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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畢業生 的 勉勵 ~ 學習 的 腳步 不 停 歇

校長的話

第

◎校長 郭碧玄

畢業在即的六年級孩子們：學
習是不計時、不限地、不因人、不
為事、不論物。學習對人要感恩，
對事要負責，對物要珍惜，對自己
要有自信。升上國中後，再次踏上
新的里程，路上充滿新奇與挑戰，
內心是欣喜？是憂愁？是高興？是
疑惑？無論如何，在您周遭的所有
師長都會支持你、鼓勵你並為你祝福。
請銘記在心：只要學習腳步不停 方向不變 終有到達的一天。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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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畢業季，總要送給畢業生一句箴言，親愛的寶貝們，「人生
有夢，築夢踏實」我在心中默默期許，希望你們明白「繞道的
人生，途中的各種經歷與美好風景，都會成為你有朝一日衝刺
的豐沛能量。」
你們即將要步入青少年，這時期是夢想啟蒙的年紀，請你
記住校長的叮嚀，請你立定一個遠大的夢想，要知道夢想有一
種美麗而憾動人心的魔力，所有值得尊敬的偉人，他們之所以
受人景仰都是源自於這股力量。親愛的孩子，記得不管什麼時
候，都要保持學習的習慣，學習跟智力高低無關，主要是取決

於態度。記得立定一個遠大的志向，只要
你的腳步不停，你的方向正確，哪有無法
達成的道理呢？
六年的學習能順利的完成，要感謝、
感恩許多人的協助，包括師長們的指導與
教誨、同學們的提攜與相伴、父母的養育
與栽培，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那份愛和關
心。最後，在這個揚帆待發的日子，請你
們帶著師長、學弟學妹們的滿滿祝福，充
滿自信的迎向 美好的明天。

祝福你們 前程似錦！平安幸福！

第一屆路跑健走活動

幫助孩子成功
先培養生活態度

◎學務處

◎家長會副會長 洪永隆
美國親子教養專家珍 ‧ 茉莉森（Jenn
Morson）近日在《讀者文摘》上撰文分
享，其實，家長若能從旁協助孩子養成生
活態度，孩子在潛移默化中自然就能通透
成功的要領。

1. 做家務，培養負責
只要讓孩子一同參與家務，並且明確
的知道如何分配打掃，就能適時地養成孩
子對工作負責的態度，除了讓孩子了解群
體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讓孩子清楚知
道，每個人都必須各司其職，才有辦法維
繫群體的機能。

2. 勤朗讀，培養同理
良好的溝通能力除了是打通人際關
係上相當重要的一環，更是做為成功者不
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家長們可以透過朗

106 學 年 度

讀幫
助孩
童從
小發展良好的口語與溝通能力，尤其在
孩子正式踏入學校前，以朗讀進行的知
識吸收將有助於建立起孩子們的同理心
與決策力。

3. 放輕鬆，培養 EQ
EQ 的高低，往往會決定一個人是邁
向成功或是落入失敗；所以，家長該做
的，就是在你回家前將工作上所積怨的怒
氣打住，或是記得在進門前將壓力釋放完
畢，情緒控管是一輩子的事情，因此，家
長最好能在孩子小的時候就教導他們認識
自己的情緒，並多讓孩子用口語盡量表達
出來，以避免未來遭遇情緒衝突時流於肢
體動作發洩。

志工表揚大會

◎輔導處

本校在 4 月 19 日星期四早上在風
景宜人的竹東河濱生態公園舉行第一屆
路跑健走活動，共有全校師生、家長及
志工將近六百多人參與，活動分為一到
三年級二公里的健走組及四到六年級三
公里的競賽組，為推廣社區運動風氣另
增設三公里親師競賽組，八點半槍聲響
起後，各組選手依序前進出發，聲勢十
分浩大，經過一番激烈的角逐，最後各
項成績紛紛出爐。值得一提的是郭校長
也以優異成績，完成了競賽組比賽，完

賽的師生家長都得到了印有大會
圖案的涼感毛巾，大家紛紛拿起
這條紀念價值的毛巾與別在身上的號碼
布興奮的拍照，活動最後以空拍機大合
影記錄了校史珍貴的一刻，這次活動十
分感謝家委會及志工團的全力支持，不
管是人力或物力都得到充分的支援，讓
活動大為增色。期待明年的路
跑活動大
家 再 共
襄盛舉。

愛心環保跳蚤市場活動暨芯園揭牌啟用
五月一日在全校親師生
見證下，多位議員貴賓共同揭
牌，啟動這歷史的ㄧ刻，學校
多了ㄧ個多元展能的舞台，下
課 時 遊 玩 休 憩、 相 約 談 天 說
地、欣賞四季風情的場所，學
▲ 太鼓表演
校景觀也因拆除舊有危險教
室，而豁然開朗，因多出ㄧ片親和綠地，工程即課程，境教貴在
涵養心性開闊視野胸襟，孩子們從實際參與中得以實踐！

