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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送畢業生
三年二班 黃景鈺

親愛的大哥哥、大姐姐們，建
國一百年的鳳凰花開季節，你們即
將離開充滿回憶和快樂的校園，踏
入學習的另一個階段，展開新的學
校生活。
千萬不要忘記曾經用心教導
你們、愛護你們、栽培你們的師
長，還有我們這些可愛的學弟學妹
喔！最後祝你們一帆風順，一天比
一天進步。

學長姐再見
三年七班 譚家蕍

再見學長姐！一轉眼你們就
要畢業了，想起你們在學校的一點
一滴，都令人難忘，你們爽朗的笑
聲，矯健的身手，充滿整個校園！
平時你們穿著背心，用心指
導我們守規矩，要我們在走廊不奔
跑，要保護我們。你們努力做好榜
樣，我們這些學弟妹當然也不能漏
氣，一定跟隨你們的腳步，讓大家
知道靜修的學生都很優秀！
聽！一早便傳來陣陣美妙的歌
聲，看！一早就看到學長姐在練體
能，這就是靜修之光。合唱團獲得
全國比賽福佬語優等獎，彰化縣百
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田徑隊勇奪
男生甲組田徑總錦標第一名。這些
殊榮是您們每天辛勤付出所贏得的
光榮，當我們在臺下為您們熱烈鼓
掌時，也堅定我們為靜修爭取榮譽
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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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說再見的時刻，我會懷
念你們的，希望你們帶著祝福，繼
續勇闖下一個人生階段，學長姐再
見！再見！

自己做麥芽糖

恭喜畢業
五年十一班 楊雅涵

各位大哥哥、大姐姐！恭喜你
們終於要畢業了，努力這麼多年，
終於有代價，要更上一層樓喔！
每個星期一到星期五，我背
著書包，請媽媽載到學校上學，我
們一起學習知識，一起在校園裡嬉
戲，希望你們不要忘記相處的時
光。祝福你們升國中生活更如意。

畢業心語
六年一班 張家輔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轉
眼間，時光悄悄流逝，六年來的酸
甜苦辣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回想
起來，心中越是百感交集，萬分不
捨自心中湧出。
感謝恩師諄諄教誨，以及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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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肯定與支持，用最好的身教，
使我們從懵懂無知的孩子漸漸成熟
穩重。感謝同學朝夕相伴，曾經，
我們一起玩耍、一起瘋狂，屬於我
們的盡是種種美好與歡笑。感謝靜
修，陪我度過快樂的童年。感謝這
六年的一切，我們才能茁壯成長，
漸漸展露鋒芒。
即將步出靜修，校園中曾留下
許多回憶，母校的影像，不停放映
在眼前，禁不起懷念的淚水，無力
的流下，心中的感慨，嘆息歲月匆
匆離去，只留下我們的回憶。
畢業，不是學習旅程的結束，
而是另一個嶄新的開始，敞開心胸
面對挑戰，也許路途十分艱苦，
但只要努力不懈、永不放棄，終究
能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今
日我以靜修為榮，明日靜修以我為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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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看著我成長茁壯的師長和父母，
是你們將我拉拔到現在，讓我漸漸
成長。我還要謝謝靜修這個大家
庭，給我美好的一切，使我成長與
茁壯。沒有靜修，就不會有現在的
我。
六年來，我們不斷學習，為了
讓翅膀能飛得更遙遠。快樂的時光
總是過得特別快，我要把握當下的
幸福。我要告訴師長與朋友，是你
們給我快樂的童年回憶，雖然即將
要說再見，往後不一定會相遇，雖
然心中有許多不捨，但是你們永遠
是我人生中最美的回憶。
最後要告訴學弟學妹們，要繼
續以好榜樣為校園爭光，往後也會
面臨畢業的人生考題。在此祝畢業
生，鵬程萬里，踏入另一個美好的
旅途，我們有緣再相見。

不一樣的夏天
六年三班 黃珮瑜

距離夏天的腳步越來越近，代
表分離的時刻即將到來。我從什麼
都不懂的小女孩，轉眼間已經是六
年級即將畢業的少女。時間過得真
快，六年的時光匆匆飛逝，又到了
鳳凰花開的季節，校園充滿即將離
別的氣息。回想六年來種種，有快
樂，有悲傷，始終有師長與朋友的
陪伴，陪著我度過每一天。
回憶起剛踏入靜修這個大家
庭，對陌生環境感到害怕，帶著恐
懼與興奮開始在靜修的生活。
現在的我成熟穩重，我要感

