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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壽基先生
樂基集團主席

何宗盛博士
樂基集團董事總經理
管樂團贊助人

創校簡介

柏立基教育學校校友會，於一九八九年九月
一日創辦本校。學校蒙香港樂基集團董事長
－何壽基先生慷慨捐助鉅款以裝備－完善學
校，並獲准以「何壽基」為校名。

辦學宗旨
本校承辦學團體秉「柏立基教育學校友會」
的辦學宗旨，以「文、行、忠、信」為校訓，

首重德育、並重智育、體育、群育及美育的

均衡發展。誘導少年學梓成為有禮貌，肯負
責，勤奮好學，自愛自律的好學生；使成為

心地善良，儀容端莊，氣度平和，自強不息

的好少年。

教育抱負
輔導孩子成長自學自律愛己愛人愛家愛國，
使他們懂得:

關心同學．顧念親長．

熱愛國家．尊祟民族。

教育目標
堅持愉快學習 追求自我完善 貫徹有教無類

落實因材施教 創造教育空間 營造不同機會

發展多元智慧 誘發學梓潛能 培育各式人材

取向積極樂觀 勇於承擔責任 貢獻社區國家

學校贊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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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禮

嘩!大家都好留心聽講喔!

活動剪影

再見到最愛的班主任，真好呀!

大家都守秩序，整齊地排隊上課室!

開學日，同學們都精精神神，一齊高唱校歌！

又可以做老師的好幫手!

可以在公益便服日穿上自己喜歡
的衣服上學，同學們都很興奮呢！

準備開始製作啦！

感謝家長義工的耐心教導
!

老師，同學和家長義工合力製作可愛的動物燈籠！

節令活動—中秋燈籠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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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箏隊的同學很認真啊！我們六年級最後一次在聖誕聯歡會表演啦！

活動剪影

聖誕聯歡會

六年級同學們與校長、老師們一起大合照！

學校於每年九月和一月都會分別舉行學校開放日。希望透過
舉辦開放日活動，令各界對學校有更深入的認識，同時亦是
為每一位同學創造一次展示學習成果、回饋學習的機會。
同學們不論是當學生義工或是表演者，都能一展所長，實踐
學習。

開放同樂日及
第七屆「夢想飛翔」

之「小天才．大舞台」開放日

兩位嘉賓評判與校監及校長合照。

家教會委員和義工們一
義賣年花，出錢又出力！手鐘隊隊員和老師都落力演奏。

當天亦是學生
英文文集

的發佈會呢！

幼稚園參賽同學，個個都施展混身解數！
恭喜當天各位得獎的小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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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的小老師好認真啊!

你儲夠印仔換禮物未呀!

英文老師也很落力的!

學校開放日，
大家都很開心!

巨型疊疊樂真好玩啊！

ＳＴＥＡＭ初體驗！

看!老師也一起玩啊!

小手工大製作!

六年級的小老師
很樂意幫忙的。

小小傳媒人!我要做直播!

IPAD 數學遊戲!

要很認真玩才可以贏的啊!

看!同學多認真!

IPAD 七巧板!我來教你玩啊
!

大家都很認真地吹奏著!

一邊拉動，一邊彈奏，演奏手風琴
真的不容易呀!

同學們作小義工，一同玩
迷你桌上遊戲

大家開心來做小手工。

女孩子吹奏時也英姿颯颯呢!

活動剪影

我校揚名國際的手風琴隊也
也參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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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準備好啦!

CARE小記者STEM BY YOU計劃
SEE&SAW 小記者訓練營

拿著竹蜻蜓啟動兩日一夜的訓練營！

小記者向大家分享成果

小記者們十分關注環保的議題

小記者們玩竹蜻蜓時十分興奮！

CARE 小記者
本校校隊「小記者」每年均會參與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
少年綜合服務中心主辦，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及屯門小學校
長會協辦的「CARE」小記者的「CARE小記者計劃」。

計劃目標是透過小記者訓練、遊戲、人物專訪及比賽，培養學童的觀察力及分析力，並學
習提出積極建議，並讓同學們關心社區人與事，增強社會凝聚力；學習面對人群，掌握人
際溝通及演說技巧，從而建立積極及正面價值觀。
本校「小記者」於此計劃中屢獲殊榮，於上年度的「CARE小記者『童．真角度』計劃」
中，就獲得了三大獎項：專題研習亞軍、即場演繹季軍及最佳攝影獎。

本校每都會邀請家長和同學們一同參與，
由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屯門民政事務處及東華三院
屯門綜合服務中心合辦的「屯門區公民教育暨倡廉親子
故事比賽。今年跟往年一樣都分別在不同的參賽組別中
獲獎。獲獎名單如下：

傅敏思 (小學親子組) 亞軍 黃嘉盈 (小學親子組) 優異獎
廖颽晴( 小學中級組 ) 優異獎 呂 鈺 (小學高級組) 優異獎)

屯門區公民教育暨倡廉
親子故事比賽2019

活動剪影

收獲豐富!恭喜所有的得獎同學和家長

家長和同學的表現都十分精彩!

何壽基CARE小記者STEM 
BY YOU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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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深入了解學生與家庭狀況，強化家長、
學生和教師的良好關係，學校每年都會舉行
兩次「家訪活動」。希望透過教師探訪學生
的家，深入了解他們的家庭環境、學習情況；
同時亦能在學校以外，輕鬆地與家長面談、
交流；更是凝聚家長力量，共建和諧校園的
好機會。

家訪及中學參觀

6A班同學與南屯門官立中學校長合照!

第一次在中學發言!真難忘!

同學與南屯門官立中學老師合照

同學與南屯門官立中學老師合照 很興奮啊!