▲ 芯園揭牌

▲ 志工團長與副團長
▲

志工團大合照

感謝志工的無私付出，也感謝志工團
邱渼鈞團長、詹鳳美副團長、黃毅宏副團
長及羅玉燕副團長承擔領導組織的重任，
更感謝各組志工夥伴的支持與努力，為了
表達全體親師生最真誠的謝意，學校頒贈
每位志工感謝狀一幀，家長會則致贈禮券
一份，共同感恩服務關懷中山學子的好夥

感 恩的心

Thanks for……

◎總務處

伴們。中山志工群陣容堅強，服務觸及每
個層面：交通導護、圖書管理、午餐服務、
課輔教學、故事媽媽、環境維護、保健與
活動支援，因為有志工們的大愛關懷，所
以孩子們幸福快樂，讓我們衷心的說聲：
有你們真好，謝謝您！

本校家長會委員捐贈家長會合計
1.中山第一屆路跑健走活動經費36000元

復盛應用科技公司 捐贈鋁製打擊
球棒共11支

2.畢業典禮及會務經費35000元

巨匠廣告捐贈全校路跑活動號碼牌

▲ 家委會―美食站

▲ 童軍團 & 自治鎮―環保教育

▲ 教務處―二手書攤

每年 5/1 是小朋友最期待的
愛心環保跳蚤市場義賣活動。感
謝許多大朋友撥空來中山商店
街，看到中、高年級孩子們當老
闆，用力的叫賣，努力的推銷產
▲ 學務處―愛心鑼
品的精神；低年級的孩子們能自 ▲ 輔
導處―小手做家
務及特教 贈世光教養院。愛
己逛街買東西的喜悅體驗，這些
桌遊展
心環保跳蚤市場活
都是課本所沒有教的難得經驗！
動的意義深遠，希望小朋友能懂得感恩
家委會、童軍團 & 自治鎮以及學
惜福，珍惜資源，環保愛地球。
務處的義賣所得，5/18 將所得全數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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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

GraduationCollection
朱薏婷老師

甲

班

的叮嚀

能在你們國小最後
一年的生涯中，與你們相遇，可能是種緣分吧！
雖然我們一起相處的時間不長，但我們也一一
經歷了許多。從六年級上學期的運動會、星光
舞台、聖誕節活動、英語歌唱比賽，到下學期
的畢業旅行、健走活動、園遊會，以及即將要
到來的畢業典禮。希望這些經驗，都能是你成
長的養分，培養你將來面對挑戰的能力。
在中山國小的日子裡，相信有苦有甜，不
管是否有你所惋惜、後悔的事，我們都要向前
邁進，前往人生的下一個旅途。「不要為了過
去的事，浪費你新的眼淚。」但也別忘記長存
知足惜福的心，感恩你所擁有的一切。祝福你
在未來能找到你所熱愛的事，並持之以恆。“Do
what you love, and love what you do.”

一、二、三、四、五、六年了！雖然大家都依依不捨，
仍是要準備前往新的旅程，帶著大家共同且美好的回
憶。再見，中山！

劉竣糧

我從一年級開始，到現在六年級畢業，發生了許
多事、結交了很多朋友。雖然有過不愉快的時候，
但我還是開心的畢業了！

賴韋辰

我即將畢業，也代表難過的日子要來了！我從以
前到現在，和中山的同學、老師培養出感情了。感
謝大家的陪伴，Thanks!

鄒峻祐

我要畢業了！我要感謝老師們，因為老師辛苦的
教導我許多知識，我會帶著美好的回憶升上國中
的，謝謝你們！

林家俊

六年的時間一下就過去了，但我不會忘記那些和
同學們一起經歷過的回憶。畢業不是結束，而是新
的開始，我不會忘記你的－中山國小。

葉宇桓

六年

時間一轉眼，六年過去了！這六年就像種子長成大
樹的過程一樣，讓我不斷成長。我要畢業了！謝謝你
們給了我美好的六年！

黃浩恩

時光飛快，我在中山的時光就這樣畫下了句點。伴
隨著鳳凰花開，我們也即將離去。當我長大回憶起這
段時光，一定會再次感謝你們！

游鈞崴

何旻勳

在鳳凰花開的季節裡，我們便要畢業了！升上國中
後，就只有假日才能看見中山國小的美景。我會想念

的，再見！

曾紹偉

時間過得很快，沒想到眨眼間，我已經成為學長，
即將從中山畢業。我會帶著感恩的心，前往屬於我自

己的道路！
時光飛逝，今年夏天我就要畢業了，在
這六年來，我學到了許多知識，和待
人處事的道理，校園的每個角落留下了我的足跡和歡
笑，如今的我，即將踏處校門走向未來。感謝所有交
導我的老師，謝謝你們 !!!

