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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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One is 
understanding. 

(Proverbs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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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澤來校長

辦學團體校董 ： 黃少華先生 李志偉先生 
胡玉蘭女士  蔡廖玉英女士

袁朱惠琴女士  蕭永輝先生
何健泉先生 廖英健先生

獨立人士校董 ： 麥嘉文先生

家 長 校 董 ： 陳靄欣女士 張展麒先生

校 友 校 董 ： 梁泳澤先生

教 員 校 董 ： 馮智鵬副校長 林燕如副校長



親愛的第三十五屆畢業同學：

  恭喜你們順利畢業﹗你們能夠完成六年的學

習歷程，在學習中實現自我，健康快樂成長。除

了依靠自己不斷努力外，還要感謝身邊曾經教育

和栽培你的人。你們要常存感恩的心，感謝父母

的養育之恩；感謝師長的循循善誘；感謝同學的

陪伴與扶持，一起成長。

　　當然，你們更要感謝我們在天上的父，因

為祂是厚賜百物，賜我們有美好生命的神，縱使生活及學習上不盡是順利，但在困難中，

上帝總會安排合適的指引者，帶領你們認清前路，有能力去跨過每一個挑戰與難關。

　　同學們，小學畢業是另一個學習階段的開始，請不要以為完結便停下腳步，因為在大

家面前仍有無數的挑戰在等着大家。你們要為自己定下目標，向着標桿直跑，努力實現自

己的夢想，並為自己的未來做更佳的準備。

　　最後，校長期望大家在中學階段裏，不忘在小學中學到的一切，學習依靠上帝，並學

傚基督的榜樣，學會樂觀、積極、勇敢、善良及正直等美德，成為一個品學俱佳的基督徒

學生，在日後的生活上，為基督作美好見証，榮神益人。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提前4:12）

  祝
鵬程萬里﹗主恩常佑﹗

吳澤來校長
2021年6月

校長的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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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海互
感謝同學一直以來的陪伴

譚穎嘉
感謝老師和同學一直以來的幫助

關子茵
感謝在我成長的路上，有你們這群朋友陪伴

謝晞蔚
感謝朋友的鼓勵，讓我學會人生的道理

黃鈺雯
感謝上帝帶我來這個世界，讓我遇到許多重要的人。

譚晴
感謝老師會在我情緒低落時鼓勵我，令我重新得力

丘旻峯
感謝張進思老師無微不致的照顧和教導

黃梓恩
感謝老師在我情緒低落時鼓勵我，令我重拾信心

林正修
感謝同學一直的陪伴

劉鎧晴
感謝同學和老師一直以來的鼓勵和教導，陪我走過小學的點滴

梁藝曦
感謝我得到同學的聯繫方式

陳柏螢
感謝老師教育我

李敬之
感謝各位老師的悉心教導

梁啟心
感謝老師一直以來的教導

陳頌熙
感謝馬景倫同我一齊打機傾偈

鄺雅翹
感謝所有老師耐心地教導我

蘇子朗
感謝有很多同學幫助我

李皓軒
感謝同學一直的照顧

謝穎思
感謝老師的教導

李卓橋
感謝老師和同學六年的教導和陪伴

張嘉晉
感謝老師六年來的教導

林若翹
感謝老師和同學在六年來陪伴我

盧皓廷
感謝所有同學和老師在我生命裏出現

杜紫希
感謝老師和同學一直以來的陪伴

方齊
感謝老師和同學做我的夥伴們，加油！

梁倩翎
感謝各位老師和同學陪伴我

高曉晴
感謝各位老師用心教導6B班

游朗恩
感謝各位老師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關心

感謝篇6A

感謝篇6B

心聲字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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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康萃
感謝各位的照顧

周子軒
感謝老師，同學和朋友六年的照顧

梁健遵
感謝同學和老師的陪伴和教導

吳子晴
感謝老師和同學一直以來的教導和陪伴

馬春艷
感謝老師六年的耐心教導和同學的陪伴

馮子軒
感謝老師在我們做錯事時原諒我們

尹妙菁
感謝老師一直以來的教導

陳均偉
我感謝老師循循善誘的教導

莊曉亮
感謝老師的教導

吳芷瑩
感謝老師一直以來的鼓勵

許政樂
感謝老師的教導

黎日東
感謝老師們一直以來的教導

鄺晉霆
感謝老師一直以來的指導

黃諾彤
感謝同學每天和我聊天

毛彥仁
感激老師的教導

潘穎茵
感謝老師細心的教導

鄺子軒
感謝老師一直悉心的教導

戚健榮
感謝老師用心地教導我們

利嘉銘
謝謝各位老師的教導

黎政橋
多謝老師教導

余悅
謝謝老師細心的教導

錢子晴
謝謝老師一直用心教導我們

何家銘
感謝同學們一直陪伴我

何卓希
感謝各位老師的教導

劉皓禮
多謝老師悉心教導

呂希妍
謝謝老師的教導

溫智豪
謝謝老師的教導

葉樹航
謝謝各位老師

許恩琳
祝各位同學都可以實現自己的心願和目標

感謝篇6C

祝福篇6A 

感謝篇6D

王國祐
祝同學們心想事成、百事亨通、千事吉祥、萬事如意

黃霆軒
祝願同學們事事順利和一帆風順

何思朗
祝各位同學身體健康

施穎霖
祝各位同學身體健康、學業進步、笑口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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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潁臻
祝各位同學入讀適合自己的學校

黃鈺雯
我祝各位同學的成績越來越好

呂子顥
祝各位能入讀心儀的學校，錦繡前程、前程萬里、心想事成、數錢數到手軟

譚晴
祝各位同學在疫情期間健健康康！

黃梓恩
祝各位同學健健康康，開心地渡過每一日

謝晞蔚
祝各位同學身體健康，順利渡過疫情！

關子茵
祝各位同學在成長路上有神的陪伴

梁曉惠
祝願各位同學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梁倩翎
祝願各位同學完成自己的夢想

高曉晴
祝願各位同學有一個美滿的中學生活

游朗恩
祝各位同學前程錦繡，學業進步

李卓橋
祝大家升上心儀的中學，順順利利

王芷悅
祝大家健健康康， 升上好中學

張嘉晉
祝大家升上一間喜歡的中學

林若翹
祝大家可以在心儀中學學習

李雅欣
祝大家夢想成真、前程似錦、學業進步、升上理想的中學。

柯頌恩
祝大家可以達到自己的目標

符傳禧
祝各位同學心想事成，入讀心儀中學

馬景倫
祝各位同學和老師身體健康

鄺雅翹
祝各位同學可以達到自己的目標

謝穎思
祝各位有好的生活

黃藹嘉
祝各位在中學開心地生活

陳賀喬
祝同學在中學可以開心的渡過

葉瀚文
祝各位同學科科拿Ａ

杜紫彤
祝各位同學能實現自己的夢想

周穎
祝各位同學都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

祝福篇6B

方梓滺
祝各位身體健康，抵禦病毒

阮學津
祝各位同學可以考到心儀的中學

梁啟心
祝各位同學都可以實現自己的夢

劉鎧晴
祝各位同學身體健康，盡快適應中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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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曉亮
祝願各位可以有一顆善良的心。