期待中學的生物堂啊！
這裏的圖書館真大啊！

為協助小六學生適應中學生活，讓學生認識中學課程，所
以於他們進入「中一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前，本校老師會
帶領同學參觀區內中學，如南屯門官立中學、仁愛堂田家
炳中學。
同學們有機會體驗中學課堂的學習、看看中學的環境；亦
安排一個直接的面談的時間，聽聽就讀中學的哥哥姐姐分
享校園生活軼事，向中學的校長和老師們提出自己對中學
的疑惑。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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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活動名稱

欖球 田徑隊 排球隊

花式跳繩 畫出彩虹水彩畫 兒童創意彩沙畫

中文集誦 桌上遊戲 英文故事大師

專注力小組 公益少年團 機械人班

創意思維繪畫班 合唱團 藝術小先鋒

LEGO積木工程師 環保敲擊樂 魔力橋

黏土樂 趣味數學 小小魔術師

卡通漫畫 圖書館領袖生 串珠

悅讀悅寫意小組 智能玩具DIY 禪繞畫

圍棋 電腦編程班 立體手工製作

拉丁舞 新來港學童適應課程 風紀訓練

武術 小記者 古箏

薩克斯管班 籃球班 小一適應小組

游泳班
劍橋英語班

(starters/movers/flyers/Ket)

結他班

奧數預備班及校隊 羽毛球隊 手風琴隊

樂理班(初階、進階) 旋風球校隊 能言善道（演說班）

長笛班 單簧管班 社交小組

非華語中文支援班 英語樂繽紛 手鐘隊

女童軍 足球校隊 英語大使

飛盤隊 社交小組 幼童軍

課後英文(數/常)加強班 中國舞 成長小組

中國書畫班 英文音樂劇 英語讀寫練習班

成長的天空 管樂團 鼓動節拍

敲擊樂班 銅管樂器小組

本校課外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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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多姿采

我一定可以接到這球！

羽球隊

我彈得好聽嗎？

結他隊

我們最喜愛砌LEOGO！

LEGO積工程師

足球隊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高組比賽

舞蹈組

活動剪影

圖書館小幫手們！

圖書管理員

電子編程班

團棋班

下一步該怎麼辦？

學校為了培養學生具備多元能力以面對新時代的來臨，
開辦了多個課外活動小組給同學參加，當中包括：制服團隊、培訓組
別、興趣小組等範疇，同學可因應自己的興趣及能力來參加各項活動。

小女童軍

大家都說我彈得很好聽！

古箏隊

男孩子打鼓真有型！

鼓動節拍

看我們站得直直的！

幼童軍

要努力練習準備日後的表演！

管樂團

每星期也期待女童軍的訓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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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

屯門區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真的厲害，
又有獎杯啦！

活動剪影

個子雖小，
志氣不少！

不要少看我啊！

田徑隊於本屆屯門區校際田徑比賽中表現卓越。除男子甲
組得到團體殿軍外，多名隊員都分別入選屯門區隊，實在
值得嘉許。

6A班曾智龍同學勇奪金牌！
厲害！

女子組也成績彪炳，不容小覷！

最後一年參加比賽，
更可獲獎，真開心!

田徑隊大合照

大大隻!力氣大!

嘩!是第一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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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比賽名稱 參賽組別/獎項 獲獎學生

2019第三屆深圳寶安

國際手風琴藝術周
樂團展演組金獎

4A曾亦軒 4A劉依

4A李依璐 4B陳曦

5A張傑寧 5A陳俊龍 5B何廷欣

5C李文婷 6A鄭思翰 6A梁詩婕

6C李丹瑶 6B張騰恩

第六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2019音樂比賽
兒童流行聲樂組一等獎 5A陸曉樂

全港青少年標準舞及

拉丁舞大賽

「舞蹈藝術家」大賽

喳喳喳舞組 優等級獎2
5D談嘉熙

高級單項組單人倫巴組季軍 5B何廷欣

第八屆環球盃

舞蹈錦標賽

喳喳 亞軍 倫巴 亞軍

森巴 殿軍 牛仔 殿軍 斗牛 殿軍
5B何廷欣

完美盃

Samba 冠軍 Rumba 亞軍

Cha Cha Cha 季軍 Paso 季軍

Jive 季軍

5B何廷欣

第七屆暑期青少年

標準舞及拉丁舞比賽

青少年拉丁舞單人花步 Rumba 冠軍1

Cha Cha 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單人單項Rumba 冠軍

Cha Cha 冠軍

6D阮曉君

青少年拉丁舞單人花步 Rumba 冠軍

Cha Cha 冠軍 Samba 亞軍 Jive 季軍
5B何廷欣

青少年拉丁舞單人單項 Cha Cha 季軍

Jive 優異 Rumba 優異 鬥牛 優異
3C曾昊文

青少年拉丁舞單人單項 Cha Cha 優異 4C楊可彤

青少年拉丁舞單人單項 Cha Cha 季軍

Rumba 優異
3D李詩情

慶祝香港回歸

游泳錦標賽2019

女子5-8歲4X50捷泳接力 季軍
4A陳芷琪

女子8歲100米蛙泳 殿軍

屯門區分齡少年

游泳賽2019
女子P組100米蛙泳 季軍 4A陳芷琪

友校接力 女子組季軍
5A米芷雲 6A郭嘉怡

6C庄伊慧 6E葉芷淇

友校接力

男子組冠軍
5A盧偉順 6A曾智龍

6D楊顏煜 6E張港榮

女子組優異獎
5A米芷雲 6A郭嘉怡

6C庄伊慧.  6E葉芷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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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而停課影響，下學期很多的比賽及活動都取消了。但同學們
在上學期的表現，仍非常優秀，屢獲殊榮。



