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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植偉先生 梁何義梅居士

捐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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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校碑記

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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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訓「覺、正、行、儀」淺釋

            藉著佛化教育，使學生能如實地覺悟自己本來具備清淨高尚的本質，知所分辨，去惡向善。

「正」﹕學生透過覺悟，令思想純潔正確，不受邪惡痴迷誘惑，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行」﹕以純正的思想，指導自己的說話和行為，言行自然端正，養成正大光明的品行。

「儀」﹕學生因思想純正、言語和順、行為合理、誠懇有禮，生活表現自然，合符儀範法則， 

成為社會一個良好公民。

「覺」：

辦學宗旨

本校以「覺正行儀」為校訓，辦學使命是要培養學生正知正見，要求學生勵志學行。本著

佛陀教化精神，在傳授學科知識外，同時協助學生認識佛理，建立正確人生觀，開拓世界視

野，具備良好品德操守，俾能日後貢獻社會、造福人群，以達佛化教育目標。

校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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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難得，佛法難聞，迷人口念，智者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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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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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化人心，淨化世界，是佛教徒的神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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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香
海
正
覺
蓮
社
佛
教
梁
植
偉
中
學
三
十
周
年
校
慶

春
風
化
雨 

校

董

何

巧

嬋

敬

題

佛
曆
二
五
六
一
︵
二
零
一
七
︶
年
秋
吉
日

香
海
正
覺
蓮
社
佛
教
梁
植
偉
中
學
三
十
周
年
校
慶

廣
植
桃
李

校

董

陳

明

智

敬

題

佛
曆
二
五
六
一
︵
二
零
一
七
︶
年
秋
吉
日

香
海
正
覺
蓮
社
佛
教
梁
植
偉
中
學
三
十
周
年
校
慶

培
賢
育
德

校

董

劉

啟

智

敬

題

佛
曆
二
五
六
一
︵
二
零
一
七
︶
年
秋
吉
日

香
海
正
覺
蓮
社
佛
教
梁
植
偉
中
學
三
十
周
年
校
慶

作
育
英
才

校

董

吳

麗

芬

敬

題

佛
曆
二
五
六
一
︵
二
零
一
七
︶
年
秋
吉
日

潤
物
無
聲



15

香
海
正
覺
蓮
社
佛
教
梁
植
偉
中
學
三
十
周
年
校
慶

慈
悲
顯
愛  

校

董

黃

文

漢

敬

題

佛
曆
二
五
六
一
︵
二
零
一
七
︶
年
秋
吉
日

香
海
正
覺
蓮
社
佛
教
梁
植
偉
中
學
三
十
周
年
校
慶

樹
人
樹
德

校

董

李

年

就

敬

題

佛
曆
二
五
六
一
︵
二
零
一
七
︶
年
秋
吉
日

香
海
正
覺
蓮
社
佛
教
梁
植
偉
中
學
三
十
周
年
校
慶

青
苗
廣
育  

校

董

梁

玉

燕

敬

題

佛
曆
二
五
六
一
︵
二
零
一
七
︶
年
秋
吉
日

身
教
言
傳

啟
智
弘
德

香
海
正
覺
蓮
社
佛
教
梁
植
偉
中
學
三
十
周
年
校
慶

培
德
育
才

校
董
詹
子
龍
敬
題

佛
曆
二
五
六
一
︵
二
零
一
七
︶
年
秋
吉
日

身為佛教徒，一定要在戒、定、慧三方面下功夫，自覺覺他，自利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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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我們佛弟子時刻牢記心間，並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行解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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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永遠榮譽校監覺光大長老

