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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Performance ............................................................................................................................Harp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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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Fellow Students,

F
ifteen years is a relatively short history for a school in Hong Kong but our 
achievements were very impressive during this period. We have reached 
many milestones in many areas - academic, arts, sports, exchanges, 
placement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We succeeded in fulfilling our 

school mission in providing an attractive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to growth 
and blossom in a holistic manner and in nurturing them to become role models of 
“whole person education” when they entered tertiary education. 

We are blessed to have the extraordinary dedication, loyalty and commitment of 

Message from the School Supervisor

our teachers and staff as well as the unfailing support of our parents. To them, we are truly indebted to their sacrifices and 
selflessness in contributing to our present achievements and success. Personally, I am also indebted to have the invaluable 
advices and support of the School Board members throughout the years.

As we looked ahead, the Board was very visionary and committed in providing “extra” facilitie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tudents such as the Joshua Hall this year and the new swimming complex with additional function rooms in three to 
four years’ time. The latter would be another challenge for us but we were confident that we would reach our fund raising 
target and complete the capital project.

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vaccine and testing,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 COVID-19 pandemic will be under control and 
Hong Kong’s economy and livelihood will return to normal soon. But we must all cooperate and observe the advices and 
regulations suggested by the Advisory Panel and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in this area. As in the past, we shall overcome 
all these challenges and prevail.

Wishing you continuous success and good health in the coming year!

  Sincerely Yours,

 
 Prof. Fu Hoo Kin, Frank, MH, JP

School Supervisor



T
he last school term of your secondary school ended very differently 
than ever, the actions taken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pandemic have 
caused a disruption in our learning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as well as 
anxiety and concern, but your resilience, courage and engagement have 

brought you to graduation time and the many joys and possibilities that await you 
in future times!

With great pride and pleasure, I am excited to say “Congratulations” to each student 
of Class 2021.    The completion of study in A-School marks both an ending and a 
beginning of an exciting journey ahead, whatever difficulties we may encounter, it is 
always the same for our graduates to leave the school with competence, confidence, 

Message from the Chief Principal

thirst for knowledge, friendships and fond memory made on this campus.   

During the course of learning at A-School, the enormous care, support and guidance from parents and teachers should 
not be made light of, together with your own resolve and commitment to personal growth, you persevered to achieve what 
you have now. 

It is my utmost wish that you remain connected with your teachers, your friends and your classmates. Remain steadfast 
in the knowledge and qualities built in A-School, in the learning you achieved and the experiences you had during your 
time here on campus, which will serve you well in the years to come. 
 
 

 
Dr. Chan Wai Kai, Benjamin 

Chief Principal



Graduation ceremony is always such a special occasion – it is a culmination of years of hard work, a recognition of 

growth, and a kick-off for a new stage of life. Days in the past 6 years were not always easy. There could be times 

of highs and lows, goods and bads. But here in A-School, apart from gaining academic knowledge, I’m sure you 

have also developed personal strengths and true friendships.

Life may give you unexpected challenges and uncertainties. Like two years ago, I guess nobody could have imagined 

how great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would be on our daily life. We experienced school suspension, change of 

learning style, cancellation of excursion programmes and many other activities, etc. But let us not be discouraged, 

as there are always multiple ways to get to the destination we want to go, and hard times can be our life lessons, 

making ourselves stronger by revealing our hidden potentials and qualities. And most importantly, along the 

way, we always have countless support from our family, teachers and friends. In times of difficulties, I hope all of 

you will remember the following verse from the Bible, Joshua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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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has been a privilege seeing your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May your next journey be filled with many blessings 

and great adventures! 

Lo Chi Chung, Eric

Deputy Principal and Head of Secondary Division

Message from Deputy Principal and  
Head of Secondary Division

To my graduating class of 2021, my warmest congratulation! This is a graduation ceremony like no other, and 

you are a graduating class like no other. Through the storms of pandemic, we fought through and still we stand. 

As you move on from this place and embark on the next big journey of life, whether that’s university, the workforce 

or something else, life will at some point begin to feel like it’s not your way. When you feel life is tough, forgive 

yourself if your path to achieving your goals is not a straight one, forgive yourself for making sacrifice, forgive 

yourself for making bad decisions. Be kind to yourself and to others. I wish all of you to have wisdom and love in 

your heart in order to go through life confidently, honestly, joyfully and to face the future unafraid. All the best! 

Liu Wing Ki, Claudia 

Senior Vice Principal (Academic Affairs) and Head of International Curriculum

Message from Senior Vice Principal (Academic Affairs) and  
Head of International Curriculum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you on your graduation. Graduation day is a monumental milestone in one’s life. It is 

my great honour to be a part in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to witness and celebrate your amazing growth and success. 