陳日星

乙班

我快要畢業了，我好開心又快樂，因為
我即將到我未來的新教室我要先感謝一
到六年級的老師，教我學和國語，我還要感謝陪伴我
讀書的同學，讓我有美好的時光

溫沂樺

快畢業了，謝謝老師多年的教導，讓我
學到很多東西。雖然一直惹老師生氣，
但老師還是不厭其煩包容我、教導我，讓我知道很多
知識。感謝老師諄諄教誨，我不會忘記老師的教導。

楊鎮銨

邱穎源老師

這一年我們共同經歷
了許多事：運動會拔河、趣味競賽、接力、英語歌唱、
星光舞台、畢業旅行、相聲表演、路跑、園遊會，
都讓我們留下難忘美好的回憶。
回憶中我記得同學們的笑容，有玩遊戲開心的
笑，打樂樂棒打遠球時得意的笑，有被老師誇獎時
不好意思靦腆的笑，有上課搞笑時的大笑，班上有
好表現時領獎品時驕傲的笑，喝百香雙響炮時甜美
的笑……。
僅剩的時間，心裏是矛盾的 : 一方面想早點畢
業，送你們出校門，如此我的責任已了，可以好好
休息喘口氣；另一方面卻又有點捨不得，畢竟這一
年我們也建立了亦師亦友的情誼，共享了喜怒哀樂。
畢業不是結束，而是人生另一階段的開始。請
牢記班訓「你憑什麼不努力，卻什麼都想要。」認
真過每一天，贏過昨天的自己。

我二年級到六年級，一直在中山國小就讀，二到六年級的時間過得很
快，一眨眼就要畢業了， 我很感謝教導過我的老師，及陪伴我讀書遊
玩的同學們，我要對你們說聲『珍重再見』。

曾沅俊

時光飛逝，感覺不久前，才剛看著六年級學長畢業，如今馬上就輪到
我們了，在這六年中，看到不同的人，學習不同的事，所以我要謝謝
每一個人，陪我度過這充實的六年。

官承諺

在六年級這段時間，老師不斷的包容和照顧我們，雖然在學習上會遇
到一些困難，但老師總是細心的教導我們，己使我們考得不好，老師
也會鼓勵我們在努力，在協和的時光，有大家的陪伴，我想跟老師說謝謝，讓我們
有更大的夢想！雖然有萬分的不捨，但還是要畢業，大家畢業以後，能見面的時間
也不多了，祝老師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趙國瑋

我要謝謝教過我的老師，讓我變得更聰明。時間過得很快，這段時間
讓我交到很多好朋友，也讓我增長了智慧，我國中會繼續努力，做個
好學生，不辜負老師對我的期望。

朱嘉豪

中山國小六年的時光一晃眼就過了。想當初我還躺在地上哭，不想上
學呢 ! 如今我已成熟懂事多了。感謝所有教導過我的師長，以及一同
遊玩學習的同學。

羅世騫

六年

我在中山國小待了六年了，我很感謝這
六年來教我知識的每位老師，入學前的
我懵懵懂懂，如今我已成長不少。現在我即將畢業，
我會珍惜相聚的時光，畢業後會回母校看看老師。

徐子恩

光陰似箭，轉眼間，我們就要畢業了，
回想著這六年的記憶，從剛上小學一年
級到六級的下學期，我交了很多朋友，國小生涯中經
歷很多事，感謝中山國小的老師們、同學們，陪我寫
下人生中快樂的一頁，留下美好的國小回憶。

洪靖唐

要畢業了，雖然心中相當不捨，但依舊要跟
同學說聲再見，請珍惜我們最後不到兩個月的
時光，希望我們日後還會碰面，國中更要好好加油。
國小這六年，我最喜歡五六年級了，因為我
在這兩年交到好幾個好朋友，我要跟我的好
朋友說：謝謝你們，讓我的國小生活很快樂很精采。

張勝懷

歲月如梭，時光飛逝，轉眼我們就要畢業了，
回想六年來的趣事，令人感動而泣，就要跟
老師同學們說再見了。邁向未來的我們，加油！

陳伸 鋒

的叮嚀

時間一晃即逝，初到
中山的我很榮幸成為你們的班導，我們從陌生到熟
識，短暫的一年，你們將展翅高飛，為師心中深感
不捨，但也要恭喜你們要畢業了。
這一年來，老師花了很多的時間和心力，糾正
班上同學錯誤的觀念和想法。喜歡講髒話的同學，
慢慢改掉了講髒話的壞習慣；脾氣不好的同學，減
少了與同學間的爭執。看到同學們的這些改變，老
師深感欣慰。
這一年來，全體六年級的老師一起策劃你們六
年級的活動，不管是畢業旅行還是健走跑步等，我
們都希望你們除了課業與品德上的進步外，也能在
國小最後一年裡留下最甜蜜的回憶。
希望你們到了國中以後，好好用功唸書，加強
自己的才能，以後在社會上做一個有用的人，這也
是全校師長對你們的期望。