常懷感恩是人類一種崇高的情操，亦是一

種美好的生活方式。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

中學在慶祝建校三十周年這盛典中，我們不得

不由衷地對我們學校的創辦人，我們的永遠榮

譽校監覺光大長老致以無限的感恩，因為有了

這一位以推行佛化教育青年為己任的香海正覺

蓮社創社社長在三十年前，以篳路藍縷，興學

育才的精神與毅力開創了蓮社主辦的第一間中

學，這樣才有佛教梁植偉中學。覺光大長老在

我校擔任校監十多年來，不辭勞苦，對學校各

方面發展，時刻關注，也造成了今天我們學校

在進德修業方面有著自他肯定的成就。

我 們 對 永 遠 榮 譽 校 監 存 有 一 份 真 摯 的 感

恩，崇高的敬意，相信當中可能會有更多人想

更多認識這位行可為世範，言能化惑啟蒙的大

長老，從而向他學習。

覺光大長老於1919年在東北遼寧營口虎莊

鎮出生，俗家姓谷，名成海，他上有兄姊，下

有小妹，父親經常在外營商，母親在家照顧家

翁和四個孩子。大長老未出生前，他的母親懷

他在胎裏已長期茹素，大長老生來便是個「胎

裏素」，所謂非常人便有非常表現，是個真正

體現佛教慈悲不殺的素食者。

由於母親是虔誠佛教徒，大長老九歲時便跟

隨了到虎莊化緣的青一和尚到上海海潮寺剃度成

小沙彌，法名安童。兩年後，十一歲的安童到了

寧波天童寺，由於他未滿二十歲按律不能受戒，

授戒師圓瑛老和尚獨具慧眼，知大長老他日必

成為佛門龍象，便破例准他登壇受戒，並賜法名 

為「覺光」。覺光大長老異日果人如其名，以正

覺之光，燃亮自己，光照他人。

其後圓瑛老和尚送覺光大長老到寧波觀宗

寺受教於天台宗第四十四代法嗣寶靜大師。大

長老於觀宗寺精勤修學，數年間便從就讀基礎

的戒律院，漸次升讀研究院，不旋踵僅三年再

升學弘法院，這時大長老才年屆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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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3 9 年 寶 靜 大 師 於 香 港 荃 灣 創 

建「弘法精舍」培育弘法人才，大師在

寧波徵集年青學僧到港修學，覺光大長

老便是大師指定其中的一人。翌年日軍

侵港，精舍迫於停辦，在港的學僧大都

返回寧波，大師獨留覺光大長老一人，

安置於粉嶺靜廬，經常向他講解天台教

義，覺光大長老領悟力強，學業猛進，

終得寶靜大師認可，傳付天台教觀第四

十六代法嗣，法名「起本」，嗣此覺光

大長老常以光大天台，丕振宗風自為策

勵。及後上世紀八十年代覺光大長老於

粉嶺靜廬原址興建了寶公紀念堂，及莊

嚴 宏 偉 的 香 港 觀 宗 寺 ， 重 振 寧 波 觀 宗

寺教觀宗風。大長老任住持多年後，於

2 0 1 0 年 特 選 年 青 有 為 的 法 師 宏 明 大 和

尚為方丈，自任法住和尚，為使弘法寺

務，與日俱進更新。

1942年覺光大長老因日軍佔港，於是避走國內。先在廣東韶關南華寺見過虛雲老和

尚，其後展轉到廣西桂平西山龍華寺，其寺住持是德學俱尊的高僧巨贊法師，大長老獲

邀任監院，兩位大德，意氣相投，同弘正法足三年。

1945年香港光復，覺光大長老以法緣在此，便決定返港積極從事弘法利生工作。弘

法方面覺光大長老在這年創立了「教演天台，行宗淨土」為旨趣的香海正覺蓮社，親任

社長，指導善信正信佛教，領眾老實念佛，使獲法益，又參加了重組香港佛教聯合會工

作。利生方面大長老極其重視造福群眾，服務社會，開展了蓮社安老教育，慈善濟助，

推廣文化等事功。

愛護香港，關懷祖國、放眼世界是大長老一向的行事作風。大長老曾為港人做了很多

為人稱道的事，但大長老本人卻從不居功。最為人樂道的莫過於長老為港人爭取佛誕節

成為法定公眾假期；從1961年發起申請開始，到1999年方得落實，其中經歷有多難堪，

大長老卻一一承受了。

四無量心，無量兩字，就是沒有邊際的，也沒有人我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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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光大長老愛港愛國，為香港平穩過渡

