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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仁濟世

  貫徹「尊仁濟世」精神，提供優
質全人教育，培育學生成為國家楝樑。

  秉承仁濟醫院「尊仁濟世」的辦學精神，致

力營造優良的學習環境及關愛的校園文化，以：

• 提升學生學術水平，促進自學能力；

• 培養學生良好品格及積極人生觀；

• 發展學生創意思維及解難應變的能力；

• 培養學生服務社會，貢獻國家的精神。

校監

校董
馮卓能先生MH

鮑誠業先生 湯振玲女士

馮海燕女士 郭志文副校長

張文嘉博士 嚴紀雯小姐

黎國光律師

莫利生先生

陳胡諺旼女士

葉嘉威博士

曾國勇校長

楊 寧女士林哲華老師
（替代教師校董） （替代家長校董）

李一新先生
（替代校董）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法團校董會

抱負

使命校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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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教職員名單

校 長 ： 曾國勇

副 校 長 ： 陳志偉 張國文 郭志文 劉偉斌

教 師 ： 歐國偉 陳海雄 陳凌茜 陳文平 陳瑋麟 鄒寶德 戴仁泰 范輝華 何志超 何培桂
許莊斌 趙韻文 江肇樑 關懷遠 關逸妍 林哲華 劉苗楷 劉偉成 羅佩詩 李智良
李栢棠 李婉詩 梁啟泰 廖玉燕 勞任傑 呂玉鳳 馬健麟 伍孟欣 潘芍言 潘志強
潘 程 譚伯康 徐愛琴 黃卓昇 黃禮豪 王佩華 王 遂 王綺婷 楊永城 易詠雯
葉英健 翁琼苗 趙清云 陳大維 莊福龍

行 政 主 任 ： 邱璟清

技 術 員 ： 傅俊明 曾紀瑜 杜湛榮 吳佳運

文 職 人 員 ： 李秀荃 吳寶玲 黃素梅 黎凱欣 戴英儀 王婉媚

工 友 ： 鄭伯富 方帶玉 梁嘉愛 林俊和 馮秀玲 袁耀榮 黃玉丹

圖 書 館 ： 李家恩

技 工 ： 俞玉權

學生支援導師 ： 張家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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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方奕展先生、各位嘉

賓、各位校董、各位家長、曾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今天是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畢業典禮的大日
子，荷蒙主禮嘉賓方奕展先生蒞臨主禮，並致辭勗勉，本校仝

人深感榮幸。

  方先生為增輝集團董事副總經理，從事屋宇電機及相關行
業，曾任香港電器工程商會副會長多年。早年曾任職於澳洲兩

所大型企業BHP及Boral，為澳洲會計師公會會員及澳洲證券學會資深會員。  

  方先生現為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並擔任多個諮詢及法定組織的委員，
包括教育統籌委員會、家庭議會、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和資歷架構督導委員會等。他一直

參與多個義務組織的工作，如國際扶輪、和富領袖網絡、AIESEC香港、香港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和平中心、兒童發展配對基金等。除此之外，他亦積極參與扶貧、教育、青年

事務等多方面的工作。方先生豐富的工作及人生經驗，稍後的分享相信一定能令在座的

同學，從中獲益。

  今天各位畢業生能夠好好地完成一個學習階段是值得高興的，本人向各位畢業同學
祝賀，也向各位家長致賀。

  疫情持續至今已接近三年。今年三月，疫情嚴峻，令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每
天新增的大量染疫個案，以至因染疫而死亡人數，令每一位香港人都膽戰心驚。嚴峻的

疫情，甚至令香港政府作出史無前例的提前放暑假的決定。所幸憑着國家的支持，以及

香港人不屈不撓的精神，終於令香港走出困局。而靚中，在疫情期間，也憑著校長帶領

一眾教職員，調撥資源、人手，無論是實體課的衛生、安全；網上教學的硬件、軟件的

準備、教材的編寫等一系列的工作都能妥善處理，令疫情對靚中學生的學習減至最低的

影響，尤其是為一眾在座的畢業生得以在應考文憑試前做好準備。

  在座畢業的同學，亦應在這次疫情體會到裝備自己、靈活多變、克盡己職對人對己
的重要性，這亦是靚中老師給你們所上的重要一課。

  在此，再次感謝方先生於百忙中撥冗蒞臨主禮及致辭，各界賢達友好光臨指導，各
方友好致送花籃，使典禮生色不少。本人謹代表仁濟醫院董事局及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

中學仝人致以衷心的謝意。

  最後，祝各位畢業同學鵬程萬里，前程錦繡，在座各位身心康泰，生活愉快！多謝
各位。

馮卓能先生MH

校監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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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簡介