Graduation is only a glimpse of what lies ahead in your bright future. The life journey is full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You shall always walk the glory road and lead a meaningful life. May you carry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to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and beat the challenges with love, joy, peace, patience, kindness, goodness, gentleness, 

faithfulness and self-control. Chase your dreams, reach your goals, and embrace life with passion, commitment and 

perseverance. Wishing you a bright future full of God’s blessings and happiness.  

 

Dr. Cheung Shui Ha Ruby 

Vice-Principal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Head of Global Citizenship

Message from Vice Principal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Head of Global Citizenship

Graduation is here finally,

Rejoice and be prepared for your new journey.

Always be true to yourselves and hold your belief,

Decide what goals you’d like to achieve.

Understand your potential but also your limitation,

Achieve your goals with no hesitation but determination.

The brand-new chapter is awaiting –

Inviting, exciting, inspiring, exhilarating…

Opportunities are what you can find along the way.

Never give up an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shine one day!

 

Graduation is an exciting time which marks both an ending and a beginning. Keep up the good work and many 

more great accomplishments will keep coming your way. Proud of you and congratulations to you all!

 

 

Koo Sung Dek, Jacqui

Vice Principal (Administration) and Head of English Studies

Message from Vice Principal (Administration) and  
Head of English Studies



Grade 12A



畢業感言
陳希童
昨夜我與十二歲的自己久別重逢，

告訴她在水平線以外的世界裏：「要害怕，要勇
敢，要珍惜；

我在這留下六個影子，讓你在我的停留中前進。」

而我會抬頭迎接未來吹拂的新風，然後重新與生
命墮入愛河。

我知道她也會。

陳睿哲
時光飛逝，轉眼間六年已過。中學六年間，我嘗
過有甜有苦的生活，但正因為這些甜酸苦辣，才
獲得這段快樂的中學時光。在這段時光裡，我不
單在學業上得到知識、在壘球比賽上，也曾獲得
冠軍，更結識了不少朋友。 

鄭鍶洛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六年的中學生涯，轉眼
間就完結了。心中有太多的不捨、太多的懷念。
但中學畢業並不代表完結，接下來，我們將要踏
上新的旅途，邁向人生的新一階段。

周慈恩
我即將要畢業了，即將要離開學校，真的很捨不
得，我會很懷念現在每一日的上課天，希望我能
夠運用學校教過的東西。多謝學校、家人和朋友
對我不離不棄。  

周芷榛
這六年的列車旅程已經結束，儘管沿途上的美景
盡是一閃即逝，但每一瞬間都動人心弦。如今列
車已到達終點站，亦是離別的一刻。時光不老，
我們不散，祝各位畢業快樂！ 

鍾俊杰
轉眼間六年快過了，我們也即將畢業。

隨着時間的流逝，我們也成了學校裏最高年級的
學生，回首一看，我們好像才剛入學。

在這六年間，老師和班主任對我們悉心教導，帶
着我們走過一道道的難關，循循善誘教導我們不
同的知識。在此感謝老師對我們的教導，你們所
教的所有東西我們會好好記住。

馮樂陶
轉眼間，六年的中學生涯已經過去，很快便要踏
入人生另一個階段。回想起這六年，甜酸苦辣盡
在其中，每一點一滴都令我變得成熟起來。我很
感激每位老師的悉心教導和朋友的支持，沒有你
們的相伴，不會成就今天的我。 

何雪瑩
六年轉瞬流逝，不知不覺間留下數之不盡的回
憶，既有歡笑，亦有淚水，都是烙印在我心裏的
珍貴片段。中學的點點滴滴仍然歷歷在目，感謝
老師的悉心教導和栽培及朋友們一直形影相隨地
給我鼓勵和祝福，願我們前程似錦！ 

江祉俊
踏出這一步，我們告別了一段純真、輕狂的青
春，一個充滿幻想的時代。踏出這一步亦同時
代表第一次不再需要父母安排生活學習等一切，
能夠有足夠的自由處理生活和學習遇到的不同難
關，也同時能支配所有屬於自己的時間。 

黎琛哲
即將分別，要說的話太多太多，千言萬語化作一
句。相逢又告別，歸帆又離岸。畢業——是往日
歡樂的終結，未來幸福的開端。

陸筠貽
時光飛逝，12年的學生生涯就此完結，回憶裡充
斥著歡快打鬧和難過淚水，在此感恩一路陪伴的
同學及老師，包容著不成熟的我，一路見證著我
的成長，在生命裡創下回憶，照亮前方的茫茫。  

佘芍彤
年少輕狂的日子即將告別！

時光飛逝，轉瞬間，已到離校的時候，大家各奔
前程。

昔日，我總想快點畢業，今天離別在即，依依不
捨之感縈迴心中！

我們是時候出發了，與同學和老師們的情誼，我
會一直銘記於心！

岑曉琳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在中學的六
年時光，眨眼即逝。心中有太多的不捨，太多的
惜別。中學六年，我經歷了很多事情，也在這裏
認識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今天的畢業不僅是
對昨天的總結，更是對明天的呼喚。 