回歸祖國也盡了很大努力。1984年他出席北

京聯合聲明簽署儀式。1985年任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起草委會委員。1992年獲國務院

聘任為香港過渡時期港事顧問。1995年出任

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1997年7月1日大

長老在香港大球場主持了香港佛教界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一個莊嚴的法會。

    

佛教界以至其他的宗教人士均認同他的

遠大眼光，廣闊胸懷，大長老在港與六宗教組成了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同為港人共謀

福祉。大長老曾多次參加了世界各地佛教界組織發起的活動，並曾率領代表團出席了世界

佛教論壇。

為了表彰大長老對香港社會有重大貢獻及積極參與公益事業，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首長曾

蔭權先生2007年向大長老頒發金紫荊星章(GBS)。於2013年又獲頒大紫荊勳勲章GBM。大長老

對於佛法有高深見解，對弘佛有卓越貢獻，蜚聲中外，1996年獲泰國國立朱拉隆功大學頒授

社會學榮譽博士學位。大長老對這應獲的榮銜卻不自以為功，總是自謙為佛教四眾同人的成 

就所至。

「將此深心奉塵剎勲，是則名為報佛恩。」、「身為佛子，當承佛事。」是大長老視為終

身志業的圭臬，他真的做到了。我們稱永遠榮譽校監為大長老，不是諛詞，實是尊崇欽敬，

在佛教來說「大」就是自體寬廣，周遍包含多、勝、妙、不可思議，長老就是年高德劭的長

者。今年適值大長老圓寂三周年，又是我校建校三十周年的日子，我校全體員生當以無限的

感恩心懷記大長老對我校諄諄訓誨的初心，亦當莫失莫忘為學校創出更光輝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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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海正覺蓮社

簡介
香海正覺蓮社自一九四五年創立以來，即由覺光法師出任社長一職，

以弘法利生為宗旨，結集社友講經學佛，其後因為社會的轉變及因緣成

熟，漸演變為一間興辦安老、教育、濟助服務之慈善機構。今天的香海正

覺蓮社，屬下有著：安老院一間、護理安老院兩間、護養院一間。耆英康

樂中心兩間；中學三間、小學四間、特殊教育學校一間、幼稚園三間與及

慈善基金會，青少年團等。對於佛教事業之推動，可謂不遺餘力。

經歷七十二載，香海正覺蓮社於扶老育幼方面，著實貢獻良多。目前

的蓮社，已是一間服務三千名長者及培育近萬多學子之佛教慈善機構。這

些成就，除得到佛力加庇外，創社社長覺公上人及現任社長宏明大和尚領

導有方，亦屬居功至偉。

佛教徒所想所行的﹕深信因果，實行慈悲，啟發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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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黃金時代的同學們有機會

