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學期關愛短訊 

 
1A 班張樂晴同學給岑老師的短訊 

祝你身體健康！ 

 
1A 班朱子揚同學給李啟熹的短訊 

祝你每日都快快樂樂！ 

 
1A 班鄭熙蒨同學給曾紫晴的短訊 

祝你身體健康！ 

 
1B 班陳樂輊同學給張校長的短訊 

多謝你每天在大門接我們返學校，風雨不改，多謝你。 

 
1B 班温紫瑩同學給 1B 羅映淳的短訊 

多謝你跟我做朋友。 

 
1B 班王子森同學給 1B 黃晉晞的短訊 

多謝你成日同我玩。 

 
1C 班孫銘晞同學給陳柏妤的短訊 

最近的天氣冷了，請注意保暖，小心着涼。 

 
1C 班呂俊軒同學給李素依的短訊 

很開心可以跟你做朋友，祝你每日快樂。 

 
1C 班胡淦鈞同學給倪老師的短訊 

倪老師謝謝你的教導。 

 
1D 班古欣翹同學給劉卓穎的短訊 

謝謝你可以和我做朋友，和你一起玩我感到很快樂！ 

 
1D 班何羿南同學給馬鈞樂的短訊 

祝你每天開開心心。 

 
1D 班黃竣曦同學給黃老師的短訊 

很高興可以成為您的學生，多謝您的教導。 

 
1D 班周子進同學給鄭政揚的短訊 

恭喜你上學期拿到獎。 

 
1E 班陳彥就同學給吳芷恩的短訊 

祝你每天都快樂！ 

 
1E 班黃依嵐同學給李老師的短訊 

李老師辛若您了，教會我很多知識。 

 
2A 班王駿逸同學給 2A 劉浚鏗的短訊 

多謝你一直和我做朋友，而你對我很好，而你對我很好，不知道三年級的時候會不會在同一班呢？ 

 
 



2A 班梁奕霏同學給林鍩澄的短訊 

下學期測驗很快就到，我祝你數學可以拿到優異成績。 

 
2A 班王卓恩同學給 2A 梁奕霏的短訊 

恭喜你在中國舞比賽中獲得第一名。他希望你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2B 班霍柏麟同學給黎逸豐的短訊 

我知你一直都很努力温習，我祝你身體健康和我很多謝你做我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有美好時光。 

 
2B 班梁凱欣同學給李梓澄的短訊 

請你努力温習，要做得好，希望你有進步啊！ 

 
2B 班甘曉彤同學給全班的短訊 

希望大家測驗期間，努力温習加油啊！ 

 
2C 班陳凱玲同學給何穎妍的短訊 

何穎妍祝你學業進步，謝謝你指導我。 

 
2C 班陳沛朗同學給梁麗婷老師的短訊 

祝梁老師你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2C 班梁淼同學給校工姨姨和叔叔的短訊 

多謝你們一起打掃我們的課室。多謝！！！ 

 
2D 班梁煒基同學給張紋僑的短訊 

在新學校希望你認識很多新朋友。 

 
2D 班譚麗盈同學給黃嘉蔚的短訊 

最近天氣變冷了，你記得多穿衣服，不要著涼。祝你身體健康！ 

 
2D 班莊詠揚同學給馮天純的短訊 

你之前病了，我希望你早日康服。 

 
2E 班黃嘉瀅同學給馬心柔的短訊 

希望你可以勇敢點，說話大聲點。 

 
2E 班黃潁蕎同學給黃嘉瀅的短訊 

希望你快樂、開心，我們永遠都是朋友。 

 
2E 班孫銘憲同學給林譽康的短訊 

我很喜歡和你玩耍及學習新的知識，友誼永固！ 

 
3A 班顏家楠同學給郭孜蓓的短訊 

你好嗎？你是我在視藝堂的時候是我最好幫手。祝你學業進步。 

 
3A 班朱海恩同學給吳藹琳的短訊 

你好嗎？多謝你幫我温習。祝你大吉大利，萬事如意。 

 
3A 班顏冼卓賢同學給曾晉林的短訊 

你好嗎？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多謝你在小息時給食物給我。祝你身體健康！ 

 