方奕展先生

方奕展先生為增輝集團董事副總經理，

從事屋宇電機及相關行業，曾任香港電器

工程商會副會長多年。早年曾任職於澳洲兩所大

型企業BHP及Boral，為澳洲會計師公會會員及澳洲證

券學會資深會員。  

方奕展先生現為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並擔任多個諮詢

及法定組織的委員，包括教育統籌委員會、家庭議會、推廣職業

專才教育和資歷架構督導委員會等。他一直參與多個義務組織的

工作，如國際扶輪、和富領袖網絡、AIESEC香港、香港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和平中心、兒童發展配對基金等。除此之

外，他亦積極參與扶貧、教育、青年事務等多方

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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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方奕展先生、馮校監、各位嘉賓、各位校董、

各位家長、曾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我是中六甲班的譚榆凡同學。我很榮幸能有這個機會代表今屆畢業班全體

同學向母校致謝。首先，非常感謝各位嘉賓在百忙之中撥冗出席我們的畢業典禮，見證

我們完成中學生涯及踏上新的里程，同時，感謝方先生的金石良言，令我們獲益良多。

  我覺得我們很幸運，至少隨著疫情沒有去年般嚴重，學校仍可以為我們舉行這個重

要的畢業禮！如果說人生如戲，那麼我們最近一年來所演出的一定是一齣超乎想像的大

電影。

  回望過去，校長和老師各盡其力，面對和克服因疫情而出現的種種問題，讓我們在

困境仍能演活我們每一個角色。日後，我們變回觀眾，將可細味分析自己、別人的戲

分，哪處做得理想，哪處失了分寸。不過，姑勿論如何，這都是我們一起製作、獨一無

二的電影，團隊的合作無間，都永遠刻錄在當中，令人回味。

  老師，我們的導演，感謝您們！在校園生活中，您們既要關注同學的學習質量，又

要追趕課程的進度，經常分身不暇。我們有時會抱怨功課多，補課無日無之，卻忽略您

們背後的耕耘所花的氣力、心力和時間。您們騰出私人時間為我們補課，盡顯對學生無

私的關愛！即使當時身在福中不知福，但是我相信同學對於老師的教育之恩一定會銘記

於心，而且衷心的對老師表達謝意。

  相伴六年，大家一起經歷的一件件小事都會成為彌足珍貴的記憶。現在，這齣電影

要落幕了，但一齣又一齣的大電影又將播放。

  同學要各奔前程了，離開猶如溫室的母校，缺乏老師們的庇蔭，身邊再沒有老師事

事為我們著想，為我們打算，我們只能變得更獨立，更成熟。我們也許會碰到荊棘，遇

到挫折，但只要我們在漸漸變得堅強的同時，仍保存著善良的心，不忘初衷，便可以排

除萬難，勇往直前了。

  在此，再一次感謝一眾勞苦功高的老師，亦要感謝校長引領著學校的發展，讓我們

無論是在學業抑或品德上都有所得益。希望在我們踏出靚中，踏入社會之際，能夠把老

師們的教誨銘記於心，付諸實行，為世界帶來一點點的貢獻，以不負學校所寄予的厚望

與多年的栽培。

  最後，代表全校同學向各位嘉賓致以熱烈的歡迎以及衷心的謝意。祝各位畢業生鵬

程萬里，在座各位身心康泰，生活愉快，謝謝！

畢業生代表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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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honourable guests, principal, teachers and fellow graduates,

Good afternoon, I am Lam Kwai Chi from 6A. As an old saying goes ‘Time flies”. Six years ago, 
we began our secondary school as children but today, we are leaving here as adults. It is amazing 
that we all did it and we all have accomplished one of the important milestones of our lives: 
secondary school graduation. This is a major step in the journey of our lives, and one that should 
be recognized for its immense significance. It is an act not only of personal commitment, but also 
one of pride. For so many years, we all have worked hard to get to this day, and our work has not 
gone to waste. 

However, graduation is not an end goal in itself; instead it is a part of the larger journey of life. 
Of course, we have completed a basic education; however, it only serves as a platform we use 
to launch ourselves into our future. No matter where we go or what we do, there are challenges 
ahead of us. What I am asking from you and myself is to meet those challenges straight on 
with our heads held high and our hearts wide open. This graduation has already shown us how 
capable we all are of accomplishing our goals when we commit ourselves to them. 

I hope all of us here today can take this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as an example of how anything 
is truly possible when we put our minds to it. As we all continue on in our lives, let us take each 
new problem on with confidence, knowing that we have achieved great heights and are equipped 
with the necessary tools to tackle our futures. Surely, the road that lies ahead won’t be easy. 
There will be obstacles and roadblocks. However, remember that we are not alone—we are all in 
this journey together. We’ve made it this far, so why should we back out now? Nothing worthwhile 
is easy, and that includes making the most out of our futures.  