鄧梓駿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心中有太多
太多的不捨，太多太多的惜別。我們每天上學，
每個人依然笑得那麼燦爛，仿佛有千萬朵鮮花同
時綻放。但我們心中清楚，每個人的心裡，其實
都有一種淡淡的惆悵。 

童嘉慧
時光飛逝，今天的我已經坐在12年級的課室，
最後幾個月的時光，漸漸感覺到DSE距離我們不
遠，同時代表我們快要畢業，與此同時我相信同
學們一定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振翅飛翔，希望大家
可以有美好的前程，向未來進發。

王海蓓
在這學校度過的幾年時光，與同學們的歡聲笑語
終於在2021年正式結束。但一切回憶都歷歷在
目，想起大家畢業後將各自分散，我感激陪伴我
多年的老師、同學。希望之後的道路上仍有相遇
的緣分。 

黃栩瑩
六年時光飛逝，這是一個充滿美好回憶的地方。

每天，我跟同學一起學習、一起嬉戲 · · · · · ·

小息的時候，我們一起聊天，有說有笑。藉此，
我十分感激老師的教導和支持，希望各位同學一
帆風順、前程似錦，願互勉之。

葉卓榮
沒有開始，怎會有結束？十二年前在這裡開始，
十二年後便在此劃上句號。在這裡，我們學到了
書本的知識外，更學到了友誼的可貴，再見了，
母校！

阮國皓
六年時光飛逝，才剛相聚，轉眼就要離別。感謝
這些年同學與老師與我交流不同的想法，成為我
人生道路上的明燈，讓我一步步成長，為我未來
的路累積經驗。 

   



Grade 12B



畢業感言
區晉匯
不知不覺，我已經在中小學學習了十二年的光
景。

時光飛逝，我認識了一群知心好友，以及用心教
學的老師，我決不會忘記同儕的陪伴以及師長的
教導。

藉此，跟大家說再見！希望各位可以實踐夢想，
迎頭向前，展望將來。

陳冠濠
時光飛逝，眨眼間，我由害羞的兒童，變成自信
滿滿的青年。

離校在即，回想當中的經歷，充滿甜酸苦辣鹹。
我們笑過、也闖過難關，最終一起離開這個充滿
回憶的校園，但願大家不會忘記彼此，更不會忘
懷昔日的美好回憶。

張翼
一眨眼，六年的中學生涯就要結束了。

回想這六年來所認識的人事物，所結交的友伴，
所學到的道理，以後都會銘記在我的心中。

希望我能帶著這些回憶踏上人生的下一階段，展
望更美好的將來。

蔡幸芝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光陰荏苒，
有喜有悲、有猶豫、有奮鬥的青春故事即將劃上
句點。

歡樂卻把這份難捨難分化為難忘的笑靨。感謝老
師的攜手奮戰，我不僅褪去身上的青澀，更披上
霞光，願各位向著美好的未來翱翔！

霍芷妤
瞬眼間，我已經在此校生活了六年 · · · · · ·

過去六年，我感到有喜又有憂，但也過得很歡
樂。昔日愉快的校園生活，令我變成今日的我、
未來的我。

離校在即，我感到依依不捨，但我會非常想念歡
樂的校園生活。

何依庭
人有悲歡離合，雖然不捨卻已到離別時。謝謝各
位老師同學們在過去六年間的陪伴，我們縱會分
開，卻不遺憾。我希望藉此機會祝各位同學畢業
後幸福安康，祝各位老師心隨人願。  

姜心怡
每一個有你們陪伴的日子，都是最美好的日子；
每一個和你們相處的日子，都是最珍貴的回憶。
即使畢業後會分道揚鑣，被限定的是時間，而不
是我們之間的友誼。希望沒有辜負老師對我們的
栽培和期望，一起為2021公開試奮鬥。

郭嘉楠
一段年少輕狂、一段夢想歲月、一段關係，12年
的校園生活一點一滴彷彿成了一個故事。故事中
有笑有淚，有喜有悲，有成功也有失敗，故事的
結尾裡有珍惜，有遺憾，有聚首，也有別離。

李賀怡
時光飛逝，已經踏入了中學生涯的最後一年。我
即將離開校園，要與這幾年認識的人和事説聲再
見，百感交集——不但為即將離別而傷心，亦為
將來感到既擔心又期待，願這段回憶永留在心
中 · · · · · ·

廖浩宏
時光飛逝，我已在此度過了十三年的光景，我滿
足於校園生活，感到非常愉快，當中曾面對不太
完美的過去，但歡樂的回憶永在我心中 · · · · · ·

中小階段，我沒有留下任何遺憾，謝謝我的老
師、同學，學校永遠是我的驕傲。

馬鎧澄
畢業，就像一個大大的句號，從此，我們告別了
一段純真的青春，一段年少輕狂的歲月，一個充
滿幻想的時代。 閨蜜們、老師們謝謝你們出現在
我的青春裡，這12年有你們的相伴很開心。 