3A 班凌曉俊同學給顏家楠的短訊 

你好嗎？你小息的時候和我一起玩耍，我很開心。祝你身體健康。 

 
3A 班賴子鈴同學給楊心睿的短訊 

謝謝你在小息陪我去圖書館看書。祝萬事如意！ 

 
3B 班羅珮渝同學給 3B 班曾紫螢的短訊 

曾紫螢，我們認識了很久，但我們多次吵架之後，也會和好。多謝你為我們 3B 班服務， 

多謝你陪伴我學習跳繩等。 

 
3B 班曾紫螢同學給羅珮渝的短訊 

謝謝你一直和我做好朋友，但我常常對你生氣，我希望你不要放在心裏。這樣，我哋永遠是好朋友。 

 
3C 班梁竣濰同學給何心兒的短訊 

希望你繼續努力，下次取得好成績。 

 
3C 班李倩嬈同學給陳芯彥的短訊 

我很高興，可以認識你這位好朋友，和可以在小息時一起吃東西。 

 
3C 班鄭愉熹同學給徐向熹的短訊 

親愛的向熹︰你的腳有沒有事？我希望你沒事，你的中、數、常、普科要有努力，加油！ 

 
3D 班林子雯同學給羅喬的短訊 

謝謝您！常常和我玩耍，Thank You! 

 
3D 班陳希嵐同學給馬梓棋的短訊 

謝謝你在小息時和我一起温習。 

 
3D 班陸詩雨同學給鄭洛蘊的短訊 

謝謝你做我的好朋友和好同學。 

 
3E 班丘佩霖同學給吳卓楠的短訊 

希望他可以每天準時回學校，不要再欠交功課，要專心上課，不要發呆。 

 
3E 班王若晴同學給 3E 班黃海盈的短訊 

謝謝每天都陪我玩，隌我談天。 

 
3E 班馮淨儀同學給馮曉朗的短訊 

多謝你日日同我玩，和我希望你能夠努力温習，加油呀！ 

 
4A 班林嘉瑜同學給 4A 班楊清瑜的短訊 

謝謝你，常常在我有困難的時候幫助我。 

 
4A 班吳柏賢同學給施泳潼的短訊 

你要小心身體，因為你常常幫助老師和同學，太辛苦了。 

 
A 班周楚霖同學給朱雯泓的短訊 

不知不覺地認識了四年，你也做了我的朋友四年。我希望我們的友誼繼續做一世朋友！！！ 

You ever is my friend!!! Best Friend Forever! 
 
 



4A 班蘇德燊同學給陳施羽的短訊 

希望你上課能專心，請勿騷擾他人。(請大聲講出!!) 

 
4B 班陳梓軒同學給葉詠銓的短訊 

很多謝你做我最好的朋友。 

 
4B 班馬學文同學給陳凱雯的短訊 

多謝你教我口風琴。希望你成績進步。 

 
4B 班楊芷欣同學給梁雅晽的短訊 

謝謝你常常和我一起談話和玩耍，還一起做功課。3 月的考試一起加油。 

 
4C 班林敏晞同學給黎小牽的短訊 

欣賞你樂於助人的精神，謝謝你之前幫我一起找像皮擦。 

 
4C 班劉俐彤同學給所有朋友們的短訊 

感謝你們幫助我解決問題，渡過難關，並在我不開心時安慰我，謝謝，並祝你們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4C 班鄧卓婷同學給李凱嵐的短訊 

Friend Forever! 是我跟你的相遇。這四年來，我跟你都有很多快樂的情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4D 班陳凱晴同學給曾凱祈的短訊 

多謝你以前跟我做好朋友，一起玩耍同傾計的時光！我很喜歡你畫的圖畫，請你多多指教！ 

我們永遠也是好朋友！ 

 
4D 班李銘同學給鍾逸軒的短訊 

謝謝你能邀請我參加生日會，當日我十分高興。 

 
4D 班曾凱祈同學給倪綺彤的短訊 

謝謝你常常關心我，為我加油和支持我，我也很欣賞你有優異的成績。希望你鵬程萬里！ 

 
4E 班趙敏瑤同學給林敏晞的短訊 

謝謝你三年來一直陪我玩。 

 
4E 班游雅筠同學給蔡泳珊的短訊 

謝謝你經常陪我玩耍和請我吃東西。 

 
4E 班彭子欣同學給楊雪誼的短訊 

我希望我們可以做永遠的好朋友。 

 
5A 班謝君銘同學給林子朗的短訊 

多謝你於上學期幫了我很多，現在已知大人時應怎樣辦的呢！笑吧！Sunny and Ernest are friends!! 