Well, we may not have the power to inspire the entire world to strive for success, but I am sure 
that we do have the power to try to achieve it for ourselves. So, my next challenge to each of you, 
and to myself, is to do all that we can do to achieve our full potential. We have already taken the 
first step by making it to this ceremony today – now, it’s time to take the next steps in the journey 
to build our future. 

On this special occasion, I, on behalf of the graduates,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Principal, all 
the dedicated teachers and many other people at school for providing us with such a nice 
place to learn. For the Principal, we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teaching us for forgiveness and 
acceptance. We fully understand that it is a lot of work for overseeing the whole school. And for 
all of the teachers, you have been great too. Your patience, professionalism in your work and the 
many hours of online learning after school mean a lot to us. We will never forget them. Of course, 
we have to thank our parents too, as they have stood by us over all these crucial years. 

We have made it to this stage. I am grateful and I hope you feel the same way too. Before we all 
proceed to our own destiny, let me conclude by wishing you all every success in the future and 
good health.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and thank you all again for coming on our graduation day.  

Valedictorian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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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語歆　鄭　碩　甘麗妍　何愷恩　林桂至　盧昕怡　吳柳菁　譚榆凡　蔡詠儀　王煜琳　葉永希
袁樂希　鍾　錦　鄧定邦　何子聰　黃智泓　梁溢謙　施華龍　鄧　惟　曾鎧全　丘家軒　楊嘉鴻
余佳鑫　翁廷燁　張善坤　鍾　震	 	
班主任：陳凌茜老師

張婷婷　孔詩蕾　廖詠詩　林佳漫　吳曉棋　謝慧珊　胡綺雯　黃慧喬　任踔恩　葉靜宜　鍾　惠
陳洛軒　陳煒豪　張俊傑　羅焯培　梁國權　林俊洋　葉栢泓　蕭瑋翔　曾梓浩　葉皓鈞　余子軒
班主任：馬健麟老師

6A

6B

2021-2022 年度
畢業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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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珮珮　劉佩珊　區浚傑　陳展熹　蔡嘉寶　蔡栢軒　鍾芷旻　郭正義　黎栢軒　吳林健　田漢皓
班主任：徐愛琴老師

6C

中六級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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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獎 （*兼獲靚次伯紀念獎學金）

操行獎（尹張碧玉獎學金）
6A鄭 碩　6A甘麗妍 6A林桂至

6A譚榆凡 6A曾鎧全 6C鍾芷旻 

服務獎（尹張碧玉獎學金）
6A甘麗妍 6A鍾 震 　6A胡綺雯

6B羅焯培 6C區浚傑

學業獎（蔡百泰獎學金）
第一名　6A鄧 惟

第二名　6A林桂至

第三名　6A鄭 碩

中國語文
第一名 6A林桂至*

第二名 6A鄭 碩

第三名 6A譚榆凡

英國語文
第一名 6A梁溢謙*

第二名 6C鍾芷旻 

第三名 6A鄧 惟

數學
第一名 6A林桂至*

第二名 6A黃智泓

第三名 6A鄭 碩

通識教育
第一名 6A林桂至*

第二名 6A鄧 惟

第三名 6A鄭 碩

中國歷史
第一名 6A余佳鑫*

第二名 6A盧昕怡

第三名 6B曾梓浩

經濟
第一名 6A鄧 惟*

第二名 6A曾鎧全

第三名 6A梁溢謙

地理
第一名 6A橝榆凡*

第二名 6A丘家軒

第三名 6A甘麗妍

歷史
第一名 6A鄧 惟*

第二名 6A吳柳菁

第三名 6A鍾 震

生物
第一名 6A林桂至*

第二名 6A鄭 碩

第三名 6C蔡栢軒

化學
第一名 6A林桂至

第二名 6A余佳鑫

第三名 6A曹語歆

物理
第一名 6A黃智泓*

第二名 6A曹語歆

第三名 6A施華龍

資訊及通訊科技
第一名 6B梁國權

第二名 6B曾梓浩

第三名 6B葉皓鈞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第一名 6A曾鎧全*

第二名 6A何子聰

第三名 6A何愷恩

旅遊與款待
第一名 6A丘家軒*

第二名 6B廖詠詩 

第三名 6A甘麗妍

視覺藝術
第一名 6A譚榆凡*

第二名 6A何愷恩

第三名 6B謝慧珊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
第一名 6A林桂至

第二名 6A黃智泓

第三名 6A曹語歆

頒獎項目

11



我們在靚中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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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友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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