麥茵喬
光陰似箭，時間過得很快。

轉眼間，中學生涯只剩下幾個月，讓我對校園的
一切都感到依依不捨。

衷心感謝老師的悉心教導，他們教的不只是書本
上的知識，還教導我們不少人生大道理。

藉此，感激這六年所遇到的一切 · · · · · ·

蕭楚瑩
時光流逝，日月如梭，中學生涯轉瞬即逝，我們
於六年前踏入校門，於此刻分離，願各位同學帶
著祝福和回憶走向自己的遠方。 

衛祉熹
六年的中學生涯，轉眼時光飛逝。縱使季節擱
淺，記憶沉澱，我也不會忘記這段純真又青春過
的故事。我對未來充滿憧憬，不管接下來我會怎
樣，我知道我已經有足夠的勇氣張開我的帆，乘
風破浪！

黃俊霖
分離之際，難免不捨。各位明晨行別，希望大家
長風萬里，展翅高飛，有緣再見，多謝！

胡詠思
總説畢業遙遙無期，轉眼間卻各奔東西，雖說青
春本來就是馬不停蹄的錯過和相遇，但回首，是
一段青春無悔的歲月，初秋的遇見就在夏天告別
吧！始於2015年初秋，終於2021年盛夏。 

嚴子瓔
轉眼間六年過去，我們即將畢業。很感謝每一位
曾出現在我的中學生涯裡，和曾經幫助過我的
人。再回首，過往美好的上課時光已成難忘的回
憶。但願這些記憶，不要從歲月裡匆匆走過，讓
它永駐在我們的心中。

葉泳彤
已經快要離開學校了，但我不感到遺憾。因為我
把握了很多珍貴的機會，如比賽勝利獲得免費
機票去美國，萬分感激這些年陪伴我的老師和朋
友，給我一個精彩而特別的校園生活，謝謝你們
包容不完美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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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
區健朗
感謝學校的悉心栽培，感激父母無微不至的照
顧，感恩老師苦心的指導。感謝所有在我人生中
出現過的人！

陳卓瑩
快樂的時刻過得特別快，當想好好珍惜餘下的光
陰時，卻發現已來不及了。老師的教導、同學的
鼓勵、珍貴的回憶都深深刻在我的心中，永不磨
滅。

陳可欣
六年的經歷讓我獲益良多，無論是那些艱難的、
幸福的時刻都將成為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拼圖，
在這裡所認識的良師益友們使我在這趟旅程中不
至於孤單。願畢業後的日子大家都能朝著自己的
目標進發。

時光如梭，我們如初。

陳心雅
六年就在鐘聲響起之際，朋友的歡鬧聲下悄悄溜
走。感謝朋友和老師們的陪伴和支持，讓我學會
認識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向我的夢想。每一個的
結局，書寫著新的開始。願我們下一章的人生也
能像這六年一樣，綻放光芒！

鄒芷恩
回想中學生活的點點滴滴，高潮迭起，如精彩故
事般令人振奮，完結時難免使人失落。小燕子
漸漸長出羽翼離開鳥巢，經過風雨的洗禮後，在
天空振翅高飛。感謝學校的栽培、老師的默默付
出、好友的支持和鼓勵！

卓俊延
六年的中學生活過去了，我們即將離開親愛的母
校。感謝同學，這六年來我們之間留下了很多珍
貴的記憶——我們曾鬧過的小矛盾，我們共同策
劃的班際活動。同學們，我會記得你們那一張張
的笑臉。 讓我為你們燦爛的前途祝福！

周霈東
回望過去的十二年總是美好的。但過去已是過
去，我們只能努力地活在當下，讓現在成爲明天
值得回顧的過去。感謝校園的所有經歷，因爲友
誼和情義都因此越見清晰。那些在時間淘洗後留
下的人和事，值得我們一輩子的珍惜。

朱景燊
一場沒有相約的聚會，我們在茫茫人海中相遇。
感激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學。畢業在即，面對悲
歡離合，我學懂珍惜與老師和同學相處的每分每
秒。來年重聚，但願大家友情不變。

徐芷柔
學習是一次勇敢的冒險旅程，充滿未知，滿溢幻
想；上課是一段被陽光輕吻的時光，綻放溫暖。
現在我終於畢業了！讓我以最好的準備，迎接未
來的挑戰。

范善瑜
畢業，是一段旅途的終結，亦是等待著下一段旅
程的開始。願這段日子美好的記憶，不要從歲月
里匆匆走過，讓它永駐在我們的心中。在此對各
位老師、爸爸媽媽、同學、我的好朋友們，表示
衷心感謝和一句「辛苦了」。