 
5A 班陳愷澂同學給黎樂妍的短訊 

多謝你經常陪我玩耍，教我做功課。快放假啦，希望你放假放得開心。 

 
5A 班林子朗同學給謝君銘的短訊 

你要努力地忍耐，遊戲時遊戲，失敗也可以再玩過。 

 
 



5B 班陳皓怡同學給鄭麗琪的短訊 

多謝你和我做朋友和常常陪我談天，玩耍。希望你在考試時得到好成績啦！ 

 
5B 班何凱琳同學給陳皓怡的短訊 

謝謝你教我做功課和我談天，請我吃東西。 

 
5B 班區浩迅同學給 5B 班張新盛的短訊 

我是你的朋友時，你和我玩得很開心，但現在五年班時，我很擔心你會忘記我，所以我想你知道， 

以後我們都會是好朋友。 

 
5C 班鄭梓瑩同學給蘇綺盈的短訊 

期考快到了，我們一起努力，一起考到心儀的中學。 

 
5C 班蘇綺盈同學給廖安琪的短訊 

廖安琪，之前體育課的時候，你扭傷了腳，雖然沒甚麼大問題，但希望你可以早日康復！ 

 
5C 班何厚如同學給 5C 班陳思彤的短訊 

感謝你成日和我玩。你要注意身體別生病了。Don’t be sick. 

 
5D 班劉雅詩同學給李佩欣的短訊 

謝謝你做我的朋友。 

 
5D 班陳苑靖同學給李佩欣的短訊 

謝謝你一直同我朋友，還教我做功課！希望我們的友誼可以很長久下去！ 

 
5D 班關嘉茵同學給黃冰怡的短訊 

學好廣東話。 

 
5E 班陳子樂同學給所有同學的短訊 

新年快到了，大家有甚麼願望？大家在新年假期玩得開心一點。祝 

大家新年快樂、學業進步、快高長大！Happy New Year! 

 
5E 班覃衍博同學給劉焯傑的短訊 

你好嗎？希望你能在下學期拿出優異的成績，入到一間你喜歡的中學！ 

 
5E 班蔡睎渝同學給黎諾恩的短訊 

謝謝你一直陪我玩，希望你每天都開心笑。 

 
6A 班趙敏希同學給顏卓淇、李曉盈、吳佳穎、唐穎詩的短訊 

多謝你們陪我玩，我不開心的時候安慰。 

 
6A 班唐穎詩同學給楊清琳、顏卓淇的短訊 

㳟喜發財！大吉大利！希望你們考入一間好的中學！下次測驗是呈分試，希望你們取得好成績。 

 
6A 班顏卓淇同學給賴咏瑤和冼加諾的短訊 

希望我們會考到好中學，我們永遠都是好朋友。 

 
6B 班李柏翹同學給全體六年級生的短訊 

祝呈分試考到好成績，能進到好的中學。 

 
 



