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世芃：  

我在一、二年級時，是有很多朋

友，但是在三、四年級時不知為

何我就慢慢的沒朋友了，但是我

到五、六年級又有朋友了，在這

裡讓我受到了在一、二年級的時

光，在六年五班我覺得非常溫

暖，我的很謝謝老師和所有同學

們！祝福大家身體健康、一切順

心！ 

（2）子昂：在大成國小就讀的期間

有許多令我難忘的事，有好的、也

有不好的。在三~四年級的時候我的

老師是陳建名 老師， 那時我最難

忘的事是在我的同樂會。同樂會時

舉辦美食嘉年華－－煮火鍋， 還記

得下課時，其他班的同學一聽說可

以吃就直接衝進來， 一下子班上熱

鬧了許多。 而五六年級令我難忘的

事就是老師的慶生趴， 那時知道老

師生日快到了，我們就在老師生日

前計畫如何幫老師慶生， 辦法是老

師先去開會我們趁午休時佈置現

場， 等老師回來就幫老師慶生。這

些都是我在大成國小的美好回憶，

最後祝大家： 順順利利、 平平安

安。 

（3）友澤：在我小一時 ,我是一

個很調皮的小孩 ,不聽老師的話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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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寫功課 ,但老師還是很有耐心

的教導我。升上了三年級 ,我懂事

了許多 ,老師也對我們很好。但最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升上六年級，

我們全班買蛋糕幫老師慶生，這

是一個很難得的回憶。上小學的

時光之所以會這麼開心，都是因

為老師們都對我很好，所以我要

謝謝她們。  

（4）尹恩：時間飛快，一轉眼六

年就過去了，我就要升上國中

了。每當我回想一、二年級時，

都會想到我剛進教室，老師會鼓

勵我不要害怕上學。三、四年級

則是因為我功課不好，老師就耐

心的教導我讓我功課進步。最後

讓我回憶最深的是六年級，如果

考試考不好老師不會罵我，而是

耐心的把我教到會，我非常感謝

所有的老師同學陪伴了我六年。

（5）昱安：我要謝謝這六年來的

所有老師，在我不懂事時和不理

解課業時，都會想盡辦法把我教

到會為止，才會去忙自己的事，

所以我特別感謝老師們的教導。

再來是感謝同學們在我有困難時

都會幫助我，謝謝你們！  



（6）柏翰：再過不久就要畢業

了，我要來感謝教導過我的老

師，在一、二年級的時候，感謝

老師那麼有耐心的教導我功課，

讓我課業突飛猛進。在三、四年

級的時候，雖然犯了不少錯事，

可是老師總是跟我講說那些不

能，讓我不再犯錯。在五、六年

級的時候，同學都會把我不會的

題目教到會，而且老師也是個大

方的人，我覺得我們班非常棒。

最後，我要感謝所有陪伴、關心

我的同學和老師。  

（7）侑宸：時間過得真快，一轉

眼六年就過去了，這不禁讓我想

起六年前我還是一個乳臭味乾的

小孩，初次踏入這個大家庭，六

年過去後，我已長成一位風度翩

翩的少年。在這裡，我想先感謝

所有拉拔我成長的老師，還有陪

伴我成長的同學們，因為是你們

陪我度過人生中的難關，雖然很

不願意說再見，但是天下沒有不

散的宴席，再見了!母校。



（8）楷秦：小一到小六 ,這一段

時間 ,我最感謝教我的所有老師 ,每

一次放

學我就

會很失

望 ,因為

這就代

表我們

在學校

的時間

越來越短了 ,六年級是我記憶中最

開心的時段 ,因為佩君老師對我們

很好 ,有時會請我們吃東西 ,有時上

課會講一些有趣的故事給我們聽 ,

最後謝謝這些教導我的老師們。  

（9）霆浩：還記得，小學第一

天，踏入校園，是如此緊張又多

麼興奮。有老師帶我們了解校

園，下課時，還見到幼稚園同

學，開心的我和調皮的我，我永

遠不回忘記 。三、四年級的我，

下課都是禁足的，還常和同學打

架，是個問題學生。五、六年

級，我要

好好謝謝

佩君老師

的栽培，

讓我不再

有暴力傾

向，個性

也變了很

多。也謝

謝我的朋

友們，在

我需要

時，總會