在佛教學校接受佛法薰陶，實在十

分難得。但當我們逐漸長大，在生

活和工作的壓力下，我們能怎樣繼

續 秉 持 佛 法 呢 ？ 適 逢 三 十 周 年 校

慶，香海正覺蓮社社長宏明大和尚

便藉此教導同學如何在生活中實踐

佛理，並與我們一同懷念永遠榮譽

校監 — 覺公上人。

不經不覺，佛梁已經三十而立，為社會培育了不少人材，但佛梁的宗旨不單是為了

傳授知識，更希望為莘莘學子提供全人教育，培養良好品德。誠如宏明大和尚所言：「

成材容易，成人難」，要學好知識成為人材並非難事，但要成為才德兼備的人卻很難。

法師提醒我們在成長階段要謹記三點：一、控制情緒，自我調節；二、建立自信，了

解自己；三、獨立思考，反省不足。我們一聽可不得了，這不就是同學急需改善的地方

嗎？我們不是很容易便鬧情緒嗎？在校內班內不是經常隱藏自己，生怕被老師分派工

作？我們也不是經常人云亦云嗎？法師只是寥寥數語便將一眾年青人的問題歸納起來，

更提供了改進方向！於是當下我們更專心記下法師的一言一語。

自我反省　明辨對錯

佛梁多年來一直很重視品德培育，在法師眼中，佛梁的同學大都斯文有禮，大方得

體，這是佛梁的優良傳統，是我們廣受讚譽的良好形象。佛梁輔以佛法薰陶，既給同學

個人成長的空間，又一路帶領同學走上正途；但是當有一天我們脫離了學校的保護，便

會遇上很多難以想像的難處，為免同學迷途，法師特意語重心長地囑咐我們：「個人在

青少年階段相對單純，但將來踏入複雜的社會便有許多不同的挑戰，那時同學們更要堅

守佛法，懂得明辨對錯，也要與人互相包容，這樣社會才能循正途進步。」我們知道，

在現實社會中必然遇到很多誘惑和試煉，稍一不慎，輕則浪費時間，重則抱憾終生；幸

而在佛梁的六年，為我們奠下了對抗誘惑基礎，給予我們面對挫敗的勇氣，我們堅信，

從佛梁出來的學生，未必個個都是社會精英，但必定是有所貢獻的好人！

佛理就在生活中 ─

香海正覺蓮社社長宏明大和尚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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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畢業生在校內深受佛法薰陶，但他們往往覺得踏入社會後便難以實踐佛理，有時

候生活的艱難和迷惘，讓我們漸漸忘記在佛學堂上學過的道理，但法師指出：「所謂佛

在人間，佛教教導我們的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只要我們不斷自我調節、自我反省，其實