赫本然
雛鷹經過多年的磨礪，終將翱翔於廣闊的藍天；
我們經過高中三年的洗禮，終脫去少年的青澀，
變得自信而成熟。三年刻苦的學習，賦予我們智
慧與力量；三年成長的歷程，賦予我們豐厚的師
生情誼和真誠的同窗友誼。我們願意用我們的青
春和活力迎接未來的挑戰。

何穎桐
時光匆匆如流水，轉眼間便畢業了。離別在即，
願同學一帆風順，老師們工作順利，生活愉快。 

何卓道
畢業並非終點，而是新歷程的開始和起點。

衷心感謝各位老師在過去多年的支持、栽培和教
導。

何思澄
十二年的校園生活像流星一劃而逝，校園美麗的
時光就如曇花一現。但校園美好的回憶不會消
失，我們與老師同學朋友的羈絆永不斷裂。讓我
們期待為明天帶來希望的日出，讓我們的未來散
發出熾熱和閃亮的光芒吧！

許晴惠
 後會有期。

黃安瀅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人生中的聚
散無常，畢業也不例外。我們在這所學校播下友
誼的種子，如今要各奔前途，雖然依依不捨，但
我們仍有珍貴的回憶與對彼此的真誠，讓我們一
起期待著下一次的相聚吧！

林俊言
這個夏天，我們將用結束六年相處光陰的代價換
來一個沒有作業的假期。我們告別美麗的校園、
一直關照、教導我們的老師和已相處六年的同學
們，難免傷感。相逢又告別，既是往日歡樂的終
結，又是未來幸福的開端。

林勳立
回望過去12年有笑亦有淚，雖然離別在即，但我
深信「到未來那一方，人飄泊，路茫茫，仍然在
這裡找到一點點光」。面對未來，我們「必須咬
緊牙關，全力以赴，否則，我們將一事無成」，
共勉之。

劉咏恩
轉眼間十二年過去，從剛入學的小孩子長大成為
即將離校的青年，感激學校一直的栽培，也感謝
一路以來各位同學和老師的幫助和扶持。離別時
刻總是傷感，但仍會對未來抱著憧憬，祝願各位
前程錦繡，勇往直前。

李展翹
想不到十二年這麼快便過去了，感謝老師們的教
導。

呂宏博
慶幸整個中學生涯都在一個充滿鼓勵和支持的環
境成長。老師們，感謝您們的鞭策和教導。仍充
滿着教學熱誠的你們是我們向前邁進的動力。 天
道酬勤，黎明將至，我們繼續埋頭苦幹吧！

吳坤澤
回憶所以美麗，是因為誰也回不去那段時光。十
二年的中學生涯將要結束，感謝學校對我悉心的
教導、老師的栽培、同學的支持。感謝你們出現
在我最燦爛的中學時光。我相信即使在畢業多年
後，我仍會記得有你們存在的時光。

伍思行
十二年前，第一次進入陌生的校園，對人與物毫
不熟悉。眨眼間，快樂的十二年過去了，曾經的
小孩已經變成一個成人。感謝這十二年來一直陪
伴、幫助我的同學、朋友、老師，感謝你們讓我
在陌生之中找到溫暖。再見母校！

胡朗嘉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曲終
人散，六年來所有的喜悅將永遠駐足在我心裡，
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會重逢，那時我們將回首過
往，懷念過往歡樂的日子，暢然歡笑。

胡洛維
時光飛逝，轉眼我們便畢業了。在中學生涯中，
我認識了很多好朋友，感謝他們一直以來對我的
關懷，亦感謝老師無微不至的照顧。我將會把這
些都銘記於心，昂首開展人生的新一頁。

邱綺婷
轉瞬六年時光，宴席即將散場。

畢業是一場告別，在預想中的無奈下，告別熟悉
的人、事和物；但我確信每次分別都是爲了迎
來更珍貴的重逢。我們留不住往事，但願時光不
老，我們不散，心底永遠留住存在彼此身影的回
憶。

楊文軒
高山弗能阻，友誼終不滅，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楊易臻
畢業是百感交集的時刻。離別固然不捨，但對未
來的好奇同時令人興奮。謝謝十二年來各位同學
老師。他日各散東西，面對任何事情，也希望大
家毋忘十二年來的點滴，毋忘那棵赤子之心，毋
忘老師的教誨。祝大家前程似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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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
陳棹泓
「時間是永恆，而人生卻是有限。」有人能夠達
到人生的高峰，有人卻會浪費人生。無論畢業後
是要繼續升學，又或是要投身社會工作，都請緊
記人生只有一次。不要因名利而放棄初衷，一定
要跟隨自己的心，活出自我。

