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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教職員合照
何統雄 詞  劉福群 曲

Alliance students, arise! 

宣道同學起來

We stand with one true mind 

大家立定心志，

to strive for knowledge to the full

努力學業，充實自己，

and Bible truth remind. 

聖經訓言常記。

It's time to get well grounded, 

當趁現在求學時，

on truth we learn in our youth, 

就要建立好根基，

proclaim the Gospel and 

將來為主宣揚真理，

bring blessings to all mankind.

謀人類福祉。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言九章十節

凡敬畏耶和華，遵行祂道的人，

便為有福。

詩篇128: 1

  本校的辦學團體及法團校董會十分支持學

校的發展，校董們經常出席學校的活動和慶

典，並提供寶貴的意見，推動學校持續發展。

校歌

校監訓勉

校訓

法團校董會

校   監 ： 羅俊虹先生

當 然 校 董 ： 楊潤玲校長

辦學團體校董 ： 黃少華先生  李志偉先生 
何杏嬋女士  胡玉蘭小姐 
葉盈生先生  蔡廖玉英女士

何健泉先生

家 長 校 董 ： 蕭永輝先生 陳靄欣女士 
教 員 校 董 ： 林燕如副校長 李耀華副校長
校 友 校 董 ： 梁泳澤先生

獨立人士校董 ： 麥嘉文先生

羅俊虹校監



楊潤玲校長

  又是蟬鳴荔熟，驪歌高唱的日子，心中充滿了離愁別緒。對於今屆畢業的同學而言，今年實

在是一個不一樣的畢業年。

  首先，我要恭喜今屆畢業的同學，你們真的長大了，快將離開小學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踏

入中學的大門。但今年的肺炎疫情，令你們在小學生涯的最後半個學年，充滿挑戰及難忘的經

歷。從積極的角度去想，「停課不停學」確實可以讓大家實踐自主學習的策略及掌握網上學習的

能力，而這些學習策略和能力深信可以令你們終身受用。

  2019年12月27日，教育局公布宣道會陳元喜小學獲分配沙田美林邨前崇蘭中學的校舍。即是

說學校可以獲分配「重置校舍」，這實在是一個喜訊。但對於大家來說，你們沒有機會享受新校

舍的設備和設施，可能是一個遺憾。但願他日你們可以用校友的身份見證母校的發展及成就。

  對於我來說，今年是我服務陳元喜小學的最後一年。而大家正好是最後一屆的畢業同學，我

可以見證你們的成長，或者與你們一同帶着祝福離開陳元喜小學的校園。還記得36年前，我還是

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子，懷着滿腔熱誠，肩負教育使命，要服侍「元喜小孩」。不經不覺，昔日的

「元喜小孩」，今日已經變成「元喜精英」。分散在不同的角落，服務人群，貢獻香港。作為你

們的師長，我實在以你們為榮。

  如今，我要和大家一起告別陳元喜這個校園，縱然心中有千萬個不捨得。但仍然會送上摯誠

的祝福：祝願畢業的同學前程萬里！主恩滿溢！上帝的恩典常與你們同在！祝願學校校務蒸蒸日

上，再創高峰！上帝的恩領常與陳元喜小學同在！

不一樣的畢業
校長的叮嚀



心聲字典6A 感謝篇

6C 感謝篇

6B 感謝篇

岑日朗
多謝老師六年來的支持。

吳景宇
感謝老師的教導和呵護。

文爾迦
感謝張老師教我們數學和宗教。

駱亭欣
感謝各位同學和老師這兩年的陪伴。

戚桐敏
感謝同學們陪伴我渡過這兩年。

羅芷菲
感謝Miss Tse教導我們。

黃鎵鋮
感謝各位老師春風化雨的教導。

陳志煥
感謝Miss Tse三年的教導。

陳雅諾
謝謝Miss Tse教導我們。

賴沛斯
謝謝Miss Tse和各位老師的教導。

林晞正
感謝各位教過我的老師的教導。

李卓善
感謝老師的悉心教導。

袁匡鉦
感謝父母經常協助我。

陳卓諾
感謝各位老師的教導。

陳祉焯
感謝各位老師的教導。

鍾昕琳
感謝Miss Tse的教導。

許信行
感謝Miss Tse的悉心教導、關愛。

鄭馨兒
我感謝張老師每天為我們處理各樣繁雜的事務。

黃悅禧
感謝張老師和Miss Tung的悉心教導。

彭睿熙
感謝老師和同學六年來和我們相處。

劉恒希
我十分感謝各位老師的教導，希望有緣再見！

黎寶琳
感謝同學們多年來的關懷和照顧。

文韻茵
感謝老師和同學的照顧。

彭梓鏵
感謝張老師的悉心教導。

莊祉霖
我感謝張老師教導我。

蕭柏宇
感謝所有老師的教導。

李曉彤
感謝區栩澄和朋友們多年來的陪伴和老師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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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感謝篇

李慧鈺
感謝同學一起陪伴我和關心我，感謝老師一直不放棄我們，努力地教導我們。

謝鎮徽
我感謝老師的教導。

符若媛
多謝各位老師在這兩年教導我們。

陳慧愷
多謝老師一直以來的教導。

曾議樂
我感謝老師們一直以來的教導。

朱倬伶
我感謝學校給我們一個難忘的畢業營。

林廷軒
我感謝老師的教導，我們會把所學到的知識教導其他人。

劉智軒
我非常感謝老師的教導，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蔡卓瑩
感謝老師一直以來悉心教導我。

梁洛珩
感謝老師們六年來一直關心我們。

蔡駿謙
感謝老師的教導。

黃慧珊
多謝老師一直的教導。

簡樂霖
我感謝老師們六年來的教導。

周  雋
我感謝老師的教導。

鄭紹光
感謝老師的教導。

關靜怡
多謝老師在這六年的教導。

彭晞瑜
多謝老師的教導。

張瑩瑩
多謝老師一直以來的教導。

呂希彥
我非常感謝陳恉信老師用心地指導及教導我。

6A 欣賞篇

方仲言
我畢業了！感謝同學和老師的陪伴！

劉承軒
張老師，感謝你一直耐心地教導！祝青春常駐！

邱證瑭
我欣賞張老師耐心的教導。

黃侃餘
十分感謝Miss Tung的教導。

符傳弘
感謝同學一直陪伴我跨過難關和玩樂。

陳浩揚
感謝各位老師春風化雨的教導！

黎子茵
我十分欣賞黃悅禧的包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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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欣賞篇 張珈瑜
謝謝各位老師的耐心教導。

宋鎧朗
多謝Miss Tse和其他老師的教導。

楊凱婷
我欣賞大家經常互相鼓勵。

梁思源
我欣賞我的同學—一起學習、一起同甘共苦。

余俊輝
感謝同學多年的陪伴！

關天佑
我十分欣賞我的朋友們經常都關心我。

王子元
多謝老師的教導和同學的陪伴。

盧森傑
感謝Miss Tse的教導。

黎雋杰
多謝各位老師的教導和欣賞各位同學的陪伴。

伍逸喬
多謝Miss Tse兩年的教導。

陳璟滔
多謝所有老師的教導。

劉兆峯
感恩一路有老師和同學的陪伴，才能成就今天。

6C 欣賞篇 張樂怡
我欣賞6C班同學的幽默。

梁洛涓
我欣賞6C班同學一直能互相幫助。

6D 欣賞篇

梁睿哲
欣賞每一位同學都在班上盡力而為。

梁恩泰
欣賞6D全部同學的常識卷合格。

許麗茵
我很欣賞老師們用心教導我們。

黃慧珊
欣賞同學在考試時的努力。

勞芍翹
我很欣賞大家在呈分試期間的努力。

張瑩瑩
我非常欣賞所有老師用心教導我們。

周  雋
欣賞梁睿哲十分慷慨。

徐子媛
我十分欣賞同學在我不開心時安慰我。

盧卓燊
感謝老師們教導我。

呂本田
很感謝張老師、Miss Tung、陳芳玲老師一直以來悉心的教導，我永遠銘記於心！

周嘉晴
感謝同學一直以來的陪伴！

陳曉澄
感謝老師們的悉心栽培。

李晴真
我非常欣賞鄭馨兒，因為她時常陪伴和鼓勵我。

畢業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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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麗茵
我很欣賞老師們用心教導我們。