分分秒秒都可以實踐佛理。」現代人講求成績，追求智慧，法師強調，佛教所追求的智

慧不是小聰明，而是大智慧，我們生活在社會，並非獨立的個體，所謂大智慧就是要有

慈悲心和歷史感，培養家國情懷，使生命更加飽滿。無論在環境順逆，我們也要懂得調

節心情，獨立思考，只要我們在中學階段建立好學問和道德基礎，將來便能自然利用佛

理解決問題。那一刻，我們似乎有點領會：毋須刻意實踐佛理，既然佛在人間，日後生

活應當處處皆是修行，今天把需要的基礎融入血液中，明天無論遇到甚麼事情，鎮定不

驚，佛理自然能在生活中實踐開來。

以智慧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佛理

念．覺祈頌吉祥大會主題曲 ─ 〈念覺〉是由

法師填詞，歌名原來有兩層意思在其中。第一個

是 紀 念 、 讚 頌 香 海 正 覺 蓮 社 社 長 覺 光 大 長 老 的

「正覺精神」，歌詞提到大長老的教育理念，希

望通過歌詞宣揚他生前對香港、對佛教的功績；

而歌詞的第二層意思則跟佛教道理有關，念覺有

「念念覺悟」的意思，所謂「念念覺悟」，意指

我們每一刻都可以覺悟，一念覺，一念佛，念念

覺，念念佛，學懂把慾望放下，保持清淨平和的

心境，覺悟絕非如想像中困難。現代人實在太多

慾望了，這刻想換電話，下一刻便想要新書包，

慾望無窮無盡，如果我們能決心放下慾望，我想

一定能夠找到真正的快樂。另外，歌詞也有提及

到慈悲和利他精神，當中一句：「身影雲天外，

念覺覺念在」便正正把這種精神展現出來。人的

肉身有限，總不會長時間停留在人間，但我們只

要能在心中建立一種道德精神，保持覺念，便能

永遠與佛同在，活出佛陀。的確，人太不捨自己

的 肉 身 了 ， 其 實 精 神 的 覺 悟 才 能 帶 我 們 走 到 永

遠，看來我們也要回去多聽幾遍這首歌，細味當

中的佛理。

填寫〈念覺〉的心路歷程

聽畢宏明大和尚的開示後，才明白原來佛法就在我們身邊，好好地做人和生活，就

是在好好地學習和實踐佛理，一切並不如我們所想那般遙不可及；當然，我們無法避免

日後的逆境與挫折，也不難預想到面對諸般困難時的無力與不甘，但是，我們可以在今

日好好地從內到外修養自己，待到將來，可以平靜面對生活的一切！很高興法師與我們

開示的一席話，讓我們能夠認真思考人生的路向，但願大家在迷惘之時都能想起這篇文

章，無論遇到甚麼事情，都懂得調節心情，整裝過後，又能重新出發。

後記

6A 黃淦楠 

為佛教，我們要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努力開創多元空間； 

為眾生，我們要積極促進社會和諧，持續推動世界和平。



24

傳承和轉變 11年的見證 ─

何國榮校監專訪
何國榮校監在一次機緣巧合下，收到

覺光大長老的邀請信，參加了一次蓮社活

動，從此與教育事業結緣，積極參與不

同的義務工作；覺光大長老認可何校監多

年的努力，於是把佛梁校監的重任託付給

他。就任以來，每當佛梁舉辦大型活動，

何校監總會撥冗蒞臨，轉眼十一年，他見

證了佛梁的轉變和學生的成長，也陪伴佛

梁走上軌道和安定。適逢佛梁踏入三十周

年，我們誠邀何校監接受專訪，並拍攝短

片，為佛梁送上祝福。

何校監在任已有十一年之多，他對佛

梁以至佛梁的學生均有深刻印象。他特地

跟我們說，2012年的運動會是歷年以來最

難忘的一次：當天校監應邀出席閉幕禮，

可惜天公不做美，在準備致辭之際突然下

起大雨，校監、校長及嘉賓都暫到帳篷避

雨，惟制服團隊仍然緊守崗位，沒有絲毫

動搖；看到同學紀律嚴明，何校監與嘉賓

也一致讚賞，校監對此更十分欣慰，認為

學生受教之餘，老師的教導也很出色。

難忘一刻

佛梁校風純樸，學生稟性良實，能堅

持至今，何校監就認為是老、中、青三代

老師努力的成果，他提及，從陳明智校

長到趙淑媚校長，三十年間有不少新血注

入，人才輩出，資深老師帶領新晉教師，

大家各展所長，互相扶持，攜手合作，使

各項教育事務有條不紊地進行著；老師

能夠專心教導，同學自然獲益更多。看到

令人欣喜的「三代同堂」，何校監深感寬

慰，並希望這份根基深厚的佛梁精神得以

貫徹始終，薪火相傳。

三代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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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監經常進出佛梁，對校園認識頗深，想來必定有一個他最欣賞的地方，於是