張雙韻
再會。

蔡昊謙
六年的中學生涯轉眼已過去，回首像是昨日才剛
入學。這六年發生了很多事，也曾失去了不少。
雖然這六年不全是歡樂的回憶，但這些曾經的點
點滴滴，正是幫助我成長，推動我向前的原動
力。

周安然
六年了，我從面對一眾陌生臉孔而不知所措到面
對一班良師益友感依依不捨，心情複雜無比。衷
心感謝老師的悉心栽培、父母的支持與一眾好友
由初相識到現在的不離不棄。雖然傷感，但這個
轉捩點代表大家要為未來更努力，加油！ 

韓爾晴
有相遇，就必然會有離別。

當一切的陌生都轉變成熟悉，又是該啓程之時。

感謝王錦輝給予我如此獨一無二的中學生活，也
感謝在這裏遇見的每一個人，願他日有緣再聚！

林韻月
我很感謝學校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學習平台和機
會，豐富我們的學識和視野。在這幾年間，我獲
得了深厚的友誼，也探索了自我，找到嚮往的未
來方向。「不馳於空想，不騖於虛聲。」我將帶
著學校授予的知識和真理，努力實踐自己的理
想。

劉冠林
時光飛逝，三年高中轉眼間將要結束了。感激老
師多年來的教誨和指導，感謝家人的支持，以及
同學的關懷。離別總有不捨和遺憾，願大家的感
情不會被歲月沖淡。

羅曉晴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
《莊子．外篇．智北游》

李銳能
「讓我有個美滿旅程，讓我記著有多高興。」

感謝各位陪伴我度過這十二年的快樂時光。

加油，再見。

梁靖研
由小學到中學，在這裡度過了整整的十二年，實
在是一段漫長的歲月。這段時間除了知識的增
長，還認識了很多好老師和好朋友。

畢業在即，我們也快將離開學校，內心雖然不
捨，但腦海裡卻有許多昔日美好的回憶。

梁善衡
時間無情飛逝，卻留給我充滿歡笑和淚水的美好回
憶。畢業在即，雖然我們再也不能回到那天真爛漫
的韶華；但慶幸的是畢業不是結束，而是新的開
始；感恩一路上給予我支持的師長、家人和朋友。

李柏賢
六年的中學生涯終於到終點了，同學們各散分飛，
不知何時再次遇上。多謝A-School 這個地方的人和
事，豐富了我這六年的回憶。

廖顥雅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真的到了畢業的
日子，要告別校園時才感受到那種不捨與情懷，只
有當自己親身經歷時；才能體會到那是怎樣一種失
落。願我們都能闊步地走向明天，再見了！我的中
學。

盧俊
4380天，大概佔了一生不少光陰。如今即將離開
A-School ，有如夕陽即將沉落於水平線下，留也留
不住。或許日後面對的困難多如繁星，但憑著在這
裏的所得所學，我將勇往直前，搏盡無悔。

文一意
這六年的經歷，不論喜樂哀愁，均是上天給我的禮
物。很感謝家人、朋友和老師一直的陪伴和幫助，
你們不強迫我在跌倒後馬上站起來，而是在一片漆
黑的隧道中點起一根根蠟燭，讓我知道自己並不
是隻身一人。因為你們，我會帶著感恩的心步出校
門。

吳芯慧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這純真、熱
情、輕狂的年華，有喜亦有悲，有成功亦有失敗，
一個充實而富色彩的故事就此暫告一段落。畢業之
際，讓我們懷着憧憬，邁向成功的方向。

吳忻妍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間已到了中學生涯
的尾聲。回首在校的這些年，所留下的這些回憶無
法用淺白的三言兩語道盡。感謝這些年來老師們的
指導，也感謝朋友們一直以來的支持與鼓勵，希望
未來的路上大家都能夠萬事如意。 

魏知彤
世界很大，在不久將來迎接我們的將會是無盡的光
景。正所謂「快樂不知時日過」，望將來在芸芸人
海中相見的我們，仍能保持初心。最後，祝大家在
亂流下平安，共勉之。

沙浩嵐
感謝A-School提供了全面的教育，還給我機會參加
交流計劃，不但拓寬了我的視野，也使我的中學生
活過得更加完美豐富。我也想感謝各位老師，在這
艱難的時期協助我們應付公開試。最後，希望大家
在A-School都度過一段神奇的旅程。 

蕭諾
謝謝學校给了我六年精彩絕倫的中學生活，初踏進
校園，總覺得自己與這裏格格不入，直至加入了校
園電視台，參加不同的活動，才感受到學校的溫
暖。學校裏有很多好老師耐心地教導我們，使我們
對學習充滿熱誠。

蘇紫仲
畢業代表人生重大階段的跨越，離開學校使我萬
分不捨但對未來不住期盼與憧憬。時代變遷，無
數挑戰默默地等待著我們，但人生總靠自己踏出
來，創造屬於自己的一片天，願祝「江山代有才
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