蘇美悅
我十分之欣賞老師們很用功地教導我們。

周芷妍
我十分欣賞劉智軒和美悅十分用心教我做功課。

6A 祝福篇
李夢霖
我祝福所有同學能夠適應中學的新環境，有充實的中學生活。

林城煜
我祝福各位同學能進入一所好中學！

何欣桐
我祝福所有同學，老師有幸福的未來。

蘇嘉銚
我祝學校將來會很好校風，成名校。

區栩澄
感謝老師和同學六年的陪伴。

陳恩澤
我祝福母校有美好的將來。

呂雨晴
我祝福各位升中後有愉快的生活。

張珈瑞
我祝福所有同學可以進理想的中學。

練瑪麗
我祝福Mr. Law找到女朋友。

6B 祝福篇
賴盈盈
我祝福各位同學升上心儀的學校。

陳寶緹
我祝福各位同學可以升上心儀的中學。

周銳淇
祝大家能升上心儀的中學。

余嘉怡
我祝福各位同學有個美好的人生。

郭曉昕
祝各位同學可升上心儀的中學。

嚴凱婷
我祝福大家可以升上喜歡的中學。

陳穎恩
希望所有同學升上中學後很快認識新朋友。

鄭可悠
希望大家前程無量，並不要忘記小學這段寶貴的回憶，我們有緣再見。

歐亮言
希望大家入到心儀中學，有個美好的小學回憶。

馬凱婷
希望所有6B班的同學都可以入到心儀的中學。

曾恬慈
我祝福各位同學升上心儀的中學。

楊浩彬
我祝福自己畢業後永遠快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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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祝福篇

6D 祝福篇

蕭  潁
祝願各位同學入讀到心儀的中學。

薛芷欣
祝各位同學在心儀學校中生活得開開心心。

陳子豪
我祝福6C班同學每天都快樂。

陳培德
祝6C同學和老師生活愉快。

李梓樂
祝Mr Law生活愉快。

成  朗
祝福羅Sir年年生日都可以和
我們一起渡過。

葉芷蘊
希望各位同學都入到自己鍾意的學校，無論遇到甚麼困

難，都不要放棄自己，每個人的優點都可以發揮得到。

李秋琳
希望6C班同學們可以升到一所理想的中學，並繼續追尋
自己的夢想，永不放棄，向自己的目標進發。

陳鈺俊
我祝6C班同學和老師每日都
開開心心。

黃溢豐
我祝福大家在中學開心地生活讀書。

歐曉琳
祝各位同學可以升上一所心儀的中學，並生活得開開心心。

朱嘉烺
我祝福梁睿哲能入鄭榮之中學。

吳景軒
祝陳恉信老師工作順利。

呂旻軒
我祝福簡樂霖能入林大輝中學。

林卓菲
感謝老師多年來的悉心培養，令我們發揚光大！

高曦怡
我祝福各位同學能進到心儀的中學！

鄭雪婷
感謝老師六年來的教導，祝各位老師工作順利！

蘇美悅
我祝福各位同學能入自己喜歡的學校。

李維恩
祝大家畢業愉快。

吳旻軒
祝景軒可以入林大輝中學。

周芷妍
祝各位老師工作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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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師頌
吳景宇：	感謝你教我數學知識和教導我們要守規矩。

莊祉霖：	謝謝你在我不明白的地方時，你會教導我。

李夢霖：	謝謝張老師的幽默，您經常在課堂上為我們
帶來歡樂，讓我們在學習中帶來一些樂趣。

區栩澄：	感謝您一路以來的教導，加減乘除，算不盡
您作出的奉獻！

葉芷蘊： 多謝你一直都沒有放棄過我，也一直
鼓勵我。

張樂怡： 多謝你經常鼓勵和送禮物給我。

梁皓舜： 多謝你教導我人生大道理。

陳子豪： 多謝你一直包容我的字體。

周	 雋／彭晞瑜：	多謝Mr. Chan 用課堂及課餘的時間跟我們溫
默書，令我們默書成績有進步。

高曦怡： 謝謝您用心教導我們，為我們準備各種不同的遊戲。在
停課期間也會打電話來問候和了解我們做功課的進度。

呂旻軒： 感謝您耐心的教導和關心。快要畢業了，我真的捨不得
您。可能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學生，但您卻是我最尊敬的

老師。

蘇美悅： 多謝Mr. Chan 教我做功課。在停課期間仍然經常關心我
們，與我們談天及玩狼人殺。

李卓善： 感謝謝老師的教導與關懷，謝老師總是用心
地準備課堂，令課堂變得有趣，令學習英文

變得有趣。謝老師還經常教我們要在適當的

時候要做適當的事，不要在不適當的時候做

不適當的事。

袁匡鉦： 我很感謝Miss Tse，我以前的英文非常差，經
常錯一些不應該錯的地方，但她不但沒有放

棄我，而且協助我改善英文，我很感謝她。

楊浩彬	： 謝老師已經教了我三年了，她十分關心我
們，就算在疫情之中她也不忘寫信來關心我

們。當同學偶然欠交功課她都會寬容一下，

也令我們在上課時十分輕鬆。

陳穎恩： 多謝Miss Tse 支持我的夢想， 在我做錯事的
時候提醒我， 又常常和我談天。

6A	符傳弘：	在我還未升上小學時，派位派到不是很好
的小學。我爸爸就跟我到處叩門，見完所

有想叩門的學校後，幸好你收了我，不然

我就要到荃灣或港島上學去。所以我非常

感謝你。

6A	彭睿熙：	謝謝你，從小二陪伴到我們畢業。

6A	陳曉澄：	感謝楊校長為我們舉辦不同的活動。

6B	王子元：	我很感謝校長在這段時間教導了我們很多
不同的人生道理和經常分享自己的人生經

驗給我們。

6B	鍾昕琳：	我想感謝楊校長教導我要尊重別人和解決
問題。還記得在兩年前的韓國資訊科技體

驗之旅，楊校長幫我和姐姐拍了很多張美

麗的照片，到現在還留著呢！

6B	伍逸喬：	感謝楊校長可以給機會我們入讀宣道會陳
元喜小學，她有時也會溫柔地提醒我們。

6D	林卓菲：	感謝您這六年來一直孜孜不倦地帶領著學
校，引領著我們渡過重重的難關。

6D	梁恩泰：	多謝校長在校長約會時所送給我的禮物。

6D	吳景軒：	多謝楊校長為學校付出的一切。知道您今
年榮休，希望您身體健康。

6A 班主任  數學老師  張嘉慧老師

6C 班主任  英文老師  羅彥暐老師
6D 班主任  英文老師  陳恉信老師

6B 班主任  英文老師  謝麗君老師

楊潤玲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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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副班主任  英文老師  董  姝老師

