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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銘強校長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

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從上

面召我來得的將賞。

聖經腓立比書3章13-14

節

無論成功或是失敗，都不要活在過去，

總要對準生命的焦點基督耶穌，學效衪

的榜樣努力前行。

劉畢綺青老師
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和純潔上
，都作信徒的榜樣。

提摩太前書 4:12

陳俊雄老師 健康是成功源頭，知識是成功元素。 譚炳立 博士題

陳𤋮棠老師 堅強的信心和不屈的毅力是成功的要素。 哥倫布

陳凱茵老師
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必偃。

論語

朱家駿老師
“It took me 17 years and 114 days to become an overnight 

success.”

“It took me 17 years 

and 114 days to 

becomeLionel Messi, 

「我花了 17 年又 114 天的時間才在一

夕間成功。」

朱懋梵老師 學懂 · 做對 · 求精 佚名

蔡美鳳老師 如果你不解決過去的問題，它將跟著你到未來。 Us(2019)

馮朱文儀老師 沒有人會讓你輸，除非你不想贏。 佚名

陳陳瑞媚老師 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訣。 愛迪生

蔡雪華老師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 羅馬書12:9

鍾倩儀老師
“Every challenge, every adversity, contains within it the seeds of 

opportunity and growth.”

Roy Bennett, Politician 

羅伊·班尼特 (政治人物)

「每個挑戰、每個逆境，裡面都藏有機
會與成長的種子。」

范嘉傑老師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論語

何珮明老師 勇敢踏出你的舒適圈，這才是你人生的起點。 《魔髮奇緣》

孔任熙老師 成功的唯一秘訣——堅持最後一分鐘。 柏拉圖

高靖怡老師 取法於上，僅得為中。取法於中，故其為下。 唐太宗《帝範》

一個人若訂立一個高遠的目標，最後也
可能只達到中等的水平；若訂立一個中
等的目標，最後也可能只達到低等的水
平。因此不論治學或做人，都應訂立高
遠的目標，才能取得成功。

關佩君老師 Peace begins with a smile.
Mother Teresa 

德蘭修女
和平始於微笑。

呂捷老師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荀子

梁可欣老師 忍耐是美德 佚名



林孝雯老師
And most of all be warm in your love for one another; because in 

love there is forgiveness for sins without number.

Bible in Basic English 

version，1 Peter 4:8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
掩許多的罪。(聖經，彼得前書 4:8)

廖金強老師 你若沒有進取心，你的價值馬上一落千丈，分文不值。 蓋茨

吳盧敬薇副校長 人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寬恕人的過失，便是自己的榮耀。 聖經 箴言19：11

梁美思助理校長 學習知識要善於思考，思考，再思考。 愛因斯坦

呂保光助理校長
鷄蛋，從外打破是食物，從內打破是生命。人生亦如是，從外打
破是壓力，從內打破是成長。

李嘉誠

吕兆麟老師 要想戰勝它，就得先瞭解它。 雨果傳

呂偉倫老師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傳道書 7:8

呂影華老師
別把成功推給「幸運」，把失敗叫做「命運」。命，不由天，只
在你手。

佚名

陳銘老師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
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耀自己的軟弱，好使基督的
能力覆庇我。」

馬曉陽老師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
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 5:16

馬瑞萍老師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
，都做信徒的榜樣。

提摩太前書4章11節

吳嘉敏老師 黑夜無論怎樣悠長，白晝總會到來。 莎士比亞

吳鏡棠老師 所以你們應當先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這一切都將加給你們了。
聖經馬太福音六章三十
三節

祂的國就是信服祂的掌權。深信面對香
港的情況，仍要確信祂是施行公義與憐
憫的主。

吳庭匡老師 幸福不在得的多，而在計較的少。 佚名

敖穎祺老師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論語‧衛靈公
孔子說：「多責備自己，少責備別人，

怨恨自然不會來了。」

Ms SHARON ANN 

ZEHNDER
What wisdom can you find that is greater than kindness?

蕭榮漢老師 成功=艱苦勞動+正確方法+少說空話 愛因斯坦

曾浩彬老師 An ounce of practice is worth more than tons of preaching. 甘地 一點點練習比講一大堆道理更有用。



譚海威老師

一個和諧的社會，不是爭議的消失，而是公義的彰顯。
原文：True peace is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tension: it is the 

presence of justice.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

年1月15日—1968年4月
4日），著名的美國民權
運動領袖，1964年度諾

鄧幗茵老師 自信是向成功邁出的第一步。 愛因斯坦

崔銘祐老師
We can change the world an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It is in your 

hands to make a different.

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著名的南非反種族隔離
我們可以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這一
切就在你的手中。

譚日初老師
應 當 一 無 掛慮 ， 只 要 凡 事 藉 著 禱 告 、 祈 求 ， 和 感 謝 ， 

將 你 們 所 要 的 告 訴 神 。
聖經 (腓 立 比 書 4:6)

譚育誠老師 我思故我在 笛卡兒

黃蔚雅老師 人生最痛唔係失敗，而係冇做過。 王維基

黃健忠老師 人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寬恕人的過失，便是自己的榮耀。
聖經: 哥林多前書11章
27至29節

黃家順副校長
最 要 緊 的 是 彼 此 切 實 相 愛 ． 因 為 愛 能 遮 掩 許 多 的 罪 

。
聖經 彼德前書 四章八節

黃健偉老師 面對困難和危險的事情，需要付出更多的勇氣。 納爾遜

黃麗霞老師 我靠著那（主耶穌基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腓立比書4章13節／保羅

吳黃玲梨老師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聖經：提摩太後書1章7

節

王佩玲老師 成大事不在於力量多少，而在能堅持多久。 佚名

王婉儀老師 勿問成功的秘訣為何，且盡全力做你應該做的事吧。 美華納

游家慧老師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 歲月不待人。 陶淵明

殷秀汶老師 先有知識，才有智慧；有了智慧，才有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能力。 佚名

余恩瀚老師 “Reading is very good. And you can quote me!”

Stan Lee, Former 

Editorial Director of 

Marvel

史丹李, 漫威之父

“閲讀真係好。你可以話係我講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