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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感言
2 0 1 6年，我和你們均踏入人生另一階段。我接任保馬第 4任校
長，而你們則升中加入保馬。學校為你們的級社冠名為「臻」

（Perfection），期望你們志存高遠，實現人生理想。六年轉眼飛逝，
你們離校在即，又快將進入人生另一階段，面對變幻無常的世界，為

大家送上「臻」的備忘錄，緊握永恆的價值。

「臻」，尋找你個人的「臻」，抱持好奇心，探索身邊的人事物，
發掘你的熱情所在。

「臻」，不要等待計劃完美及萬事俱備才起步，否則讓自己深陷耽
延的泥沼，舉步為艱。

「臻」，追求完美的過程中，接納不完美，其實不完美也很美。視
失敗為未成功，看清哪些方法不可行，也是成功的必然步驟。

「臻」，通往成功的路，從來不會平坦，有時也會累，也想放棄。
學習不同提振自己情緒的方法，為自己打氣。適時與人分享你的困

難，尋求他人的協助。

「臻」，追夢的過程難免招來別人的批評，甚至嘲諷，視之為另一
視角，讓你察覺自己的盲點，成為更好的自己。

「臻」，尋找與你志趣相投的伙伴，共同追尋理想，共慶成果，不
亦樂乎。

「臻」看似是一個完美的目標，但它更像一個旅程。好好享受你的
旅程。緊記：

You don’t have to be perfect to start. 
You have to start to be perfect.

2021-2022畢業同學錄



2022畢業
同學錄感言
老師版

羅啟光副校長

「不一樣的三年，成就不一樣的人
生 迎難而上、遇強越強」

Dear Form 6 students,

Set yourself achievable goals. Make 
a vision board. Break your life up into 
chunks of days, weeks, months and 
years. Visualise yourself reaching 
your dreams. Delayed gratification 
means that you may make small 
sacrifices now in order to achieve 
positive long-term results. Good luck 
and remember to treat everyone with 
kindness, as you never know who is 
having a bad day and one day, you 
may need a helping hand too.

From Miss Tracy

林炳益老師

人生的旅程猶如超級馬拉松比賽，一
時的快慢不能決定全程，一時的成績
也不能決定終身。況且每個人的比賽
路線都不盡相同，每個人可以選擇的
賽道都不一樣，最重要是懂得好好裝
備自己，令你能擁有強大的心肺功
能，令你能鍛煉出健壯有力的雙腿，
令你能鑄冶出鍥而不捨的堅毅精神。
那麼，無論是崎嶇不平的山路、翻騰
起伏的航海之道，還是廣闊無邊的天
空，都是適合大家發揮潛能的場地。
文憑試結束、中六畢業其實代表人生
另一階段的新開始、祝願大家能持續
不斷地裝備自己，找到一條適合自己
的賽道，享受獨特而多元的風景，品
味專屬你擁有的人生。

林秀蓮老師

祝願各位中六同學在新的道途上百尺
竿頭，更進一步！

梁文俊老師

6A同學：

教了多年書，第一年做高中班主任就
遇著你們，應該是我最大的福氣了。

同學們有禮、懂事。使得作為高中班
主任新丁的我一切都不用操心。

看著你們從中四長大至中六，感覺很
奇妙。

問自己最多的問題是：「怎樣的家庭
教育才能使子女都像6A，自己有這本
事嗎？」。

6A同學各有所長，各有特點，各有可愛
之處，成績表的評語部份很易填，想起
也覺得窩心。非常羨慕你們的家長。

記得在我中學畢業時的同學，有的升
學和有的出社會工作。

升讀大學的，視野大開，然後工作起
薪點較高，文職居多。

升讀 IVE的，比中學時更用功讀書，現
在工作與IVE相關，學以致用。

立即出社會工作的，踏實工作，在我
大學畢業時已升致某位置，收入穩
定，有下屬。

當時曾以為讀大學就有美滿人生，回
想有點單純吧！

你們是怎樣想的？

就說到這裡吧，現今科技發達，要聯
絡也很方便。

最後，當然要祝福大家啦，就祝願同
學仔活出精彩人生吧。

曾經的班主任

梁文俊

李惠樑老師

“Nobody is gonna hit as hard as life, 
but it ain’t how hard you can hit. It’s 
how hard you can get hit and keep 
moving forward. It’s how much you 
can take, and keep moving forward. 
That’s how winning is done.”

Rocky Balboa in Rocky Balboa

Fight for your Dream! Never Give Up! 
Cheers!