唐暉揚
十年如一日，十二年過得既夢幻又真實，縱使在
此留下不少步伐，也要告別陪伴多年的課室。

一個告別只是另一個旅程的開始。

曾慧心
時光飛逝，光陰似箭。恍然間就畢業了，大家一
同成長、一同學習、一同歡笑。美好的校園回憶
會銘藏於心。我們即將踏上新的路程，願大家一
帆風順，日後再聚暢飲共話。最後，衷心感謝老
師的教導。

黃晞桐
十二年前，我哭著到來這裡；十二年後，當我在
這裡學會了微笑後，卻又要哭著離開。唉！今當
遠離，不知所言。

黃皓姸
A-School 見證了我的成長，看着我交到了幾位知
心朋友，看着我逐漸擴闊眼界，看着我擔起了責
任。感謝同學們願意和我交朋友，感謝老師們願
意給我發展所長的機會，感謝學校願意讓我以不
同身份回饋這份十二年的情。

王瀚賢
感謝老師們對我的耐心教導，以及同學對我的鼓
勵，一起並肩作戰，願我們在文憑試都能取得佳
績。

黃子晉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理。」因為學校十
二年的悉心栽培，讓我從一個懵懂無知的孩童成
長至學有初成的少年。雖然我深信在未來大家會
因緣份而再相遇，但我現在只想說：「親愛的老
師，同學，謝謝你們！」

王湋逸
六年前，從舊校畢業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猶如
小船，迷失於茫茫大海之中；六年後，想不到
自己已成為大船，要開到新的海域，展開新的歷
險。感謝學校多年的栽培，讓我度過了既美好又
充實的中學生涯。

楊若卿
感謝我的父母、老師、同學和貓，你們對我有很
重要的影響。希望你們感到快樂和達成自己的目
標 。

葉靜彤
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袁天蔚
寄君一曲，不問曲終人聚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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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
陳業駿
「陳業駿，人會長大。」這是八年級時老師勸戒
我的話。十二年間過去，我的確成長了不少，不
論是知識上或心理上。在這段路上我結識到一班
知心好友，創造了無數快樂的回憶。感謝所有指
點我的良師和益友。

鄭皓罡
一幕幕在校園裏快樂的時光，歡笑及淚水，至今
仍不時在腦海中浮現。十二年來留下的各種足
跡，仍在閃爍著，相信隨著時光流逝，那耀眼的
光芒也不會有絲毫暗淡。天下無不散之筵席。讓
我們揮手而去，在恍惚的人生旅途中，有緣總會
相聚。

鄭詠瑜
長輩們常懷緬過去上學的時光並勸勉年輕一輩不
要顧著玩樂，多珍惜無憂無慮的中學生活。往後
不但再没有老師提醒我們準時交功課，還要為將
來打算，感恩過去六年裡，老師給了這羣莽撞的
孩子無限機會成長和改過，成為明天的未來與希
望。

張守中
雖 然 我 入 讀 王 錦 輝 中 學 只 有 匆 匆 兩 年 ， 但 是
我 好 像 已 在 這 裏 已 度 過 十 二 個 年 頭 。 我 感 謝
A-School給我機會修讀國際課程。最後我感謝
老師和同學讓我的校園生活更有趣。

曾培諾
我已記不起我的小學的生活片段，卻確實記得我
的中學生涯，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在這裡的經歷，
誠以詩作結：

這就是王錦輝， 
忘了歲月痕跡， 
但也挺不錯。

蔡卓豫
六年時光飛逝，才剛相聚，轉眼已到別離時。別
離總有萬分不捨，然而歡樂卻把這難捨難分化為
難忘的笑靨。

戴溢朗
夜晚，是高中學生一天中最重要的時刻。那是學
生應該睡覺休息的時間，也可以是學生最活躍的
一刻。我感謝無數個讓我睡得滿足的晚上，更希
望自己能在大學期間也可以繼續這個很舒服的習
慣。

方兆賢
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放學  一轉眼卻要告別校園 
一張一張的快樂同學笑臉  粉筆似的消失不再
遇見 
曾同遇上　今孤身走遠方　誰願這樣 
昂然踏上　雖分開走遠方　明晨能共創

康晴
前方的事情比我們留下的精彩得多。  
暫別同學老師，再見！祝畢業愉快！

林澤銘
經過十二年的校園生活，我終於要畢業了。我萬分
感謝那些教導過我的老師和一直陪伴著我的家人和
朋友，讓我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斷成長，才能成就今
天的我。

羅晞頌
祝福各位同學前程萬里，生活愉快！

梁巧筠
無論後來的故事是怎麼樣，也要讓人生值得。我期
待著後來的我們，能在淚水中看到我們真的自由翱
翔了。

林欣彤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六年中學生活猶如漏斗中的
沙石悄然流逝，很多記憶成為我生命中最為珍重的
收藏。老師在課業和生活上諄諄的教誨，讓我們破
繭成蝶、翩然飛舞。畢業只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驛
站，未來生活將更加精彩。 