比賽名稱 參賽組別/獎項 獲獎學生

2019優數盃邀請賽
一等獎 6A戴寧凡

二等獎 6B何卓羲 6B吳珮瑩

三等獎 6C陳冠彰

優異獎 6A謝明卓

2019-2020年度屯門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特100米殿軍 6E陳俊良

女特200米亞軍 6B曾靜雅

女特100米亞軍 6E盛雪兒

男甲200米冠軍 6D楊顏煜

男甲跳遠亞軍 6D楊顏煜

男甲60米優異獎 6A沙子華

男甲100米優異獎 5A盧偉順

男甲推鉛球優異獎 6E張成銘

男甲接力優異獎
6D楊顏煜 6A沙子華 5A盧偉順

6E張港榮 6B麥 司 6B李赫晨

男甲團體殿軍

6D楊顏煜 6A沙子華 5A盧偉順

6E張港榮 6B麥 司 6B李赫晨

6E張成銘 6C星迪生

女甲200米亞軍 5A米芷雲

女甲100米優異獎 6A郭嘉怡

女甲400米優異獎 6C庄伊慧

女甲推鉛球優異獎 6B李赫姿

男乙擲壘球優異獎 5C黃世安

女乙200米優異獎 5D陳芷欣

女乙跳遠優異獎 5A林宏欣

女乙接力優異獎
5A林宏欣 5D陳芷欣 5B夏佳莉

4A趙凱彤 3D石芷清 5B林錦潔

女丙60米殿軍 4D陳芷瑩

第十二屆區際校際

「舞蹈藝術家」大賽

喳喳喳舞組最傑出獎 倫巴舞組最傑出

獎
5B 何廷欣

喳喳喳舞組最傑出獎 3D 李詩情

二零一九全港愛心學校

填色比賽
高級組優異獎 6B 吳佩瑩

第十三屆全港傑出青少年

及兒童舞蹈藝術家大獎

第十三屆全港傑出青少年及兒童

舞蹈藝術家大獎
5B 何廷欣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

漫畫設計比賽2019
小學組入圍獎 6B 何卓羲 6E 葉芷淇

屯門區公民教育暨倡廉親

子故事比賽2019

小學親子組亞軍 3B 傅敏思

小學親子組優異獎 6B 黃嘉盈

小學中級組優異獎 3A 廖颽晴

小學高級組優異獎 6C 呂鈺

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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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參賽組別/獎項 獲獎學生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71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P.5,6女子英詩獨誦季軍 5A 陳思妍

P.1男子英詩獨誦 亞軍 1A 許諾

P.1男子英文散文獨誦 季軍 1A 許諾

P.4女子普通話詩歌獨誦 冠軍 4A 劉依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站青少年

游泳分齡賽

女子9歲以下

4X50米捷泳接力 亞軍
4A 陳芷淇

女子9歲100米蛙泳 殿軍

第廿屆區際校際標準舞

及拉丁舞大賽

高級單項單人喳喳喳組 亞軍 6E 李潤怡

高級單項單人喳喳喳組 殿軍 4B 李潤微

第十二屆區際校際

「舞蹈藝術家」大賽
喳喳喳舞組最傑出獎 6E 李潤怡

倫巴舞組優等級獎 4B 李潤微

華夏盃初賽

一等獎
2A肖正鑫 2B呂浩誠 4A鄧沐昀

5A張傑寧 5B顏逸霖 6B何卓羲

二等獎

2A艾雨辰 2A林子生 2A奚浩桐

3A陳思為 3A藍靖洋 3A唐健翔

3B陳以昕 3B肖荊玉 4B葉慶標

5A段書恆 5A范振舟 5A陸曉樂

5B楊沛霖 6A茅羽盾 6B吳珮莹

6D蒙俊佳

三等獎

2A梁鎰匡 2A林佳琦 2A莫朗熙

2A張美瑾 2B鄭惠玲 2B庾淑瑶

3A陳妍冰 3A謝文熙 3B傅敏思

3B許逸朗 3B麥欣怡 3B蒲琬純

3B袁浩哲 4A莊雅庭 4A戴子政

4A李德祈 4A朱 尚 4B陳家豪

4B李潤微 4C王智霖 4D呂燦銘

5A蔡煜寧 5A曾楊一非 5C陳以杉

6B崔嘉諾 6C陳冠彰 6E劉智勇

6E張港榮

「詩情畫意」古詩書簽

設計比賽

初小組優異獎 2C  賴安廸

初小組 表現良好 1C  張麗香

高小組 表現良好 4B  李潤微

高小組 表現良好 6B  何卓羲

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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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班 正班主任：劉翯老師 副班主任：楊政傑老師
6A班畢業生名單：排列序﹙由上而下﹚

黃鈺茜 宋佳雨 湯恩冕 韋丹健 恭依妮 文卓榮 玉璟珺周子翔
恭露嘉 恭力行 黃子琪 卓敏 梁詩婕 馬偉媛 茅羽盾 羅俊榮 曾智龍 李秀兒

林艾保 鄭文俊 鄭思翰 程彥婷 戴寧凡 沙子華 謝明卓 冼家華 郭嘉怡 郭圳鑫

6B班 正班主任：黃靖尹老師 副班主任：蔡子文主任
6B班畢業生名單：排列序﹙由上而下﹚

庾振康 曾靜雅 張騰恩 莊明峰 林依莉 巫仲宏
林港鈺 文儇蓉 文力恆 鄧美娜 阿發 素夏 吳珮莹 嚴錦宏

崔嘉諾 麥司 何卓羲 黃嘉盈 黃穎妍 李赫晨 李赫姿 李詩茵 李煒棋 林正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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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班 正班主任：蘇貴初老師 副班主任：鄺立中主任
6C班畢業生名單：排列序﹙由上而下﹚
庄伊慧 星迪生 李家燊 陽馮軒 黃顯龍

劉梓健 劉心怡 呂鈺 麥欣嘉 米志信 黃浩然 黃沛琪
陳冠彰 陳燕妮 鄭焯林 依曼 恭倩兒 李丹瑶 黎明 李穎霖

6D班 正班主任：禤敏靜老師 副班主任：李榮偉老師
6D班畢業生名單：排列序﹙由上而下﹚

吳穎晴 徐雅琪 姚智炫 游嘉樂 楊顏煜 張子欣
李振浩 劉家樂 蒙俊佳 李卓文 唐以韓 湯巧宜 曹綺鈴 黃竟晉
區兆希 陳學謙 陳坷欣 黃薏菁 林一恆 羅雅萌 阮曉君 梁竣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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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班 正班主任：劉偉明老師 副班主任：曹嘉慧老師
6E班畢業生名單：排列序﹙由上而下﹚

陳正儀 陳俊良 池嘉儀 蔡睿桁 黃熙煜 林俊賢 林樺 李潤怡 劉智勇 劉麗敏
馬 喆 區超明 盛雪兒 曾靖雯 謝慧貞 葉芷淇 余安妮 張成銘 張港榮

恭喜
各位

畢業同學



畢業生心聲

6A 恭依妮
It is almost time to go to senior school,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to all the little kids and 
teachers. I hope they will remember me. My 
friends and I had lots of fun, growing up 

together. I hope they won’t forget me.