湯禎兆老師

最艱難的日子，成就你們最深刻的體
驗—你們是唯一的，請緊記！

黃蔚翹老師

送大家一首詩，王貞白《白鹿洞》其
一。

「讀書不覺已春深， 
一寸光陰一寸金。

不是道人來引笑， 
周情孔思正追尋。」

不經不覺，你們已經在保馬大家庭渡
過了六個年頭，今日畢業了，想必中
學生活必定有很多美好的回憶及難忘
的事情。希望你們將來畢業後，繼續
努力奮鬥，找到自己的夢想及出路，
活出燦爛的人生。

You are the master of your future. 
Wish you a bright future ahead!

蔡佩麗老師

鍾嘉欣老師

“Keep your face always toward the 
sunshine – and shadows will fall 
behind you.”

Walt Whitman

胡寶欣老師

這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學年。但常言道
「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
香。」希望你們可以積極面對人生不
同的挑戰。

黃秋杭老師

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希望同學要珍惜時光，抱著樂觀向
上、努力不懈的鬥志，

將來必大有作為，享受絢麗繽紛的
人生。

林敏華老師

2022年畢業既少女們：

感恩 5年前可以遇上當時讀中二既
大家！

時間過得好快，年年都話唔捨得你地
大個，到今年都繼續會話唔捨得你地
畢業！

經歷左2019 -  2022呢三年非常特別既
高中之旅，大家既身、心、靈都有所
成長，喺今日呢個特別日子，再送句
歌詞比大家：

「當有日回首可確實發現我亦能夠奮
勇地鬥」〈時間的初衷〉

你地大個女啦，中學畢業係新一個旅
程既開始，祝福大家前程似錦，可以
讀到「你想」讀既科，做到「你想」
做既工作！

我會成日都掛住你地，記得多d返黎探
我，約食飯都得，Yay!

P.S.感謝各位科長、點名人、財神、熱
身長們多年來為班服務！



林忠孝老師

以理智追求理想，以行動實現理想。

吳晶晶老師

高中這3年，對大家來說不容易吧，大
家在疫情下堅持學習和完成文憑試，
值得為自己的努力鼓掌。祝願同學畢
業後，找到自己的人生意義和方向，
活出屬於自己的幸福美好人生。在
此，謹以兩句語錄與同學共勉：

“Knowing yourself is the beginning of 
all wisdom.”

Aristotle

(S)He who has a why to live can bear 
almost any how.

Friedrich Nietzsche

吳永昌老師

轉眼已經與你們相處了三年的時間。

過去的三年，不易過，樂與淚，實
難忘。

大家要「頂緊」，為自己的將來好好
準備。

各位，珍重，保重，自重。

鄧敏莊老師

與其跟人計較，不如跟「時間」計
較，「現在」雖短，但把握當下才可
開創未來。

《靜思語》

每一個人無論怎樣渺小， 
在自己的眼中，都自有其量。

荷姆

在大家的人生旅程中，遇困難、遇挑
戰是正常不過，別找放棄的藉口，要
為成功找方法。請改變態度，從「嘗
試去做」，轉成「我要做到」，想法
變了，方法變了，就有機會改變原本
無法達到的事情。願大家奮鬥過後，
擁有精彩的過程，心滿意足的成就。

陳誌健老師

各位中六同學：

雖然我到馬錦明執教鞭的日子尚淺，
亦非跟每一位同學也有相處的機會，
但依然想於同學離開校園前勉勵幾
句。今年是我第一年投身教育界，
成為老師，很感激於第一年投身職場
便遇到馬錦明的學生，讓我確信教師
是一份充滿意義的職業。所謂「教學
相長」，於教導你們的同時，我亦獲
益良多。看到你們充滿拼勁、永不言
敗的樣子，令我希望能盡己所能讓大
家一同進步。臨別在即，中六的同學
們準備離開熟悉的母校，踏進另一趟
令人充滿期待的旅程，即使路途可能
會充滿荊棘，但願各位能做到勿忘初
心，成為令自己驕傲的人。

祝 前程似錦

黃正譽老師

My dearest 6A students,

There is nothing more rewarding to 
me than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watch you all learn and grow. You all 
have the greatest personalities and 
are very eager to learn even under 
such a difficult year.

I t ’s real ly touching to see your 
changes – from blank slates who just 
waited to be fed with knowledge to 
self-motivated and mature teenagers. 
Sadly, it is time for you to stretch your 
wings to pursue your dreams.

I hope what you have learnt in 
POMA,  espec ia l l y  t he  g row th 
mindset can lead you to meet all 
the challenges and make stunning 
achievements in every stage of your 
life.

Chasing your dreams requires your 
efforts and tenacity. It’s now just a 
break as you will enter your next big 
adventure in life but I know you will 
continue to succeed in whatever you 
do!

Love,
Ms Chu

朱秀詠老師

鍾永老師

Dear graduates,

Congratulat ions on complet ing 
school in the midst of a global 
pandemic! Amid di ff icul t  t imes, 
always remember that as fire shapes 
gold, adversities shape people --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he tough 
get going. I am proud of everything 
we have accomplished and please 
believe in yourselves as I believe in 
you.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of luck 
ahead and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about your future endeavors!