6B 班劉煒婷同學給陳智炫的短訊 

不要再遲到，你要早睡早起，你要努力讀書、背書，在新年假期不要玩得太興奮， 

要温書，因為快考試了！我們一起加油吧！ 

 
6B 班張樂賢同學給林志堅的短訊 

我欣賞你，因為你熱心待人和品格良好。 

 
6C 班林子惠同學給王曉曦的短訊 

希望你的成績越來越優異和考入一間好中學，也希望升上了中一我們也是好朋友。 

 
6C 班李芸蕾同學給校工的短訊 

謝謝你們常常幫助我們清理課室，給我們的課室打掃得乾乾淨淨的。 

 
6C 班黃柏迪同學給陳汶頌的短訊 

希望你能在籃球比賽中，獲得冠軍。 

 
6D 班王炘瑜同學給冼加諾的短訊 

多謝你經常教我做功課！希望你可以又到心儀的中學，在三月份中的呈分試可以考取理想成績。 

加油！我知道你在這次期考中考取了 AABB 的成績，希望你下次可以考取更好的成績。 

 
6D 班區凱琪同學給李曉晴的短訊 

謝謝你，從你在一年級認識，我就知道我們的友誼會一直到六年級畢業的時候。 

不過，我們上了中學、大學和長大時一定會記得的。 

 
6D 班李心弦同學給 6D 班蘇采堯的短訊 

希望你能在最後一次的呈分試考取好成績，及考取一間好中學。希望你能成功。 

 
6E 班譚銘楠同學給馬鈞儀的短訊 

中學的面試快來了，我們一起努力，入自己心儀的中學。加油！ 

 
6E 班劉斯俊同學給譚銘楠的短訊 

新年快到了！我先說聲︰學業進步！恭喜發財！加油努力！ 

面對下次呈分試，希望大家都能夠取得理想及優異的好成績。 

 
6E 班劉斯俊同學給林玟稀的短訊 

三月就呈分試了，我們要好好温習啊！在中學面試中，我們更要更加努力及加把勁， 

希望到時候我們都能開心地離開。 

 
6E 班黃樂晴同學給譚銘楠的短訊 

希望你能夠在下一次的呈分試加倍努力，考到理想的成績和入讀到你心儀的中學，加油！ 

 
6E 班林意靖同學給楊子晴的短訊 

希望你可以專注在學習上追回上次退步成績。另外，我還希望你能減少玩樂時間以提早 

下次準備呈分試，努力！ 

 
 
 
 
 
 
 



下學期關愛短訊 

 
1A 班巫俊霖同學給 1A 班李毅奇同學關愛的短訊 

李毅奇，祝你學業進步，科科攞一百分。 

 
1A 班李啟熹同學給 1A 班吳朗駿同學的短訊 

朗駿就快放暑假了，我們約定到時一齊玩啦！ 

 
1A 班周晞銣同學給岑老師祝福的短訊 

親愛的岑老師，祝您健康快樂。我會想念您。 

 
1B 班蔡熙媛同學給 1B 班黃嘉琪同學關愛的短訊 

祝黃嘉琪快快樂樂升上二年級！ 

 
1B 班馬子晴同學給 1B 班羅映淳同學祝福的短訊 

希望你身體健康和開開心心。 

 
1B 班劉梓潁同學給麥佩盈老師的短訊 

謝謝你悉心的教導！ 

 
1C 班劉思婷同學給王惠貞老師的短訊 

親愛的王老師，多謝你悉心的教導我知識，祝妳天天開心。 

 
1C 班李素依同學給 1C 班徐浩竣感謝的短訊 

感謝你在平日對我學習上的幫助！我會努力的！ 

 
1C 班梁浩峰同學給倪老師的短訊 

親愛的倪老師，多謝妳對我悉心教導和栽培，升上二年級後，我想妳繼續做我的班主任。 

 
1D 班黃竣曦同學給 1D 班王展朗同學的短訊 

希望升上二年級再和你一起做同學，我們可以一起學習，一起玩耍。 

 
1D 班何羿南同學給 1D 班劉卓穎同學祝福的短訊 

祝你快高長大，身體健康。我很喜歡和你做朋友。 

 
1D 班古欣翹同學給黃尚瑜老師感謝的短訊 

謝謝您在這一年裏的教導，讓我學了很多的知識，希望您可以繼續做我的班主任。 

 
1E 班楊芷晴同學給 1E 班曾敬軒同學的短訊 

謝謝你做我的好朋友。我很高興，我可以和你一起坐。 

 
1E 班黃雅瑜同學給 1E 班黎曉妍同學的短訊 

謝謝你教我畫畫，我現在知道怎樣，我希望二年級和你一起吧！ 

 
1E 班唐煦逸同學給 1E 班陸胤霆同學的短訊 

你會同我玩，我沒有紙巾的時候，你會送一張紙巾給我 

 
2A 班梁奕霏同學給 2A 班全班同學的短訊 

祝你們學業進步！希望大家明年可以一起在 3B 班學習。 

 
 



