，也祝老師教學更順利！ 

(8) 東翰：轉眼間，六年的時光很

快就過了，再來，我們將要面對最

後的畢業考，再過幾個月，我們就

要離開學校，也要離開同學和老

師。在這個班級裡，讓我留下了許

多的回憶，也留下許多的歡笑和悲

傷。但我要感謝老

師教導我，也要感

謝同學一直以來的

支持，和大家一起

開心與悲傷的回

憶，讓我的小學童

年在記憶中畫下一個完美的句號。

祝福大家學業進步、平安健康。 

(9) 浩翔：感謝老師這兩年的指

導，沒想到時間這麼快就到了畢業

這⼀天，這兩年

郭老師帶 領我們

班獲得了很多獎

項，也非常感謝

老師的指教和關

⼼，也希望老師

以後的路走得更輕鬆，也祝全體畢

業⽣前程似錦。 

(10) 宸葦：快要畢業了，謝謝同

學跟老師陪我過完這兩年，這兩

年讓我學到很

多知識，也很

開心，令我印

像深刻的是，

運動會時全班

一起得到趣味

競賽的冠軍，

還有全班一起參加各種大大小小

的活動，最後要祝各位同學和學

弟妹學業進步，祝老師每天都可

以開開心心到學

校教書，永遠健

康平安。                    

(11) 呈安：時間

過得真快，一轉

眼我已經六年級



了，我要感謝一到六年級的老師和

同學。因為我和同學相處的時間也

不多了，現在我要好好珍惜和同學

一起相處的時光。不知道大家以後

會不會再見面。我也非常感謝一直

教導我的郭老師，最後祝大家畢業

快樂！ 

(12) 弘叡：很快我就要畢業了，我

要謝謝老師讓我在學校成長了許

多，雖然我很調皮、很胡鬧，但是

你們都在包容我，耐心教導我，謝

謝你們，

祝福老師

工作順

利、教學

順利、步

步高升。也謝謝這六年所有陪伴過

我的同學們，謝謝你們一直包容我

講話太大聲，我會改進我的錯誤，

祝福你們學業進步、步步高升。 

(13) 建明：時間過的真快，轉眼間

我已經六年級了，再來要面對的就

是畢業典禮，在

畢業典禮之前我

想對郭老師說:老

師謝謝你這兩年

來一直在教導

我，如果我突然

做錯事情老師總是會耐心教導我。

我真的很感謝郭老師，我希望國中

可以遇到像老師這麼美麗溫柔的女

老師了，祝福郭老師和同學永遠健

康平安。 

(14) 御丞：時

光飛逝，國小是

我最快樂、最好

玩的時光，雖然

我是一位轉學

生，但是我在這

兩年的生涯，也認識了許多好朋

友、好同學，也遇到了很多好老

師，在我功課不會時施浩翔會跟我

一起討論及完成功課；在我犯錯時

郭老師會細心的教導我，跟我說如

何做才是對的。謝謝老師這兩年來

的教導，祝福老師在教學的路上一

路順風、平安健康。 



（15）儷齡：即將要畢業了！我和

我的同學們都非常的不捨，想起了

我們全班一起出去玩、參加活動，

還一起拍

照，一起開

心，一起傷

心，也有全

班一起團结努力，共同贏得第一

名，還記得之前的比賽，雖然有輸

也有贏，輸的時候老師總是鼓勵我

們，下次再加油不要灰心，我們還

有很多比賽，盡力就好！贏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零食給我們當作獎勵，

我們經歷成功和失敗，更留下很多

歡樂的回憶。祝福大家未來平安順

利，實現夢想。  

（16）志影：一轉眼，我們就要畢

業了，我們應該好好珍惜與大家相

處的時光，不要讓時間流逝掉，不

要讓自己有所遺憾，雖然有時會不

合，但也都解決了，不再有不開心

的回憶。現在回想五、 六年級是我

最開心的時光，大家一起創造許多

回憶。我很感謝老師這些年來的教

導，讓我從一

個不懂事的孩

子，變成了一

個即將要畢業

的學姊，我也

很感謝在我身

旁的朋友讓我

過得特別快

樂，最後祝大家可以快快樂樂的畢

業，也祝老師能夠教學更順利！

五、六年級的快樂時光會永遠存在

我的心裡。 

（17）昕卉：不知不覺，我已經六

年級了，也要畢業了，我心中五味

雜陳

的，有

太多太

多的不

捨和惜

別，一

年級我懷著美好的憧憬走進校園，

六年級，大家蛻變成一個個自信的

學生，我們一起笑過、哭過也一起

努力過，這個校園裡一切的一切將



成為我們永遠的回憶，畢業並不代

表結束，而是一個新的開始，祝福

同學，在新的讀書生涯也可以快快

樂樂，同時，更別忘了國小真誠的

友誼以及老師的教誨，願大家都能

朝著更好的自己邁進！ 

（18）珉慈：

時間過得真

快，我即將要

畢業了！也即