我就快要離開中山國小了，我要謝謝在
中山國小教導我的老師，謝謝你們教我
那麼多知識及做人做事的道理，我也學會了勝不驕、
敗不餒的運動家精神。也祝學弟學妹們開開心心的上
學，平平安安的回家。

洪士閔

陳炫 榮

丙班
黃敬媛老師

畢業在即，首先我要感謝老師的教導。
快樂的時光很快就要過完了，跟同學相
處的時間也不久了。我的好朋友 : 洪士閔、曾沅俊、
何彥慶、官振宇和陳日星，謝謝你們陪伴我，讓我國
小過得快樂充實，畢業後要多聯絡喔。

周子翔

的叮嚀

劉耀 翔

張津睿

六年的時光一閃即逝，現在想想覺得入學好像是昨
天的事一樣。要畢業了，要和同學說再見了，希望

以後也能再見面。

鍾秉 翰

感謝老師用心的指導和包容，時間過得很快，轉眼
間我們就要畢業。謝謝老師，這幾個月間因為老師

的關係，讓我成長了許多。

王宇 文

曾柏 瑋

感謝老師的用心指導和包容，轉眼間我們即將畢業，
這六年帶給我童年美好的回憶。
曾經擁有的，不要忘記。謝謝中山國小帶給我歡笑
的童年，謝謝各位好友，大家珍重再見。

我很感謝教過我的所有老師，畢業後我會回
來，跟你們聊天的。

六月，我們就要畢業了，謝謝老師這一年來
的教導。雖然我有時沒有認真上課，但是我還
是要跟老師們說謝謝你們教我，讓我吸收到很多的知識。

吳冠霖

謝謝老師、朋友陪我度過快樂的 6 年，國小
即將畢業了，大家要更珍惜最後的相處時間，
大家畢業快樂囉！

張詠 善

快到六月了，我們即將畢業，一眨眼間就要
畢業了，我感到十分不捨，同學們，就算畢
業了，我們友誼一樣要繼續唷！

楊宥晟

感謝中山國小陪伴了我六年，
也謝謝朋友陪伴了六年，也感
謝老師們教我六年，大家畢業快樂。

劉紘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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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顏嘉

時光飛逝，我就要畢業了！我要謝謝教過我的老師，
我也要感謝中山，讓我有一個美好的國小回憶！

哇！六年就這樣過了，那令人嫣然一笑的時光溜得
特別快。回憶起中山，想得不是在中山的景物。風
吹過，是惋惜那光速般的時光。

業了！升上國中後，我會帶著大家的祝福，繼續
努力，最後也祝大家畢業快樂！
我很感謝
中山國小
帶給我這麼棒的學習
環境，在這裡有慈祥
的 老 師、 熱 心 的 同
學，以及親切的志工
們，讓我留下了非常
美好的回憶！

陳博媛

一轉眼，就在中山待了六年，即將畢業了，我要謝
謝教過我的老師！升上國中後，我會繼續加油，讓自
己變得更好！

吳芮軒

沒想到就要畢業了！我來中山不久，但我跟同
學們都有好好的相處，讓我不留遺憾。到了國
中，我會努力練球，朝我的目標前進！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就要畢業了！很感謝教過
我的老師們，讓我學到了很多。希望升上國中
時，我還能在心中留下這美好的回憶。

劉禹賢

在這六年裡，我學了很多，也認識不少的朋友。
升上國中後，我會持續運動，也會時常回到中
山，看看中山的改變。

古承宗

楊諮錡

終於要畢業了！謝謝在這六年間，教導過我的
老師們，我們有緣再相見！

時光匆匆，六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我要謝
謝曾經教導我的老師，因為有你們，我才能一天
一天的進步，感謝你們！

洪梓峰

光陰似箭，我也快要畢業了！在這六年裡，中
山國小變化很大，我也改變了很多，感謝中山陪
我渡過的這六年！

宋浤銘

很快地，我就要畢業了！回想剛入學時，我還是一
位懵懂無知的小孩，但現在已經是一位懂事的小大人
了！希望以後我可以變得更好！

林瑀柔

時光飛逝，沒想到幼稚的我就要畢業了！雖然很開
心，但也要和一些好友離別，祝福各位學弟、學妹們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江宜馨

終於要畢業啦！我們有過悲傷和歡樂，吵架也讓我
們 更 珍 惜 彼 此，
我們要學著獨立及成長！同
學、學妹、學弟們，See you
again!