6A 恭力恒
Time flies, I still remember our class visiting 
places such as museums and tourists 
destinations during school trips. I appreciate all 
the respect and gratitude that my teachers and 
friends give me,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But 
now I have to graduate from Ho Sau Ki.

6D 陳學謙
過去的六年，我真的有很多開心快樂
的時間。在我不開心的時候，同學和
老師都會幫助我，例如：梁竣軒和姚
智炫同學。我也很感謝禤老師、陳老
師及所有老師。

6Ｃ 庄伊慧
不知不覺我已經來何壽基學校三年
了，雖說時間不長但我經歷了很多。
哭過、笑過、贏過也輸過。正是因
為這些經歷讓我學到了很多，也成
長了很多。在這裏我遇見了最好的
老師和志同道合的同學。畢業後我
會經常回來看望母校。感謝母校對
我的栽培！

6A 林艾保
Time realty flies fast! It’s time to end my 
studies at my primary school and continue 
to study in my new secondary school. I 
am grateful to the teachers who taught 
me and supported me during the past six 
years. I am also grateful to my friends who 
supported me during tough times. Good 
luck to the other students! I will miss Ho 
Sau Ki School!

6D 游嘉樂
快要升中了，難免有點緊張。不知道
下一個旅程會是怎樣呢？也十分期待。
感謝各位同學和老師。在過去的日子，
我十分快樂。課室裏，每天都充滿歡
笑聲。我們在這裏一起瘋過，也一起
閙過和傷心過……這一切在我眼裏都
是美好的回憶，我希望時間可以定格
在某一天，讓我細細回味。
再見了，我的同學，老師和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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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張騰恩
我清楚地記得，每次班上
都會有幾個同學，在轉堂
時候開始談天：這時總會
有一個同學大喊：「老師
來了！」

那場面，全班頓時安靜了！
我們畢業了！很開心！
感謝學校的老師們同學們！

6B 文力恒
I like this school. The teachers are very 
good, they are the best. The school's lessons 
are very good and fun. This school has lots 
of sports.

6E林俊賢
很開心可以畢業，
或許會不捨得同
學和學校。另外，
我要在畢業前努
力學習。



畢業生心聲
6B李赫姿
馬上就要畢業了，在小學這六年裏有很多回憶，有
開心的也有傷心的，但對我來說都是美好的經歷。
感謝老師這六年裏的教導，同學們的陪伴，希望長
大後可以看見更優秀的你們。
祝我們畢業快樂！再見了，我的同學，老師和母校！

6E張成銘
希望我們的友誼將就，越釀越醇，短短幾
個星期過後，我們將將一盤落地的散沙分
散在各個中學。六年漫長的小學時光就這
樣結束了，也許留下了許多回憶，我還記
得我在參加田賽，我在賽前加練習，比賽
完之後成績不如理想，老師跟我說沒關係
這只是你六年級一次比賽，你上了中學會
有更多的比賽，希望你在別的比賽上拿到
好成績。

6A 韋丹健
This year is the most important year in primary 
school. Yes, this year I am going to graduate 
and one day you are going to graduate too. All 
I have to say is, work hard and it will pay off.

6D 李卓文
以前我和同學每到放
學就一起去玩，去公
園、去吃飯、去聊天
等。那時是我小學生
涯中最快樂的時光。

母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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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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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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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黃薏菁
快要畢業了，我有點捨不得。

雖然我在這里讀書只有兩年，
但這兩年我過得很開心!剛轉
校來到這里，我既好奇又害
怕。那天，我走進課室，同
學們都目不轉睛地看著我，
我以為走錯課室了。突然有
一把親切的聲音:「你來坐我

身旁吧!」我走了過去，聽著
同學們之間的談話……真的希
望一切可以回到「那一刻」。
我們一起哭笑過﹑玩鬧過﹑
吵架過……這些寶貴的回憶，

我永遠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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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黎明
非常感謝默默為我付出

的好老師，還有一直陪
着我的同學。

6D湯巧宜
終於要畢業啦!我好捨不得老師和
同學啊!我在學校三年的點點滴滴
也很難忘呀!我記得我剛到母校的
那天，我感到既陌生又充滿好奇。
記得那天，我正在尋找三年級的
課室在哪里時，一位同學主動幫
助我，我真的很感謝他。這里的
老師和同學都對我很好。真的很
開心。



畢業生心聲

6E黃熙煜
雖然我即將告別與我相處了六
年的同學和老師，但是，要記
住我們還是同學，還有最親的
老師。
再見，何壽基小學。

6A茅羽盾
令我最難忘的人是周子翔。他比我矮一點，體重和
我差不多。他和我一樣是個小書迷。
而令我最難忘的是是我和他一起去圖書館的那些時
光。每逢星期一、三、五的小息時，我們會去圖書
館借書。當我們都看完了之後，我們會互相換書。
我很感謝老師六年以來的教導。我也很感謝我的同
學在六年的陪伴和幫助。

6C鄭焯林
謝謝老師這七年的教導，雖然我留了一級，但是老師也很用心教
導我，所以我有用心學習，我不開心時，老師們也不斷安慰我。
老師！我要畢業了，謝謝你們！再見！

6D羅雅萌
一轉眼就要畢業了，我真的好不開
心。不知道以後可不可以再見到同
學和老師們。

6B李赫晨
一眨眼六年已經過去了，我馬上就要離開教了
我們很多知識的老師，陪伴了我六年的同學和
我在這上了六年的何壽基小學。
我很難忘在小學六年裏的點點滴滴，我希望等
我們上了中學後，還能約出來一起玩，雖然教
室里還是被填滿人，已經不再是我們了。如果
能回到一年級的話，我還是想再體驗一次小學
六年的生活。

6A 冼家華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good 
memories leaving behind 
such as going picnic with my 
lovely classmates.