將要離開所待

八年的大成國

小，要離開一

些非常好的同學，讓我內心有許

多的不捨和感傷，希望在畢業之

後我們還能繼續保持聯絡，並找

個時間聚一聚，也要感謝郭老師

這二年的教導和照顧，謝謝老師

用心的教導讓我的功課都有進

步，我非常感謝老師，我祝福同

學學業猛進也祝福老師身體健

康。  

（19）珉瑀：我在大成國小已經

八年了，在這八年中有喜、怒、

哀、樂，也有先苦後甘，我跟同

學還有老師也都有感情，但是我

們大家即將要分開，因為要畢業

了，我真的不敢相信，即將離開

的是陪我一起嗨、一起玩的閨

蜜、朋友、老師，我只想說：月

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每

天一到學校，看到有的同學依然

笑得那麼燦爛，彷彿有千萬朵鮮

花同時綻

放，大家

都說不想

畢業，我

只想跟老

師、同學

永遠在一

起。祝福

同學學業進步，祝老師身體健

康！ 

（20）芷岑：一轉眼，我們就從

一、二年級，變成現在即將畢業的

六年級，感覺時間一眨眼就過去

了，想想我們也在學校六年了，有

很多說不出口的不捨，我要和些那



些曾經教過

我們的老師

說聲謝謝！

你們所教會

我的事，我

會一一記在

心中，也要

和朋友、同

學說：謝謝你們帶給我難忘的回

憶！最後祝福同學畢業快樂，也祝

老師越來越美麗喔！        

（21）心羽：六年的時間過得很

快，從小一完全不懂的年紀進來，

到了小六，一轉眼就要上國中了，

心中百般個捨不得大家，每天在班

上跟大家打打鬧鬧的日子即將結

束，再來我也要到南崁讀國中了，

很少有機會在八德，俗話說天下無

不散的宴席，我們即將各自往未來

做努力，各位 603 的同學，在未來

的路上祝福大家一切順順利利，大

家珍重再

見。謝謝

郭老師，

謝謝您的

教導，我

會常常回來看你的。 

（22）妘綺：要畢業了，我的心情

是非常高興但卻又有一點點的依依

不捨，要和在一起四個學期的好朋

友分開，讓人好想停留在現在，不

想跟自己的好朋友分離，回想之前

我們一起做過的

事，一起瘋的時

候，還真是美

好，最後祝福曾

經教過我的老師

和陪伴我的同學

們心想事成、平平安安。 

（23）鈺茹：我們就要畢業了，

希望全班同學身體健康、永遠平

安，我想對郭畇均老師說：郭老

師您辛

苦了，

這兩年

謝謝妳

的教

導，在



我們畢業之前要一起好好的感謝

您，我永遠不會忘記郭老師及大

家一起創造的美好的時光和回

憶。 

（24）蓁妮： 我很不想畢業，雖

然畢業後也有很多好處，但是一旦

畢業之後就要

升國中，也就

得適應新的環

境，還要面對

許多不認識的

人，可是該面

對的還是得面

對。最後，我要祝福全班畢業快

樂！上了國中以後課業會比較難一

點，不過只要我們努力，一定可以

克服的！ 

（25）靖雅：從五年級到六年級這

些時光，一天又一天的過去，每天

都可以看到同學

與老師的笑容，

一轉眼就要畢業

了，第一次遇見

老師跟同學都很

開心，一天一天

過去可以發現老師美麗大方又溫

柔，同學也很開朗與熱心助人。祝

老師與同學，身體健康、快快樂

樂、平平安安、畢業快樂！ 

（26）苒瑈：媽媽說:我已經長大

了，要勇敢面對未來的挑戰，當一

個認真努力的人。我已經長大，感

謝老師陪我度過種種的難關，想起

我們現在將要各

奔東西，心情十

分的捨不得。我

已經長大，祝福

同學可以完成美

好的願望，希望

我們過得快樂又平安。      

（27）稚苓：我很感謝大成的老

師們這幾年對我的細心教導與耐

心的付

出，讓

我在學

習上受

益良



多，最讓我感到幸運的是在畢業

前能遇到非常用心的郭老師及感

謝學校提供我們這麼好的學習環

境，未來我會好好加油、認真學

習，祝福各位同學們學業進步，

祝福老師永遠健康美麗。  

（28）珺偉：眼看六年過去了，

我們馬上就要畢業了，我剛轉學

過來時對這裡的一切都很陌生，

可是我的同

學和老師都

對我很好，

帶我認識校

園裡的一

切，雖然我

在這間學校

沒有待很久，可是要離開這裡還

是會有點捨不得，謝謝這兩年陪

我一起走過的同學和老師，祝福

我的朋友學業進步、步步高升，

畢業了大家還是好朋友好同學

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