Mr. CHUNG

顧偉霖老師

「長風破浪會有時， 
直挂雲帆濟滄海」

《行路難》李白

梁慧敏老師

各位中六的ICT同學：

轉眼間，三年的D S E課程便完結了。
實際上，我們見面的時間不多，減去
網課的日子，大概只有一半多一點的
時間吧。還記得你們中四的時候，不
少同學都不習慣高中的上課模式，由
大家當初認為 ICT是不用溫習至中五中
六大家自動自覺去溫習及主動研習過
往的試題，這幾年間大家都進步了不
少。未來，大家總有機會遇到不同的
困難，但不需要害怕，就像我們開發
新的系統一樣，先釐清當中的困難，
然後再作分析，便可找到針對困難的
解決方法。由於疫情的關係，我們的
「最後上課日」消失了，遺憾地未能
與你們合照。但是⋯⋯難不到我的，
我已製作了一張，希望你們會喜歡。

親愛的六戊卓越生：

「遙望滿天繁星，步步腳踏實地。」

願您們抓緊心中夢想，結伴翱翔天際！

鄭謹群老師

袁滿堂老師

記得你們中三上中文課，在宋詞一課
中，曾向你們提及清代學者王國維於
《人間詞話》巧妙摘取宋代詞作，比
喻人生三個層次：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
三種之境界：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
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
悴。」此第二境也。

「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
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此段見解，年紀不同，感受不同。希
望大家在未來日子，找到自已的人生
目標、理想奮鬥，毋忘初衷。終有一
天，會明白三境界之真蹄。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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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 

 

後排： 

顧偉霖老師、魏梓灝、吳孟峰、何子駿、陳擇成、譚穎燁、冼絡桐、李宛縈、

蘇文琪 

 

中排： 

黃正譽老師、梁洛、黃奕熙、李宇軒、張仲𤊄𤊄、莫卓奇、楊雪兒、邱海澄、 

林煒珊、施卓翹、林敏華老師 

 

前排： 

鄺偉、梁子聰、陳長曦、張旨樂、周晉光、張家慧、蘇欣彤、曾咏珊、 

李穎妍、張倩盈、吳晶晶老師 

 

最前排: 

勞翠華老師、陳健燊老師、袁滿堂老師、林炳益老師、梁文俊老師、 

夏文亮校長、羅啟光副校長、張志豪老師、鍾嘉欣老師、梁慧敏老師 、 

黃瑞賓老師  

 

缺席同學：丁嘉漩、羅凱玥 

 
 

(由左至右) 

 

後排： 

顧偉霖老師、 黃正譽老師、 黎濚珅、 楊明縉、鄺謀傑、 陳秉維、 蘇柏進、

陳伊樂、 鍾嘉儀、 吳梓瑩 、張志豪老師 

  

 

中排: 

陳健燊老師、劉銳堯、鍾澤霖、李俊樂、鄧有釗、趙吳政軒、陳藝萁、 

楊韋淇、黃惠欣、梁芷渝、 林敏華老師、勞翠華老師  

  

 

前排： 

袁滿堂老師、湯禎兆老師、林忠孝老師、林秀蓮老師、羅啟光副校長、 

夏文亮校長、蔡佩麗老師、梁嘉琪老師、梁慧敏老師 、鍾嘉欣老師、 

黃瑞賓老師  

 

 

 

 



 

 

(由左至右) 

 

後排： 

顧偉霖老師、魏梓灝、吳孟峰、何子駿、陳擇成、譚穎燁、冼絡桐、李宛縈、

蘇文琪 

 

中排： 

黃正譽老師、梁洛、黃奕熙、李宇軒、張仲𤊄𤊄、莫卓奇、楊雪兒、邱海澄、 

林煒珊、施卓翹、林敏華老師 

 

前排： 

鄺偉、梁子聰、陳長曦、張旨樂、周晉光、張家慧、蘇欣彤、曾咏珊、 

李穎妍、張倩盈、吳晶晶老師 

 

最前排: 

勞翠華老師、陳健燊老師、袁滿堂老師、林炳益老師、梁文俊老師、 

夏文亮校長、羅啟光副校長、張志豪老師、鍾嘉欣老師、梁慧敏老師 、 

黃瑞賓老師  

 

缺席同學：丁嘉漩、羅凱玥 

 
 

(由左至右) 

 

後排： 

顧偉霖老師、 黃正譽老師、 黎濚珅、 楊明縉、鄺謀傑、 陳秉維、 蘇柏進、

陳伊樂、 鍾嘉儀、 吳梓瑩 、張志豪老師 

  

 

中排: 