張 靖

快畢業了！在中
山國小的六年中
，我認識了很多朋友，也學
到了很多知識，祝福大家一
帆風順！

范書語

再過不久，我就要畢業了，快樂的國小時光，轉眼間就過
去了，我即將步入國中。我要感謝老師和陪伴我的同學們，
讓我有個美好的回憶，我會更加珍惜我們最後相處的這段時光。

曾茹晨

官振宇

再過不久就必須和我最要好的朋友分開了！想到這就開始
捨不得了！我們在這所學校也待了六年，有著許多感情及
回憶，而畢業後，就要離開這所充滿回憶的學校，重新展開人生的新旅
程。我會好好珍惜與好朋友相處的時光。

張愷妍

六年前，我還是
一個頑皮的小
孩，整天大哭大
鬧，老師都快被
我 氣 死 了，

感謝老師的用心指導和包容，時光芢苒，轉眼間我們即將
畢業，這六年給我童年的回憶，幾年間也因為老師的用心
教導，讓我成長了許多。畢業不是結束，他是讓我們邁向人生的另一個
里程碑。雖然很捨不得，但俗話說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有離別，
才會有再重逢的機會。

張瑋珊

如今我已成熟
懂事，我要謝
謝教過我的所
有老師，以及
陪我玩的同學
們，讓我學會
很多做人做
事的道理。
我要感謝教過我的老師，老
師們教我許多知識及做人做事的道理。時光飛逝，我
即將畢業了，在校園的每個地方角落，都有我的回憶。畢業後，即
將與下課時陪我遊玩及打球的同學玩說再見了，內心極為不捨。我
會好好珍惜剩下的國小時光，認真唸書，把握與同學相處的日子。

鍾綦恩

我快要畢業了，我好開心又快樂，因為我即將至未來
鍾旻諺 的新教室。我要感謝一到六年級的班導以及所有科任
老師，真感謝您，讓我成長了不少。學弟妹加油 !
時光過的真快，六年又快結束了。當初，還是一個什
麼都不懂的一年級，只知道玩耍、嬉戲，如今，已成
為成熟懂事，全校一到五年級的學長了。突然我就六年級下學期了，
我才恍然大悟，我要畢業了。我很謝謝一到六年級所有老師的教導，
讓我增長見聞，成為一個更好的人，謝謝老師。

何彥慶

快畢業了，我們的無理取鬧，我們窮開心的日子也只有幾
天了。乍聽之下沒什麼，不過小學這六年可能是我們最快
樂的六年了，如果十年後的我們再次打開這本畢業冊，翻閱這六年的點
點滴滴時，我們會有什麼感覺 ? 可笑 ? 想念 ? 後悔 ? 我們還有小時候的
天真嗎 ? 不管是什麼，希望我們這六年的時光會永遠印在我們心中。

莊羽甄

在這即將畢業的幾個月，我都很珍惜跟同學的相處，我在
四年級時候很想趕快畢業，沒想到我六年級了，我反而不
想畢業了，不想離開我的
老師、網球教練、同學，
我要謝謝所教過我的老師
們， 是 因 為 老 師 們 的 關
係，讓我成長了許多，我
也要謝謝我的教練，教我
網球，也跟我說不要只會
打 球， 品 行 跟 學 業 都 要
會， 雖 然 很 捨 不 得， 但
畢業是個新的開始，再
見了我的老師、教練、
同學 !!

朱舒晴

要畢業了雖
然很捨不得
，但這是一定要經歷的事
，所以我會把一到六年級
的 回 憶 都 記 起 來， 國 中
我也會更努力加油的！

別人在中山國小
六年，而我在這
裡三年，以前我沒有什麼朋
友，但在這三年，我交了很
多朋友，所以我很高興在中
山國小三年的時光。
在六年級這段
時 間， 老 師 不
斷的包容、照顧我們，在學習上我們遇到困難，老師總是細
心的教導我們。在中山的時光，有大家的陪伴，我不會忘記
大家的。

劉宇皓

陳玉恩

當距離產生時，你就會期待著下一次的相聚。
同學們，謝謝你們帶給我快樂的國小生活。

即將畢業了！從一年級升到六年級，時間過得
很快，就像魔術一樣。我要在這裡跟大家說一句：
「珍重再見！」

范梓凌

俗話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
但畢業不是結束，而是踏上新的旅途。中山謝謝
你，陪伴我國小生涯中的最後一年！

許繶嫺

時間
過的
真快，我即將要從
中山國小畢業，感
謝教導過我的老師
和陪伴我一路成長
的中山國小，時光
匆匆彷彿一年級還
是昨天的事。國小
回憶一一在腦海裡
迴蕩，真是捨不得我在中山國小歡樂的時光。

李紀諠

劉妍筠

感謝一到六年級的老師，辛苦的教導我讀書，以及我
一到六年級的朋友天天陪我玩。

沒想到，這麼快就要畢業了。以前都是看著學長、姊
畢業，看他們哭成一團，離情依依，我卻怎樣也感受
不到畢業的心情。如今輪到我，我終於能體會學長、姐的心情了，
感謝老師的教導，讓我學會做人處事的道理。