陳均偉
祝願各位同學入讀到心儀的中學。

吳芷瑩
祝願各位同學入讀到喜歡的中學。

許政樂
祝願各位同學和神的距離越來越近。

毛彥仁
祝福所有老師和同學；同學能夠入到心儀中學，老師生活和工作愉快。

尹妙菁
祝願各位同學在中學能夠有一個新的開始。

鄺晉霆
祝願各位同學入讀到心儀的中學。

温子皓
祝願各位同學入讀到心儀的中學。

謝國賢
祝福六年級的同學入到心儀的中學。

余悅
祝同學能入讀心儀中學

利嘉銘
祝同學能夠入讀喜歡的中學

錢子晴
祝同學和老師生活愉快，開開心心，入到心儀的學校

劉皓禮
祝同學身體健康

張樂詩
祝同學入讀理想的中學

呂希妍
祝同學入讀心儀的中學

馬樂妍
我欣賞我班所有同學能齊心協力，互相扶持

黃霆軒
我欣賞同學們活潑開朗，踴躍發言

方梓滺
我欣賞各位同學都很認真地學習

黃鈺雯
我欣賞同學們的才能

歐敬謙
我欣賞同學會思考問題

陳以巧
我欣賞我班所有同學能互相幫助，認真上課

呂子顥
我欣賞各位老師會用較有趣的方法去上課，以提高同學們學習的精神，老師們真是教導有方

林正修
我欣賞同學有洞察力

潘家銘
我欣賞同學互相協助

祝福篇6C

欣賞篇6A 

祝福篇6D

譚穎嘉
我欣賞同學們可以互相扶持和擁有聰明的腦袋

杜紫彤
我欣賞同學無論是勝利或失敗，都有一顆謙虛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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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子茵
我欣賞各位同學都能用一顆感恩的心對待每一天

謝晞蔚
我欣賞各位同學在疫情期間都能以樂觀的心情去上課，畢竟這是十分艱難的事情

施穎霖
我欣賞同學們可以在疫情期間認真上課和互相幫助

蔡潁臻
我欣賞同學積極回答問題

劉鎧晴
我欣賞同學們凡事積極面對，懂得互相扶持

高曉晴
我欣賞我班的班長謹守崗位，默默付出

李卓橋
我欣賞老師們無論多辛苦也好，也會在我們有問題時幫助我們

嚴巧旋
我欣賞6B班的同學可以尊重別人

陳康萃
我欣賞各位的努力

王芷悅
我欣賞我們班的各位同學，互相關愛

張嘉晉
我欣賞我們的同學，很少計較

馬景倫
我欣賞我們班的同學很大方

鄺雅翹
我欣賞我班的同學常常互相照顧和幫助

李皓軒
我欣賞我班同學的努力

葉文傑
我欣賞所有同學互相幫助

梁曉惠
我欣賞所有同學努力學習

謝穎思
我欣賞同學互助的精神

柯頌恩
我欣賞老師每天努力地教導我們

馬景倫
我欣賞我班上的同學的努力

梁健遵
我欣賞我班的同學永不放棄的精神

陳賀喬
我欣賞班長因為他們很努力服務同學

祝曉瑜
我欣賞林曉穎,因為她勤力好學。

謝國賢
我欣賞張偉業，因為佢同我由一年級到六年級都係同一班

鄺晉霆
我欣賞鄭老師，因為有耐心

陳均偉
我欣賞莫梓康因為他教我功課

鄺子軒
我欣賞毛彥仁積極回答問題

欣賞篇6B

欣賞篇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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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子皓
我欣賞鄔永申，因為他做事爽快又勤力

李穎曈
我最欣賞的同學是 6A 謝晞蔚，因為她曾經拿了品學兼優獎。考試前又會發奮溫習，我會視她為榜樣。

吳芷瑩
我欣賞尹妙菁，因為她很善良。

林曉穎
我最欣賞的同學是李穎瞳因為當我遇到困難時她也會出手幫助,所以我覺得我識咗呢個朋友我好幸運

鄔永申
我欣賞鄺子軒，因為他用心上課

莫梓康
我欣賞陳均偉，因為他樂於助人。

許政樂
我欣賞鄭老師，因為她總能帶給我歡樂和知識

黎日東
我欣賞謝旨博因為他很樂觀

莊曉亮
我欣賞謝國賢，因為我每次有困難，他都會幫助我。

蕭咏雯
我欣賞潘穎茵，因為她很努力學習

黃諾彤
我欣賞謝國賢，因為佢會明天都會同我聊天，令我放鬆心情

毛彥仁
我欣賞林曉穎，因為她照顧一年級的同學十分有愛心

李晉賢
我欣賞謝國賢，因為他溫書認真和專心上堂

錢子晴
我欣賞我班的同學努力讀書

張樂詩
我欣賞我班的同學用功

陳展軒
我欣賞我班的同學努力做功課

陳熙汶
我欣賞我班的同學專心上課

何家銘
我欣賞同學喜歡音樂

張芯瑜
我欣賞我班同學專心上課

戚健榮
我欣賞我班同學樂於助人

李志翹
我欣賞我班上的同學都很「乖巧」

張子軒
我欣賞我班同學用功做功課

何卓希
我欣賞我班同學很用功

劉皓禮
我欣賞何卓希同學做事認真

葉樹航
我欣賞同學認真學習

謝旨博
我欣賞同學樂於助人

林子軒
我欣賞我班同學相處非常融洽

楊揚
我欣賞同學上課專心

李尚宏
我欣賞同學努力

利嘉銘
我欣賞同學專心上課

黃卓芯
我欣賞同學聰明

莫梓健
我欣賞同學用功

盧日軒
我欣賞同學分享東西

欣賞篇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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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澤來校長

