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

金句：

羅發強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 聖經馬可福音
的神。

出處／作者：

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 12 章 30 – 31 節

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劉畢綺青

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 孫中山先生
再厲。

陳俊雄

逃避，不一定躲得過

梵婗

面對，不一定最難受
陳漢龍

重要的是有什麼能力，而非缺少什

彼得德魯克

麼能力。
陳熙棠

我能接受失敗, 是因為任何人皆會失敗; 米高‧佐敦
但我不能接受不去嘗試。

陳凱茵

一個有志氣的人，他為之奮鬥的目標應 殷慶功
該是遠大的，高尚的，而決不是被私利
障住眼睛的懦夫。

朱家駿

Throughout history, it has been the Haile Selassie
inaction of those who could have acted; 凱爾塞拉西
the indifference of those who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the silence of the
voice of justice when it mattered most;
that has made it possible for evil to
triumph.
通觀歷史，邪惡之所以能夠獲勝，是因
為那些能夠採取行動的人不行動，那些
應當更清楚情況的人卻態度漠然，正義
之聲在最緊要之時卻默然無聲。

陳錦紅

重要的，不是贏過多少人，而是你能面 佚名
對多少次衝擊，仍能站起來面對！

李朱懋梵

If you want to reach your goals and Lee Kuan Yew
dreams, you cannot do it without （The first Prime Minister
discipline.

of Singapore）
李光耀 (第一個新加坡總
理)

馮朱文儀

這 些 事 你 要 殷 勤 去 做 ， 並 要 聖經提摩太前書
在 此 專 心 ， 使 眾 人 看 出 你 的 4 章 15 節
長 進 來 。

陳陳瑞媚

每一個失敗都是一個邀請，邀請我們重 楊牧谷牧師
新來過。

蔡雪華

所謂天才，那就是假話，勤奮的工作才 愛迪生
是實在的。

鍾倩儀

Success is a journey, not a destination. Arthur Ashe
The doing is often more important than 亞瑟·艾殊
the outcome.
成功是個旅程，而非終站。行動通常比
成果重要。
佚名

趙偉龍

成功的人找方法，失敗的人找藉口。

何珮明

Change is the law of life. And those John F. Kennedy
who look only to the past or the present 約翰‧甘迺迪
are certain to miss the future.
人生充滿希望，那些只留戀過去或現在
的人，必會錯生將來。

孔任熙

甚麽事都不要憂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 聖經腓立比書
和懇切祈求，連同感謝，把你們所請求 4 章 6 – 7 節
的告訴上帝。這樣，上帝就必賜你們平
安，超越人所能理解的。這種平安藉着
基督耶穌，可以守護你們的內心和頭腦。

鄺譚少雯

Learn from yesterday;

Anonymous

Live for today; and

佚名

Hope for tomorrow.
江至琮

人之為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

顧炎武

郭麗明

好學而不勤問，非真能好學者也。

劉開

關佩君

Keep calm and carry on.

The

Ministry

Information,
Government, 1939
英國政府信息部
郭穎

立志欲堅不欲銳，成功在久不在速。

張孝詳

呂捷

守正為心，疾惡不懼

柳宗元

梁可欣

A lot of people are afraid to say what Madonna
they want. That's why they don't get 瑪丹娜
what they want.

of
British

梁錦輝

天下作偽是最苦惱的事情，老老實實是 周恩来
最快樂的事情。

林孝雯

不要沒試就先放棄，凡事只要全力以赴 何權峰「優秀，從你忽略的
就對了。

廖金強

小事開始」

以失敗的經驗而作出嘗試，是對是次失 佚名
敗之受害者的道歉。

吳盧敬薇

聽從生命責備的，必常在智慧人中。棄 聖經箴言
絕管教的，輕看自己的生命；聽從責備 15 章 31 - 32 節
的，卻得智慧。

梁美思

有時候，我們會想怠懶，會敗給慾望。

柏拉圖 (古代希臘晢學家)

但是，不可以敗給自己。
戰勝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強者。
呂保光

對手很重要，像打乒乓球、打橋牌，

丘成桐 (著名數學家)

你老是跟差勁的人打，你到底也不會進
步。
呂兆麟

生活的花朵只有付出勤奮才會綻開的。

梁穗玉

生命的最高境界，即是選對舞台，走出 佚名

巴爾扎克 (鄉村醫生)

自己的路，然後盡情地發揮獨特的才華
與能力。
呂偉倫

坐這山，望那山，一事無成。

曾國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