2A 班李沛瑩同學給 2A 班林鍩澄同學的短訊 

你每天都幫助我，令我的生活有很多改變，我也很幸運可以與你一起坐， 

因為我一直都很想和你一起坐的，我很喜歡你。 

 
2A 班廖希澄同學給陳毓英老師、何秀慧老師、周寶兒老師、劉悅芬老師的短訊 

感謝你們用心教導 2A 班，我會努力讀書。 

 
2A 班陳國益同學給 6D 班周柏澄同學的短訊 

周柏澄哥哥，我希望你可以入到一間你喜歡的中學，還謝謝你在一年級做我的牧羊人哥哥。 

 
2B 班楊綺琦同學給 2B 班楊曉晴同學的短訊 

我希望升上三年班的時候，可以和曉晴一班，我希望她的成績會有進步。 

 
2B 班楊曉晴同學給 2B 班楊綺琦同學的短訊 

綺琦我想你和我三年級一起讀同一班。 

 
2B 班黎逸豐同學給尤敏儀老師的短訊 

多謝你的教導。 

 
2C 班鄧可喬同學給 2C 班岑婉翹同學的短訊 

我上校巴的時候，我看不見你，因為你生病了，所以我祝你早日康復。 

 
2C 班梁淼同學給校工姨姨叔叔的短訊 

謝謝你們把我們的課室打掃乾淨。謝謝！ 

 
2C 班陳沛朗同學給 2C 班胡昊銘同學的短訊 

因為你和我在小息談天，真有趣啊！ 

 
2D 班徐卓行同學給 6B 班梁老師開心的短訊 

謝謝妳的禮物！我今次的考試得到分，進步了很多！ 

 
2D 班麥恩葵同學給 2D 班謝喬伊同學關愛的短訊 

有一天，你病了，我想你快點康復。我祝你身體健康。 

 
2D 班謝喬因同學給 2D 班謝喬伊同學關愛的短訊 

謝謝你在我需要時幫助我，還幫我解決問題，祝你年年快樂！ 

 
2D 班楊芷喬同學給 6B 班陳靖瑤同學的短訊 

多謝你陪我一起玩閃避盤、吃東西和喝東西。 

 
2E 班陳以恒同學給 2E 班廖樂軒同學關愛的短訊 

多謝你常常幫助我們，還常常跟我玩耍，我非常開心和你做好朋友。 

 
2E 班林譽康同學給 2E 班陳以恒同學的短訊 

因為你和我做朋友，我很高興。 

 
2E 班孫銘憲同學給 2E 班黃嘉瀅同學的短訊 

我想跟你做朋友時，謝謝你在我有困難的時候你都會幫我解決，謝謝你， 

我希望我們可以做到好朋友。 

 
 



3A 班劉子誠同學給邱智軒的短訊 

多謝你和我做了朋友，你有時和我一起到公園玩，在學校你和我一起做功課。 

 
3A 班葉佩瑩同學給郭孜蓓的短訊 

感謝你和我一起做朋友，經常和我一起玩耍和温習，希望下年也是同一班 

 
3A 班楊心睿同學給葉佩瑩的短訊 

謝謝你每天都跟我一起玩。不會掉下我，每天都會跟我談天和温習。謝謝你！ 

 
3B 班曾紫螢同學給 3B 班羅珮渝的短訊 

謝謝你一直和我做好朋友，我們很快就要升上四年級，不知道會不會同班，但你也要加油努力！ 

我希望你可以比上,次的成績好，加油！ 

 
3B 班黎曉恩同學給黎諾恩的短訊 

考試結束了，請你不要忘記以前的辛苦，成績優異不要驕傲，成績不好不要失望。 

 
3B 班胡慧心同學給李樂瑤的短訊 

謝謝你一直陪我玩，還指導我，我們就快升去四年級，不知道會不會再同一班？ 

希望下一年可以和你同一班。 

 
3C 班邱悠同學給鍾詠麗的短訊 

祝你身體健康，最近有沒有不開心的事？可以跟我訴苦啊！ 

 
3C 班張紀雯同學給李婉晴的短訊 

謝謝你在小息的時候和我一起玩耍和我做功課，希望你能和我做一輩子的好朋友。 

 
3C 班陳芯彥同學給 3C 班陳泳彤的短訊 

希望我明年可以和妳同班。我的暑假要去台灣，我很想和妳一起去。祝妳暑假玩得開心。 

 

3D 班趙雪妍同學給陳紫楹的短訊 

我很高興可以做到你的朋友，四年級你就要轉校了，我希望你能入到一個十分好的學校。 

 
3D 班林子雯同學給 3D 王炘蔚的短訊 

謝謝您經常和我玩，還送零食給我，再次感謝你！ 

 
3D 班陳紫楹同學給 3A 吳藹琳蔚的短訊 

啊！就快到下一年了，我也要轉校了，希望你能認識多一點朋友，我不會忘記你的！ 

 
3E 班梁詠芯同學給施 Sir 的短訊 

謝謝你教我們中文和普通話你常常逗我們笑，希望你下年再次教我們。祝身體健康！ 

 
3E 班黃海盈同學給林子盈的短訊 

多謝你和我交朋友！ 

 
3E 班林子盈同學給黃海盈的短訊 

多謝你和我交朋友和陪我一起玩要。謝謝你！ 

 
4A 班朱雯泓同學給袁逸晴的短訊 

多謝你每天都跟我玩耍，和我做朋友。希望我們永不絶交，希望以後也能快樂地一起玩耍。 

 
 