6A 黃梓恩： 感謝你為學校付出很多，希望您每天開開心心

6A 施穎霖： 感謝吳校長給我一個舒適的校園學習

6A 謝晞蔚： 感謝吳校長每天早上向我們微笑，讓我們精神地上課

6B 陳賀喬： 多謝吳校長聆聽我們的心聲，幫助和扶持我們渡過疫情

6B 嚴巧旋： 感謝吳校長常常看我們上課，給我們加油

6C 莊曉亮： 謝謝你為我們付出，祝你身體健康。

6D 錢子晴： 感謝吳校長為我們學校的付出，希望你身體健康，龍馬精神

6D 劉皓禮： 祝你在新學校也可以適應

林信朗： 感謝老師的教導

李敬之： 感謝老師一直以來的教導

方梓滺： 感謝老師要我們背詞語

潘家銘： 感謝老師為課堂增添喜感

丘旻峯： 感謝您帶給我們歡樂

黃霆軒： 感謝您悉心教導我們

6A 班主任 中文科、普通話科
張進思老師

6C 班主任  英文科（大班）馮奕匡老師

鄔永申： 感謝馮奕匡老師的教導，讓我變得更好

吳芷瑩： 感謝馮奕匡老師的教導，讓我進步更多。

黎日東： 感謝馮奕匡老師教導

祝曉瑜： 感謝你這兩年來的幫助和教導，讓我一直成長

6D 班主任 數學科、體育科
鄭漢傑老師

錢子晴： 感謝您有耐心地教我們數學

黃卓芯： 感謝您在課後時間還教導我

謝旨博： 感謝您在課後時間指導我學習

周子軒： 感謝您對我一切的付出，祝你生活愉快

杜紫希： 多謝譚老師理由五年級到六年級一直用心地教
我數學，做我班主任

方 齊： 謝謝你對我們一切的付出，我會更努力啊

王芷悅： 感謝您用心教導我們，讓我們成長，祝你事業
順利！

梁倩翎： 感謝您一直教導我們數學，希望你生活愉快！

馬景倫： 感謝你一直教導我們，希望你生活愉快和身體
健康

林若翹： 感謝您耐心地教導我們，並且在這兩年陪伴我
們成長！

6B 班主任  數學科  譚穎霞老師

良師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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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子晴： 感謝你教我們中文的知識

張樂詩： 感謝你教我們中文

楊 揚： 感謝你教我中文

6A 副班主任  數學科  林燕如副校長

梁啟心： 感謝老師一直以來的教導

馬樂妍： 感謝您平時總是會抽出很多時間幫我們改功課，老
師辛苦了，要多多休息，祝您身體健康

許恩琳： 感謝您一直以來的付出，有耐心地教導我們6A班

阮學津： 感謝您為6A班出心出力，我十分感謝您，祝你身邊
健康

周 穎： 感謝你教導關於數學很多的知識

黃鈺雯： 感謝您教導我數學令我獲益良多

6A 英文科  黃淑玲主任

蔡禮匡： 感謝老師的教導和耐心

雲寶賢： 感謝老師一直以來的教導

歐敬謙： 感謝老師送禮物給我

王國佑： 感謝老師照顧我們

林正修： 感謝老師的教學

王芷悅： 感謝您用心教導我們，讓我們學到很多知
識，多謝你對我們的教導！

鄺雅翹： 感謝您耐心地教導我們，並且在這兩年陪伴
我們成長！

梁健遵： 感謝您三年的教導，我的中文有明顯的進步

謝穎思： 感謝您用心的教導

吳子晴： 感謝您這兩年來的陪伴和教導！

梁倩翎： 感謝您一直用心地教導我們6B班，祝你身體
健康

6B 班副班主任  中文科、視藝科
李耀華副校長

周子軒： 感謝您教導我們英文，願神
保守你！

杜紫希： 多謝你一直以來的教導，我
會繼續努力！

方 齊： 謝謝你教導我們英文，你是
最好的！

鄺雅翹： 謝謝你一直用心教導我們，
我會更努力學習的！

黃藹嘉： 感謝您用心教導我們英文，
我會繼續努力學習

6B 英文科  吳啟謙老師

6C 副班主任  數學科、體育科  
鄭慧敏主任

蕭咏雯： 感謝鄭慧敏老師教導，讓我學會艱難的數學

黃諾彤： 感謝鄭慧敏老師的教導，讓我認識更多數學
我知識

莊曉亮： 感謝鄭慧敏老師的教導，遇見你，我很開心

陳彥亦： 感謝你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

6D 副班主任  中文科、音樂科
馮感靈老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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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英文科（大班）陳恉信老師

何卓希： 感謝您教我們英文、和我們一起溫默書和陪我們留堂

利嘉銘： 感謝陳老師花這麼多時間來教我們，雖然我們很頑皮及欠交功課，但您亦悉心教導我們

麥子軒： 謝謝靚仔Mr. Chan教我們英文，用很多時間預備很多東西給我們溫習

張樂詩： 感謝陳Sir教我們英文

陳恉信老師

6A 源恩諾： 感謝您在三年級教導我英文
及一直以來對我的鼓勵

6A 梁藝曦： 感謝老師一直以來的教導，
我很喜歡您

王欣欣老師

6A 譚梓宏： 感謝老師六年來的教導

6A 劉鎧晴： 感謝老師多年來的教導和照顧，
令我獲益良多

6A 呂子顥： 感謝老師多年來給我的教導，令
我獲益良多

6D 錢子晴、劉皓禮：多謝你對我們悉心教導

6D 李志翹、何家銘：感謝您常常教我們知識

6D 余 悅、呂希妍：多謝你包容我們欠交功課

6D 謝旨博：感謝放棄休息時間教導我

英文科（小班）董姝主任

6C 祝曉瑜： 多謝你的教導

6C 李穎曈： 感謝你一直以來的教導

6C 潘穎茵： 謝謝你的教導

6C 蕭咏雯： 謝謝你細心的幫我們批改功課

其他老師

6C 中文科、視藝科  吳漫怡老師

李穎曈： 感謝吳漫怡老師，令我學了很多成語、詞語，在我模擬面試時，鼓勵我！

許政樂： 感謝吳漫怡老師一直的教導，讓我中文水平不斷提高，能做你的學生我感到十分榮幸

黃禮賢： 感謝吳漫怡老師的教導，讓我成績有進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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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華老師

6A 丘旻峯： 感謝您帶給我們歡樂

6A 陳柏螢： 感謝老師多年的教導

6A 黃霆軒： 感謝您悉心教導我們

6A 葉康楠： 感謝你送的糖果

郭嘉欣主任

6A 陳以巧： 感謝老師在四年級令我對數學
感興趣

6A 蔡潁臻： 感謝您令我對數學感興趣

茹麗娟老師

6A 譚 晴： 感謝您在這六年來關心我，支持
我，令我不容易放棄

6C 鄔永申： 感謝茹麗娟老師的教導，在我每
次做錯事都會包容我

6C 毛彥仁： 感謝茹老師努力地教我們，讓我
們成績優異

6C 鄔永申： 感謝林樂山老師的教導，讓我
運動變得不錯

陳奇恩老師

6B 馬春艷： 感謝您耐心教導我們常識II和鼓
勵我們，我會繼續努力！

6B 游朗恩： 感謝您用心地教導我們，有不明
白的地方會耐心地解釋給我們聽

6B 柯頌恩： 感謝你一直用有趣的方法教導我
們，我很喜歡你的課，謝謝你。

潘亦為老師

6B 李卓橋： 感謝您用心教導我們音樂會陪
伴我們，感謝你！

梁佩思主任

6D 錢子晴： 感謝您用心教我們常識和宗教

林樂山老師

所有老師

6C 張民生： 感謝你們的的教導，讓我跟上進度

6C 謝國賢： 感謝曾經教過我的老師的關心，讓我可以考到好的中學。

6C 溫子皓： 感謝所有老師的教導讓我學到很多不同的知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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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e been studying in Christian Alliance H.C. Chan 
Priamry School for six years.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memorable experiences here.

