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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度2 2 計- 校3 劃本年2 支

交通︰交通︰
1.	 從元朗港鐵站F出口步行至本校

2.	 乘坐巴士68E於鳳庭苑下車，再步行5

分鐘便抵達學校

3.	 乘坐巴士77K，小巴39、601、602、

603、604、608、623於元朗（鳳翔

路）總站下車，再步行5分鐘便抵達學校

計劃項目 機構
1. 資優教育學校網絡計劃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
2. 「感•創•做」全方位價值承傳計劃（一年級） 教育大同
3. Mindfulness	Matters	青蛙仔課程 佛聯會
4. 小學正念禪修課程 佛聯會
5. 賽馬會「樂天心澄」靜觀校園文化行動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6.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生涯規劃） 香港教育大學
7. 賽馬會數碼「悅」讀計劃 賽馬會
8. 「我的行動承諾」加強版 QEF
9. 優質評核管理認證計劃(QAMAS) 考評局
10. 護脊校園計劃 兒童脊科基金
11. Fun	and	Friends網上學習計劃 Fun	and	Friends
12.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13.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支援計劃 教育局
14. 學校及非政府福利機構太陽能支援計劃 採電學社
15. PLP-R/W計劃 教育局
16. 戲劇教育 專業劇團
17. 生命教育課程（一至六年級）（計劃中） 香港城市大學
18. 「踏出我天地」計劃（平衡車）（一至二年級）（計劃中） QEF
19. 綠在校園計劃（計劃中） QEF
20. 以AI及AR促進STEM教育發展（計劃中） QEF
21. 奇趣IT識多啲—天文全接觸（計劃中）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佛教榮茵學校佛教榮茵學校
Buddhist Wing Yan SchoolBuddhist Wing Yan School

1212



學 校 簡 介

1. 校訓︰明智顯悲1. 校訓︰明智顯悲

2. 辦學宗旨2. 辦學宗旨
本校秉承「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佛教道理，

以學生為本，致力發展基礎教育，發揚慈悲喜捨精神，

提供優良的學習環境，配合愉快的學習氣氛，積極培養

學生的良好品德，建立正確的人生觀。著重實踐，強調

高參與及自我探索的學習經驗，鼓勵活學活用，創意解

難，誘發不同潛能，自我激勵的求學態度，為終身學習

奠下基礎。

3. 核心價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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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學校發展關注事項4. 學校發展關注事項
1.	優化課程發展，提升學習效能。

2.	推動正向教育，營造快樂校園。

獲 獎 紀 錄
以下資料節錄了部分得獎名單，歡迎瀏覽本校網頁獲得最新獲獎資訊。

中
文

班別 姓名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4C 張天盈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2021-2022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三等獎

6E 黃家榕 2021-2022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二等獎
6E 游梓維 2021-2022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一等獎
1B 黃泳楠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73屆校際朗誦節詩詞獨誦—粵語組／女子組						 季軍

英
文

班別 姓名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6E 鍾宇軒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YLE	Flyers	Reading	&	Writing,	Listening,	Speaking 15個盾
6E 游梓維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2D 蕭孝言 殿軍
1D 黃心悅 Pearson 培生朗文迪士尼故事角色演繹大賽 亞軍
4C 孔繁晞

香港學校戲劇節2021/22
香港學校戲劇節2021/22小學英語組
傑出演員獎、傑出影音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

／

4C 李卓洧
4C 蕭曦妍
4D 西本心
5C 謝其益
5D 梁詠昕
5D 陸靖軒
5D 吳芯穎
5D 余博文
6E 李泓融
6E 游梓維
6F 陳慧璇
6F 蔡嘉而
6F 盧泳攸

數
學

班別 姓名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1A 洪宥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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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資優數學協會 第七屆香港數學挑戰賽 一等獎
5C 廖嘉琪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數學智能之第6屆全港數學盃挑戰賽小學五年級 卓越獎
5D 余博文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22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銀獎

普
通
話

班別 姓名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5D 羅熊恩
中華語言藝術研究中心 第13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冠軍

領航教育 領航盃語言才藝表演賽 冠軍

體
育

班別 姓名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6D 鄧裔康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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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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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B 莊子睿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主辦
2021-2022全港小輪車分齡賽

（第二、三、四回）男子9-10歲組
冠軍

6D 鄧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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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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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D 羅熊恩
Universal	Academy	of	
Performing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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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軍

3B 鄧煒晴 SDMF
全港學界舞蹈節—高小獨舞 銀獎
全港學界舞蹈節—高小群舞 銅獎

音
樂

班別 姓名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6E 李泓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74屆校際音樂節鋼琴 銀獎