魏辰旭

感謝中山那充滿回憶的校園和中山的每一位老師，日
子一天天逝去，畢業日子一天天逼近，校園的一草一
木不禁讓我非常的懷念，再見了中山。

張舒涵

時光匆匆，轉眼間我從一個調皮的小孩變成了懂事成
熟的青少年。感謝中山師長們的教誨，要跟同窗六年
的好朋友分開，還真的有點不捨。今年六月我就要和老師、同學說
再見，但我會珍惜在一起的時光。

葉紀妍

六年轉間過去，輪到我要畢業了 ! 同班
兩年的好姊妹們，我對你們依依不捨，
當然，老師、教練、網球隊的姊妹們，一個都不能少，
我不會忘記你們的，你們也不能忘了我呦 !

李宛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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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更多更豐富的知識，我相信這六年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人生的旅途有相聚，也會有離散，即使再怎麼的不
願意，還是得說再見。中山國小的朋友們，希望我
們畢業後還會再見囉！

從一年級到六年級我要感謝，教過我的導師，
謝謝老師教我許多的知識，謝謝同學的陪伴，
讓我從此不再孤單，祝大家畢業快樂。

今年的
初 夏，
我 們 就 要 畢 業 了，
在我腦海裡不斷浮現
出與大家的許許多多
的回憶，讓我淚如泉
湧，我也很感謝對我
伸出援手的人，謝謝
你們。

老師這些日子以來非常謝謝您的照顧，雖然時
常惹火您，但您仍時時包容提醒我們大家不要
吵，就要畢業了很捨不得，但我不會忘記中山帶給我的美好
童年。

張詠涵

呂祐 慈

黃致皓

我即將要畢業
了！這六年來陪
伴我的老師、教練，以及同
學們，謝謝你們的幫助。升
上 國 中 後， 我 也 會 好 好 努
力的！

劉思妤

在中山國小待了六年，如今就要畢業，感覺很不真
實。在不久前，我還覺得「畢業」離我好遠。然而，
時光飛逝，我只能不捨的向中山的一切告別。

葉家 孜

劉紘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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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芷 亘 時光飛逝，一轉眼六年就過去了，而我也要畢

杜昱璇

古奇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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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畢業了，謝謝各位老師的教導，使我從一個頑
皮的小女孩，變成了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女孩。感謝
中山，我會以中山校友為榮！

楊卉 歆

段容蓉

謝謝中山國小給我知識和陪伴，也謝謝老師辛苦教
導我們，謝謝同學六年來一直陪伴我，我會永遠記

在心中的。
今年六月就要畢業了，要謝謝中山國小教我學會了
禮貌和知識，也感謝老師的陪伴。上了國中後，我
一定會記得在中山國小的一切，也預祝我們國中快樂！ )

劉芮 芯

朱玄 玥

張雅善

徐如 萱

謝謝老師們的教導，我會好好加油，相信我會
變得更勇敢更棒的，也謝謝中山國小帶給我六
年來的珍貴回憶。

賴孟蓁

畢業不代
表 結 束，
而是新的開始！謝謝
一二年級的老師教我

曾珮瑜

那麼多讓我成長不
少。也謝謝五年級的
老師，謝謝你教我如
何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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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秀萍老師

的叮嚀

陪伴你們兩年的時光，即將告個段落。這段期間，我們
已如家人一般的熟悉，彼此關懷包容，分享著喜怒哀樂，共同克服困難，共享成功的
喜悅。如今，這點點滴滴將成為動人的回憶，永留你我心底。
你們即將邁入人生的另一個旅程。未來的路或許充滿了各種挑戰與難關，希望你
們能保持赤子之心，腳踏實地，不斷練習，多嘗試新的事物，保有閱讀的習
慣；並以樂觀、堅持的態度，勇敢走出自己的路，活出精彩的人生。

邱宇慶

時光如流
水， 一 轉
眼從幼小
的一年級
生變成了
高大的大
哥哥。如今就要從中山離開了，希望在中山的美好回
憶，能永遠留在腦海裡，也祝福大家鵬程萬里。
沒想到，這麼快就要畢業了。我要感謝
在這六年來教導我的老師。棒球教練在我
三年前剛進來棒球隊的時候，細心的教我，我也很謝
謝教練。

林皓勳

時光飛逝，六年的課程一下子就過去了。從學校畢業的日子
也不遠了。我要謝謝長久以來一直照顧我的同學和老師。未
來我即將到國中學習。我會帶著滿滿的祝福，邁出穩健的步伐，接受挑戰。

黃品翔

一轉眼間，就要畢業
了。在中山國小過了
六年，我要謝謝教過我的老師，
真的好謝謝您們，也好難忘。在
中山棒球隊四年了，感謝教練的
指導。

李主恩

時光飛逝，一轉眼
間，六年就這樣過
去了，和中山相處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畢業了，感謝與我一同成長的朋
友；也感謝所有教過我的老師，謝謝中山給予我一切。