  I still remembered that when I was in primary one, 
Miss Ng looked after me. In primary one, I was unfamiliar 
with this school. Miss Ng helped me to meet my friends. In 
primary four, I met my favourite teacher Miss Kwok. She 
was my class teacher. She teaches me Maths and Music. 
I’m thankful that she changed my seat and I sat on Oki’s 
right.

  Friendship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my primary 
school life. I met three friends in primary one. They are 
Abby, Anthea and Jilian. Abby and Anthea are in 6B class 
now. In primary two, I met Casandra and Dora in the dance 
club. Two years later, I met my best friend Oki and Oki 
introduced a new friend Nicole to me. And at last, I met 
Eunice in primary five. I always chat with them and they are 

loyal because they are always here when I am upset. We 
are good friends and I hope we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The most memorable experiences were the camp 
in primary five. I stayed with my groupmates: Oki, Nicole, 
Dora, Eunice, Jilian, Kitty and Bobo. On day one, the camp 
staff introduced the camp to us and we played a game at 
night. The game was to find some words about the camp. 
It was so exciting. After we played the game, we were 
back to the room. We couldn’t fall asleep at night. On day 
two, we built a water balloon launcher. It was very tiring but 
interesting. We competed with other groups.

  Now, I’m going to leave this school.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time that I studied in this school. I am so hopeful 
because I will start my secondary school life soon. I hope I 
can do my best to adapt to the new school life. And I also 
hope all the 6A class students can keep contact. I will thank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My Primary School Life

My Primary School Life

6A Tse Hei Wei Heather

  Time is as fast as a rocket. I have to leave my school 
very soon. I won’t forget all my unforgettable memories in 
CAHCC.

  I still remembered that when I was having my PE 
lesson in primary two, I fell down accidentally in the 
playground. Falling down in the playground was a painful 
experience. Therefore I started crying loudly. At the 
moment, my teacher took me to the sick room and bathed 
the wound with clean water. She was so nice and caring.

  Besides, I had a wonderful experience with my 
schoolmates during the trip to Ocean Park. We enjoyed lots 
of rides and had a great time together.

   I met my favourite class teacher Miss Wong in primary 
four. She is great and diligent. She taught us patiently. She 
always talked with us and took good care of us.

  Apart from my teachers, my schoolmates are nice too. 
I made a new friend, Galice and she is my best friend now. 
She always supports me when I need help.

  I think I will miss her so much after leaving our great 
mother school.

   Two months later, I will leave my primary school. I 
won’t forget the teachers who teach me and take good 
care of me. All the best wishes to my dearest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6B To Tsz Hei Hai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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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Primary School Life

My Primary School Life

  In a blink of an eye, six years have passed and I will 
be promoted to secondary school. Two months later, I am 
going to miss my friends, teachers and school.

  I remember when I was in P.1, I was very naughty. I 
used to play with water in the toilet. The teachers always 
punished me. The teacher who influenced me most is Miss 
Yu. She taught me not to be naughty and be hard-working. 
I understood that I needed to have self-control. I have 
always reminded myself of what she said. I have behaved 
well since then. 

  There were challenges along the way. My English 
was not the best although I worked quite hard. Luckily my 

English teacher was Miss Tung. She made learning English 
fun and easy. After that, my English had improved.

  I would like to show my gratitude to all my teachers 
and friends. Now I will be graduating soon. I am going to 
miss my school. I know that my school is moving to a new 
campus. That means although I can visit the teachers as 
an alumnus, it will have to be in the new campus. I will be 
missing not only the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but also 
what happened in the campus.

  I promise to study hard in secondary school and make 
my loved ones proud.

6C Mo Yin Yan Adrian

  I have been studying in Christian Alliance H.C. Chan 
Primary School for six years. Although the six years have 
been really hard, there are many memorable and precious 
experiences.

  The most unforgettable memory was the time when I 
was in my 2nd grade. I was very shy and introverted. I was 
quite lazy and stubborn on my studies because I thought 
my grades had always been awful so why not just give up. 
I didn’t want to study so due to the fact that my mom got so 
mad at me every day for my being like that. One day I went 
to school in a very bad mood because I didn’t like school 
at all. The girl sitting next to me, Hailey started asking me 
questions. She seemed to want to start a conversation. We 
talked about a lot of things that day. Since then we became 
friends.

  Ever since we became friends, I started treating our 
friendship dearly because she is really a great friend. We 
always chat joyfully after school and help each other nicely. 
And I started learning from her. I tried to work hard and 
have been getting more wonderful grades.

  Now I’m in primary 6. Our friendship is not as close as 
it used to be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We haven’t talked 
to each other for a very long time. It is almost time for us 
to graduate and I’m worried that Hailey and I won’t meet 
again.

  It has been very unforgettable in this school. I’m very 
thankful for all the caring teachers and I’m grateful for all the 
knowledge they taught me.  

6D Yang Yang Ang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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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 吳澤來校長 馮智鵬副校長 李耀華副校長 林燕如副校長 鄭少芳姑娘 張進思老師

 歐敬謙 陳柏螢 陳海互 陳以巧 周穎 蔡禮匡

第二排 方梓滺 關子茵 何思朗 許恩琳 葉瀚文 林正修

 林信朗 劉鎧晴 梁啓心 李敬之 梁藝曦 呂子顥

第三排 馬樂妍 潘家銘 施穎霖 譚晴 譚梓宏 譚穎嘉

第四排 杜紫彤 謝晞蔚 蔡潁臻 王國祐 黃霆軒 黃梓恩

 黃鈺雯 丘旻峯 葉康楠 阮學津 源恩諾 雲寶賢

6A

全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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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合照

第一排 吳澤來校長 馮智鵬副校長 李耀華副校長 林燕如副校長 鄭少芳姑娘 譚穎霞老師

 歐汛殷 陳賀喬 陳康萃 周子軒 鄭樂行 張嘉晉

第二排 張綺喬 方 齊 符傳禧 馮子軒 高曉晴 鄺雅翹

 林若翹 李卓橋 李顏志 梁曉惠 梁健遵

第三排 梁倩翎 李雅欣 李皓軒 盧皓廷 馬春艷 馬景倫

第四排 吳子晴 柯頌恩 蘇子朗 杜紫希 唐一儒 謝穎思  
王芷悅 黃藹嘉 游朗恩 嚴巧旋 葉文傑

6B

全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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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全班合照
第一排 吳澤來校長 馮智鵬副校長 李耀華副校長 林燕如副校長 鄭少芳姑娘 馮奕匡老師