我們便問他，最喜歡佛梁的哪個角落？「宗教室和一樓藝廊！」何校監語氣肯定地

回答！宗教室的設計既摩登又不失莊嚴，令人想到慈山寺，何校監強調，在設計上

加入新穎元素，更能吸引年輕新一代主動接觸源遠流長的佛教，宗教室可說是成功

把佛化教育融入了校園生活。談及一樓的藝廊，校監也不乏讚賞，因為這裡呈現的

又是另一番景象：走廊旁邊以佛梁學生的布畫設計及視藝科作品作點綴，展示同學

努力的成果，讓同學感受到他們在佛梁留下的每一道印記。

何校監從藝廊聯想到學生福祉，他特地提到，希望政府能夠投放更多教育資金

在學校建設上，使學生在與時並進的教學環境和佛法的薰陶下，能夠勇於表現自

己，增加對學習的信心，並時時審視自己為人處世的態度。

最愛角落 ─ 宗教室與藝廊

在何校監眼中，佛梁學生的形象十分鮮明，一向乖巧、聽話和善良，且頗有責

任心，他希望同學能努力維持，並且身體力行，把這風氣一直承傳下去。校監對同

學的品德讚譽有加，也不忘語重心長地提到學習，他說：「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

退，我們應力爭上游，不要驕傲自滿；有沒有在頒獎禮得獎並不重要，只要盡力做

好，問心無愧便是了。」校監的情真意切，我們確切感受得到。他續說：「當然，

我希望佛梁能夠多出幾個八優，十優狀元；同學又能不斷成長，在文憑試中考獲好

成績，更多人考上大學，然後貢獻社會，為學校增光。」他更開玩笑般道：「希望

有天打開電視能看到佛梁同學的蹤影！」

此外，何校監更表達了他最大的願望：「佛梁能夠出名當然是大大的好事，但更

重要的卻是同學能夠一輩子記得佛梁，記得她的好、記得學到的一切教誨。我希望每

名畢業生都能夠抽空回校協助師弟妹的學業，替他們補課，傳承佛梁精神！若能如

此，我為自己作為佛梁校監的而感到自豪。」除了何校監，我們相信，每一位同學也

會為「佛梁學生」的身份而自豪的！

金石良言

專訪在一片笑聲下結束，我們深深

體會到校監「敬業樂業」的精神。十一

年間，他親力親為、不求回報，只要自

己能堅持，他便不遺餘力地管理學校的

大小事務；看到佛梁不斷進步，對校監

來說，大概已是最大的回報吧！所以，

我們應要緊記何校監的訓示，做個有責

任心的人，堅守崗位，尊重工作，做事

不要半途而廢，盡力而為，問心無愧。

後記

5A 吳浩乾 5A 吳沅蓉

當人的思想見解、心理意識、身體行為、言語表現、職業志向都達至和諧， 

即能除滅痛苦煩惱，走上美滿中正之道，獲得人生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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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佛梁 放眼世界 ─ 梁紹安校董MH專訪
佛梁校舍雖小，但有許多角落都各有特色，例如設備先進的校園電視台、藝術氣息濃

厚的藝廊、樸實優雅的宗教室等。我們得以在這優質的校園學習，不得不感謝梁氏家族的

捐助。趁著本校三十周年盛典，我們特意走訪捐辦人梁氏家族的後人─梁紹安校董MH，

了解一下梁氏家族何以如此關顧佛梁，梁校董又對我們有何寄語？

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梁校董，心裡不

免戰戰兢兢，但梁校董親切的笑容和問

候，卻為我們減輕了不少壓力，原來梁

校董並非如想像中遙不可及的。我們很

有 興 趣 知 道 ， 作 為 捐 辦 人 梁 氏 家 族 的

後 人 梁 校 董 希 望 佛 梁 成 為 一 間 怎 樣 的

學校。梁校董笑著說：「我希望佛梁像

家一樣，老師就像父母，同學們就是兄

弟姊妹，互相關愛，互相扶持。我很高

興這三十年來，經過幾位校長盡心盡力

佛梁猶如大家庭

除了融洽的師生關係，梁校董還十分欣賞我

們純樸的校風。他說：「我最欣賞佛梁純樸的校

風。可能學校有佛教背景，同學們都受著導人向

善的佛教薰陶，所以大都斯文有禮，大方得體。

」當然，佛梁仍有可以改進的地方，梁校董便提

了其中一點：「佛梁同學的體育表現似乎仍有不

少改進空間。」沒辦法吧，佛梁的老師都很落力

補課，同學們又怎會有時間作體育訓練呢！如果

學校能舉辦一個師生競技日，相信必定提升大家

的運動水平，同學也一定很期待與老師競技。

校風純樸　師生團結

的經營，佛梁確實像家一樣。」我們還以為作為校董，當然以學校成績為先，梁校董續

說：「成績固然重要，但人有許多事情比讀書更加重要。在中學時期，我們仍能保持純

真的心，與人坦誠相處，身邊的同學就是一生最好的朋友。踏入社會之後，礙於利益問

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未必如中學時期那麼單純，所以我很重視同學在校園的生活，希

望大家除了學習之外，更能珍惜身邊的朋友和老師。」的確，在佛梁最深刻的經歷莫過

於身邊有一班好同學、好老師，當我們遇到難關、挫折，他們總會在我們身邊鼓勵和勸

勉，這一點一滴，就如梁校董所言，畢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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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同學，梁校董滿臉期待地說：「我希望佛梁同學都能