要畢業了
六年三班 鄭湘蓉

要畢業了，時間過得真快，想
起我剛上一年級的時候，還會覺得
時間過得很慢，現在呢？已經六年
級了，不知不覺中已經成長那麼多
了，從幼稚園的小孩變做成熟的學
生，這些時間都過得很快樂。
要畢業了，我要感謝教我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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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因為有老師的教誨，我們才
可以學得那麼好，吸收繁多的知
識和道理，如果沒有老師的話，
我的表現會比現在還要差很多
吧！我還要感謝學校，讓我在那
麼漂亮的校園內讀書，難忘的生
態池，難忘的陣陣花香，難忘的
母校，感謝！
要畢業了，將離開美麗的靜
修，我會把這裡一切的美好全都
記住。感謝老師的教導和同學的
陪伴，讓我度過美好的童年。

走在校園
六年四班 許芝瑩

每當下課，和同學走在校園
時，總會看到許多翠綠大樹矗立校
園，一大片美麗花朵。有時，也會
在操場上看到一大群學弟學妹在玩
耍，彷彿看到以前的自已。
每當走在校園，會看到很多
昆蟲在活動，讓人百看不厭。有這
麼棒的校園，我們要珍惜，感謝學
校給我六年美好的童年回憶。

感謝學校的話
六年五班 張皖茹

要畢業了，感謝老師用心栽培
我們，讓我們從頑皮的小毛頭，變
成成熟的少年。感謝學校經營美好
的學習環境，讓我們聚集在這裡，
認識這麼多知心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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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要畢業，但不代表結束，
而是踏上另一條全新的道路，往後
我們變成校友，不常在靜修校園，
但我們的心會永遠留在這裡，因為
靜修是我們永遠的家。

愛在靜修
六年五班 譚宇庭

許多華麗的事物，就像是空有
其表的虛幻，永遠定格在膚淺的外
表。然而我鍾愛的母校就不一樣，
我常用心體會校園中純樸景物，讓
人美不勝收，有流連忘返的感覺。
一踏進校園，就會先看到寬敞
的操場，操場旁邊有翠綠的草皮，
附近還有一個小池塘，池裡有許多
小魚兒輕快游水，讓人看了目不暇
給。還有一個地方是我們的祕密基
地，那就是同心臺左右的花園啦！
那是恬靜的花園，漫步其中，不知
不覺就會陶醉不已。每年春天百花
爭妍、萬紫千紅，一到秋天落英繽
紛，百看不厭。
我愛欣賞聖潔的白色睡蓮，
在水面上靜靜的展現沉睡之美，有
時抬頭仰望層次豐富的暖色調樹林
與藍天相輝映，形成秋高氣爽的景
象。在我心中，在地的植物園，連
新彊的阿勒泰和四川的龍泉驛桃花
都比不上。我們校園所種的每一朵
花、每一棵樹，留有我深刻的記
憶。
有時，我喜歡躺在操場上，被
火紅般的太陽晒，那種幸福的感覺
讓人難以忘懷。秋天躺在操場上，
被微風輕輕的吹過，好像身體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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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般。操場旁的小草被溫暖的風
吹過，就像跳舞的小精靈，為大地
帶來歡笑、帶來生命力、帶來無窮
的希望。
在學校雖然無法看到世界奇
景，但在世外桃源般的校園，喜歡
之情在心中，卻是難以言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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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遠都會記住靜修校園每個人的
臉孔，因為笑容早已深深烙印在我
的腦海裡。
剩下不到幾個星期的時光就要
畢業了，我會珍惜和同學相處的每
分每秒。畢業的分離也代表下次的
相聚，懷著感恩的心，為國小生涯
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老師的話
六年六班 林庭伃

老師的話有如慈父般叮嚀，
我把自已放空變成容器，自然就能
收到永恆的聲音。感謝老師諄諄教
導，許多長輩常叮嚀：「一日為
師，終身父。」這句話的意思是一
天的老師，就得終身視為父輩。
不管以後我與老師相隔多遠，
我早已把老師當作父母，感謝靜修
再生父母的教導，我永遠牢記在
心。

六年一班我愛靜修

懷念母校
六年六班 蕭羽琁

在這個依依不捨的季節中，吹
起一陣陣溫暖的微風，蟬發出鳴叫
聲，好像在述說我們離別的滋味。
校園的每個角落，有著同學六
年的共同回憶。我常和同學在大榕
樹下聊天，下課和同學衝去充滿藝
術氣息的書香樓借書。同學就像充
滿希望的種子，在靜修校園慢慢發
芽、結果到收成，每個環結都有不
同的想法，我們都應該要以尊重的
眼光看待，以歡喜心來學習。
不管以後大家會不會再見面？