伸出援手

幫助我，

但一想到

要畢業了，不禁又會落下眼淚。  

我想說：「老師們、同學們，沒

有你們就沒有現在的我。  

（10）勛宇： 

雖然我低年級時的老師已經退休

了，但湯雅如老師給我的回憶是

和學生很好，另外當時我最深刻

的回憶是和我的小表哥一起玩



耍。而我三 .四年級的老師是陳建

名老師，我覺得他是既聰明又和

善的老師，我也認識了兩個兄弟

檔朋友，大哥叫朱彥丞他的體力

還不錯，小弟叫陳偉德他很聰

明。我五 .六年級的老師是徐佩君

老師，老師對我很好很照顧我，

她應該是

我這一生

最好的老

師了。最

後希望教

過我的老

師都可以

看到。  

（11）彥丞：快要畢業了，感覺

這六年過得特別快，一瞬間我竟

然快要畢業了。我很珍惜這六年

來的點點滴滴，而且非常捨不得

離開這校園，因為是充滿美好回

憶的地方。接下來我要感謝的是

這六年來教導我的所有老師，因

為老師，我們才能學習到知識，

所以我最後想對老師們說聲辛苦

了。 

（12）郁翔：國小生活就快要結

束了，想起以前的回憶，卻還是

刻骨銘心，就像三年級時，剛轉

過來大成國小，受到許多同學的

幫助，還有五、六年級和大家共

同創造的回憶。在大成國小都經

歷了酸甜苦

辣鹹，最

後，我要感

謝曾經幫助

過我的老師

們、同學

們，願意在

我傷心時，聆聽我的訴苦，老

師、同學謝謝你們！  

（13）晉梁：國小快要結束了 ,我

要來回顧一到六年級印象最深的

事： 

一年級 :我一年級印象最深的事，

是運動會跑步拿到了第二名。  

二年級 :我交到了很多朋友，他們



都很包容我。三年級 :我因為  

家裡的事，所以我搬家了。 

四年級 :我雖然在台南很開心，但

太無聊所以又搬回來了。 

五年級 :我搬回來後，就進到了這

一班，很多同學都很樂意接納

我，和我做朋友。  

六年級 :這是我在國小最開心的時

候，雖然很不捨，但我還是要說

聲再見了。  

（14）元麒：一轉眼，從小一到

現在要畢業的我當然一定也會有

許多印象深刻的回憶，像那時，

我還是小四的時候。有一次全班

體育競賽是躲避球，我們班一路

打上去，到了決賽的刺激時刻，

我們竟然輸了，但是呢！我們五

年級的老師就跟我們說比賽不一

定要勝利，而是要看你們安不安

全，有沒有合作，才是真正的勝

利者。因此那句話就變成了我們

班的名言了。最後，還是要跟我

一 ,二年級的如君老師、三 ,四年級

的明華老師、五 ,六年級的佩君老

師說一聲謝謝！  

（15）芮筑：升上六年級，也就

是接近國小生活的尾聲，過去和

同學們的點點滴滴都成了美好的

回憶。想起低年級那個懵懵懂懂

的我，總是走路不看路，摔的腳

上都是傷，幾乎每節下課都去保

健室報到，所以我和護士阿姨們



很熟呢！而喜愛運動的我，四年

級時參加了田徑隊，我十分感激

雷教練對我的指導，他對隊員們

都很客氣，有時還會買點心給我

們 ;升上高年級的我格外幸運，我

遇到了一位既迷人又負責任且很

大方的老師ㄧ徐佩君老師，她就

像媽媽一樣，對我們噓寒問暖。

我即將要畢業了，我要和曾經教

導我、幫助我、照顧我的老師及

同學們說聲謝謝，我也很開心自

己能成為大成國小的學生，我永

遠不會忘記我的朋友及老師們的! 

（16）嘉鎂：回想起一年級時，

那呆萌的我們，常搞不清楚狀

況，老師總是耐心的教導我們，

一轉眼我已升上六年級，和老師

及同學們的情誼也更加濃厚，我

們一起成長，一起學習，攜手完

成了好多事，這些都是珍貴的回

憶，在這校園的點點滴滴，將永

遠烙印在我心中。  

（18）芷莘：光陰似箭，轉眼間

我就要畢業了。回憶起在大成國

小六年的回憶，我似乎有些感

受。我的個性很奇怪，一、二年

級我沒朋友、三、四年級的時候

常常自言自語，我也沒有朋友，

直到升上了六年五班，我才有好

多好多朋友，我才了解什麼是同

學愛，我要謝謝老師和所有同

學。 

（19）千鈺：時間過得很快 ,大成

國小陪伴我六年了 . 一想到二年



級傻氣笨拙的我 ,對於交新朋友感

到超興奮 ,三到四年級 ,又換了一回

老師呢!當時只想快點畢業 ,但現

在……已經六年級的我 ,卻如此不

想畢業 ,因為這裡有太多美好的回

憶了!感謝老師和同學陪我努力到

現在 ,上國中後大家也要繼續加油! 