 鄭慧敏主任 陳彥亦 陳均偉

第二排 張民生 張偉業 莊曉亮 祝曉瑜 許政樂 鄺晉霆

 鄺子軒 黎日東 林曉穎

第三排 李晉賢 李菀霖 李穎曈 毛彥仁 莫梓康 吳芷瑩

第四排 潘穎茵 蕭咏雯 謝國賢 尹妙菁 温子皓 王嘉煒  
黃禮賢 黃諾彤 鄔永申

16

畢業特刊畢業特刊



6D

全班合照
第一排 吳澤來校長 馮智鵬副校長 李耀華副校長 林燕如副校長 鄭少芳姑娘 鄭漢傑老師

 馮感靈老師 陳展軒 陳熙汶

第二排 張樂詩 張芯瑜 張子軒 戚健榮 錢子晴 何卓希

 何家銘 古駿桉 黎政橋

第三排 林子軒 劉皓禮 李志翹 李尚宏 利嘉銘 盧日軒

第四排 呂希妍 麥子軒 莫梓健 謝旨博 温智豪 黃卓芯

 楊 揚 葉樹航 余 悅

全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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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過的日子6A

我會我會！選我選我！小五生活營，分組
遊戲最高興鬥智鬥力，驚險萬分

小五旅行日，盡興的一天 郊野公園留倩影 姿勢滿分
謝謝老師前

來探營

小心我們製造的水炮！要把乒乓球運送到
目的地真不容易

同心協力玩遊戲到達營地了！

齊來做臉譜，
猜猜我是誰？

運動競技日，
6A加油！6A必勝！

吃飽才有力氣去玩啊！

5A全家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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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過的日子 6B

互相陪伴成長的好閨蜜

日日運動好，健康冇煩惱∼

氹氹轉，氹氹轉，越轉越快樂！

開心時間好快過，快樂回憶有你我∼

與同學一齊食飯更好味

親親大自然，呼吸新鮮空氣！

兄弟一心，不離不散！

一起於數學遊蹤合作解難！

紮竹製作大炮台，
辛勞，但滿足！

YO~型仔玩飛碟，
你見過未？

成為彼此的力量，
向目標邁進！

踏青郊遊風光好，
放鬆身心憂愁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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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過的日子6C

排排企 玩遊戲

嗯...最好每一天都
是戶外學習

日，對吧？

踢毽比賽，我們準備好了。

人齊開飯！

電子學習，由你我做起。

這題我不懂，你會嗎？
影張大合照先去玩

，好嗎？

嘩⋯⋯這個帥哥是誰？

戶外學習日，當然要玩U N O，訓練腦袋
嘛！

有你一起，多轉幾個圈
都不怕。幾時可以放我下來？罩不住的笑容最開心還是上鄭老師的體育課。這個蛋糕味道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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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過的日子 6D

一起吃過的日子^.^好曬呀！

來個日光浴！

快樂同盟！！！

快想想！我們如何成功！
齊享佳餚！

細心聆聽校長的分享

集合吧！6D女子組解決未？未解決？

神啊！我的心切慕祢。

戶外學習日，當然要玩U N O，訓練腦袋
嘛！

同心協力解難題

6D暖男！！！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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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舊照6A
  2. 梁藝曦 3. 丘旻峯 4. 劉鎧晴 5. 何思朗
 6. 馬樂妍 7. 雲寶賢 8. 周 穎 9. 黃梓恩 10. 陳柏螢
 11. 呂子顥 12. 杜紫彤 13. 黃鈺雯 14. 施穎霖 15. 黃霆軒
 16. 歐敬謙 17. 梁啓心 18. 源恩諾 19. 譚 晴 20. 潘家銘
 21. 葉瀚文 22. 蔡潁臻 23. 謝晞蔚 24. 林信朗 25. 關子茵
 26. 許恩琳 27. 陳以巧 28. 王國祐 29. 阮學津 30. 譚梓宏
 31. 蔡禮匡 32. 陳海互 33. 譚穎嘉

1. 張進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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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碰
  2. 鄭樂行 3. 高曉晴 4. 馮子軒 5. 黃藹嘉
 6. 王芷悅 7. 謝穎思 8. 嚴巧旋 9. 游朗恩 10. 馬春艷
 11. 梁曉惠 12. 梁健遵 13. 陳康萃 14. 張綺喬 15. 盧皓廷
 16. 歐汛殷 17.梁倩翎 18. 柯頌恩 19. 林若翹 20. 周子軒
 21. 馬景倫 22. 李皓軒 23. 李卓橋 24. 吳子晴 25. 張嘉晉
 26. 方 齊 27. 杜紫希 28. 李顏志 29. 李雅欣

1. 譚穎霞老師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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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舊照
  2. 毛彥仁 3. 李菀霖 4. 林曉穎 5. 李穎曈
 6. 莫梓康 7. 陳彥亦 8. 李晉賢 9. 吳芷瑩 10. 祝曉瑜
 11. 温子皓 12. 黃諾彤 13. 潘穎茵 14. 鄔永申 15. 蕭咏雯
 16. 鄺晉霆 17. 黎日東 18. 謝國賢 19. 尹妙菁

1. 馮奕匡老師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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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碰
  2. 黃卓芯 3. 錢子晴 4. 莫梓健 5. 葉樹航 6. 張芯瑜 7. 林子軒
 8. 戚健榮 9. 李志翹 10. 劉皓禮 11. 余 悅 12. 古駿桉 13. 張樂詩 14. 何家銘
 15. 呂希妍 16. 陳熙汶 17. 何卓希

1. 鄭漢傑老師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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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子茵

我希望疫情快點消

失，每位同學、老師都

開開心心

劉鎧晴

希望疫情早日過去，

大家身體健康，同學們

都能考入心儀中學

呂子顥

我期望成為一個發明

家，發明各種物品，便

利大眾的生活

梁藝曦

希望我可以成為科

學家

方梓滺
我希望將來成為一

位出色的設計師

何思朗

希望疫情快點過去

潘家銘

我希望進Band 1
中學

丘旻峯

我希望能成為

Youtuber

林正修

我希望成為一位老師 梁啓心

入到理想的中學，

朋友身體健康

周穎

我希望成為一名

廚師

黃霆軒

我希望成為一名

廚師

陳柏螢

我希望可以入到心儀

的中學，疫情可以快點

消失

歐敬謙

我希望成為一名出色

的足球員，到世界各地

踢足球

陳海互

我希望入到中學後，

可以和同學保持聯絡

陳以巧

我希望成為一名跳舞

老師

葉瀚文

我希望成為美國職

業棒球員

林信朗

我期望成為一個建

築師，建造大樓

施穎霖

我希望大家都可考

入喜歡的中學

譚晴

我希望可以成為一位出

色的運動員，在三公里比賽

中，以3分鐘以內完成，更要
創佳績

杜紫彤

我希望能成為著名的

時裝設計師，並為市民

設計衣服

馬樂妍

我希望疫情可以趕快

結束，各位同學能在心

儀的中學有新的開始

譚梓宏

我希望能夠進到心

儀的中學

黃梓恩

我希望可以成為一

位優秀的數學老師

葉康楠

希望可以和其他同

學就讀一樣的中學

黃鈺雯

希望可以做一個插畫

師，為遊戲人物設計形象

譚穎嘉

我希望可以成為一

位設計師

謝晞蔚

我希望疫情早日消失，大

家都過過一些沒有疫情的正

常生活，還有希望大家的中學

生活愉快

蔡潁臻

周遊列國

王國祐

入讀心儀的中學

源恩諾

希望疫情可以快點過

去，也希望考進適合的

學校

雲寶賢

我希望能夠成為一個

醫生，幫助更多的人

夢想號—學生理想
6A

蔡禮匡

我希望校長可以重新

做一個新校園

李敬之

入到Band 1的中學

許恩琳

我期望大家身體健康，

可以入到心儀的中學

阮學津

希望我可以成為一

名醫生，幫助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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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雅翹

