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家長、老師及同學：

  轉眼間，本人接任佛教榮茵學

校校長一職已有五個多月，十分感

恩能在榮茵工作，因為學校擁有一

班盡心盡力為學生服務的老師。透

過共同備課及同儕的觀課，老師的

課堂教學表現十分優異，課堂設計不但具趣味性，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而

且亦具啟發性，能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及解難能力。這反映過去多年本校獲

大專院校教育顧問及專家的寶貴意見，現在正值是收成期，而老師亦能善用電

子學習的元素，提升學生於課堂的參與度及進行有效的回饋及評估。

  在疫情仍未減退的各種限制下，老師們都能齊心協力，發揮創意，於校內

重啟小息的安排，並增添多項小息活動讓同學參與。雖然運動會及旅行日受

疫情影響而取消，我們仍成功於十一月份舉辦校內競技活動日及正念禪修日，十二月份舉辦English Fun Day及

STEM活動日，學生度過了兩個輕鬆愉快的學習活動日，實在是學生之福。學校亦

十分關注同學的健康，參與護脊校園計劃，全面培育學生身心靈的發展。

  踏入佛教榮茵學校，校長已感受到學校的優良校風，這也是學校連續多年獲

得關愛校園獎項的原因。同學們十分有禮貌，不但主動向老師及同學打招呼，而

且亦樂於服務，主動幫助身邊的人。學業上，同學亦能主動學習，投入課堂，可

見榮茵的同學能充分貫徹校訓「明智顯悲」的精神，成為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

生。校長期望榮茵的同學能進一步主動參與多些校外比賽，發揮你們的潛能，為

榮茵爭光。學業上，亦期望你們能多閱讀課外書籍，增長知識，擴闊視野。

  我也要十分感謝各位家長，特別是歷屆的家長教師會會長、理事及義工們，感謝你們多年來支持榮茵的發

展，建立了良好的家校合作關係。縱使我們仍然受疫情影響，但亦無阻家長們為學校服務的熱誠，本年度成功

協助學校舉辦校服回收、周年大會、理事會選舉及派發午膳餐盒等工作，充分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作為榮茵新一任校長，我期望把榮茵建立成為一所高「FUN」學校，即以「高參與」、「高展示」及「高

回饋」的策略，提升學生的參與度及學習成效，學生不但成績有所提升，亦能有效及愉快地學習。正如在學期

初，校長與各位分享的核心價值：

Being positive 積極正面    

Willing to share 樂於分享

Yearning to learn 努力學習

Staying healthy 身心健康 

  校長十分有信心，在佛教榮茵學校讀書的同學，在六年小學生活裏，必定能有效

掌握以上的核心價值。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努力，為我們的未來，創造更好的明天。

  多謝各位！

地址：新界元朗鳳攸南街六號 電話：2475 0433 傳真：2474 6497

網址：http://www.bwys.edu.hk 電郵：wy@bwys.edu.hk

佛教榮茵學校
Buddhist Wing Yan School

2021-2022年度

榮茵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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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孫偉文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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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驕傲系列一：
與奧運得獎者蘇慧音對談

  藉東京奧運會的熱潮，資優教育組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邀請了今

屆奧運會乒乓球女子團體銅牌得主之一蘇慧音小姐，於24/9為全校學

生進行講座，題目為「香港人的驕傲系列一：與奧運得獎者蘇慧音對

談」。透過蘇慧音小姐與學生交談，讓學生明白就算擁有天賦潛能，

亦要有後天的訓練及堅毅、努力的決心才會取得成功。本校資優教育

組正在不同方面努力發掘學生的「閃光點」，再以多元化的資優課程

培育學生。同時，透過嘉賓的分享，讓學生學會以正面樂觀的心態面

對挫折，好讓他們日後能在逆境中克服困難，迎刃而解。

親子花燈
製作比賽

  本年度，同學們及家長

踴躍參與「親子花燈製作比

賽」，創作出一個個獨特的

燈籠，盡顯創意，並為校園

增添節日氣氛。

家長講座及
親親校園活動

  本校於9/9、10/9和13/9舉辦了「親親

校園」訪校活動，讓幼稚園家長了解本校的

辦學理念、課程特色和參觀校園。幼稚園家

長除了參與講座，還觀摩了一節生動有趣的

英文課，以對本校有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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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金便服日
  「公益金便服日」於20/9舉行，共