盧巧諾
「未能預知將來，誰可再次期待。雖走過長路歷
險，仍可一一記載。」(明日旅程 Pandora樂隊)

這些年的經歷使我們成長許多，成為了更好的人。
感謝各位老師、同學們十二年來的支持和陪伴。希
望大家未來也朝著自己的夢想邁進！祝大家在亂流
下平安。

呂焜烺
我絕對不會用「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等被濫用的
開場白作為我畢業感言的開首。

即使十二年光陰即將迎來結束，但它並未似箭如梭
地消逝，在這充足的時間裏，我們成為回憶的創造
者，而這些歡聲笑語將會在我們心中恆久不變地迴
盪著。

萬凱楠
我畢業的感言猶如我的中文能力，因此內容精簡：
感謝父母，感謝朋友，感謝老師。

伍思叡
從中六的第一天起，我默默地在倒數，可以穿著校
服上學的日子還剩多少呢？十二年即將過去了，終
於到了我們不得不分開的時候，各散東西後，我們
會思念、會難過，但願我們能再相遇，再度回憶起
曾經美好的時光。

吳子謙
當我在感嘆中學生涯快將結束時，我又會記起：這
僅是我們人生的一小部分。

回望當初，我重遊自己所作出的每個看似重大的決
定，彷彿又變得渺小。

然而，正正是這些渺小的抉擇，漸漸地、不經意地
塑造出今天的我。 

彭皓朗
終於終於　不懂得老師所講　 
只知道此刻想多聽一遍 
終於終於　不需要再管積分 
祇恐怕　更多的考試未見 
這校園　這班房　這走廊　這禮堂 
告別時　是我心的家鄉 
到未來　那一方　人飄泊　路茫茫 
仍然在這裡找到一點點光

溫正言
伴隨着新一個十年的開始，我也即將為六年的中
學生涯劃上句號。 是時候要揭開人生的新一頁，
所以藉此想多謝陪伴了我六年的老師、同學、朋
友，不論是否對我有益，正正是因為你們才能造
就今天的我。別離在即，要說的話太多太多，千
言萬語化作一句：毋忘我。

溫樂勤
我很感恩在中學生涯中有機會嘗試、學習、感受
不同的事物。感謝大家的幫助、指導。無人能預
知我的未來，但未來是如此讓人鼓舞。「我知道
自己一無所知」這是出自蘇格拉底名言，我冀望
日後我可以以這種謙虛的心態繼續去探索、學
習。

黄思言
畢業的日期將近，不知道未來又有什麼考驗呢？

這十二年間遇到不少的困難，難免會令人沮喪，
但是現在回頭一望就覺得那時的辛苦是值得的。
感謝父母，老師和朋友在我鬱悶的時候會鼓勵
我。希望大家畢業後，繼續超越界限！ 

黃逸進
好不容易「蒙混」到畢業終於要走了，謝謝老
師、謝謝同學們，有緣再見。

胡中元
學有所成就會迎來畢業，這是理所當然的道理，
所以毋需氣餒，此為必然的事，再見﹗

丘卓楠
「 消 失 的 光 陰 散 在 風 裡 。 」 彷 彿 我 在 昨 天 才
開 始 A - S c h o o l 的 生 活 。 我 想 借 此 機 會 多 謝
A-School，同學和老師，一直都很支持我。如果
沒有你們，我不會成為今天的我。祝各位心想事
成，萬事如意。

葉青青
中學時光轉瞬即逝，在這段時間裏經歷過的喜怒
哀樂將成爲我永久珍藏的回憶，它們會一直伴隨
我今後的成長。

柳陰下別百般惆悵 
同窗數載少年情長 
回望征程千種思緒 
友情化為奮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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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１　７｜７．６６　６｜５１７１｜２－－２｜

1  南　天　海角　遠　遠　在望　共　同確立理　想　　勤

2  純　真　簡樸　永　遠　在學　未　嘗背道變　遷　　常

２．３４　２｜３４５　５｜５． #４３ #４｜５－－５｜

誠　在我　求　學並肩　創　意　 自然 順　暢　　欣

懷　自信　無　懼創新　那　怕　 踏平 礙　障　　堅

５．４３　４｜３．２１　１｜４４３４｜２－－２｜

欣　向善　奮　力　圖強　仁　愛孝義禮　讓　　員

壁　百仞　勇　毅　直前　誠　志熾熱向　上　　明

６．６５　４｜４．３３　１｜３２４７｜１－－：||

生　心牽　愛　戴　我校　常　誌立高學　養

德　知規　信　愛　望道　恪　依目標邁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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