6A 郭嘉怡
快要畢業了，實在是捨不得陪
伴了我六年的母校，我想感謝
老師們，是你們布給了我源源
不盡的知識。我也想感謝我的
同學，是你們讓我在這六年的
校園生活中不感到孤獨，體會
到友情的快樂，希望未來我能
再次和你們相聚。

6E 葉芷淇

6C 黃浩然
感謝老師的耐心教導，我能在何
壽基學校學習，真的十分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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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畢業,不捨
得老師和同學

6D曹綺鈴

6C 恭倩兒
I’m sad that we have to leave Ho Sau Ki 
School soon. I had a lot of great moments 
here, I will miss the teachers. They have 
helped me to learn English, Chinese, GS, 
Music and Maths. Even when I got in trouble, 
I learned not to make the same mistakes again. 
Thank you to all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6A宋佳雨
時光荏苒，六年小學生涯就結束在特
殊的年月裏，回憶這短暫的年求學之
路，有喜有憂。喜是學到了文化知識，
認識了幫助我學習的老師和我一起學
習的同學，憂是上學路上的艱辛，隨
着年紀的增長。

難忘的小學求學路上為我童年的一段
美好回憶。

6B 黃穎姸
畢業是千百萬個夏天的故事，
千百萬個人，千百萬個不同的夏天，
相同的只是告別。
而告別是爲了更好的重逢，
讓我們在更高處再見。

所以各自努力，頂端相見。
願以夢為馬，不負昭華。
我們前程似錦，頂峰相見啦！

6B 吳珮莹
三號路依然長得沒有盡頭，梧桐樹還是枝繁
葉茂。人間驕陽剛好，風過材梢，彼時他們
正當年少。「放學了，我們一起回家吧。」
時光正溫柔，而歲月還長。青春本來就是馬
不停蹄地錯過和相遇，我們終究還是要奔赴
各自不同的人生。
過了這個夏天，也許我們就要永遠說再見了。
課室門已被關上，再推開，已是另一群人的
故事了。
朝思暮想的畢業，為甚麼突然就捨不得了
呢……

6A 恭露嘉
We have been studying in this school for 
seven years and we met new friends, 
teachers and others! I hope we will meet 
again!

6A鄭文俊
在小息時，我和同學一起玩不同的遊戲，
大家玩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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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林正宏
I know graduation day is coming 
soon. So I want to say goodbye to 
my friends before it’s too late. I 
also have great memories with my 
friends.

6A 湯恩冕
雖然老師對我們很
嚴厲，但是我很感
激他們的教導。還
有我也很感激同學，
我們時常有說有笑
的，很開心。

6E池嘉儀
六年的小學生活，有成功的，有失敗的，
又開心又難過。雖然學習的過程總是這麼
的辛苦車困難，但是遇見了熟悉教導我們
的老師，陪伴我的同學，好像一切都變得
簡簡單單的。
小學生活就是這麼的美好。

6A 沙子華
Sometimes misfortune is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 missed the chance to join the school 

tour but I got the chance to teach P1 

students. That was quite a memorable 

experience in my school life.

6A 李秀兒
I will miss my classmates with whom I 
leaned and played together for the past 
few years. I will miss the day we 
watched movie and hang out after 
Christmas party.

6B文儇蓉
時間過得好快，好快，讓我感受不到它的
流失，有任何東西可以追上他。小學六年
說長不長卻戴滿回憶、載滿思念。想那時
一年級的我還只是一個小哭包是溫暖的同
學們外向了起來。所有給知識的老師都如
天使般，遇見你們來三生有幸。同樣所有
教導過我的老師讓我從才疏學淺變得對各
方面都有領略。我依然可以慶幸在本枯燥
無味啲小學生活變得多姿多彩，是你們讓
我的生活抺上不同的色彩。
分開已經避可避，那就讓我們帶着稚氣、
帶著理想、帶著自信，讓我們一起迎接人
生最美好的青春時光，在校園裏的每個角
落都滿載回憶。以往的同窗生活是一串糖
葫蘆，那迷人的酸和甜，將永遠回味不完。
六年時光轉瞬即逝，就這樣歡歌縱笑，就
這樣常識、相聚，甚至來不及好好地話別，
馬上就要各奔前程...
時光不老，我們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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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 李潤怡
沒想到寺間過很那麼快，就這麼悄悄從手
指間溜走了。一轉眼六年過去了，小學生
涯就快結束了。雖然我是中途從大陸轉學
下來的，不過也讓我留下了許多難忘的事。
最難忘的應該就是四川的境外交流活動吧。
我很榮幸能被老師選為風紀，才有這次機
會能和老師、同學們一起乘坐飛機去四川
探索，那時我很興奮。在大陸讀書時，從
來都沒有這種活動。第一次由香港坐飛機，
去到當地的恐龍博物館，寛窄巷子、參觀
姐妹學校……都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當然還要感謝全體老師的栽培、教育、讓
我吸收更多知識和做人的道理。感謝同學
們的陪伴，令我從不孤單。
希望我們未來可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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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蒙俊佳
這六年的小學生活快要
結束了……這六年來我
認識了很多同學和朋友。
我最好的朋友是劉家樂，
我們時常一起玩樂，很
開心。快要升中了，不
知道我們會否繼續保持
聯絡呢?其實，我也擔
心中學的適應問題，也
怕交不到朋友。希望升
上中學後會有人跟我做
朋友。最後，我要謝謝
老師們，他們的細心教
導，令我學到很多東西。
真的十分感謝。