6A 常識II 老師  譚穎霞老師

6A 羅彥暐老師

6A 陳恉信老師 6A 曾婉君老師

6A 謝麗君老師

6A 茹麗娟老師

6A 鄭漢傑老師

6A 中文老師  陳芳玲老師

6A 常識I 老師  葉美珊老師

呂本田：	謝謝她無微不至地教導我。

林城煜：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to be patient

符傳弘：	感謝你用心地教導我。雖然有時很嚴肅，但有
時又很風趣幽默。

張珈瑞：	感謝你令我的英文層次提升了。

黎寶琳： 感謝您教了我兩年常識和數學，提醒了我要專
心完成功課。

何欣桐： 謝謝你利用下課後時間幫我背課文總結。

黎子茵： 謝謝你在這四年教導我數學和常識。

蘇嘉銚： 多謝你這六年來無微不至地照顧我。

練瑪麗： 陳老師主要是教學生們中文科目，生動
有趣的講課內容，深深地吸引了同學們

的眼光，她還教我們理解中文詞語的意

思，然後靈活地運用那些詞語，而不是

死記硬背，教學的內容也是簡單易懂，

不會太難理解。

盧卓燊： 感謝您栽培我。

邱證瑭： 謝謝你不耐煩地教導我們。

文韻茵： 感謝妳讓我的成績有進步。

黎寶琳： 感謝您在小息的時候也會耐心地去回答
我們的問題。

周嘉晴： 謝謝你在課堂帶給我們歡笑。

黃侃余： 謝謝您對我的關懷，記得有一次我默書時的分
數比較低，您關心我是否有什麼問題。十分感

謝您。

方仲言： 他舉辦生日會，我和朋友們也玩得十分開心。

陳浩揚： 多謝你在三年級的悉心和耐心教導。

方仲言： 您鼓勵我一起學習，在考試前，還提醒我努力
溫習！	

李晴真： 我非常感謝Mr.Chan在三年級時的教導，您樂
觀的性格感染了當時內向的我，令您勇敢地發

揮自己的長處，您也令到我非常熱愛英文，你

真是一位很成功的老師呢！

蕭柏宇： 謝謝你這六年來的栽培。

文爾迦： Miss Tse 是我最喜歡的老師，她用不同
的方法去教導英文，令課堂不沉悶，我

很喜歡上她的課堂。

呂雨晴： 感謝你在我剛剛加入這所學校時， 給
予我很大的支持和體諒。

彭梓鏵： 感謝您的悉心照顧。

李曉彤： 謝謝你對我的悉心教導。

畢業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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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副班主任  常識II 老師  林民平老師

6B 數學老師  蘇志偉老師

6B 中文老師  曾婉君老師

6B 常識I 老師  馮智鵬助理校長

楊凱婷： 林Sir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教導及照顧，每當我
做錯事的時候，您都會耐心地教導我，並幫助

我，祝您生活愉快！

馬凱婷： 我認為林Sir是一個風趣幽默的老師，他常常會
使用一些有趣的方式教導我們知識，在小息時

也會和我們一起談天。

郭曉昕： 林Sir，謝謝您的教導！對不起，我在常識課不
夠專心及和同學談天。我希望可以在中一時回

來探望您，和您談天。

黃鎵鋮： 謝謝林Sir經常在常識二的課堂上以有趣的形式
授課並且和我們做實驗。

宋鎧朗： 謝謝您當了我4年的數學老師，我很難得有您這
位好老師，您也提升了我的數學技巧。

黎雋杰： 我很感謝蘇Sir教導我們數學，也感謝您除了時
常教導我們課本上的數學知識之外，還教導我

們一些課本上沒有的知識。

林晞正： 多謝蘇Sir在數學隊和數學課上的教學，令我學
到更多解決數學的辦法，同時增進我的興趣。

陳寶緹：感謝蘇Sir每天用心解釋我們不明白的數學難
題，讓我們學會更多的數學知識，謝謝您。

賴盈盈： 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教導，您經常用心教導
我們，體諒我們，鼓勵我們。即使我們有

時頑皮，但是您總是原諒和包容我們。

賴沛斯： 感謝曾老師在五、六年級教導我們許多中
文知識。當我們做得好時，曾老師會獎勵

和讚賞我們。當有默書考試時，也會與我

們一起溫習。

陳雅諾： 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教導！雖然以前我覺得
作文有點麻煩，但是現在想起來真的是挺

有用的！

曾恬慈： 多謝曾老師教導，我會繼續努力溫習中
文，令我的中文成績更上一層樓。

羅芷菲： 感謝馮Sir悉心教導我， 令我在文化和歷
史方面進步了很多。

嚴凱婷：謝謝馮Sir的教導，讓我明白更多歷史知
識，我會更加努力去學習。

關天佑： 您對課堂的準備十分充足，令我們能夠
更有效地吸取知識。

陳志煥：感謝馮Sir在這兩年對我的教導，令我歷史
知識有所增長。

彭睿熙： 當我犯錯時，你會教導我。

岑日朗： 謝謝你給我機會，讓我發揮才能。

鄭馨兒：	感謝馮老師除了教授課本上的知識，還會和我們分享不同的
課外知識，並且常常教導我們一些道理，例如「有借有還上

等人」、「三人行必有我師」等。

彭梓鏵：	 感謝您燃點了我對音樂的熱誠。

6A 梁美玲主任

6A 馮感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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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羅彥暐老師
6B 潘詠俊老師

許信行：	十分謝謝Mr Law 在二至六年級時的教導，這段
時間我學會了十分多東西，謝謝您！

余俊輝： 我想感謝潘sir，感謝您給了我一個機會
去學踢足毽。沒有您，我也不會有今天

的成就。

6C 副班主任  常識I 老師  葉美珊老師

6D 副班主任  中文及常識I 老師  馮智鵬助理校長

6C 常識II 老師  林民平老師

6C 英文老師（小組）  葉明慧老師

6C 中文老師  鍾詠嫻老師

6C 數學老師  郭嘉欣主任

符若媛： 多謝你一直教導我們，常常和我們一起寫筆記，經常為我
們帶來歡笑。 

何心言： 感謝你一直用不同方法教導我們，讓我們喜歡學習。

梁洛涓： 感謝你常常以輕鬆的手法來教導我們。

李慧鈺： 感謝你一直用不同方法教導我們，又和我們一起寫筆記。

陳雅悠： 我很想感謝馮Sir教我中文及常識科。您教導我許多道理，成為
我其中一個生命導師。

關靜怡： 馮Sir外表看來嚴肅，但我接觸您時，發現您非常風趣幽默，
處事公正，教導方法也很有趣味。您經常用不同的例子教導我

們，使我們容易了解。

梁睿哲： 我很高興能成為您的學生，您為人非常友善，平易近人。您教導
方式十分清晰，令我很容易明白。馮智鵬助理校長，多謝您。

呂希彥： 多謝馮Sir教我中文及常識科，令我對這兩科的信心增加。

曾議樂： 多謝你一直以來的教導。

歐曉琳： 感謝你耐心教導我們常識。

黃溢豐： 感謝你一直很溫柔地教導我們。

林廷軒：  感謝你耐心教導我們英文。

薛芷欣： 多謝你一直教導我們，你沒有
因我們的成績差而放棄我們。

戚桐敏： 感謝你一直花時間指引我們的
未來。

朱倬伶： 感謝你教導我很多知識。

王梓潼： 雖然我們經常令你生氣，但你
還是繼續用心教導我。

謝鎮徽： 多謝你沒有放棄我。 

陳慧愷： 多謝你令我喜歡上數學課。

梁天豫： 多謝你令我成績有進步。

李秋琳： 多謝你耐心教導，讓我學會更多知識。

6D 數學老師  葉肇映老師

蔡卓瑩： 謝謝您一直鼓勵我，令我對數
學科有信心。

朱嘉烺： 謝謝您在課堂中對我的著緊及
鼓勵，令我漸漸愛上數學科。

梁洛珩： 當我常常不會做功課和在課堂
上聽不懂的時候，多謝您常常

重新教導和安慰我。

梁恩泰： 多謝您從我五年級開始用心地
想一些有趣的方法來教我不同

的數學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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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梁佩思主任