2D 郭鈺希
2D 王嘉穎
2C 鍾浩麟
3D 李宇凡
3D 周玥如
3B 李溢翹
4D 李紫鈺
5C 鄭珈瑩
5D 黃泳桐
1D 葉慧瑤 第74屆校際音樂節聲樂 銀獎

S
T
E
M

班別 姓名 舉辦單位 獲獎項目 名次

6E 廖皚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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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元
活
動 

得
獎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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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業團隊5. 專業團隊
本校教師師資優良，具備專業知識，充滿教育熱誠。為了致力

提升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本校已實行專科專教之政策，而全體英

文及普通話科老師均已達到語文基準的資格。英文科聘請三名外籍

英語教師及兩名英語教學助理。

教師學歷

教育文憑 學士
碩士、

博士或以上
達英文基準 達普通話基準

100% 96% 38% 100% 100%

6. 班級編制6. 班級編制

年級 P1 P2 P3 P4 P5 P6 總數

班數 6 5 4 4 4 4 27

7. 褓姆車服務7. 褓姆車服務
本校委託褓姆車公司負責接載學生，路線及車費均由褓姆車

公司安排，現有路線如下：洪水橋、天富苑、錦繡花園、米埔、新

田、大棠、西菁街、攸潭尾村、東頭圍、西邊圍、南邊圍、錦上

路、錦安花園、羅屋村、上村等。

學 校 設 施
本校共有課室27個、禮堂1個、操場2個、圖書館1個、特別室4

個（包括PLPR英語閱讀室、STEM	Room、校園電視台、禪修室—

淨心軒）、大型天文望遠鏡、交通安全城、STREAMER	Bus等。

學
校
簡
介

交通安全城交通安全城
STEM	RoomSTEM	Room

淨心軒禪修室淨心軒禪修室
天文設備天文設備

Streamer	BusStreamer	Bus

校園電視台校園電視台

多元智能活動小組多元智能活動小組
為了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本校設立不同類型的活動

小組，讓學生盡展所長。活動包括：編程策劃師、編程小先
鋒、電視台組、籃球訓練班、足球訓練班、羽毛球訓練班、
體操訓練班、乒乓球訓練班、小型網球訓練班、田徑組、排
球組、舞蹈組、拉丁舞組、跆拳道班、小提琴班、鼓樂團、
笛子班、古箏班、英語拼音班、劍橋英文班、英語話劇組、
數學精英研習班、陶藝班、國畫班、科學小偵探等。因應疫
情，本校亦舉辦多個線上興趣班，例如：輕黏土班、STEM
科學班、魔術班、DIY飾物製作班及卡通漫畫班等。

本校開設了不同服務旅團，包括
小童軍、幼童軍、女童軍、香港交通
安全隊、香港紅十字會、升旗隊、公
益少年團及佛教青少年團，目的是讓
學生通過團體活動和學習體驗，以培
養團隊精神和發揮個人潛能，從而訓
練學生的自理能力和責任感，令學生
成為勇於承擔的人。

活

服

動

務

小

旅

組

團

活動多元化    學生顯潛能活動多元化    學生顯潛能

初級籃球班初級籃球班

攀石攀石

高級籃球班高級籃球班

田徑班田徑班

籃球獲獎籃球獲獎

油壁畫油壁畫競技日競技日

香港紅十字會香港紅十字會

女童軍女童軍

女童軍磅書包活動女童軍磅書包活動

升旗隊升旗隊
交通安全隊交通安全隊

幼童軍幼童軍

護脊校園護脊校園
為了守護學生的脊骨健康，本校參加了兒童脊科基金的「護脊校園計劃」，透過護

脊操訓練，提供護脊健康資訊，培養學生護脊的良好習慣。

學生進行護脊操訓練學生進行護脊操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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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學 與 教

政 策
本校將於2022至2023年度調整考試次數，全學年考試次數為三

次，並優化評估政策及整合試卷模式，從而增加學與教時間，鞏固

學生的學習。

本校致力提供優質的全人教育，學校課程配合最新課程發展，

全面推行自主學習，透過多元學習策略、探究學習模式，以及不同

的學科課程發展計劃，善用各方資源，讓學生能自主地經歷探究知

識的歷程。

優化課程展潛能    圓滿正向力育人優化課程展潛能    圓滿正向力育人

透過專家分
享，

透過專家分
享，

推廣閱讀的
心得。

推廣閱讀的
心得。

透過編程
學習，

透過編程
學習，

培養學生
運算思維

能力。

培養學生
運算思維

能力。

利用VR技術與裝置，帶領
利用VR技術與裝置，帶領學生進行不同的體驗學習。
學生進行不同的體驗學習。

學生運用STEM的學習學生運用STEM的學習
策略，完成科研任務。策略，完成科研任務。

運用資訊科
技，

運用資訊科
技，

提升學生自
學能力。

提升學生自
學能力。

透過英語活動日，
透過英語活動日，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

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透過專家支援，透過專家支援，
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