我希望成為時裝設計

師，設計不同的衣服給

別人

方齊

我希望過完Ausbildung
後，可以到Kubinka Tank 

Museum工作

李顏志

希望我和各位同學

可以入讀心儀的中學

陳康萃

我希望將來成為一

位天文學家
周子軒

我希望可以成為一

位發明家

鄭樂行

希望入讀心儀的中學

高曉晴

我希望入讀心儀的

中學

張嘉晉

我希望雖然要上中

學，但友誼可以一直

存在張綺喬

我希望同學、老師、

朋友一世開心快樂！

馮子軒

我希望成為一個動物

管理員，設計一些讓動

物住得最舒適的空間

林若翹

我希望可以同好朋友做

一世好朋友，並一齊入讀

心儀中學，友誼永固

梁健遵

我希望可以和我的同學

繼續做好朋友，和入讀心

儀的中學

李卓橋

我希望可以成為發明

家，發明發明品讓人民的

生活更加便利

梁倩翎

我希望可以和我的同學

繼續做朋友，和進入心儀

的中學

李雅欣

我希望與我的好朋友一起

讀中學、大學，一生一起做

好朋友，做彼此的知己

李皓軒

我希望和朋友升上同一

間中學，未來可以成為一

位老師

馬春艷

我希望可以完成自己一

年前想做的事，想去的地

方。希望可以和好姊妹讀同

一間中學

盧皓廷

我希望升上中學後可

以再跟大家相聚，我想做

Youtuber，成為小明星

馬景倫

我希望可以同朋友一起

上同一間中學，未來可以

成為一名漫畫家！

吳子晴

我希望可以一起升上

心儀的中學，永遠成為

好朋友柯頌恩

我希望可以讀完倪匡

所有作品。還有和好朋

友讀中學

杜紫希

我希望可以同好朋

友一起入心儀的中學

唐一儒

我希望可以入讀心

儀的中學

王芷悅

我希望成為一個音樂

家，去參加比賽，取得

好成績

游朗恩

我希望可以完成自己想

做的事，和希望可以與好

朋友讀同一間中學

梁曉惠

我要考八級鋼琴考試

嚴巧旋

我希望成為一位老

師，因為我喜歡教導小

朋友

黃藹嘉

我希望可以入讀心

儀中學，報答爸媽

葉文傑

我希望可以入到心

儀的中學

蘇子朗

我希望可以做一個

電競選手

夢想號—學生理想 6B
陳頌熙

我希望成為一位考古

學家，探索古代生物的

奧秘
陳賀喬

我希望我可以成為

一位成功的Youtuber

符傳禧

我希望我住在香港

會平安無事

謝穎思

我希望可以做一

位教師
歐汛殷

我希望有愉快的學

校生活

31

夢想號



陳彥亦

我希望可以成為太空

人，因為可以探索宇宙

莊曉亮

我希望成為一個外星

人，因為我想看見外星人

的同類。

祝曉瑜

I want to be a chef 
when I grow up

陳均偉

我希望可以成為律師

許政樂

我想成為一個作家

鄺晉霆

我有望可以成為電競

選手，因為我喜歡遊戲
鄺子軒

我希望能成為收藏

家，收藏不同國家的畫李晉賢

我希望能夠成為畫家，

可以畫給別人看我的作品

黎日東

我希望可以成為電競

選手，因為我喜歡遊戲

李菀霖

我希望學到韓文，可以

到韓國方便溝通，講到流

暢的韓文

林曉穎

I want to be a dancer 
when I grow up 李穎曈

I want to be a dancer 
when I grow up

夢想號—學生理想

毛彥仁

我希望能夠成為飛機

師，可以飛去各個國家和

帶爸媽旅行 温子皓
我想成為不用上學、工

作的有錢人，可以每天吃

好的，每天打PUBG、王者

莫梓康

我希望成為消防員，

在大火中救人
吳芷瑩

我希望可以成為一位

老師
蕭咏雯

我想成為一個正義

的人
潘穎茵

我想做個善良的人
謝國賢

我想做棍網球教練或

消防員

尹妙菁

我想做歌手或創業

王嘉煒

我希望成為電競職業選

手，因為打遊戲還不錯

黃禮賢

我希望成為董事長，

可以看員工有沒有勤

力工作

黃諾彤

我想成為一位棍網球

教練

鄔永申

我希望成為電競職業選

手，因為我打遊戲還不錯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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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展軒

我希望長大後成為一

位籃球運動員 陳熙汶

我希望入讀一間理想

的中學

張樂詩

我希望入讀一間理想

的中學

張芯瑜

我希望長大後成為一

位籃球運動員

張子軒

我希望成為一位百萬

訂閱Youtuber

戚健榮

我希望長大後可以一

直打籃球

錢子晴

我希望長大後可以成

為服裝設計師

何卓希

我希望長大後可以開

遊戲公司 何家銘

我希望長大後可以做

有錢人
劉皓禮

我希望長大後開遊戲

公司

李志翹

我希望長大後做個富

二代

古駿桉

我希望長大後可以做

運動員

林子軒

我希望長大後成為一個

衣、食、住都無憂的人

黎政橋

我希望成為100萬訂閱
Youtuber

夢想號—學生理想

李尚宏

我希望長大後做電競

選手
利嘉銘

我希望長大後做一個

大主播
盧日軒

我希望長大後做個有

用的人

呂希妍

我希望長大後做一位

老師
麥子軒

我希望長大後做個科

學家

温智豪
我 希 望 成 為 2 位

Youtuber 黃卓芯

我希望成為世界首富

莫梓健

我希望長大後做個

Youtuber

謝旨博

Youtuber破千

余悅

我希望長大後可以開

一間手工店楊揚

我希望成為一位

Youtuber
葉樹航

我 希 望 成 為 一 位

Youtuber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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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甲班的課室裏，總是有個繁忙的身影，她對我們不離不棄，同時也是個風趣幽默的