6D 王欣欣老師

6D 茹麗娟老師

6D 丘小梅老師

6D 林樂山老師

6D 林民平老師

6D 陳秀珍主任

周	 雋： 多謝您耐心地教導我們。

蔡駿謙： 多謝您教導我宗教科，是您讓我認識上帝。

呂旻軒： 感謝您用心地教導我聖經，使我在聖經考試
獲得好成績。謝謝您送給我的禮物。

鄭雪婷：	感謝您的教導。您會指導我錯的地
方，令我從錯誤中學習。

吳旻軒：	多謝您教我音樂，令我知道音樂有不
同的變化。

徐子媛：	多謝您！您會用心地教導我們唱歌和
吹笛。

朱嘉烺：	感謝您在我
小一及小三

時循循善誘

的教導，以

及對我的關

心和照顧，

您是我最尊

敬的老師。

陳雅悠：	多謝您教導我普通話，令我學懂多一個語言，也
令我對普通話認識更深。

蘇美悅：	多謝丘老師用心地教我普通話科。

黃慧珊：	丘老師，謝謝您令我認識更多普通話的知識。

張瑩瑩：	多謝林老師很用心地教我們體育科。

勞芍翹：	您令我對運動的興趣大大提升，多謝您。

彭晞瑜：	多謝您教我們體育科。

關靜怡：	林Sir曾教導我不同科目。您的教導令我有深刻的
印象。當我們遇到問題時，您會按步就班地教導

我們。您今年又教我資訊科技科。您的教導方法

依然令我非常讚賞。

蔡卓瑩：	多謝陳主任一直悉心教導我們。雖然您離職了，但我們都會掛念著您。

簡樂霖：	謝謝您的教導，使我的中文科和字體有所進步。

劉智軒：	在這六年裡我最想感謝的老師是陳秀珍主任。雖然您已經離職，可是您很
熱心地教我們。還記得您離職的那天，我們全班都很失落，大部份同學都

在哭。

李維恩：	感謝您教我努力和人生要向前望不要後退。您不惜一切想我學習，謝謝您
陳秀珍主任。

6D 常識II 及視藝老師  黃家耀老師
6D 英文（小組）老師  葉明慧老師

鄭紹光： 感謝您教導我常識及視藝。

林卓菲： 謝謝您一直不辭勞苦地栽培我，令我在視覺藝術
方面有傑出的表現。

勞芍翹： 多謝黃Sir教我視藝，令我認識更多畫畫的種類。

吳旻軒： 多謝您教我視藝，令我在畫畫方便有進步。

鄭雪婷： 多謝您教導了我很多不同的知識。當我
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時，您也會很細心地

向我講解。

蔡駿謙： 多謝您教導我不同的英文生字。在我不
專心時您也會經常提醒我。

吳景軒： 多謝Miss Yip一直以來教導我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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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flies like an arrow. Six years have passed and I am going 

to graduate. I am so sad to leave my teachers, classmates and 

most importantly, my dear school, the place where I grow up. It 

is the place where I have had the most memorable experiences.

I had many embarrassing experiences when I was in Primary 

one. Once I accidentally put my entire foot into the toilet. I was 

also told off by my teacher because I ate snacks during a 

lesson. I was laughed at by my friends because they saw my 

red under-pants. It was a hard time for me! Luckily, I met Mr. 

Chan when I was studying Primary three. He was my English 

teacher. Mr. Chan inspired me to look at things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my life started to change. Things began going 

smoothly for me. He also inspired me to love English. I am really 

thankful towards him for that. 

Additionally,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the teachers. 

You have taught me so many valuable lessons. You have taken 

good care of me for six years. You love me like my parents. I 

am thankful to be your student.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me, 

forgiving my wrongdoings, and loving me. You helped me to 

find my talents and provided chances to me to flourish. Thank 

you so much, my dear teachers!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my friends who have stayed with me 

whenever I am sad and hopeless. They also cheer me up when 

I am feeling down. I feel so lucky to be able to have friends like 

them! Although we are going to graduate, our friendship will 

never end! Time does not water down the wine of our friendship!

I love my primary school. I will never forget what I have learnt in 

this school. Every single moment I have spent here will always 

be on my mind! Now we are all going to study in a secondary 

school and step into the unknown with a joyful and positive 

heart. I wish everybody good luck! 

My Primary School Life
6A Lee Ching Chun Jade 

It has been nearly six years since I first stepped into Christian 

Alliance HC Chan Primary School. Time really flies when you 

are having fun.

When I first got into CAHCC, I was very nervous because I was 

a bit shy when I was little. Then I made lots of friends and they 

help me through my journey in primary school. I wouldn’t be 

who I am without them.

In my time here in CAHCC, many teachers taught me important 

things. They encourage me to pursue my dreams, to be nice 

and to work hard.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eachers for never 

giving up on us, for your infinite patience, for working so 

hard and grading papers at night as well as discovering our 

potentials.

I have learnt a lot in these six years. I learnt how to control my 

emotions. I learnt that knowledge is power and other qualities 

like kindness, compassion and honesty are also important.

I will never forget our Primary 5 and 6 camps. They were great 

experience for me. I knew more about my friends and teachers 

and learnt how to manage my money.  We all had a wonderful 

time in the camps. 

I’ m going to graduate very soon and to be honest, I don’ t really 

know how I feel. On the one hand, I am excited to start a new 

journey, make new friends and learn new things. On the other 

hand, I don’t want to leave my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and 

friends. I will always miss CAHCC.

My Primary School Life
6B Chan Wing Yan 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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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flies. My primary school life will end in a few months. I 

can’ t bear to leave. I will miss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very much.

When I was in Primary one, I was an ignorant kid and I was 

unfamiliar with everything at school. Luckily, I met my best 

friend in the class. We were in the same class. When I had 

any problems, she always helped me. She always played with 

me too. Now, we make a lot of new friends but she is still my 

best friend. We still help each other a lot.

Also, I really want to thank all my teachers. They are gentle, 

caring and understanding. I want to thank my class teacher 

Mr Law. He has taught me for four years. He always supports 

me and helps me. Sometimes when I experience frustrations, 

he encourages me and asks me not to give up and keep 

fighting. He is funny. You will not feel bored in his class. (Well, 

sometimes he is as fierce as a tiger.) I also want to thank my 

Maths teacher Miss Kwok. She is patient and caring. She tells 

me that Maths is interesting. The way she teaches is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She knows what your weaknesses in 

Maths are, then she teaches you effectively. She is really an 

awesome teacher.

Five months later, I will graduate from my primary school. I will 

start my secondary school life soon. Everything will change. 

I will meet some new friends and new teachers. Even I 

leave my primary school, I will never forget my teachers and 

friends here. When my secondary school life starts, I will miss 

CAHCC.

My Primary School Life
6C Yoyo Ye Tsz Wan

Time flies, my six-year primary school life will come to an end 

very soon. I will not forget the ups and downs I had in the past 

six years in this school.

I still remembered when I was in Primary 1, I was as shy as 

a mimosa because I was scared of talking to others. I did not 

have friends at that time. However, one day when I was sitting 

in the school bus, a girl called Chloe talked to me and asked ‘Hey, 

what is your name? I’ m Chloe, let’s be friend!’ Since then, we 

became good friends and faced many challenges together.

I met a lot of teachers in CAHCC. Some are nice and funny 

while some are earnest and strict. I especially want to express 

my thanks to my class teacher Mr. Chan for teaching us these 

two years. Although our class is not very brilliant and self-

disciplined, he will not give up teaching us. He is like our father 

and always teaches us to become better. Of course, I also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the teachers who have taught me before.

During these six years, there are lots of things happened. I will 

not forget the unforgettable Primary 5 Life Camp and Primary 

6 Graduation Camp. In these two camps, I made new friends, 

tried new things and knew more about myself. I had a lot of 

joyful moments. However, happy time always goes so fast. I 

really wish the camps would last longer.

I treat my school as a family and a place that is full of love and 

joy. Although I sometimes have conflicts with my classmates, I 

learnt to listen to and respect others’ ideas. Also, I learnt to care 

for others as our teachers always taught us to.

I will leave this school very soon as I am putting a full stop in 

my primary school life. Honestly, I really don’t want to. This 

school is like a shelter for me. However, it is a time for me to 

fly out the nest, explore the new journey and to learn more 

knowledge from a new side of the world. I will surely miss my 

teachers, classmates and friends.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encouragement they have given to me. I hope we can keep in 

touch in the future forever.