籌得善款六萬七千多元，實有賴學生及

家長的支持，感激萬分！盼望善款能幫

助有需要的人，學生能明白「施比受更

為有福」的道理。
競技活動日

  「競技活動日」於25/11舉行，當天的比賽項目

多樣化，展現了榮茵學生能堅持做運動的態度。同

時亦發揚奧運精神，並希望提升學生的健康水平。

正念禪修日
  25/11是全校「正念禪修日」，當天師

生們在校園電視台進行分高低年級的直播活

動，活動包括觀看學校禪修園地「淨心軒」

開幕典禮，喜悅正念唱歌及正念呼吸、同學

們分享繪本《小青蛙愛靜坐》的故事、認識

靜觀及其好處、專注呼吸及靜心創作禪繞

畫，共渡兩小時和悅正念的時光。

正念禪修日在校園電視台直播

禪修室開幕
  本校禪修園地「淨心軒」在18/9正式開幕了。

  幸蒙捐款人吳文佩女士慷慨支持，又蒙匯豐信

託（香港）有限公司致力辦理，全體教職員同心成

就，「淨心軒」得以圓滿落成。

  開幕儀式主禮嘉賓團包括：捐款人吳文佩女

士代表（Mr Frederick Lam，何王惠琼女士）、匯

豐信託（香港）有限公司代表(Ms Susanna Fung，

Ms Wendy Ng)、香港佛教聯合會秘書長兼學務管理委員會主席演慈

法師、佛教榮茵學校校監李家祥法律博士、佛教榮茵學校校董悟藏法

師、修岸法師、羅志恒居士、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小學校長會佛化德

育及價值教育顧問梁鳳燕女士、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陳滿林校長、黃

啟儀主任、佛教榮茵學校創校校長容煜輝校長、佛教榮茵學校家長校

董孫燕儀居士、孫偉文校長。衷心感謝各位嘉賓蒞臨主禮及支持。

  今後，同學、老師及家長們將可以在「淨心軒」進行正向禪修活

動，祈願「淨心軒」能成為大家建立正信正念、滌淨心靈的好地方。

感恩惜福！

「淨心軒」
小息時段啟用

演慈法師為大勢至菩薩開光禪修園地「淨心軒」開幕典禮

STEM活動日
  為提升全校學生對科學探究的興趣，

本校在9/12舉行了「STEM活動日」。各

年級設有不同主題的學習活動，讓學生

「動手」體驗，並發揮創意潛能。

三年級
《迷你肺活動呼吸套》

二年級
《動力風火輪直昇機》

五年級
《迷你叫人鐘》

六年級 
《針孔相機探究》

四年級
《電風扇推動探究跑車》

一年級
《小丑走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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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im of the English Fun Day is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and build their confidence in 
learning English. There were different activities, 
including English Fun Quiz Competition, Film 
Appreciation and Story Telling. It was a great 
success due to the students' enthusiastic 
involvement which resulted in all the students 
having an amazing time with both the English 
teachers and their classmates.

English Fun Day

一年級主題教學「校園放大鏡」
  為使一年級學生能早日適應新的學校生活，本校於9-10月以「校園放大鏡」為題進行跨學科

課程主題教學，期望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認識周邊的環境和人物，幫助學生適應小學新生活。

成長的天空
正向成長課

小息活動多姿采
  本校提供多項遊樂設施供同學於小

息期間使用，包括：跳繩、呼啦圈、足

球機、小型籃球、躲避盆、摺紙樂……

為同學的校園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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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覺
藝
術

班別 姓名 獲獎月份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6E 李梓豪 8/21 西班牙皇家藝術家協會 2021西班牙國際青少年藝術節（兒童組） 銀獎
5D 羅熊恩 7/21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賽2021西畫（中童組） 銅獎
3B 鄧煒晴 7/21 民建聯 國安有法變革填色比賽 優異

4B 李康晴 9/21
Start Learning HK + Hong 
Kong Kids Talent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花好月圓」兒童填色比賽 優異

4B 李康晴 10/21
International Youth Arts & 
Cultural Centre

第十三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八歲組別 銀獎

普
通
話

班別 姓名 獲獎月份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4C 黎卓儀 11/21

嗇色園
主辦
可藝中學

第25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小四組獨誦 優異

4D 黃卓曦 11/21 第25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小四組獨誦 優異

5C 石軒甄 11/21 第25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小五組獨誦 優異

6E 來玉金靈 11/21 第25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小六組獨誦 優異

6E 黃家榕 11/21 第25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小六組獨誦 優異

6F 盧泳攸 11/21 第25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小六組獨誦 優異

6F 夏俊杰 11/21 第25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小六組獨誦 優異

6F 劉巧怡 11/21 第25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小六組獨誦 優異

1A 陸如茵 10/21

元朗
大會堂

2021全港學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初級組獨誦 銅獎

5D 許筠沂 10/21 2021全港學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高級組獨誦 銀獎

5D 羅熊恩 10/21 2021全港學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高級組獨誦 銅獎

5D 陸靖軒 10/21 2021全港學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高級組獨誦 銀獎

6E 賴橞霖 10/21 2021全港學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高級組獨誦 銅獎

6E 黃家榕 10/21 2021全港學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高級組獨誦 銀獎

6E 蘇彤悅 10/21 2021全港學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高級組獨誦 銀獎

6F 盧泳攸 10/21 2021全港學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高級組獨誦 銅獎

6F 夏俊杰 10/21 2021全港學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高級組獨誦 銅獎

6F 李良聖 10/21 2021全港學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高級組獨誦 銅獎

6F 劉巧怡 10/21 2021全港學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小學高級組獨誦 銅獎

1A 陸如茵 11/21
培生香港

培生朗文2021校際朗誦比賽（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一、二年級 卓越

5D 陸靖軒 11/21 培生朗文2021校際朗誦比賽（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五、六年級 優秀