4A 班黃以斯同學給袁逸晴的短訊 

還有兩年半就要畢業。我很希望可以和你升讀同一間中學。 

 
4A 班劉進燊同學給葉俊廷的短訊 

我和你永遠都是好朋友。我希望明年也可和你讀同一班，還有升中學時， 

我希望能和你派獲同一間中學。 

 
4A 班梁嘉敏同學給楊芷欣的短訊 

謝謝你在我哭的時候，你會關心我和請我吃糖。 

 
4A 班黃錦源同學給陳施言的短訊 

感謝你這一年不斷教導我，祝你身體健康。 

 
4B 班葉詠銓同學給徐桷濠的短訊 

希望你要專心上課，不要在上課時插嘴。 

 
4C 班吳雲濤同學給張校長的短訊 

感謝你在早會時教會了我們很多交通工具的知識，還會在學校門口跟我們說︰「早安」、「再見」。 

 
4C 班陳芷筠同學給張校長的短訊 

多謝您在我們每天上學的早上時，很早站在校門前和我們打招呼，在早會上教導我們很多生活裏的知識，

當您有空時會走到一些樓或課室和我們玩。 

 
4C 班李凱嵐同學給黃尚瑜老師的短訊 

謝謝您這兩年的教導和照顧，辛苦您了！你就像街上的路燈，引導我走向光榮的路。 

 
4D 班曾凱祈同學給廖希悠的短訊 

考試成績理想嗎？快放暑假了，你和家人打算到哪裏渡假呢？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樣有美好的假期， 

開始旅程，環繞世界！升上五年班時，我們又會在同一班相遇嗎？ 

 
4D 班何嘉宜同學給 4D 班黃諾晴的短訊 

你今次期考進步，要再接再勵啊！祝你明年可以進精英班。 

 
4D 班梁琬琳同學給 4D 班彭海彤的短訊 

多謝你經常同我玩。You are my best friend in the world!! 

 
4E 班楊雪誼同學給彭子欣的短訊 

多謝你每日都跟我玩和請我吃東西，我知道你常常都有疾病，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吃多點 

水果和菜類要注意健康！ 

 
4E 班何藹然同學給賴凌傑的短訊 

最近也派了考試卷，我知道你有科目的成績不是這麼優異， 

但你不要灰心五、六年級還有機會，加油！ 

 
4E 班來其賢同學給李子銘的短訊 

多謝常常和我一起打機，我非感謝你，我們永遠是朋友。 

 
5A 班范梓琳同學給陳愷澂的短訊 

多謝你，當我不會做功課的時候，你會教我做功課。希望你進入了一個你想去的中學， 

加油！我也希望能跟你同一間中學呢！ 

 