My Memorable Primary School Life
6D Lam Cheuk Fei / 6D Lee Ryan Nathan

13

畢業感言



6A

第四排 周嘉晴 莊祉霖 邱證瑭 李晴真 黎寶琳 李曉彤 彭睿熙 劉恒希

 蘇嘉銚 吳景宇

第三排 劉承軒 張珈瑞 黃侃余 呂雨晴 區栩澄 李夢霖 黎子茵 鄭馨兒

 文韻茵 蕭柏宇 陳浩揚 呂本田

第二排 馮感靈老師 黃悅禧 陳曉澄 文爾迦 何欣桐 練瑪麗 林城煜 岑日朗

 符傳弘 陳恩澤 彭梓鏵 盧卓燊 陳曉恩老師

第一排 葉美珊老師  甘浩然老師  馮智鵬助理校長 陳芳玲老師

 董 姝老師  張嘉慧老師  林燕如副校長 楊潤玲校長

 李耀華副校長 鄭少芳姑娘  Ms. Kirsty Ann BAIN 譚穎霞老師

 Ms. Shelley Oosthuizen Mr. Michael Duf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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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第四排 楊浩彬 陳志煥 林晞正 陳璟滔 黎雋杰 嚴凱婷 王子元 賴沛斯

 楊凱婷 郭曉昕 陳寶緹 

第三排 羅芷菲 歐亮言 伍逸喬 賴盈盈 鍾昕琳 馬凱婷 陳卓諾 張珈瑜

 盧森傑 劉兆峯 陳祉焯 關天佑 

第二排 袁匡鉦 梁思源 黃鎵鋮 余俊輝 宋鎧朗 許信行 陳穎恩 周銳淇

 李卓善 余嘉怡 陳雅諾 曾恬慈 鄭可悠

第一排 Mr. Michael Duffy 潘詠俊老師  蘇志偉老師  馮智鵬助理校長

 林民平老師  謝麗君老師  林燕如副校長 楊潤玲校長

 李耀華副校長 鄭少芳姑娘  曾婉君老師  丘小梅老師

 Ms. Kirsty Ann BAIN Ms. Shelley Oosthu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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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第四排 鄭漢傑老師 成 朗 林廷軒 謝梓曦 陳培德 蕭 潁 歐曉琳 薛芷欣

 陳慧愷 

第三排 黃溢豐 梁天豫 曾議樂 謝鎮徽 戚桐敏 李秋琳 李梓樂 陳子豪

 陳鈺俊 梁皓舜 鍾詠嫻老師

第二排 梁洛涓 謝天欣 朱倬伶 李慧鈺 葉芷蘊 駱亭欣 符若媛 韓 媫
 張樂怡 王梓潼 何心言  陳曉恩老師

第一排 葉明慧老師  郭嘉欣主任  林民平老師  蘇志偉老師

 馮智鵬助理校長 羅彥暐老師  林燕如副校長 楊潤玲校長

 李耀華副校長 鄭少芳姑娘  葉美珊老師  Ms. Kirsty Ann BAIN

 Ms. Shelley Oosthuizen Mr. Michael Duf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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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第四排 蔡駿謙 劉智軒 呂旻軒 鄭紹光 彭晞瑜 黃慧珊 勞芍翹 關靜怡

 高曦怡

第三排 梁洛珩 蔡卓瑩 張瑩瑩 徐子媛 許麗茵 蘇美悅 吳景軒 簡樂霖

 吳旻軒 梁恩泰

第二排 林樂山老師 陳雅悠 周芷妍 李維恩 周 雋 朱嘉烺 呂希彥 梁睿哲

 林卓菲 鄭雪婷 丘小梅老師  王欣欣老師

第一排 林民平老師  黃家耀老師  葉明慧老師  葉肇映老師

 馮智鵬助理校長 陳恉信老師  林燕如副校長 楊潤玲校長

 李耀華副校長 鄭少芳姑娘  梁佩思主任  Ms. Kirsty Ann BAIN

 Ms. Shelley Oosthuizen Mr. Michael Duf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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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過的日子

野外定向找答案

新年快樂 小六戶外學習日 小五運動會

到達營地了

享受歡樂時光

開飯了謝謝各位清潔大使
最期待的晚飯時間到了

學校也能吃到棉花糖呢
分組進行歷奇活動作個清潔好助手

6A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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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年聖誕聯歡會

一起走過的日子

6B

試後一起吃甜筒
最愛一起自拍留下美好回憶

活潑可愛的女孩

永遠的好兄弟

在鶴藪效野公園一起吃冰淇淋

和老師一起行山和欣賞美麗的
風景

一起為35周年音樂劇演出

畢業營的小組活動

畢業營一起吃晚飯 看！我們是不是很有型

上視藝課一起製作樹

23

一起走過的日子



一起走過的日子
6C

6C 疫情下的Zoom課堂
6C 畢業營

6C 聖誕聯歡會

5C 生日會：這是我們考試後的習慣

5C 慶中秋：有鍾老師親手造的月餅

6C 整壁報：勞動後有Pizza吃5C 食雪條：因為我們上課很投入

5C 麥記之聚：我們成績大躍進！ 5C 給兩年後的我寫信
5C Last Day大食會：找到
郭主任和鍾老師嗎？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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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過的日子

6D

SDU 一眾演員6D心事台難忘的畢業營

祝各位新年快樂，學業猛進
呈分試打氣大會

運動健將 聖誕聯歡暨生日會
第一次行山

慶祝全班英文默書合格

小五生活營

兄弟幫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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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2.	文爾迦	 3.	文韻茵	 4.	方仲言	 5.	呂本田

	 6.	呂雨晴	 7.	岑日朗	 8.	李晴真	 9.	李夢霖	 10.	李曉彤

	11.	周嘉晴	 12.	邱證瑭	 13.	區栩澄	 14.	張珈瑞	 15.	符傳弘

	16.	莊祉霖	 17.	陳恩澤	 18.	陳浩揚	 19.	陳曉澄	 20.	彭梓鏵

	21.	黃悅禧	 22.	彭睿熙	 23.	劉承軒	 24.	劉恒希	 25.	鄭馨兒

	26.	黎子茵	 27.	盧卓燊	 28.	蕭柏宇

1.	張嘉慧老師

童年舊照對對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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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1.	王子元	 2.	伍逸喬	 3.	余嘉怡	 4.	宋鎧朗	 5.	李卓善	 6.	周銳淇	 7.	林晞正	 8.	袁匡鉦

	 9.	馬凱婷	 10.	張珈瑜	 11.	梁思源	 12.	許信行	 13.	郭曉昕	 14.	陳志煥	 15.	陳卓諾	 16.	陳祉焯	

17.	陳雅諾	 18.	陳璟滔	 19.	陳穎恩	 20.	陳寶緹	 21.	曾恬慈	 22.	黃鎵鋮	 23.	楊浩彬	 24.	楊凱婷

	25.	劉兆峯	 26.	歐亮言	 27.	鄭可悠	 28.	黎雋杰	 29.	盧森傑	 30.	賴沛斯	 31.	賴盈盈	 32.	鍾昕琳

	33.	羅芷菲	 34.	關天佑	 35.	嚴凱婷

童年舊照對對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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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2.	王梓潼	 3.	成	 朗	 4.	朱倬伶	 5.	何心言

	 6.	李秋琳	 7.	李梓樂	 8.	李慧鈺	 9.	林廷軒	 10.	張樂怡

	11.	戚桐敏	 12.	梁天豫	 13.	梁洛涓	 14.	梁皓舜	 15.	符若媛

	16.	陳子豪	 17.	陳培德	 18.	陳培德	 19.	陳慧愷	 20.	曾議樂

	21.	黃溢豐	 22.	葉芷蘊	 23.	歐曉琳	 24.	蕭	 潁	 25.	駱亭欣

	26.	薛芷欣	 27.	謝天欣	 28.	謝梓曦	 29.	謝鎮徽	 30.韓	 媫	

1.	羅彥暐老師

童年舊照對對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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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2.	朱嘉烺	 3.	吳旻軒	 4.	吳景軒	 5.	呂旻軒

