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明哲：在這

個充滿歡聲笑

語的學校里，

我留下了許多

美好的回憶。

現在，我就要

步入國中的大

門，學習更多更豐富的知識了。母

校，我一定會努力學習，為你爭

光；老師，我永遠不會忘記您那和

藹的笑容、親切的話語；同學們，

屬於我們的那些珍貴回憶，我會把

它藏在心裡最深處，永不忘卻。再

見了，母校！再見了，老師！再見

了，同學！我會一直想念你們的！ 

(2)皓穠：快要畢業的我們,在這幾年

來感謝同學

的照顧和陪

伴,和從三四

級教導我到現在的老師對我付出的

教導，謝謝老師和同學的一路陪

伴。 

(3)哲育： 我覺得在大成國小的 6

年期間，我學會了

寫字看字學英文音

樂畫畫等等的事

物，我在六年期間

交了很多的好朋友，一起玩有些一

起玩遊戲有些一起聊聊天，希望大

家不要忘記我們在一起的歲月時

光。    

(4)承楠：在這六年中我一點一滴成

長直到現在

我已經要畢

業,才發現原

來六年是這麼短暫的,想到馬上就要

國中，課業會變得更難，負擔會變

得更重,就很希望永遠都能當個小學

生每天過得快快樂樂的,我有很多要

感謝的人，我的父母和老師跟同學,

父母讓我每天都能快快樂樂的上課

和把我拉拔長大,我要感謝最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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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師，他教我一些人生的大道