孫鴻翔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畢業的日子即將到來。謝謝六年來陪
我度過每一天的朋友和老師。雖然要說再見了，但和你們在
一起的時光，我永遠不會忘記，大家後會有期。

呂禾翊

終於要畢業了。升上國中後，我會繼續打球。國中的生活和
吳佳恒
小學有所不同；課業會愈來愈重，訓練會愈來愈嚴格。但我
會繼續加油，希望國中棒球可以打得更好。
因為中山，我們一起學習。因為中山，我們一起歡笑。謝謝
這六年來教過我的校長、主任及每位老師，在這學校我學到
許多的知識 。我即將踏出穩健的腳步，迎向美好的未來。

尹碩賢

感謝各位老師這
六年來不斷的包
容與照顧。轉眼間我們即將
畢業。但畢業並不是結束，
而是讓我們變得更堅強，況
且「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既然有緣，就會再見！

李誠諺

一轉眼間，我就要畢業了，想到要升國
中，真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謝謝中山老
師們這六年的教導。我會勇敢展開翅膀，迎向未來。

林千弘

要畢業了，真是百感交集，六年的校園
姜竑任
生活就在這一刻即將結束了，同學們都要
跟中山說再見了，此時我想說：「謝謝中山。」
感謝老師這些年來的教導，轉眼間我即
將邁入人生的另一個階
段，我會帶著老師的教誨，更會緊
握著希望，不辜負師長及父母的一
番苦心。

廖御廷

六甲 杜昱璇
那年盛夏
風吹過，日月如梭
過往場景歷歷在目
而如今
我們將要踏上新的旅途

鳳凰就要飛走了
時間這傢伙
溜得特別快
令人忍不住婉惜
同學間的嬉鬧
師長們的教誨
都令人值得回味

酷暑將至
鳳凰花開
不是感嘆時光流逝的時候
而是好好地
將中山的回憶
埋藏在心

六乙 張愷妍

我記得一年級時，我還是個懵懵懂懂的女孩，當時
我把學校想像成美輪美奐的城堡，正自我陶醉時，四架
吵雜的直升機從頭上飛過，這時我抬頭看見漂亮的櫻花
園，櫻花盛開，微風徐徐，花瓣隨風起舞，頓時下起了
櫻花雪，煞是美麗，令人秉息。

六年級了，我們即將離開這個美麗的校
園。心中滿是依依不捨，希望不要畢業，

繼續和朋友們在同個教室裡學習、打鬧……等。我會
將同學間深厚的友誼放在心靈深處，直到永遠。

鳳恩佳

感覺時間過很快，我即將畢業。這六年
中，我很感謝教導過我的老師和主任。

我會好好珍惜在這校園的時光。

黃奕婷

時光飛逝，六年一眨眼間就過去了。以
前我總是覺得離畢業還有很久，但現在

總覺得畢業就在不久之後了，我要感謝一到六年級的
同學和老師，陪我度過小學生活。

陳若薰

畢業是人生的轉捩點，俗話說：「天下
無不散的筵席。」過去雖然值得回憶，

但我們要往前看，願大家能夠展翅高飛、鵬程萬里。

邱祐庭

感謝一路陪伴我的師長與同學，謝謝師
長們的細心教導；謝謝朋友的包容與鼓

勵。最後感謝中山，給我一個學習小天地。

詹愷庭

再見了老師、同學。終於在這鳳凰花開
的季節，我們就要離別。這六年來，不

管喜、怒、哀、樂，都是我們最幸福的日子。感謝所
有教過我的老師，謝謝中山帶給我一切。

張雨涵

不管是再好的朋友、再美好的時光，都
有曲終人散的時候。畢業並不是學業的

結束，而是邁向另一個里程碑的開始，讓我們互相勉
勵，奔向光明的前程。

湯靜涵

天呀！要畢業了 ~ 真讓人捨不得。轉眼
大家即將分開，在這班級
裡留下了我們很多歡樂與
淚水。希望我們能攜手邁
出矯健的步伐；在遙遠的

六月份就要畢業了，謝
陳昱豪 謝老師這兩年教我許多
的科目，雖然我有時沒有好好認真
上課，但是我還是要向教過我的老
師說聲：「謝謝。」

地方有片寬廣的藍天在等
待我們。

顏姵慈

我要畢業了，回想一到六年級，覺得這
所學校好像有種吸引力讓我不想離開。結
束了六年的里程，我們進入了新的學習世界。我
們一定要更加努力 , 才不負眾望所託。

吳若瑀

眨眼間，我從懵懂得一年級生，變為成
熟的六年級生，今年的我即將畢業，離
開這個我所熟悉的校園，謝謝中山為我帶來美好
回憶。

那年盛夏
風吹過，日月如梭
喧鬧聲響縈繞耳際
在此刻
中山的一切在心頭迴蕩

校 園 一 角

畢業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開始，大家
一起經歷的事情值得永遠留念。我要珍惜
每一分鐘，多留點回憶。感謝這六年來教我的老師，
有您們陪伴真好。