陳健燊老師、劉銳堯、鍾澤霖、李俊樂、鄧有釗、趙吳政軒、陳藝萁、 

楊韋淇、黃惠欣、梁芷渝、 林敏華老師、勞翠華老師  

  

 

前排： 

袁滿堂老師、湯禎兆老師、林忠孝老師、林秀蓮老師、羅啟光副校長、 

夏文亮校長、蔡佩麗老師、梁嘉琪老師、梁慧敏老師 、鍾嘉欣老師、 

黃瑞賓老師  

 

 

 

 



 

 

(由左至右) 

 

後排： 

顧偉霖老師、 陳政傑 、黎澤佳、 袁卓希、畢鈞皓、黃家豪、羅秀方、 

黎芷霖、鄺子渝、 劉卓瑤、張志豪老師   

 

中排： 

黃正譽老師、陳健燊老師、曹善同、王嘉健、 劉子軒、吳柏熹 、李漢喬、 

詹心悅、龔芷瑩 、李惠嫻、韓文悅、林敏華老師、勞翠華老師  

 

前排: 

胡寶欣老師、袁滿堂老師、林忠孝老師、羅啟光副校長、陳政亨老師、 

夏文亮校長、鄧敏莊老師、黃秋杭老師、梁慧敏老師、鍾嘉欣老師、 

黃瑞賓老師  

 

 

 

 

 

 

 

(由左至右) 

 

後排： 

黃筱瑜老師、謝靖航、莊浚軒、吳煒業、盧浩軒、張藝朗、張鈞喬、莊悅琪、

區韋琳、文佳慧、張志豪老師 

 

中排： 

顧偉霖老師、藍煥龍、卓永謙、吳禮勤、王崇喆、黎卓賢、何梓揚、何浚賢、

曾曉盈、嚴曉佟、劉曉螢、黃曉桐、林敏華老師、勞翠華老師 

 

 

前排： 

陳誌健老師、袁滿堂老師、麥永誌老師、黃蔚翹老師、林忠孝老師、 

夏文亮校長、羅啓光副校長、梁慧敏老師、鍾嘉欣老師、黃瑞賓老師、 

陳健燊老師 

 

 

缺席同學：李新偉 

 

 



 

 

(由左至右) 

 

後排： 

顧偉霖老師、 陳政傑 、黎澤佳、 袁卓希、畢鈞皓、黃家豪、羅秀方、 

黎芷霖、鄺子渝、 劉卓瑤、張志豪老師   

 

中排： 

黃正譽老師、陳健燊老師、曹善同、王嘉健、 劉子軒、吳柏熹 、李漢喬、 

詹心悅、龔芷瑩 、李惠嫻、韓文悅、林敏華老師、勞翠華老師  

 

前排: 

胡寶欣老師、袁滿堂老師、林忠孝老師、羅啟光副校長、陳政亨老師、 

夏文亮校長、鄧敏莊老師、黃秋杭老師、梁慧敏老師、鍾嘉欣老師、 

黃瑞賓老師  

 

 

 

 

 

 

 

(由左至右) 

 

後排： 

黃筱瑜老師、謝靖航、莊浚軒、吳煒業、盧浩軒、張藝朗、張鈞喬、莊悅琪、

區韋琳、文佳慧、張志豪老師 

 

中排： 

顧偉霖老師、藍煥龍、卓永謙、吳禮勤、王崇喆、黎卓賢、何梓揚、何浚賢、

曾曉盈、嚴曉佟、劉曉螢、黃曉桐、林敏華老師、勞翠華老師 

 

 

前排： 

陳誌健老師、袁滿堂老師、麥永誌老師、黃蔚翹老師、林忠孝老師、 

夏文亮校長、羅啓光副校長、梁慧敏老師、鍾嘉欣老師、黃瑞賓老師、 

陳健燊老師 

 

 

缺席同學：李新偉 

 

 



 

 

 
(由左至右) 

 

後排: 

鄭伊城、徐雅樂、胡艷陽、黃聖罡、張泓、涂堃、張芷汝、黎咏思、胡曉晴 

 

 

中排: 

李惠樑老師、李尚行、邱浩峯、李梓滇、江紀澄、鄺梓翔、余俊濤、林浩彤、

曾佩生、范凱婷、姚子欣  

 

 

前排: 

張志豪老師、葉子霆、余泓熹、袁澤堅、羅鍵華、林晉旭、劉兆檳、黃愛斯、

羅樂遙、張嘉穎、周凱瞳、林敏華老師 

 

最前排： 

黃正譽老師、楊詠善老師、顧偉霖老師、鄭謹群老師、吳永昌老師、 

夏文亮校長、羅啟光副校長、鍾永老師、梁慧敏老師、鍾嘉欣老師、 

黃瑞賓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