6E馬喆
轉眼間就快要畢業了，但可惜因為這次疫情以至於不能回
母校進行畢業典禮，也因為這次疫情不能回校上課，所以
連最後一聲再見也說不了……一想到馬上就要離開母校，離
開老師，離開同學，我心裏就立即感到從未有過的悲傷。
再見了，母校！這個讓我充滿歡樂的地方，雖然已經變成
了回憶，但是等待我的將會又是一個新的開始。我不想說
再見，我希望開學的時候看見的還是六E班的同學和老師。

6B 鄧美娜

Greet the future with anticipation. Dream big and work 
hard. Remember your manners on the way home.

Hi my name is Neesy. I study in Ho Sau Ki School. Before 
I want to thank the teachers because I was so hard to 
teach. I also want to thank the principal because she 
helped me to get into this school. I am so thankful. I 
also want to thank all of my friends from P.1 to P.6 no 
matter if they’re here or not. I still want to thank 
them. They helped me a lot when I was down or lost and 
they help me smile. I’ve been going through a lot. I am 
so thankful.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of you. I 
know I am going to leave but I hope I can see you after 
10 years and I won’t forget, I tried.

Be bold, be courageous, be your best. Wherever you go, 
go with all your heart. Live or off your life. I am so 
happy to meet you and finish with you at the end. Don’t 
take life too seriously. No one makes it out alive.

6A 羅俊榮
I will miss all of you, 
my friends. Best 
wishes for your next 
adventure journey.

6C 米志信
I feel happy to graduate from Ho 

Sau Ki School.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I will come back in the 

future to visit.

6E 劉智勇
時光飛逝，漫長而短暫的六年眨
眼間就過去了。不知畢業後是不
是依舊在一起。可能各奔東西；
可能依舊如故……但在畢業鐘響
起之前，我還是要對你說；祝你
在中學，成績名列前茅、生活像
彩虹一樣七彩繽紛，朋友像繁星
一樣數不勝數。

6C陳冠彰
首先，我想感謝老師和同學陪伴了我的小學六年生
涯。馬上我就要進入令我緊張也令我興奮的中學了。
我也不會忘記在學校的學習經驗。也感謝老師和母
校對我的培養，你們教會我要有禮貌、要冷靜……
我真的學會了好多。我也想感謝同學們，你們陪我
一起嬉鬧，一起玩耍，一起學習，我很快樂，謝謝
你們。以後我會經常與母校，同學保持聯絡。再次
感謝你們都我的陪伴。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再見，我們會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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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嚴錦宏
六年的小學生活這麼快就結束了，
我真的是十分捨不得，懷念學校
裏的一草一木還有老師和同學們，
真的不知道下次什麼時候能再見。

6D林一恆
終於要畢業了!很期待!我很感謝老師的教導。
我會繼續好好學習的。

6B 素夏
Follow your patience, stay true to yourself, never 
follow someone else's path unless you’re in the 
world, and you see a path. Then, by all means, you 
should follow that.
The future belongs to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beauty of their dreams.
I hope your dreams take you to the corners of your 

smiles, to the highest of hopes to do windows of 
your opportunities, and the most special 

place in your heart has ever known.

6E 曾靖雯
我四年級開始在學校上了三年，
感謝全校老師教導過我的老師，
感謝我的母校。

6C陽馮軒

畢業了，我
非常開心。
雖然在這學
校只待了一
年，但是我
真的很快樂，

因為能和大
家一起玩耍，
一同學習。

６Ｂ麥司
I feel happy because we are going to 

graduate but also sad because I will 

miss my teachers and friends. I wish 

that I could see my friends and 

teachers again in the future. I will miss 

Ho Sau KI school too.

6C 劉心怡
快要畢業了，轉眼三年，就
好像做了一場夢。
夢，有喜有悲，但這場夢，
將會深深印在我們的心中。
畢業後，希望我們能再相見。

6B 庾振康
其實我是和很多人吵架，開心的笑聲，
有時有困難，突然有一個人彈過來，
就問我：「你做什麽，沒有事嗎？」
我當時很開心，想：也有人幫助我。
還有，吵架的事到現在也難以忘記，
希望我上到中學也有很多回憶。

6C陳燕妮
畢業在即，我想感謝一直教導我的老師，一直陪
伴我的同學，雖然畢業後我們不會再見得閒，在
我們提前加了微信，就算在生活中再見不到面，
也可以在手機上會面，另外，我想感謝老師，老
師為多我我忙上忙下，辛苦你們！

6C李家燊
在何壽基學校就讀六年了，認識了很多
朋友很開心！也學習了很多知識。

6E陳俊良
轉眼間，六年小學
生活已過去了，不
免令我百感交集。
過去幾年，我很感
恩得到老師們，爸
爸媽媽栽培和支持，
令我的童年經歷添
加了亮麗的色彩，
讓我打好學習的基
礎，好多姿多彩的
中學生活。畢業是
我們邁向另一個里
程碑的開始，藉此
勉勵大家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 27

6B 李煒棋
時光流逝，轉眼

間六年過去了，

六年時間說長不

長說短不短。但

在這六年里我們

一起哭過，這六

年裏跟你們做過

的每一件事都很

難忘，六年很快，

很快我們就畢業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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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劉麗敏
六年時間，記短不短，
說長也不長，在這六
年的喜怒哀樂中，我
們都過了一生中最快
樂的階段一段充滿歡