陳彥均

曾翊涵

學生作 品
那 年 盛 夏

我們要畢業了。想起在中山的點點滴滴，
黃俊綸 就會令我感動、不捨。 時間就像沙漏一
樣，慢慢的流失。我要謝謝中山的所有的老師、同學。
也要謝謝這個美麗的校園，讓我不斷的成長、茁壯。

張芝宜

校 園 一 角

六丙 葉家孜

在中山國小當了六年的學生，我可說是對於中山校園瞭若指掌；對於
校園中有趣的地方，也是再熟悉不過了。
在美麗的中山校園中，我最喜歡的地方，非圖書館莫屬了。從二年級
拿到借書證開始，我便常常到圖書館借閱書籍，甚至每天都去呢 !
學校的圖書館為在禮堂一樓，大概有三間教室的大小。門邊擺放著漂
亮的木製大型還書箱，從開闊的大門走進去，左邊是借還書的櫃台，親切
的志工媽媽或老師會坐在那兒幫小朋友們辦理借還書；右邊則有一個被書
架圍繞的精緻圓桌和木椅。

小 學 生 活 點 滴

六丁 顏姵慈

一轉眼間，六
年的時間將要

過去了，感謝一路陪伴我
的朋友和老師，希望能把六年的回憶永遠留在心裡，
努力的邁向新的階段。

陳暖欣

歲月流逝，我們即將畢業了，中山
的點點滴滴將成為美好的回憶。

感謝老師的指導及同學的陪伴，我也成長
了許多。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畢業不是
結束，而是一個新的旅途的開始。

大門正前方，有好幾排的木製長條桌和椅子，是個可以讓許
多學生坐在一起安靜閱讀和寫作業的區塊。
在長條桌的左方和前方，是一個貼著一個的書櫃和書架，琳
瑯滿目的各式書籍分門別類整齊排放，數量驚人！
不管上課還下課，圖書館總是有許多學生：有的三三兩兩的
坐在沙發椅上談論書本內容；有的在書架間來回走動，挑選想閱
讀的書籍；有的安靜的坐在桌旁看書。
我非常幸運，可以在中山國小中學習和享用圖書館資源，所
以要更加珍惜和愛惜圖書館，才能讓學弟妹們未來也能在這個寶
貴的校園一角中學習！

六年級了，即將畢業的我，彷彿昨日才剛踏進校園。轉眼間六年過去
了。在這期間，我學會了不少知識，也成長了許多。
記得一年級剛入學時，來到了校門口，望著陌生的校園。我緊緊牽著
爸媽的手不放，遲遲不敢踏進教室。三年級，雖然我對學校的事物比較熟
悉了，但是考試的科目卻壓著我喘不過氣來。媽媽擔心我考不到好成績，
鼓勵我不斷的複習，讓我不得不放棄玩樂時間，好好用功。五年級，我跑

步的速度加快了，所以常和同學在下課時，玩紅綠燈遊戲，增強
體力；甚至還能將煩惱拋於腦後，把壞心情轉換，使怒氣消失呢！
六年級，是我待在國小的最後一年，也是我最快樂的一年，雖然
還沒畢業，但我相信這學期，我會好好充實自己，規劃未來。
非常感謝這六年來陪伴在我身邊的同學及老師。因為您們的
幫助，我才可以度過許多難關。因為您們的教導，我才可以收穫
滿滿。謝謝您們 !

三年級教室移到了二樓，往下望去是小操場，也就是一、二年級的遊
樂區，前面有個陽光四射的芒果舞台，舞台旁邊種了一顆巨碩的芒果樹，
夏天的時候我們會撿拾成熟落下的芒果，雖然外觀其貌不揚，味道卻是美
味可口。
五年級時，教室旁邊優雅的空中花園，我們在那裏玩耍嬉戲，欣賞鳥
語花香。春天時百花盛開，每一次經過，都可以聞到杜鵑花的香味。
六年級時，教室外的風景變得更漂亮、更活潑了，因為教室外的風景

是變化多端的操場，出大太陽時，可以看見同學們洋溢快樂的樣
子；下雨時，天空灰濛濛的，不禁讓人有種憂鬱的感覺，這亮麗
活潑、變化多端的操場真是令人不捨。
這六年來，中山的各個角落，都有我難忘的回憶，畢業在即，
真讓我捨不得離開。面對新的挑戰，我還是會秉持著國小認真不
懈的精神，努力求學，勤奮練習我最愛的舞蹈，朝我的夢想前進，
成為一位舞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