人。她是誰？她就是我們的班主任—張進思老師。

  「各位同學早安！」張老師帶著那束秀麗的頭髮，炯炯有神的雙眼，宏亮的聲線，像明燈

一般照亮著我們，引領我們在學習的路上進發。

  一直以來，張老師陪伴我們走過高山低谷。儘管我們會有頑皮的時候，但張老師依然不離

不棄地教導我們。還記得每當我們忘記背詞語，做功課或上課不專心時，張老師都會語重心長

地說：「你們要努力學習，明白『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正是張老師不辭勞苦的教

導，才造就了今天的我們。

  在這兩年，張老師帶給我們的，不是沉悶的課堂，而是有趣的活動。張老師時常以有趣的

圖書和故事來教導我們，也會分享一些她的往事，令我們捧腹大笑。張老師以她的幽默感打

破了課室的寧靜，她曾經說過：「我希望以後的中文課能帶給你們多點樂趣，享受學習的生

活。」外表嚴肅的張老師，實際上卻是

一個風趣幽默的人。

  畢業在即，六年的小學生活眨眼間

便過去，張老師的循循善誘為我們的小

學時光畫上完滿的句號。雖然心裏萬般

的不捨，但離別是為了更好的重逢，將

來我們一定會再見。張老師，謝謝您！

班主任素描—張進思老師

6A 劉鎧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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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欣賞學校哪一位師長呢？我欣

賞的老師是譚穎霞老師，她是我們班

的班主任和數學老師。譚老師有一張

方方的臉，臉上有炯炯有神的眼睛，

她的鼻樑上架著一副方形的眼鏡，看

起來親切友善，和藹可親。

  譚老師個性開朗，她常常跟我們

一起說笑，逗得我們捧腹大笑。還記

得有一天，我們整班都提不起精神上

課，十分疲累。那天，天上烏雲密佈，天色陰陰沉沉的，我們整班都悶悶不樂。譚老師見

狀，立時靈機一動，和我們一起說笑和玩遊。大家馬上恢復了精神，認真地上課。

  譚老師雖然態度親切，但當我們做錯了事時，她便會嚴肅起來，指正我們。之前，譚老

師發現有幾位同學互相抄襲對方功課。譚老師十分擔心，怕他們學不到知識。可是，譚老師

並沒有斥責他們，她語重心長地告訴他們為何不能抄答案。在她循循善誘下，在我們班再也

沒有出現類似情況。

  我認為譚老師像指南針，她帶領我們走正確的道路，不讓我們誤入歧途。在譚老師的春

風化雨下，我們學會不同的知識，一起茁壯成長。譚老師，我答應你，我以後一定會更努力

讀書，不會辜負妳對我們的期望。你對我們 過的金玉良言，我都會銘記於心。

一位我欣賞的師長

6B 黃藹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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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個子高大，身型瘦削，有着烏黑且濃密的短髮，高大威猛，帶着黑框眼鏡，衣着樸素，

還精通英文、體育、常識！而他帶着殺氣的眼神，更是給人一種高冷的感覺。他，就是我的班

主任—馮奕匡老師。

  馮老師老師雖然平時在教室上教學時，顯得格外嚴格，同學一看見他便鴉雀無聲，正襟危

坐，但在背地裏則是一位幽默又溫柔的老師。同學偶然忘記做功課，他也不會責備，反而會了

解原因，教導同學補做。

  記得那次，我快要到中學面試了，而幫我練習的正是我的班主任。在準備時，我感到有點

慌張，畢竟當時在我印象中，他還是那位嚴格而且凶狠的班主任。直到練習時，他準備了豐富

材料，細心地提醒我需要改善的地方，我才發現他並沒有我想像中凶惡。在疫情期間，馮老師

會對我們噓寒問暖，關心我們身體怎樣、夠不夠口罩用；在我們快要考呈分試時也替我們說加

油，在我們這些學生看不見時，他仍默默付出，

準備教材，批改功課。

  他不為榮譽，不為獎勵，只想我們能走一

條正確的路。可能，這就是一位老師力所能及

的吧。

  鈴鈴鈴⋯鈴鈴鈴⋯下課鐘聲響起，是時候

跟老師說再見了，但我們更想說句：謝謝你，

馮老師。

班主任素描—馮奕匡老師

6C 許政樂、毛彥仁、吳漫怡

36

畢業特刊



  當我們每天早上踏進6D課室時，會都出現一個忙碌的身影，他親切可人，聲如洪鐘，他就是我

們的班主任——鄭漢傑老師。鄭老師不但是我們的班主任，他還教授我們數學科和體育科；他帶我

們走進數學知識的殿堂和充滿趣味的體育世界。

  鄭老師為人風趣幽默，課堂上很多時充滿歡樂。最令我們難忘的是有一次全班同學數學考試的

成績十分理想，所以鄭老師說：「我請大家吃冰棒！」那刻全班同學也歡呼雀躍。可是過了多時，

我們仍未見冰棒的蹤影，我們心想：鄭老師是否忘記

了？有一天，鄭老師手上拿着很多藍色的東西走進班

房。起初我們以是作業，原來那是冰棒！我們都歡天

喜地，各人都吃得津津有味呢。

  鄭老師十分關心學生。我們班上有同學經常欠交

功課，所以鄭老師犧牲自己的時間，在放學後教導他

們，好讓那些同學能追回課程內容。

  然而，鄭老師也有嚴肅的一面。每當我們犯下錯

誤的時候，鄭老師總會用那「致命」的微笑去注視着我們，彷彿看透我們心裏所想，那刻我們的心

便立時被他溶化了，會把所犯的錯如實地向老師陳明。

  鄭老師除了是我們尊敬的老師，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老師，他最擅長時間管理。每當小息鈴聲

響起，鄭老師必會手拿着沈重的作業進到課室，然後喊道：「某某同學，請出來改正作業。」每當

同學聽見鄭老師呼喚自己的名字時，不管他們是在吃東西，或是在玩耍，都會立即放下手上的事

務，乖乖地來到老師的跟前，因為誰也不想放學留堂改正。

  這兩年，我們一起走過的學習歷程是標誌着我們的成長足印。畢業之際，回想起恩師的諄諄教

導，我們是不會忘記的。謝謝你——鄭漢傑老師。我們承諾在往後的日子裏，會用心學習，努力學

業，定不會辜負你對我們的期望。

班主任素描—鄭漢傑老師

6D 劉皓禮、何家銘、余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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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當中，再次翻閱一本由Ken Blanchard所著的 
The Heart of A Leader （中文本譯作：一分鐘激勵—
肯‧布蘭查）。我很想與眾畢業同學分享書中的一句話

「Success is not forever and failure isn’t fatal.」。其意思
是提醒我們千萬不要讓勝利沖昏頭腦，也別讓失敗把自

己擊垮。

  期盼一眾畢業同學將眼光放遠，緊記着人生中沒永
遠的成功，亦沒有致命的失敗⋯⋯ 願在主裏互勉之！

  六年小學生活轉眼便過去了，相信這兩年
的學習定必十分難忘。

  無論學習形式如何，只要你們有顆願意學
習的心、謙卑的心，多困難的問題也可靠着上

帝渡過。

這是我最喜歡的聖經話語，現在送給每位畢業

的同學，共勉之：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
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言第四章23節）