	 6.	呂希彥	 7.	李維恩	 8.	周芷妍	 9.	周	 雋	 10.	林卓菲

	11.	徐子媛	 12.	高曦怡	 13.	張瑩瑩	 14.	梁洛珩	 15.	梁恩泰

	16.	梁睿哲	 17.	許麗茵	 18.	陳雅悠	 19.	勞芍翹	 20.	彭晞瑜

	21.	黃慧珊	 22.	劉智軒	 23.	蔡卓瑩	 24.	蔡駿謙	 25.	鄭紹光

	26.	鄭雪婷	 27.	簡樂霖	 28.	關靜怡	 29.	蘇美悅

1.	陳恉信老師

童年舊照對對碰

29

童年舊照對對碰



6A
鄭馨兒
我的理想是做一位
能幫人的醫生。

劉恒希
做一名老師

練瑪麗
我的夢想是一名網絡
小說家

彭梓鏵
當ー位日式料理師

吳景宇
做廚師， 因為我喜歡吃美味的
食物， 而且還可以把我自己做
的食物分配給有需要人士

林城煜
成為一名數學和
物理學家

黃侃余
成為一位醫生盧卓燊

一名遊戲程式員
劉承軒
做一個科學家。

黎寶琳
我希望成為一位編劇，
帶歡樂給別人

夢想號

莊祉霖
我的夢想是成為警察，
幫助一些有困難的人。

黃悅禧
希望世界可以有和平和
沒有疾病。周嘉晴

做一位醫生,幫助
一些病人

區栩澄
我的夢想是做一位科學家，
做一個為社會有貢獻的人。

蕭柏宇
消防員

黎子茵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畫家

張珈瑞
我的夢想是做一名
出色的醫生。

陳浩揚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
專業醫生。

呂雨晴
演員

李晴真
成為作者，因為我希望可以憑著書本
來發掘香港人的想像力，並為他們在
䌓忙的生活中帶來一點樂趣！

文韻茵
成為漫畫家

呂本田
做一名發明家，為人民
解決難題 李夢霖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醫生

何欣桐
做一位老師

邱證瑭
做一個甜品師，
我會努力讀書。

文爾迦
做一位演員，把歡樂
帶給觀眾

李曉彤
我的夢想是成為設計師，
為人們製造廉價但有質感
的東西方仲言

我想當一位獸醫，
替動物治病。 陳恩澤

我的夢想是當一名科學家，
研發一些不治之症的解藥

蘇嘉銚
YouTuber and 律師

陳曉澄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獸醫。

彭睿熙
成為一個工程師，並且有
一個幸福的家庭岑日朗

成為一個作家

符傳弘
我長大後想做一名律師，因為做
律師可以幫助別人，免受冤枉

畢業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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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黃鎵鋮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飛
機師，駕駛民航機。

嚴凱婷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
老師，教導學生。

陳卓諾
我長大後想成為一名心理
醫生，幫助有需要的人。

曾恬慈
我的夢想是做一个會計師，認識
更多關於數學的東西。

宋鎧朗
我的夢想是考進外國
知名的大學。

伍逸喬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獸醫，
照顧有需要的小動物。

余嘉怡
我的夢想是做一個醫生，可以救死
扶傷，身邊的人有危險的時候也不
至於束手無策。

陳璟滔
希望將來成為一位編程家。

張珈瑜
我的夢想是做一名醫生，
治療許多病人。

許信行
我的夢想是做一個發明家，
發明可以造福人群的發明品。 賴沛斯

我的夢想是做個鋼琴家，為
社會作出貢獻。

郭曉昕
我的夢想是做一位老師。記得在一
年級時,我已經對老師這項職業十分
有興趣。希望我將來可以教導一些
貧窮的小孩。

伍逸喬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獸醫，
希望可以幫助一些有需要的
小動物。

鍾昕琳
我的夢想是做一名
空中小姐，在飛機
上服務別人。

羅芷菲
我的夢想是做一個蛋糕師傅， 
我希望用蛋糕帶給別人快樂。

馬凱婷
我的夢想是做一個醫生，因為醫
生可以醫治受傷或患病的人。

盧森傑
我的夢想是當一名教師，因為
我想將知識薪火相傳。

陳志煥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律師，
幫助受害者討回公道。 關天佑

成為一位足球員。

陳寶緹
我的夢想是當一個老師，可以
把我學會的知識教導別人。

林晞正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足球員，與
其他優秀的足球員切磋球技。

劉兆峯
My dream is to be a fashion 
designer. I will design beautiful 
clothes for people to wear. 陳穎恩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作家， 
分享我有趣的故事。

袁匡鉦
我的夢想是做一個飛機師，
載着不同的旅客到世界各
地，我也可以到不同的地方
看看不同的人。

李卓善
我的夢想是做一名烘培師，因
為我喜歡製作麵包和甜點。

鄭可悠
成為一位公義的律師，法律界
的「正義俠」，為人民服務。

賴盈盈
我的夢想是做一個小提琴老
師，去不同地方教學。

楊浩彬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醫生，因為
媽媽的身體總是不舒服，如果我
成為醫生就個以幫媽媽治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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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歐曉琳
我的理想是成為一
名警察。

陳子豪
我的理想是做一個好像
我的爸爸的巴士司機。

陳培德
我的理想是賺多點錢，為
爸媽提供好一點的生活。

陳慧愷
我的理想是做一
個溫柔的社工。

戚桐敏
我的理想是成為一位
畫畫老師。

陳鈺俊
我的理想是做一個科技員，
可以知道不同的科技製作。

何心言
我的理想是做一個讓人看
完會覺得佩服的作家。

張樂怡
我的理想是成為一位廚師。

符若媛
我的理想是成為一
個社工。

林廷軒
我的理想是成為一位
巴士司機。

李梓樂
我的理想是做一個出色
的廚師。 梁皓舜

我的理想是入讀一間自己喜
歡的中學，認識到新朋友。

李秋琳
我的理想是入讀一間
心儀的中學。

梁天豫
我的理想是做一個有
愛心和盡責的老師。

成  朗
我的理想是租一輛
雪糕車去賣雪糕。

薛芷欣
我的理想是當一名優秀
的小提琴老師。

朱倬伶
我的理想是做一個有
自己風格的插畫師。

韓  媫
我的理想是入一間好中學，
認識更多新朋友。

梁洛涓
我的理想是成為一個甜品師，因為
我希望看到人們吃到甜品而開心的
樣子。

李慧鈺
我的理想是做
一個化妝師。

蕭  潁
我的理想是做
一個漫畫家。

謝鎮徽
我的理想是做一
個巴士司機。

謝天欣
我的理想是做一個作家。

黃溢豐
我的理想是可以嘗試不同
的事物。

謝梓曦
我的理想是入讀一
間心儀的中學。

王梓潼
我想做一個畫家。

駱亭欣
我的理想是做一個
心理醫生。

葉芷蘊
我的理想是做一個心理
醫生。

曾議樂
我的理想是做一個Youtuber，
為人帶來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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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雋
我的夢想是可以跟朱嘉烺、
吳旻軒及梁睿哲友誼永固。

蔡卓瑩
我希望入到一間適合
我的中學。

朱嘉烺
我的理想是入到心儀
的中學。

陳雅悠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醫生，好像白
衣天使一樣拯救病人。我覺得拯救
病人十分有滿足感。

鄭紹光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記者，
幫人們帶來公正的報道。

鄭雪婷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老師，
因為我想幫助更多的人。 張瑩瑩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運動員，
因為我從少便喜愛運動。蔡駿謙

我的夢想是成為飛機師，
帶客人遊世界各地，帶給
他們歡樂。

簡樂霖
我想成為一位體育老師。
因為我可以教導學生，而
且可以強身健體。

高曦怡
我希望成為一位美食家，環遊
世界，吃盡全世界的美食。

關靜怡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西餐廳
老闆，繼承父業。

梁恩泰
我的夢想是長大後成為一個 
KOL 網絡紅人。

劉智軒
我希望畢業後跟陳恉信
老師、馮智鵬助理校長
及 6D 同學保持聯絡。

林卓菲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心理治療
師，因為我想幫助更多心靈有創
傷的人，令他們回復心靈健康。

周芷妍
我希望可以升到自己喜歡的中學。
我將來想成為一個廚師，因為我十
分喜歡煮東西給我的家人吃！

梁睿哲
我喜歡學習，所以希望長大後能夠成為
一位老師。無論這份工作怎樣艱辛，我
都不會覺得辛苦，並會堅持下去。

梁洛珩
希望能考上好中學，識
到好朋友，發奮向上，
努力讀書！

彭晞瑜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
位老師，因為可以
教小朋友。

黃慧珊
我的理想是可以考上
理想的中學。

許麗茵
我希望入到一間好
的中學，將來報答
媽媽的辛勞。

徐子媛
我的理想是入到一
間好的中學和可以
認識更多的朋友。

吳景軒
我想成為一位老師，教導小
朋友不同的知識。

李維恩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
漫畫家，因為我很喜
歡看漫畫及畫漫畫。

呂旻軒
我的夢想是成為立
法會議員，為市民
服務，作出貢獻。

蘇美悅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
廚師，因為可以煮東
西給別人吃。

勞芍翹
我的夢想是成為插畫
師，因為我想更多人
看到我的作品。

呂希彥
我希望未來能夠
成為一名記者。

吳旻軒
我的夢想是成為足球員，
因為我可以在足球場上認
識朋友。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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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我踏進宣道會陳元喜小學起，我就記熟了全校所有老師的名字。可是，我和