植物辨識比賽頒獎

運動會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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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數懷念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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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中的校園

六年七班 詹恩驊

六年八班 張育瑄

下課時，大家聊著將來要讀
哪一個國中，已拍了畢業照，已寫
了畢業紀念冊，種種動作引起陣陣
感傷。以前，都是我們送學長姊畢
業，一轉眼，卻是我們要被學弟妹
歡送，唉！真是時光飛逝。
回想起母校的景物，每一樣在
記憶中都是美麗的，我喜歡在學校
的後花園散步，裡面有許多活力十
足的花草，不只可以認識在地的植
物，也能欣賞青春多姿的美色，這
裡不只是學生的天堂，也是八卦山
在地植物的家園。校園裡有我細細
的小足跡，談天的心語…。哎呀！
腦子裡一幕幕放映校園景物，怎麼
樣也忘不了。
校園的角落留有童年足跡，
操場有運動會競賽與下課遊戲的點
滴。教室有琅琅的讀書聲，以及分
組體驗的記憶。圖書館有我借書看
書的樂趣，音樂教室裡，依稀可聽
到大家此起彼落的笛聲；自然教室
裡，彷彿大家才剛做實驗成功…。
哎呀！母校有同學和老師說不完的
故事。
離畢業時間進入倒數，雖說
「畢業並不代表分離，而是旅程的
新開始。」但終究還是離情依依。
最後，我要感謝教導我們的師長，
珍貴的話語會牢記在心；感謝陪伴
我一起成長的同學；希望學弟妹們
勤讀書，用功學習，快樂度過每一
天！祝福大家！

鳳凰花開，夏蟬高鳴，今年的
夏天，多了不捨的感覺。望著我待
了六年的地方，回憶在學校的點點
滴滴，剎那間，湧現在眼前。回憶
裡，校園是充滿笑聲的地方，和藹
的師長、純真的友誼…。
記憶中的校園，是充滿書香
氣息的地方，不管走到那裡，都可
以聽到稚嫩的童聲朗誦課文。上課
的時候，同學睜大眼睛聆聽老師講
解，老師帶領學生搭乘時光機飛到
古代與古人一起吟詩，到未來探索
新科技。穿過任意門，到世界各地
拓寬眼界、增廣見聞。在這裡，我
們可以突破空間和時空的限制，揮
著翅膀，乘著風，在書本裡翱翔。
在世界上尋找知識的泉源、藝術的
殿堂、科技的文明…，讓每個人都
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記憶中的校園，是充滿歡笑的
地方，角落遍佈我們遊玩嬉戲的足
跡，留下美好的回憶。下課，許多
人三五成群的在操場上追逐玩耍，
有人在打羽球，有人在玩鬼抓人，
有人則坐在樹蔭下天南地北的聊個
不停，每個人臉上綻放快樂的笑
容，讓整個校園好不熱鬧。
有開心，有書香的氣息，有
幸福的歡笑，有純真的友誼，有和
藹的師長，這些都記憶中的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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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帶給我的甜蜜滋味。如今，
我要畢業了，離開我所愛的熟悉環
境，雖然有點不捨，但我會帶著滿
滿的校園回憶，踏上國中的旅程。

不捨
六年十一班 吳承翰

要畢業了！對畢業生來說，這
句話是多麼地令畢業生感到不捨！
在校兩千多個日子中，充滿美好的
記憶，怎麼捨得離開這麼多回憶的
地方。建國百年我們就要畢業了，
離開這充滿人情味的美麗校園，踏
入另一段陌生的旅程。再見了！學
校的好朋友！親愛的師長！祝福大
家平安快樂。

珍貴的回憶
六年十二班 林詩萱

時間過得好快，我們已經六年
級，一下子就要換我們畢業了，六
年來充滿了悅的眼淚和歡笑，突然
想起要和朋友、老師們分開，覺得
非常難過。想起我們一起玩遊戲、
一起上課，真讓人懷念，我們在美
麗的校園裡學習讀書，學習當個懂
事的孩子，這些都是靜修最珍貴的
回憶。希望升上國中後，大家能過
得開開心心，交到新朋友，珍重再
見！

六年一班感謝母校

最棒的禮物
六年十二班 陳璟霖

時光飛逝，我們即將升上國
中，大家就要離開可愛的靜修了，
我會永遠記住這裡的童年回憶。雖
然我是聽障者，交朋友很困難，但
是，在靜修卻得到很多好朋友，一
起學習與遊戲，心裡感到高興！感
謝老師教導我們，感謝校長主任一
直鼓勵我們，這些都是最珍貴的禮
物，我愛你們，也愛靜修國小！

六年四班感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