做有用的人，一個盡責的社會公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根，我

們的根就是中國，不單是佛梁的同學，其實香港人都要放眼世

界，不要只把目光放在香港，因為香港只是彈丸之地，世界才

是讓我們發亮的大舞台。」可能我們大部份同學都在屯門長

大，莫說遊歷世界，就算是香港的其他地方也沒有太多機會踏

足。幸好近年學校舉辦了各種交流團，好讓我們北望神州，放

眼世界，難怪身旁的校長也叮囑同學要把握機會，多參與不同

的交流團，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擴闊眼界。

寄語同學放眼世界

眾所周知，梁校董十分熱衷公益事業，於2015至2016年間擔任樂善堂主席，至今仍

一直擔任常務總理。與此同時，他擔任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總區副會長、社區參與

助更生委員會委員、關顧更生人士會副主席、中國香港龍舟總會副會長、九龍地域校長

聯會會長及多間學校的校監和校董等，也熱心參與多個青少年制服團體，包括香港航空

青年團、九龍城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西九龍護青委員會會長、南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

會長，可見梁校董關心社會，並致力推廣社會服務、體育、教育和青少年發展。究竟為

何梁校董如此熱衷公益事務？想不到他如此雀躍地說：「這個問題最簡單，因為可以有

更多接觸年青人的機會，以保持心境年輕。其實成年人應該多與青少年溝通，既可與他

熱心參與公益事業

這次訪問讓我們印象最深的是梁校董的風

趣幽默，他得悉我們喜歡唱歌的時候還邀請我

們在三十周年校慶聚餐表演，實在讓我們受寵

若驚。不過我們最大的得著莫過於了解到梁校

董對教育的堅持和願景，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他

對佛梁的疼愛和寄望，希望佛梁的同學切勿辜

負梁校董及梁氏家族對佛梁的厚愛，為佛梁、

為社會盡力讀好書，成為有貢獻的人吧！

後記

6A 林穎彤 6A 唐綽穎

們分享自己的經驗，又可在他們身上學習新

知識。例如現在流行的STEM便展現了年青

人許多天馬行空的意念，這是社會進步的動

力 。 」 對 於 社 會 發 展 ， 梁 校 董 一 直 不 遺 餘

力，是我們學習的榜樣。說來慚愧，作為年

輕人的我們經常嫌棄長輩囉唆，其實，他們

的 人 生 經 歷 不 就 是 我 們 的 明 燈 嗎 ？ 聽 畢 梁

校董的分享，看來我們也要多請教身邊的長

輩，與他們一起努力貢獻社群。

一個宗教信仰自由、多元文化並存而又崇尚倫理道德的社會，它的前景必定光明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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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與佛 ─ 果德法師專訪

果德法師與我校結緣三十年，我們藉此機會訪問她對佛梁的感受。在談話當中，我們

發現果德法師反覆提及「品德」二字，可見她非常注重品德培養。

問到果德法師對教育的看法，她說：「誠如蓮社的一貫作風，我希望學生能具有良

好高尚的品德。我期望蓮社屬下的學校可以積極培養學生正確的品格，而最重要的是要

教導他們學會尊重自己、尊重他人，並培養積極的人生觀及進取精神。」我校除了著重

傳授學科知識外，還教導我們要培養良好的品德修養。不論現在或是日後踏足社會時，

個人的品德修養都對我們極其重要，無論你的學歷有多好，若然沒有良好的品德修養，

別人又怎能信任你能妥善履行職責呢？所以我們應該從小培養品德修養，日後方可在

社會立足，倘若尚未完備，就要把握現在努力改善了，但我們相信佛梁的同學都是有品

德、有修養的人。

培養良好品德修養

果德法師亦提及：「『覺正行儀』是我們的校訓，我期盼同學能做到覺正行儀的教

理，同時遵行佛陀的教誨，透過佛陀的道理更透徹地了解人生。」沒錯，佛陀的道理能

教導我們正確的處事態度，同時建立正確的人生觀。佛化教育能幫助我們如實地覺悟自

己清淨高尚的本質，知所分辨，去惡向善。我們亦能從中實踐佛陀的正見、正思想、正

精進、正念和正命，生命教育是重要的學習，要不斷學習、不斷進步，成為社會上的棟

樑，達至德智全美，把佛陀的教義發光發大。

宣揚佛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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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問中段，法師問我們：「你們與老師的關係如何？」我們便齊聲點頭回應:「與