5A 班陳凱琳同學給潘欣怡的短訊 

潘欣怡多謝你，當我遇到困難時，你會幫助我，也多謝你在我不開心的時候安慰我， 

和我分享食物，一起玩耍，我真的是很開心。 

 
5A 班黎樂妍同學給潘欣怡的短訊 

親愛的潘欣怡，我知你呈分試非努力，所以想你好好休息！希望你可以考到一間你喜歡的中學！ 

 
5A 班林子朗同學給謝君銘的短訊 

你要加油！你要專心，請你想一想，看到人們的表情，想一想才做，你要加油！ 

 
5B 班許琬霖同學給何凱琳的短訊 

謝謝每天陪我玩、請我吃東西，希望你在接下來的兩次呈分試都能夠考到好成績，升到心儀的中學。 

 
5B 班黎紫琪同學給周靜霆的短訊 

多謝你和我做朋友，我希望去到中學也可以和你做朋友。 

 
5B 班易文熙同學給張新盛的短訊 

謝謝你一直和我玩，我覺得你一直也樂於助人，一直也和我一起做功課，多謝你。 

 
5C 班李洛潼同學給廖安琪的短訊 

希望你說話的音量增大點，尤其是向老師說話時。祝你能考上心儀的中學和天天愉快！ 

 
5C 班廖安琪同學給陳曉語的短訊 

謝謝你在這七年來，一直陪我玩，陪我做功課，陪我一起放學回家。謝謝你啦！ 

 
5D 班吳卓彥同學給 5A 班黃泓熹同學的短訊 

謝謝你常常陪我玩，希望我們可以考到同一間中學。 

 
5D 班吳穎琳同學給雷予苗的短訊 

謝謝你在小息經常陪我玩。雖然我們之間有些爭執，但我們永遠都是好朋友。 

 
5D 班陳勇兆同學給詹承晉的短訊 

謝謝你常常教我做功課。 

 
5E 班覃衍博同學給 5E 陳智軒的短訊 

希望你在六年級的兩次呈分試中都取得好成績，能入到心怡的中學。多謝你經常陪我玩！ 

 
5E 班陳佑維同學給 5E 班的短訊 

希望大家在呈分試中考取好成績，入讀心儀中學，不要在考試期間病倒。 

 
5E 班梁曉晴同學給黃伊彤的短訊 

感謝你在這九個月裏的陪伴照顧。讓我多一些朋友，也讓我有地方說心事。 

 
6A 班唐穎詩同學給楊清琳、李曉盈的短訊 

希望你能升入心儀的中學，提高自己的成績。 

 
6A 班李晨曦同學給 6A 班李曉盈的短訊 

謝謝你兩年的照顧，祝你學業進步！ 

 
 
 



6A 班胡靖詩同學給全級六年級的短訊 

快畢業了！小學的生涯將要結束！離開母校後，便是大家的。第二段人生的開始， 

請各位謹記我校校訓︰「非以役人，仍役於人。」 

 
6B 班陳鎧澄同學給陳靜而的短訊 

希望我們可以考上同一所中學，考不上就希望在排球比賽見面。 

 
6B 班李柏翹同學給 6B 班的短訊 

我們快將畢業了，都對母校依依不捨，我們畢業後也要保持聯繫！ 

 
6B 班胡樂怡同學給黃心盈的短訊 

心盈，畢業試已經完結，不知道你這次的成績如何， 

我希望你可以進入到心儀的中學以及考取好成績。 

 
6B 班林子惠同學給姚卓琳的短訊 

我不開心時你會安慰我，你會逗我開心，遇到困難時我們會一起面對，雖然我們曾經吵架， 

但是你現在是我的知心好友。 

 
6C 班黃巧婧同學給王曉曦的短訊 

快要畢業了，去到新學校不要忘記我啊！還有到了新的學校一定要好好讀書，要像現在一樣， 

成績名列前茅！ 

 
6C 班盧佳佳同學給 6D 班王炘瑜的短訊 

謝謝你在幼稚園和小學陪我玩那麼多年，希望你可以讀到喜歡的中學。 

 
6C 班譚錦清同學給伍志成、劉榆、蘇采堯的短訊 

謝謝你們常常幫功我，教我做功課。與你們一組，真的很好。希望你們能升到你們心儀的學校。 

好好生活，有緣再見。 

 
6C 班梁皓而同學給冼加諾和顏卓淇的短訊 

希望我們升到中學仍經常聯絡，友誼長久。願我們在中學的路程上成績愈來愈進步， 

升上好的大學！成為關係非好的好朋友。 

 
6D 班區凱琪同學給鄭凱琪的短訊 

謝謝你！在認識你之後，在我寂寞的時候，你會陪伴我，你還在我遇到難題時， 

幫助我解決問題，就算我們上了中學，也不忘記的，我想和你做一輩子的好朋友。 

 
6E 班譚銘楠同學給馬鈞儀同學的短訊 

希望你可以入你心儀的中學。我亦希望和你做一輩子的朋友。 

 
6E 班黃樂晴同學給譚銘楠同學的短訊 

謝謝你常常教導我功課。希望你能在畢業試中考取優異的成績和就讀理想中的中學。 

 
6E 班劉斯俊同學給 6E 班的短訊 

考試考完了！TSA 差不多也完了！大家也不要一直打機，因為 7 月還有分班試呢！ 

我祝大家在 7 月 9 日能帶開心的笑容離開。就快畢業了，別忘了我們 6E 班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