（20）鑫琳：六年了，我們即將

要畢業了，從小一到小六，經歷

了各種酸甜苦辣、喜怒哀樂的國

小生活。  

在進入一、二年級時，我發生了

一件忘不了的事。語詞小考的前

一晚，爸爸念語詞，我寫到紙上

複習，都全對，到隔天小考時，

我竟拿出昨晚複習的那張紙來

看，結果被老師罰，當時我還懵

懂無知，不知什麼是作弊，才會

犯錯。升上三、四年級，我遇到

一個非常搞笑的班導-「賴老

師」，他自稱「四面佛」，上課

時經常會講笑話，我偶爾會捉弄

他，還在大賣場遇到他，非常有

緣，哈 ~到了五、六年級，我遇

到了一群非常特別的同學們，他

們協助我當上瘋人院的總裁，也

遇到了史上最用心的「佩君老

師」，她非常的貼心，總是在我

們需要的時候，給予幫助。  

畢業之後還有更大的挑戰等著我

們，在未來的道路上我會堅持到

底，不能半途而廢，也提醒自己

不要忘了

在我們身

邊幫助自

己的人，

我深信堅

持才是勝

利！ 



（21）妤馨：從幼兒園中班開

始，我就一直在大成國小成長學

習。在這八年以來，感謝所有老

師的指導和同學的陪伴，讓我能

夠順利的度過難關。  

謝謝老師，在我做錯事時，總是

第一個告訴我哪裡做不對、要怎

麼樣改進，並不會一直指責我。

也謝謝願意陪我聊天、玩耍的好

同學們，讓我擁有歡樂的回憶。

若沒有你們，就無法成就今日的

我！最後，祝你們平平安安、萬

事順利，謝謝你們。  

（22）品芸：從一年級入學，到

六年級，一轉眼就過去了。還記

得一、二年級的老師對我非常有

耐心。三、四年級的老師，會特

別做一些課程裡沒有的，讓我對

上學更有興趣。最後謝謝五、六

年級的同學和老師，常常關心

我。現在，我將要畢業了謝謝你

們陪伴我。  

（23）芷睿：第一次進校門，我

帶著緊張又期待的心情，前往教

室。六年的時間也快結束了，回

想起跟同

學嘻鬧的

情景，真

捨不得

啊！一定

的節日，

學校都會

舉辦活

動，比如聖誕節發糖果，小朋友

都很喜愛，六年裡謝謝三位女老

師教導我許多常識和知識，我永

不忘記。  

（24）紫如：要畢業了！回憶起

一到二年級剛轉來時，一切都是

陌生的，沒有認識的人，只好不

停的哭，同學努力的安撫我。久



了，交到朋友，上學不再是讓我

害怕、恐懼的，反而是開心、興

奮！我的低年級老師-吳清容老

師，感謝您總是關心我、幫助

我。上了中年級，寶琴老師人很

好，在我外婆過世時，安慰我，

當時我非常難過，但是老師您抱

著我，安慰我不要太難過。上了

高年級，聽說您住院了，真的超

級擔心的。佩君老師，您包容

我，聽我訴說我心中的雜事，佩

君老師，您真的對我們班超好

的！老師，當時您生日，我們給

你的生日驚喜，您感動到流淚，

有一些同學也哭了，害我也想

哭，老師！謝謝您。從我轉到大

成這段期間，我從來沒有孤單

過，感謝大成的所有老師、同

學。 

（25）暐涵：我們將要畢業了，

也準備要邁入人生的下個階段。

當剛進校時，自己還是個什麼都

不懂的小小孩，到了中年級知道

了很多事，懂得如何交朋友，也

因此造就了現在的我，之後升上

了高年級，變成了我最崇拜的大

姊姊，了解了更多做人的道理。

時間匆匆流去，感謝曾經照顧我

的老師同學們伴我走過國小生

涯，領我進入下一趟「路」，再

見了！國小的我。  

（26）子欣：從一年級入學到六

年級畢業，這段時間過得真快。

想起一、二年級運動會的時候，

大家一起完成趣味競賽，三、四

年級園遊會的時候  ，大家一起努

力的把東西賣掉，五、六年級的

時候，大家一起幫老師準備了一

個生日驚喜，這些都是在小學美



好的回憶。最後，祝大家畢業快

樂。 

（27）宸薇：在這六年來，教導

我人生道理的老師們辛苦了！我

要謝謝玉花老師在我一、二年級

害怕這個環境且覺得陌生時，教

我踏入小學的第一步，並且打好

常識的基礎。也謝謝紹基老師在

我最沒有動力並且覺得厭煩課業

時，鼓勵我學習讓我成長了不

少。最後感謝佩君老師，佩君老

師常常教導我們學習的重要性，

與負責、耐心、努力等等的問

題。畢業了，自己的未來自己要

掌握，自己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要負責，最後祝大家展翅高

飛，畢業快樂！ 

（28）子葳：我感謝栽培我的老

師，用心的陪伴我成長。  

當我功課不會時，  

您總是細心的教導我，  

雖然我還是不懂，  

您仍是有耐心的教我，  

並不會罵我。  

就是這樣培養我的自信，  

讓我能夠勇敢的提出問題，  

因為我知道老師是願意傾聽的。  

要離開小學了，  

心裏非常的不捨，  

但是這就是過程。  

也祝福每位老師和同學，  

身體健康，平平安安，  

凡事順利。Y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