  這兩年我們一起經歷了不一樣的學習生活，
不論是回校學習，還是在家上網課，你們都努力

適應。來年學校將會遷校，雖然環境不一樣了，

希望你們還是會記得在陳元喜學習的一點一滴。

未來的路依然充滿挑戰，祝願同學們在上帝的恩

領下，繼續向着標竿直跑，茁壯成長。

  感恩在充滿挑戰和困難的疫情中，大家一起經歷天父的恩典，快要踏上中學的新里程，願主賜給大家一顆
剛強、仁愛、謹守的心，能以天父的話語為明燈，編織豐盛美滿的人生！大家更不要小看自己年輕，總要在言

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要作信徒的榜樣，作鹽作光，榮耀上帝。

  在知識海洋的底層，與生活海洋的底層一
樣，也是一片無比神奇的世界，那裡有大大小小

不同的寶藏等着大家一一去發掘！

  願每一位畢業生也能勇敢地潛到下去，在上
帝的同行和指引下，衝破風浪，越過困難，去探

索這神秘世界的無窮奧秘！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
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

引你的路。（箴言3:5-6）』

祝福串串—老師良言

吳啓謙老師

張嘉慧老師

  各位畢業同學，時光飛逝，眨眼間你們要畢業
了！數算過去的日子，全都是神的恩典。在與你們

相處的日子，總有甜酸苦辣的味道，但這一切一切

都帶給我美好的回憶。

  離別在即，實在捨不得你們。但願你們無論去
到哪裏，要緊記母校及老師的教導，也勿忘聖經的

教誨；並帶着神滿滿的恩典，踏上人生另一階段的

旅程。

  「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
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約書亞記 一：9）願神的話語成為你們的幫助！

  同學們，努力！加油！

譚穎霞老師

鄭漢傑老師

林燕如副校長

張進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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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在這兩年能陪伴六乙班的同學一同成長，彼此
在新常態中經歷了不少挑戰。在學習上，看着你們努

力，看着你們進步，心裏十分欣慰！離別在即，願神的

恩典常與你們同在，祝福每一位畢業的同學前程錦繡！

在漫長的人生路上銘記：「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

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

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彌迦書 6:8）

祝福串串—老師良言
李耀華副校長

梁佩思主任

  神為每個人的生命預備了美好的計劃，當我們面對
逆境，難免會灰心失望，甚至看不見神賜下的恩惠。過

了時日，我們才明白神在工作，原來這些黑點是樂譜上

的音符，不但能奏出一首美麗的樂曲，更能讓我們成為

別人的祝福。要記住：無論遇到任何境況，我們也要學

習祈禱交託，並倚靠神走人生每一步。加油！

黃淑玲主任

  祝福各位畢業的同學前程錦繡，願你們
行在主的旨意中，多倚靠主，勇於面對前

面每一個挑戰，請記着：「辦法總比困難

多。」加油！

馮智鵬副校長

趙  健老師

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書讀幾多都唔夠，人品好先算優秀。

  願各位畢業生在這充滿不同價值觀的世界找到正確
的處世之道。

林民平老師

王欣欣老師

  不一樣的兩年，縱然是不容易的一屆畢業生，但在
你們的身上看到珍惜及包容的態度。感恩能夠和你們一

同走過這兩年，未來的挑戰天天不同，緊記帶着勇氣、

堅毅的態度去面對每一個新的挑戰，且勿忘母校的教誨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言9:10），不要自誇但更不用自卑，學會凡事交
上，讓天父成為我們最大的倚靠和力量。祝福你們，靠

主得勝！

鄭慧敏主任

  「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
陰」，願你們在千金難買的美好歲月中努力

奮鬥，等待一天「破繭成蝶」，在人生的舞

台上綻放異彩。

  更願你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能按著神
的心意，一直緊緊跟隨祂的帶領，走過人生

的每段路。祝福你們！

  仍然記得你們一年級時可愛的模樣，轉
眼間你們都長大了。縱是臨別依依，滿滿是

不捨，但是人生總要經歷不同的階段，離別

教我們學會珍惜，也教我們成長。

  恭喜你們已經完成人生之中的其中一個
成長階段！願同學繼續把握好青春時光，努

力裝備自己，讓自己將來合乎主用！

  記着別小看你自己，在上帝手中，我們
有無限的可能！

  一場世紀大疫情，改變了你們的學習模
式，限制了你們的活動空間。希望你們的思

想不受任何所限，長出翅膀，自由廣闊地飛

翔。希望你們有更成熟的心智面對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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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graduates,

  You have experienced an extraordinary primary 
school life during these two years. You lost a lot of 
precious time with your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Yes! Life can be full of unexpected things, either 
happy or sad, so we need to cherish everything we 
have. No matter what things may happen, just always 
keep a loving heart, a wise mind and a strong faith 
in God who will always stay with us through all the 
journey of our life. I wish you all a more prosperous 
and brilliant secondary school life. :)

  ‘Have I not commanded you?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Do not be afraid; do not be discouraged, 
for the LORD your God will be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Joshua 1:9)’

親愛的同學：

  六年的小學生涯走到尾聲，這兩年畢業班的生活未必算是多姿多采，但也肯定稱得上難忘。很多期待已
久的活動或是改變形式、或是取消。但這也讓我們體驗了人生重要的課題：健康的重要、維持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和建立堅忍的精神。很高興這兩年能認識你們，和你們一起走過，感謝你們帶給我歡樂。

  未來無論遇到甚麼挑戰，希望同學都能懷著信念，保持謙卑的心，靠著上帝去闖每一關，我也會為你們
打氣。

  親愛和年輕的你：願你不忘為自己、
這家園和天父發美夢，牢牢僅記不要把

「夢」停留在「想」的階段，讓夢想喚醒

你起床，成為你實現的動力。我愛你們！

得閒飲茶！

  求主加力給我們成為世界的鹽和光，
阿們。

  「因為黑暗漸漸過去，真光已經照
耀。」約翰一書 2:8 下

  不容易過的年頭，但看見你們又靠主恩跨過，
知識和身量都在增長。唯願你們升中後，繼續每天

靠主恩跨過一切的新挑戰，不單知識和身量在增

長，連神和人喜愛你們的心也都一同增長！加油

啊！希望在日後的校友日能重遇你們！ 

Dear P.6 students,

  You will have a new chapter of life very 
soon – a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There 
may be a lot of challenges ahead but do not 
be afraid as God will be with you whenever 
you go if you submit to his leadership. For 
God promises us, “So do not fear, for I am 
with you; do not be dismayed, for I am your 
God. I will strengthen you and help you; I will 
uphold you with my righteous right hand.” 
Isaiah 41:10.

陳奇恩老師

馮奕匡老師

陳恉信老師

Miss Katia Leung Mei Wa

曾婉君老師

祝福串串—老師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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