透過體育競技活動，發掘學生的潛能
。

透過體育競技活動，發掘學生的潛能
。

本校資優教育由2004年發展至今，課程涵蓋多個範疇，包括有：語文、STEAM、

天文、藝術、體育等，除積極為高能力學生提供適切課程及比賽外，我們多年來推行資

優普及化，使所有學生都有機會接受高階課程，啟發他們的潛能。

資 優 教 育

德
育
課
程 

資
優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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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一直致力推動環保教育工作，希望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讓學生

明白要珍惜地球有限的資源。本年度更邀請到女性最快登上珠穆朗瑪峰頂

紀錄保持者—曾燕紅老師，到校分享攀登時的驚險旅程，藉此提升同學

對氣候變化的關注。

本校的天文課程已發展多年，學生從一年級進入流

動星象館學習基本天文知識，以至高年級學生參與校外

的天文課程，均能提升學生對天文知識的興趣，讓學生

對天文氣象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校積極發展STEM教育，透過STEM學習日，

讓學生學習日常生活中的科學，了解生活離不開科

學探究與實踐。同時，為了讓學生運用及鞏固學科

知識，本校更參加了「促進香港小學STEM教育的

跨學科教學法」計劃，以Micro:bit探究環保問題。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香港環保卓越計劃——
界別卓越獎（小學組）界別卓越獎（小學組）

學生學習使用天文望遠鏡學生學習使用天文望遠鏡學生在流動星象
館內學習

學生在流動星象
館內學習 師生們在流動星象館前合照

師生們在流動星象館前合照

昆蟲植物生長觀察器昆蟲植物生長觀察器 四年級學
生製作

四年級學
生製作

《電風扇
推動探究

跑車》

《電風扇
推動探究

跑車》

課
程
特
色

學校著重學生的全人發展及品格培養，透過不同的正規或非正規課程及活

動，希望學生能成為一位具遠見、有素質的良好公民，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德

公組及資優教育組合辦「香港人的驕傲系列」，分別邀請了「奧運獎牌得主蘇慧

音小姐」及「女性最快登上珠穆朗瑪峰頂紀錄保持者曾燕紅老師」到校分享，藉

此勉勵同學要有不屈不撓的堅毅精神，即使在逆境中也要嘗試克服困難，勇於面

對前路各種的挑戰。

德 育 課 程

德育講座德育講座

曾燕紅老師到校與學生分享
曾燕紅老師到校與學生分享

敦煌新加坡V
R環保考察之

旅
敦煌新加坡V

R環保考察之
旅

奧運獎牌得主蘇慧音奧運獎牌得主蘇慧音

小姐與本校學生合照小姐與本校學生合照

於中國文化日書寫心經
於中國文化日書寫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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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 ClubDrama Club
The Drama Club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at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this year. These include: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9 students)
	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Miss Lam, 

Miss Lai, Miss Chu, Miss Lau)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Miss Lam)
	Award for Outstanding Audio-visual Effects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This year, 14 elite pupils from P.4 to P.6 were 
selected to join the Drama Club. From October 
to March, they were given intensive training in 
performing an English drama on Zoom. It was 
really a new challenge during the difficult time of 
the pandemic.

Despite the limitations of a performance on 
Zoom, our little actors and actresses performed 
professionally throughout. The interaction, 
passion and effort of our team were highly 
appreciated by the adjudicators.  

正 向 教 育

正向教育是本校的發展計劃重點之一，透

過藝術推動正向教育，讓學生從自己創作的作品

中，感受幸福感的泉源。同時，在藝術治療師的

帶領下，讓學生邁向「正向人生」。

幸福的藝術幸福的藝術

Drama Education

全 習習方 活專位 動題學 研

專題研習為學校課程發展四個關鍵項目之一，課程設計目的在於發揮學生自

主學習精神，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態度，學生更可以透過專題研

習主動建構知識，擴闊視野。

課程設計打破學科的界限，訓練學生以專題研習為工具，發揮研習、批判性

思維及解難能力，我們會因應不同的級別，有系統地發展學生不同的學習技能和

能力，如資料蒐集的方法、資料的篩選、提問的技巧、數據的處理等，從而培養

學生自學能力，發揮自學精神。

各年級專題研習主題：各年級專題研習主題：

年級 研習主題

一 水果小偵探

二 玩具達人

三 運動達人

四 地球守護者

五 綠色飲食達人

六 綠色公民

學生自主學習    發展多元潛能學生自主學習    發展多元潛能

P1水果小偵探P1水果小偵探

P2玩具達人P2玩具達人P3運動達人P3運動達人

P4地球守
護者

P4地球守
護者 P5綠色飲食達人P5綠色飲食達人

P6綠色公民P6綠色公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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