他們就像一條條平行線一樣，沒有牽連，也沒有交錯。直至五年級的開學日那天，

我遇到了張嘉慧老師。從此，我和她不再是平行線，而變成了互相交錯的繡曲線。

  張老師愛與我們說笑，是一位幽默的老師。有一次上數學課時，我們發現櫃子

上有一隻壁虎，我們都被嚇得驚慌失措，慌忙走避。怎料，張老師居然「大方」地

把牠納入我們6A班，成為第37位同學！從此，「37號同學事件」就成了我們班常常

提起的趣事。

  張老師也是個關心我們的老師。最近停課，我們在家裏都百無聊賴。停了一個

多星期課後，學校才給我們功課。那時候，張老師擔心我們不知道此事，於是逐一

打電話給我們，通知我們此事，同時噓寒問暖。我真的很感動。

  張老師雖然有趣，但認真時也很有威嚴，別人不得不從。我們6A是很衝動的一

群學生，做事、說話從「不經大腦」，心直口快。正是因此，我們做功課總是不多

思索就作答，所以每每弄得一塌胡塗。張老師為了改善我們的急性子，常常以簡單

四字—「忍耐，等待」來提醒我們。這四字雖然簡單，但仔細思索，就會發現這

句話很有道理，是終生受用的。沒錯！凡事都要三思而行才會做得好，正如我們如

果細心理解題目才作答，成績自然比衝動地亂做來得更好。從此，每當我想衝動地

做事，這四字都會在我腦海中閃過，提醒我必須想清楚才作決定。

  我們快要畢業了，要離開母

校了。雖然我要到其他地方編織

其他繡曲線，但我也不會忘記我

和張老師的繡曲線。我永遠都會

謹記她對我的教導，將來在人生

中繼續編織更多美好的繡曲線，

好好報答老師！

班主任素描
6A班主任素描—張嘉慧老師

6A	 鄭馨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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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求知識的學子，在書山上攀登，誰不希望有一個指路人？懵懂無知的小孩，像幼苗般漸漸成

長，誰不想有一個陪渡者？而「您」就是這位「指路人」和「陪渡者」，在知識的沙漠上陪伴我們

成長，引領我們⋯⋯

  「您」那炯炯有神的雙眼像磁石般吸附著我們。每當上課的鈴聲響起，您手上總是捧著厚厚的

課業和教科書準時踏進教室，當您用認真的眼神看著我們，然後一聲令下，我們便不敢鬆懈地起立

敬禮。在課堂上您用心為我們講解，即使沉悶的文法和艱澀的生字，您也能令我們有趣地學習，偶

爾有同學在竊竊私語時，只要您把目光移到他們身上，整個教室便立即鴉雀無聲，可見您多麼有感

染力。

  「您」那鏗鏘悅耳的聲線令人投入課堂。每次您在課堂上聲情並茂地朗讀文章時，我們都聽得

津津有味，優美的一字一句令我有如穿越時空，仿佛身處在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或躺在綠草如茵

的草地上遠望白雲，連班上最頑皮的同學也專心聆聽著您的教導，細味著您的講解。

  「您」那和藹可親的笑容為我們注入養份。平日妳教學認真，對我們有嚴格的要求，但也有著

循循善誘的一面。記得去年試後活動時，您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捧著兩大袋冰淇淋到教室，說要

獎勵我們一年的努力。我們每人拿著一枝冰淇淋，在鏡頭下拍下一張又一張照片，您親切的笑容加

上我們傻傻的笑臉，拼湊成一個完美的畫面，這不但代表著我們的

青蔥歲月，也代表著您對我們的關愛。我也記得有一次我們在班際

比賽中輸了，大家都垂頭喪氣，但您笑著跟我們說失敗是成長必經

的一課，這句話我一直銘記於心。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您就像一棵茂盛的大樹為我們遮風

擋雨，令我們這群莘莘學子茁壯成長。謝謝「您」──我的班主任

謝老師！您的教導將永遠徘徊在我的耳邊；您的教誨將永遠縈繞在

我的腦海裡。六年的小學生涯快要結束，我們將要道別，是您把我

從一個懵懂無知的小孩變成一個知書識禮的少年，謝謝您！

6B班主任素描—謝麗君老師
6B	 關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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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圓圓的臉上架着一副黑框的長方形眼鏡，他有一雙小小的眼睛，高挺的鼻子

下有一個大嘴巴，神情時而嚴厲，時而溫柔。他的身形頗瘦，個子高高的，身高一

米七左右。他就是我的班主任——羅老師。

  羅老師有時很嚴厲，以前的我經常被他責備，我有時也很怕他。本來小息後，

同學們仍然鬧哄哄的，可是當他一踏進課室，全班會頓時鴉雀無聲，紛紛回到座位

坐好。當我們犯錯時，羅老師進來時會擺出一張「黑臉」，然後把課本用力拍在教

師桌上，指責我們功課或行為上的問題。

  可是，羅老師也有幽默的一面，他經常說笑話，也會跟我們分享自己的日常生

活趣事，常常逗得我們哈哈大笑。在英文課上，也會花盡心思為我們設計很多有趣

的小遊戲，為我們學習的過程增添不少樂趣。

  羅老師也很大方，經常請我們吃零食，有巧克力、餅乾、雪糕、麥當勞等，也

會為我們舉辦生日會，請我們吃不同款式、美味的蛋糕。在課上，當我們回答完他

的提問，他又請我們吃薯片和糖果，鼓勵我們積極參與課堂。

  我覺得能遇上羅老師當我們的班主任是一種榮幸！他猶如我們的父親，帶領我

們走向自己正確的人生方向；他猶如溫暖的陽光，培育幼嫩花草般的我們。轉眼間

我們能一起相處的時間已不多

了，我們馬上要踏入一個新天

地，離開這個美好的校園。

  敬愛的羅老師，我們會永遠

把你的教導銘記在心，感謝你對

我們的關懷，你會是我們永遠的

老師—羅彥暐老師。

6C班主任素描—羅彥暐老師
6C	 戚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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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月不居光陰如流水，轉眼又過了六秋。在這六年來的九月，每次踏進校園，我都長高了一

點，認識多了一點。我學會了甚麼是基本方程、何謂科學以及林林種種的知識，但這些並不是最重

要的。學會批判性思考、負擔責任和如何待人處事才是校長和老師們交託給我的瑰寶。我感恩在小

學時遇到校長和不同的老師，但今天我特別想多謝陳恉信老師——我的班主任及英文老師。

  雖然某些科目的課堂難免沉悶，但英文課永遠是一個例外。我最愛在英文課聆聽陳老師生動有

趣的講解，看他用各種例子向我們解釋語法的應用，還有玩各種的小遊戲。在那輕鬆愉快的氣氛

中，我們開始克服那些陌生的字母，英語進步得特別快。

  陳老師在上課時幽默風趣，但他同時亦是嚴厲的。他對我們有嚴格的要求，做事不允許絲毫的

馬虎，要全力以赴。在那時，我們確實在心裏有一點點怨言，埋怨陳老師的鐵面無私，但現在我們

明白他的原因——他是為了我們，是為了我們的未來！

  陳老師從四年級開始便是我的班主任。在這幾年間，無論是在考試題目或在其他地方上，我們

難免都會犯下錯誤，但無論面對甚麼情況，陳老師彷彿有取之不盡的耐心，從不會提聲責備我們，

只會指出錯處，細心教導我們，避免我們再犯同樣的錯誤。

  隨著「呈分試」的來臨，對於將來未知的恐懼，以及父母和自己的期望形成重壓，把我們壓得

透不過氣來。陳老師舉辦的「呈分試打氣大會」中，我們都在對方的心意卡上寫上鼓勵的說話。

每次回想同學們的留言和陳老師那一句「奔跑不放棄」時，心裏都會湧出一股暖流，猶如一支強心

針，為我提供源源不絕的精神和動力。

  這三年來，陳老師就是我們學校的「爸爸」——他

對我們的關心和照顧是無法被取代的。即使我們在二零

二零年的九月不再會踏進這個熟悉的校園，而是分道揚

鑣，我們也永遠不會忘記您對我們的教誨。

  最後，我想對陳老師說聲：「謝謝您！您的教誨我

會銘記於心！升上中學後我會好好學習，不會辜負您對

我的期望和栽培。」

6D班主任素描—陳恉信老師
6D	 關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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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慧老師
  各位畢業班的同學，六年小學時光
轉眼便過去了，今年過得是快還是慢

呢？無論是快還是慢，定必十分難忘！

未來日子，但願你們更珍惜每一個學習

機會，並深信遇到困難時，上帝必與你

們同在。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4:23）

謝麗君老師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My dear graduates, life is full of surprises which may 

not be always pleasant. Sometimes you may not end up where you 

thought you were, so be ready for what life brings you. Be persistent 

in your pursuits and in times of frustration. Be humble and do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Be thankful for all the struggles you go 

through as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Miss Tse will 

remember all your lovely faces and always be there to back you up.