資
優
教
育

班別 姓名 獲獎月份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6D 張芷蔓 7/21

教育
評議會

才俊飛昇新一代進階課程 進步獎
5D 梁詠昕 7/21 才俊飛昇新一代基礎課程 傑出進步獎
5D 吳芯穎 7/21 才俊飛昇新一代基礎課程 進步獎
5D 黃程樂 7/21 才俊飛昇新一代基礎課程 進步獎
6F 蔡嘉而 11/21 元朗

信義中學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學首選舉 學首獎

6E 游梓維 11/21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學首選舉 優異獎

佛
學

班別 姓名 獲獎月份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6F 伍澄浠 10/21

儒釋道觀
音文化節
籌備委員
會主辦

2021第七屆
觀音文化節
護生徵文比賽
（高小組）

亞軍

S
T
E
M

班別 姓名 獲獎月份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6E 廖皚澄

10/21
香港創新
教育學會

人工智能
編程比賽

季軍6E 徐淑楨

6E 蘇彤悅

（截止17/12/21）

2021-2022年度
學生得獎名單

數
學

班別 姓名 獲獎月份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1A 洪宥寬 10/21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數學智能之第六屆全港數學盃挑戰賽 卓越獎
4D 伍柏丞 12/21 香港資優數學協會 第七屆香港數學挑戰賽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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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球

班別 姓名 獲獎月份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2D 蕭孝言 8/21 Nike Nike Soccer Camps U7 Futsal Fun Day U7碟賽 冠軍

2D 蕭孝言 9/21 洪水橋體育會跳豆教室 2021年屯門區青少年足球邀請賽U8 季軍

網
球

班別 姓名 獲獎月份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2D 王怡 11/21 香港網球總會 Girls'7 & Under Singles Consolation 1st Runner-up

田
徑

班別 姓名 獲獎月份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6D 鄧裔康 11/21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元朗區
小學分會

2021-2022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鉛球比賽 冠軍

5D 羅卓林 11/21 2021-2022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乙組跳遠比賽 殿軍

6B 范銘智 11/21 2021-2022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60米比賽 第五名

6F 吳振航 11/21 2021-2022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跳高比賽 第六名

5B 林裕睿 11/21 2021-2022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乙組跳高比賽 第七名

6C 鄭貝欣 11/21 2021-2022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壘球比賽 第七名

單
車

班別 姓名 獲獎月份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5B 莊子睿 8/21

中國香港
單車總會主辦

2021-2022全港小輪車分齡賽（第一回）男子10-11歲組 亞軍

5B 莊子睿 9/21 2021-2022全港小輪車分齡賽（第二回）男子9-10歲組 冠軍

5B 莊子睿 10/21 2021-2022全港小輪車分齡賽（第三回）男子9-10歲組 冠軍

5B 莊子睿 11/21 2021-2022全港小輪車分齡賽（第四回）男子10-11歲組 冠軍

籃
球

班別 姓名 獲獎月份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6B 范銘智

11/21
明愛元朗
陳震夏
中學

小學籃球
技巧
競技賽

冠軍

6B 黃春榮

6B 張俊希

6D 鄧裔康

6F 吳振航

6B 范銘智

12/21

恩平
工商會
李琳明
中學

「琳明」盃
中學五人
籃球比賽
（男子組）

冠軍

6B 張俊希

6B 魏銘駿

6B 黃春榮

6C 楊文杰

6C 陳凱嘉

6D 鄧裔康

6D 陳梓浩

拉
丁
舞

班別 姓名 獲獎月份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3B 鄧煒晴 7/21
國際少兒
表演藝術
發展公司

第三屆
星藝盃
三人舞

銀獎

3B 鄧煒晴 8/21
First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Young 
Dancers 
Competition 
(Pop Dance)

3rd 
Place

3D 周玥如 10/21
世界舞
星聯合會

東區舞蹈節
錦標賽兒童
青少年solo 
Cha Cha Cha

第三名

舞
蹈

班別 姓名 獲獎月份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5D 羅熊恩 7/21 國際少兒表演
藝術發展公司

2021第三屆星藝盃高小組Jazz Funk/Kpop群舞
金獎及
最佳表演獎

5D 羅熊恩 7/21 2021第三屆星藝盃高小組Jazz Funk/Kpop雙人舞 銀獎

5D 羅熊恩 8/21
Universal Academy 
of Performing Arts

International Young Dancers Competition Pop 
Dance(Age Group 10-12)

亞軍

音
樂

班別 姓名 獲獎月份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3B 李溢翹 7/21 香港賽馬會
香港賽馬會查篤撐兒童粵劇推廣計劃—
第七屆校際兒童粵曲大賽小曲（個人組別）

突出表現獎

德育及
公民教育

班別 姓名 獲獎月份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4D 黃凱祺 11/21 元朗各界協會 元朗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創意填色及繪畫比賽 優異獎

英
文

班別 姓名 獲獎月份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6E 鍾宇軒 9/21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YLE Flyers Reading & Writing, Listening, Speaking 15個盾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