笑聲的小學時光。

6B 黃嘉盈
轉眼間，就要畢業了。這六年，我和我的同學們一起學習，
一起玩耍，一起打鬧，這使我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這六
年裏，非常感謝曾經照顧和指導我的老師。進入中學後，
我會想念我的母校
、老師和同學。我會繼續努，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感
謝我的同學們在這六年裏留下了一個個美好的回憶，把最
天真無邪的時光留在這裏。

6E蔡睿桁
我要多謝劉老師、曹老師、
鄺老師、李老師、李觀雄
老師、李榮偉老師等多個
老師教育，令我由一個無
用的人變成一個有用的人，
無他們就無今日的我。

6E 謝慧貞
感謝同學，你們給了
我快樂；感謝老師，
你們教會我知識。我
倍不得昔日一起哭、
一起笑，一起瘋狂的
同學們，但願未來還
相見，我永遠是你們
的好朋友。

6E 余安妮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六
年的小學生涯快要結束了，真的捨
不得我的同學們和老師，捨不得我
在小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當六年
的小學生活將畫上完美的句號先，
面對離別，有太多的不捨。

6E陳正儀
在何壽基學校認識
很多朋友，學到很
多東西。

6C李丹瑤
還記得初次做學校，一切都很
陌生，由於過了太久所以記憶
多少有些模糊。但我仍然記得
老師第一次安排座位時的情景，
因為第一次聽到陌生的語言，

來到陌生的環境，所以當老師
教我們道謝時，我卻直接走到
了座位上，我的無禮老師並沒
有放心上，反而更加悉心地照
顧教導我。
現在即將畢業了，心中卻迫不
急待又有不捨。迫不及待想體
驗中學的生活，心中又是充滿
著憧憬。捨不得身邊的朋友和
老師，還捨不得一些難忘的回
憶。希望在新的生活可以學到
更多知識。

6D陳坷欣
我前幾年才轉校過來，當時如同一張
白紙，跟不上大家的步伐。真的很感謝
同學和老師耐心的教導，讓我慢慢適應
新的生活。當我第一次在學校得到獎狀
的一刻，那份喜悅，真是畢生難忘！
吳穎晴是我在這裏最好的朋友。除了教
我廣東話，也照顧我在學習和生活上的
需要。

6C呂鈺
The classroom will be full 
again next year, I want to 
be us I ned my classmates 
here. It once sheltered us 
from the wind and rain. I 
always want to be a good 
student unfortunately. I 
can’t I always show my 
weak side to you but I can’t 
change it is the teacher you 
forgive my weakness.
I don’t forget this moment.

6C 黃顯龍
我在何壽基學校讀書，
已經六年啦！快要畢業
了，真的捨不得離開啊！
和同學一起學習、玩耍，
一起做功課，所有都是
難忘的事情。真希望有
一天，可以回到過去！

28



畢業生心聲

6C劉梓健
六年很快地過去了，不知不
覺已經畢業了，剛入學的那
一天，學生中很多事物都不
認識，十分陌生，後來我

慢慢地開始交到許多朋友，
學校裏的環境也逐漸熟悉了，
每當小息我都會和同學一起
到操場聊天、嬉戲、玩得不
亦樂乎，當我有困難時，他
們會幫助我。

另外，我也認識了很多老師，
有的友善，有的嚴厲，不過
他們都有責任心，老師們會
耐心地教導我們，讓我們學
到了很多知識，每當有節日，
學校就會舉辦有趣的活動，
每次都令我們流連忘返。

一轉眼就要上中學了，我遺
憾的是因為疫情關係無法在
畢業之前和老師、同學們見
面，但我絕對不會忘記他們
的。

6E盛雪兒
我三年級開始在何壽基學校上學到現在已經三年了，我非
常感謝這一年教導我的老師，謝謝母校的教導。

6A戴寧凡
六年時光轉瞬即逝，從一開始的互不相識，到後來的歡聲
笑語，分別來得太突然，一想到老師的關懷和同學的友誼，
眼淚就情不自禁的留了下來。但是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可是就是我們去了不同的地方，我們也會再次相見。

6D姚智炫
在這五年的小學生活，很開心可以
認識很多同學和老師。感謝同學們
的陪伴和老師們細心的教導與栽培。
陳學謙，我很高興可以認識你！

6E林樺
一開始來的時候，覺得很陌生，今晚的種感
覺變得很歡喜，雖然我成績不怎麼的，但我
可以讓老師教到六年級之後，聽到要畢業，
並且還要分開，雖然我有點依依不捨，但我
會把我們的回憶永遠記得。

6D黃竟晉
多謝老師們這
些年來的教導。
特別在這兩年，
我學會了許多
知識。老師們
對我的心意，
我會好好記住。
我以後一定會
回來探望你們
的。再見了老
師們; 再見了朋
友們; 再見了我
的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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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李詩茵
這是我在這裏的最
後一年，我很開心，
因為有很多朋友和
老師跟我一起學習
雖然有點依依不捨，
但是中學生的生活
還在等着我呢！

6D梁竣軒
畢業在即，回想過去的小學生活，點點滴滴……聖誕聯
歡會﹑秋季旅行等活動，都是美好的記憶。我特別感謝
黃顯龍同學陪伴了我六年。在我傷心的時候，他安慰我
; 在我開心的時候，他和我一起分享。真的謝謝他!另外，
感謝褟老師細心地教導我，希望升上中學以後也可以遇
到這樣的好老師。



畢業生心聲

6D唐以韓
在這段雖然短暫，但溫馨的小學生活，
我們經歷了不少風風雨雨﹑酸甜苦辣﹑
高峰低谷……當中我們都學會了很多，
也成長了很多，再也不是從前那慒慒懂
懂的小孩。在母校我感到了溫暖和安全
感，也學會了獨立和自我管理。最後，
感謝母校的栽培和愛護，感謝老師們的
教導，同學們的陪伴。謝謝你們!