羅彥暐老師
  五年前我初入陳元喜，由2D、3D、
4B、5C、6C，一直到今天，與你們這
屆的羈絆特別深。執筆之時，特意翻開

全級名冊，我發現原來這五年來已經教

過你們大半級。回憶或美麗或不堪，已

成過去——我仍很很很感恩曾與你們在

這裏遇上。

  祝福你們，願你們畢業後的人生，
能多愛自己、多愛別人，像我愛你們一

樣，正如天父愛你和我一樣。

  相約你們，未來見！一言為定！

陳恉信老師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graduation! Very happy to become your class 

teacher and accompany your growth in the last two years of primary 

school. Soon, you are all going to start a new chapter and will definitely 

face a lot of challenges. You may feel scared, frustrated and hopeless 

when you are going through a dark time. But always remember

‘‘Understand that your success in life won’t be determined just by what’s 

given to you, or what happens to you, but by what you do with all of that 

– by how hard you try, how far you push yourself and how high you’re 

willing to reach.’’ —Barack Obama

Whenever you encounter any difficulties, rely on God. Seek His will in 

all you do, He will guide you on the right paths. Good luck in your next 

adventures. 

串祝福 串

李耀華副校長
  今年是非常特別的一年，感覺上與你們相處沒多
久，便要分別了，心裏難免依依不捨。當你們踏上新

的里程，或許會面對林林總總的挑戰，別懼怕，我深

信主的愛和恩典必永遠伴隨着你們，請銘記：「要常

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

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第5
章16 - 18節）

林燕如副校長
親愛的六年級同學：

  在不一樣的疫情中，大家終於畢業
了！祝福大家能夠順利升上心儀的中

學，展開人生新的階段！

  願主賜給大家一顆剛強、仁愛、謹
守的心，以神的話語為明燈，指引你們

踏上豐盛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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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智鵬助理校長
  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活過去了，加上經歷了
今年非一般的疫情，相信你們和老師一樣百感交

集，但願你們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神

必與你同在，靠着神走前面的道路，亦期望你們

好好珍惜求學的時光，願主祝福你們每一位。

汪荷奇麗主任
  在這特別的時期畢業，將是你們一生難
忘的記憶。希望你們上到中學，能好好享受

中學生活，明白一切都不是必然的；好好珍

惜學習時光，別讓自己蹉跎歲月。

郭嘉欣主任
  轉眼大家便要離開母校、展開中學的新生
活，在今年，我們都經歷著不一樣的畢業年。換

個角度想，每個挑戰、也許都是上帝給予我們美

好的生命操練，學習笑迎挑戰，持守堅毅、不放

棄的心，是郭老師對你們的最大期許。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

效是由心發出。」（箴言4:23）

  願上帝保守你們常存純全、良善的心。

鄭慧敏主任
  畢業在即，願您們帶著老師們的祝福，
勇敢地迎接未來各種的挑戰，也願您們緊記

上帝的教導，學習多倚靠多禱告。祝願同學

們滿有喜樂平安。

王欣欣老師
  恭喜同學們完成人生之中其中一個重要
的成長階段！

  此刻的你們可能百感交集，面對著好
友、師長依依不捨⋯⋯可是天下無不散之筵

席，人生就是需要不斷的向前走！無論如

何，你可以做的就是把握好青春時光、努力

奮鬥！朝著自己的夢想，一步一步地邁進！

  記著別小看你自己，在上帝手中，所有
人都有無限的可能，只管努力去裝備自己！

林民平老師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哥林多前書10:23

  祝願大家能夠尋找到自己的夢想，在對自
己及他人負責任的情況下，能盡情做自己內心

渴望的事情。

林樂山老師
  六年級的同學，恭喜你們完成
人生其中一個重要的階段！在這六

年的時間裏所經歷的事情可能都只

像是昨天的事，相信你們都有不同

的體會。希望你們在中學、甚至在

更遠的將來能夠一展所長，找到並

堅守你們的價值，加油。

陳奇恩老師
親愛的你，我希望你是一個有感情的人，而不是一台考試機器。

親愛的你，請你不只追求成績，而是享受學習的過程。

我承諾你，我不會把你看作成績分紙上的一個號碼。

請你也承諾我，不要踐踏我的愛心和誠意。

僅記「不是因為看見希望而堅持，而是因為堅持而看到希望」。

互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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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恩老師
6A 及 6C班同學們：

  畢業快到，六年的元喜校
園生活將完結，雖然今年未能

時常與你們共創美好回憶，但

仍望你們緊記老師於課堂對你

們說話。願上帝的愛常與你們

同在，賜給你們出人意表的平

安和喜樂。

歷史時刻  努力見證
曾婉君老師勉
  相信今年的畢業一定令大家畢生難忘，因為今年社會正遇上很
多的衝擊、考驗。盼望你們的成長也經得起一切的衝擊、考驗。

  回想你們一張張可愛的笑臉，但願在往後的日子，你們也繼續
靠著主恩「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

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5:16 - 18）

  我也會不住為你們加油代求，盼望看見你們茁壯成長，回饋社
會，榮神益人。

  畢業後也勿忘母校啊！
葉明慧老師
  時光飛逝，恭喜你們畢業
了！今年確是獨特的一年，雖

然校園生活縮短了，但你們體

驗了非常特別的學習模式，每

星期透過電腦螢光幕與老師同

學見面，也算是難忘的回憶，

期望你們升上中學後能繼續自

主學習、積極學習和喜愛閱

讀。祝願你們在中學有多姿多

彩的生活，記住上帝的訓勉，

作個榮神益人的年輕人！

葉美珊老師
  恭喜你們畢業了！時間雖然短暫，但很感恩能陪伴你們走過
這一段成長路，分享你們的喜樂，分擔你們的憂慮。你們即將踏

入人生另一個精彩的階段，或許世事不能盡如人意，也許人生不

會一帆風順，但仍盼望你們持守誠實與善良，在這個彎曲悖謬的

世代，作 神無愧的用人。

葉肇映老師
“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mile, make me feel that love is true.”

時光有笑有淚，回首卻盡是甘甜。

從數學培養細心耐心，向彼此學習愛心關心。

祝福你們：

就算偶爾跌倒令信心打了折扣，也能重新站起來提升速率

前進，勇敢無畏地探求人生中的未知數！

董  姝老師
My beloved students,
Time really flies. Your primary schooling has come to the end. 
Your adorable baby faces are still very vivid in my mind. It has 
been my pleasure to witness your improvement and growth. I 
am always thankful for God's grace that has showered upon 
you during these six valuable years. May God's love be with 
you wherever you are!

Miss Tung

鍾詠嫻老師
  恭喜同學們即將踏入成長路上另
一新階段。希望你們在未來的日子，

繼續勇敢向前，不畏困難和失敗，多

嘗試和挑戰新事物，努力發掘興趣，

找到自己的夢想。願你們繼續緊靠上

帝，前路有上帝的保守和帶領。最

後，送上過去一直對我有很大鼓勵的

聖經金句給你們，希望也能成為你們

的力量和鼓勵。

「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作。」腓立比書4:13

畢業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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