理而我永遠不會忘了他,同學總是都

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幫助我，我也

永遠不會忘了他們。  

(5)  奇軒：我要感謝 610 的每一位

同學，我很開心能在國小跟大家一

起玩樂，雖然有時候會因為意見不

合而吵架，但是大家總是能快速的

和好，現在我將要進入一個新的環

境，國中，但是我

希望時間能一直停

留在這一刻，如果

真的可以那該有多

好啊！因為我實在

不想跟大家分開，

我還要感謝我的老師，不但上課認

真，而且人又好，這種好老師該去

哪裡找才好呢？同學、老師，謝謝

你們陪我走到這一刻。 

(6)天穎：我就快要畢業了，首先要

感謝的是這些年來教

過我的老師們，謝謝

您們指引我如何唸

書，在我有課業難題

時，給予我鼓勵和教

導；再來要感謝我的同學們，和我

一起學習、一起度過了歡笑和難過

的時刻，在這段時光我覺得非常快

樂，也希望我們大家有緣再見！ 

(7) 竑睿：相逢六載太匆匆，校內

繁花幾度紅，後誼長存魂夢裡，深

恩永誌我心中。老師們就像一根根

燭光，六年來

總是努力燃燒

自己，照亮我

們，教導我

們。對於老師教導的恩情永遠在我

心中。  

 (8) 宗翰：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六年一轉眼的過去了。畢業不是結

束，而是一個全新生活的開始。相

信未來的路上，

我們會再相遇。

感謝老師及同學

的陪伴與敎導，

珍重再見！ 



(9) 宇傑： 謝謝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教我數學國語，謝

謝你在上課的時候

教我數習怎麼寫，

還有在教我國字，

謝謝你在這兩年的

照顧我，我在學校很開心，謝謝

你，我畢業以後會回來找你的，感

恩老師。 

(10) 宥成：立刻就要離開大成國小

了。雖然我是四年

級轉來的,才短短三

年，但是，我已經

深深融入了這個溫

暖的大家庭裡。在

小學畢業的時刻，

我想輕輕說聲：＂老師、同學們，

我愛你們！＂我十分慶幸我有一個

好老師，您教會了我們做人，教會

了我們學習，還教會了我們生活⋯⋯

我感謝我的老師，是您把我從無知

的兒童領入知識的海洋，使我成為

懂事的少年，是您帶領著我一步步

走向成功，嚐到成功的喜悅。在此

我衷心地向老師說聲：＂多謝您，

老師辛苦了！ 

(11) 裕盛：歲月如梭，國小的六年

非常快的過去

了，想當年我還

是一個什麼都不

懂的一年級生，

而現在我已經是

個能夠解決問題的六年級生，本以

為畢業這件事情是救我脫離苦海，

沒想到這件事要讓我跟認識了兩

年、三年甚至六年的好友離別，所

以希望我們有緣在有生之年相遇。 

(12) 彥銨：一轉眼我竟然就要畢業

了，我在學校的六年我最喜歡的東

西是遊樂設施哪

裡可以把一切的

煩惱都忘掉和秘

密花園可以聽到

小鳥吱吱叫非常

的舒服，感謝我

最親愛的老師，再見了我最喜歡的

同學，謝謝照顧我 6 年的學校，大

家珍重再見。 



(13) 時彥：大家

好，我叫楊時彥，

我五年級的時候才

轉到大成國小。我

第一天的時候還走

錯教室，還好有老

師的幫忙才到了十班。在十班，我

覺得很快樂，才一節下課就認識了

許多好朋友，我要感謝老師這兩年

的陪伴與教導，還要感謝同學下課

都會陪我玩！祝大家身體健康，以

後有緣再見                  

(28) 碩恩：一

轉眼就快要畢

業了，從一到

六年級我都遇

見了非常好的老師和同學，就算可

以讓我重新選一間小學我還是只會

選擇大成國小，因為那裡帶給我許

多美好的回憶，可是現在就快要跟

大家說再見了讓我感到非常依依不

捨，但大家還是會離

開，所以我想對照顧

過我的老師和幫過我

的同學說聲謝謝，我

絕對不會忘記你們。 

 (14) 羽杉：隨著時間一點一點的

流逝，跟著暑假到來，我們要畢業

了，在這六年裡，有時笑著，有時

哭了，有時緊張，像極了人生的酸

甜苦辣鹹，現在要上國中了，難免

會有些不捨，這是我待在最後一年

了，希望可以和同學共度剩下的時

光，可能到了以後，法像現在這樣

就沒辦，一起一起鬧、一起哭，一

起玩、瘋，所以要好好把握現在，

最重要是，我要感謝我的老師、我

的同學，感謝你們在我的回憶裡留

下了美好的痕跡。 

(15) 郁如：鳳凰木紅了,該是離別的

時候，在這六年來，我認識了很多

老師、朋友。你們帶給我的友情、

歡笑,我會記得這六年來的回憶，感

謝老師的陪

伴，還有同

學的陪伴希

望有天我們

能還在相



見。 

(16)伊汎：

我在這裏待

了六年，即

將要畢業

了，將和我

所認識、熟悉的同學們分開，我很

感謝教導過我的老師們，感謝他們

對我的細心指導，在學校裡和大家

一起做了許多傻事，而這些美好的

回憶，我將永遠不會忘記。    

(18) 筱敏：光陰似

箭，歲月如梭，等

到了鳳凰花開的季

節，似乎告訴著我

們就要離開和我們

一起生活六年來的母校，雖然不

捨，只不過這些都是人生的過程，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我們會永遠

記得這些回憶，謝謝每位同學，老

師的陪伴，希望有一天我們還能再

相見。 

(19)詩涵：感謝你們這幾年的陪

伴，雖然我們很常吵架，但我們一

直都很好。

畢業旅行那

三天很謝謝

你們陪我

瘋…陪我鬧

讓我在畢業前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

剩沒幾個月就要畢業了，剩沒幾個

月在一起相處的時間，畢業那天我

們大家要一起在拍一次照片，一起

出去玩一起吃東西，這些都是珍貴

的回憶，上了國中雖然沒辦法常聚

在一起，但我們可以在一起聯絡上

國中要一起加油喔!以後學弟妹運動

會我們還要在回來看老師和找學弟

妹!祝大家畢業快樂!  

  

(20)詩晴：在這個充滿歡聲笑語的

學校裡，我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

現在，我就要步入國中的大門，學

習更多豐

富的知識

了。老

師，我永

遠都不會



忘記您那和藹的笑容、親切的話

語；同學們，屬於我們的那些珍貴

回憶，我會把它藏在心裡深處，永

遠都不會忘記。再見了老師、同

學，我會一直想念你們的！ 

(21)歆喬：還記得剛踏進班級時，

我們互不認識，現在我們卻成為了

互相

不捨

的同

學即

使我

們之後可能不會再見面，但是當你

想起了當初跟你一起瘋，一起笑，

一起哭過的同學時，就拿起你的畢

業冊好好看看以前的你是多麼的好

笑，祝各位畢業生之後一帆風順。   

(22)芸臻：時光

匆匆,想當初剛

踏進這個陌生的

教室, 我們都相

互不認識,現在

卻變成一群捨不

得畢業的小伙

子,一切都是緣分把我們分配到同一

個班級,所以！祝各位畢業生鵬程萬

里,一帆風順！我們...江湖再見！  

(23)鈺橙：我要感謝班導，謝謝老

師教我們國語和數學，只要有什麼

不會的題目老師都會教我們。也要

謝謝同學，在下課時間的陪伴，如

果有什麼東西沒帶到都可以向他們

借，我不會

忘記你們

的，大家珍

重。 

(24)雨欣：

今年的我就要畢業了，還記得一

年級的我是個幾乎什麼都不懂的

人，可是現在的我懂得一些道

理，我原本以為畢業是一件快樂

的事，可是現在我後悔了，應該

是因為在小學待

了六年所以才會

後悔吧！在這六

年裡我學到了很

多事，讓我知道

該如何解決問



題，就算畢業了我還是會回來看

老師的。  

(25)潼忻：總覺得昨天才剛進小學

還是個新生，今天卻在為畢業做準

備了！ 

明明還懞

懞懂懂的

我，卻要

告別小學生活、告別好友、老師；

雖然可能不會再見面，但心裡仍惦

記著，不想說再見卻

得分開了的各位。        

(26)嘉容：一轉眼就

要畢業了，心裡頓時

充滿開心與興奮，也

有不捨和悲傷。六年

的小學生涯就此畫下句點。畢業是

要更邁進社會一步，但國中的課業

繁重，壓力大，不過還是得堅持下

去。才能變得更成熟、更穩重。                        

(27)品沂：我要感謝我的老師，我

的同學和我的朋友，還有這間學

校，我在大成國小待了六年，在這

六年我認識了很多的老師和同學，

只是我已經六年級了，就快畢業

了，就要離開這間學校了，要進入

下一個階段了，也

就是國中，只是要

跟老師和朋友們分

開還是會傷心，但

是我還是很感謝他

們，我也會想念你

們大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