6D劉家樂
我真的不想升上中學，因為我捨不得我的
同學。我怕我的朋友不能一起去到同一所
學校，到時候就會很迷茫。
另外，我最捨不得的是我親愛的劉偉明老
師，因為他這三年來他不但用心教我們，
也帶給我們很多歡樂。他是一個很幽默的
老師，上課會說笑話，還會說他的故事。
如果我們搗蛋他也不會大聲罵我們，只是
細心教導。而且他還會回答我們一些無聊
的問題。不過，劉老師對不起，我平時上
課太不聽話了，讓你操心和生氣，希望師
弟妹們不會這樣。

最後，再見了同學﹑老師﹑朋友……等
等，還有一位老師還沒有感謝，那就是我
的班主任褟老師。褟老師教了我三年，她
不但耐心地教導我們，而且也會和我們分
享她的故事。最後，最後，感謝所有曾經
教過我的老師。謝謝你們!

6D 吳穎晴
一轉眼，就要畢業了。回首這幾年的校園
生活，有甜的，也有苦的。不管怎樣，每
個同學都要踏入初中了，大家將會結識更
多朋友，展開新的一頁。

希望在往後的日子裏，同學們都可以在天
空自由飛翔，尋找到一片屬於自己的藍天。
這個夏天，多年以後會成爲那年的夏天。
句句心語是我濃濃的思念與祝福。無論你
在何方，縱使你的足跡踏遍天涯，走過千
山萬水，我將永遠記住課室裏的串串歡聲
笑語。以後還會有無數個夏天，但沒有一
個夏天像這年般不捨。日子久了，也
請不要忘記為大家互遞驚喜。

6D阮曉君
我很高興能來到何壽基學校，這裏的同
學和老師都很好，很感謝老師和同學這
幾年的關懷，不過我們在這裏的旅程也
到了結束了。謝謝同學們在我難過的時
候關心我。雖然我要提起包袱走去下一
個地點，但是我也不會忘記我親愛的母
校我一起成長的點滴。我會秉承學校的
校訓，以後會更努力學習做一位有品大
德的好學生。最後祝母校的老師們工作
順利！身心健康！更祝母校桃李滿天下！

6A程彦婷
畢業，對我來說並不陌生，因為身邊的
哥哥姐姐會經常提起畢業。
回想起一年級的時候，我什麼也不懂，
也最愛去的就是圖書館，因為別的地方
人多好多但係圖書館人少安靜。到了四
年級，我從事返轉到A班，認識了一班
好同學，突然要畢業了，真是捨不得呢。
最不舍的還是圖書館，四年級開始我就
擔任了圖書館管理員，和我到了中學，
還能繼續擔任圖書館管理員。

6D 楊顏煜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我們一起玩耍，一起
放學去吃飯，一起玩手機游戲的美好時
光！因爲真的很開心！

6A 梁詩婕
時間飛逝，轉眼間五年過去了。當年二年
級插班來到這里，還記憶猶新。雖然我們
畢業了，但友誼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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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玉璟珺
時間如流水一般一回頭，我的小學生活也
即將結束，對師友的不捨，對未來的憧憬，
還有心酸的感覺，混在一起，真的想大喊
一聲：「我太難過了！」

6D李振浩
時間在那剎那消失不見，兒時總是覺得
六年如猴年馬月般長久，可是如今，恍
恍惚惚一會兒到了的六年，這裏見證了
每個同學的點點滴滴。
我在六年中最難忘的是佛山時。我很少
和家人分開，也是因為害怕沒有爸爸在
身邊陪伴自己能否照顧自己，經過佛山
的時刻，老師就像爸媽貼心的照顧同學，
同學就在兄弟姊妹們互相照顧。之前的
我好像離不開這個「大家庭」。

6B 阿發
It’s been 6 years? Time flies, it feels like I 
was in P1 two years at all. There are some 
great memories and stories from this school. 
But in the new school we will start new 
memories and never forget the old friends 
and memories. But we will come to school 
once in a while as we chase our dreams, 
thanks to all the teachers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Thank you.

6A黃鈺茜
The classroom will be full
again next year, I want to be us
I need my classmates here. It

once sheltered us from the wind and rain. I always want to 
be a good student unfortunately. I can’t I always show my 
weak side to you but I can’t change it is the teacher you 
forgive my weakness.
I don’t forget this moment.

6A 黃子琪
畢業了，這趟從2014到2020年的旅程也經到站了。
說實話，其實現在的心情真的很奇怪，明明就快要
畢業了，但心情真的沒什麼變化… 但事實上真是
捨不得他(她)們。但願以後能再在同一個車站上相
見。

6C 星廸生
I’ll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the Ho Sau Ki teachers. 
They all worked hard for us. 
They help us. If there were 
any problems. They solved 
it. I am so happy to 
graduate from Ho Sau Ki 
School.

6C 黃沛琪
就快畢業了，我從未想過六年小學生活
如此的短暫，我十分感謝各位老師用心
的教導同學，不管同學功課有哪些不懂
的他都會耐心地解釋給我們聽。
老師，你們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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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何卓羲
時間過的特別快﹙轉眼就由
一年級，跳到六年級了﹚，
要和陪伴著我六年的同學說
再見了，真有種不捨的感覺
呢！除了同學外，還有悉心
教導了我六年的老師們，他
們的教導，我會永遠記於心
的，真希望將來有機會在做
老師的學生，聽他們講課。
很快，我就要升上中學了，
又要適應一班新同學，也要
從小學的大哥哥變成中學的
小弟弟了，雖說如此，但我
不會忘記小學的經歷，還會
返回母校探望老師們。 Thank 
you!

6D徐雅琪
我最難忘的日子是聖誕節，因為可以開
大食會和玩遊戲。

6E 張港榮
希望在中學，也能遇到
和張成銘一樣的好友！

6E區超明
我已經在何壽基學校兩年了，快要
畢業升中了，我們一定會相見。

6A  鄭思翰
這六年來，我很感激老師的教導，
以及同學給予的支持。小學生活
令我很難忘。快要畢業了，再見
了小學。

6D 區兆希
感謝各位老師用心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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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曾靜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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