老師關係良好，倘若遇到學業上的困難或有壓力時，我們會尋求老師的指導，老師亦會

給我們一些建議。」法師笑言：「老師與學生的關係真的很重要，你們要好好珍惜。」無

可否認，一所學校成功與否，是有賴校長、老師及同學一起努力的。我們在校三年多，

看到老師不斷優化教學方法，他們攜手合作，構思許多新穎的教學方法，如以「虛擬實

境」輔助教學，令同學們能更清楚瞭解書上所學，同時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既然老師

們那麼用心教學，我們身為學生，亦有責任去把老師所教的學以致用，並在公開考試中

取得佳績，以報答老師栽培之恩。我想，在文憑試中取得好成績，繼而升讀大學，是對

老師的最大回報，他們也會因此感到欣慰吧！即使他日畢業後，也要常回校探望老師，

永遠不會忘記母校的恩惠。

佛梁師生的情與義

話題一轉，果德法師好奇地反問我們：「今年佛梁三十周年，你們對學校又有甚麼

感受嗎？」我們頓時呆了呆，之後連忙回答道：「感受當然有很多！」雖說我們就讀佛

梁只有短短三年，但對學校卻有數之不盡的回憶和心聲，也為身為佛梁學生感到驕傲和

光榮。不只我們，就連家長及區內的街坊也對佛梁充滿信心，讚不絕口。法師會心一

笑地說：「這是我最喜歡的答案，有些學生對母校沒有歸屬感，在讀書期間也不會學習

得愉快。」我們點頭贊同，大家都明白讀書是辛苦的，學生需要認同自己是學校的一分

子，才能團結在一起一同學習。法師其後提及說：「只要佛梁的同學能做到尊師重道、

力求進步、不斷完善、互相敬重、互相關愛、孝敬父母，我就很滿足了。現在的小孩子

都不聽從父母的話，如果能明白佛陀的教義，並懂得學以致用，那就更令我歡喜了。」

她再次強調，學生勤力讀書當然好，但同時切記要保持良好的品德。因此我們也承諾會

謹記果德法師的開示，做個有品德修養的人，在平日謹守尊師重道、孝敬父母，繼而努

力實踐佛陀的教導，宣揚佛法。

寄語同學尊師重道

果德法師實在是一位和藹可親，關心學生的長者，與她一席話，就好像聆聽家中長

輩的教誨，語重心長，慈祥動聽。言談間，我們深深感受到她對教育的堅持，也感受到

她對我們佛梁的愛護，希望大家都能謹遵果德法師的教誨，做個有品德的人，還要永遠

珍惜我們的母校─「佛梁」。

後記

4A 吳彥婷　4A 夏綽敏

無論社會如何地發展和進步，尊敬先人，慎終追遠，思親報恩的傳統， 

以及提倡行善積福的美德永遠都不能忘記。



校監

何國榮居士

校董

宏明大和尚

陳明智居士

高佩璇居士

果德法師

劉啟智居士

梁紹安居士

校董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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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永昌居士

李年就居士

梁玉燕女士

趙淑媚博士黃秀儀女士

何巧嬋居士

吳麗芬居士

黃文漢先生

霍兆霖先生 詹子龍先生

念佛一法，就是以淨念消滅雜念，直至雜念淨念俱不存時，當下就是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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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紀要

1987-1997

佛曆 2531年(1987)

第一次校務會議。

第一次校董會會議。

接收校舍，由校監覺光大長老及校董何忠全居士、區潔名居士主持。

佛青團成立。成為香港佛教聯合會佛青團第28團。

佛曆 2532年(1988)

第一次舉行家長日，校監攜訪客蒞臨。

首次參加全港佛教中學聯合運動，獲冠軍一項、亞軍一項及季軍兩項。

首次參加全港佛教中學詩文朗誦比賽，囊括高級組及初級組冠軍。

梁何義梅居士慨捐七萬元，購置電腦設備，協助行政工作。

首次浴佛典禮，由校監覺光大長老主持。

女童軍 (新界第260隊) 成立暨宣誓典禮，由校監覺光法師主禮，替隊旗降

福，分區總監林雅詩女士主持宣誓、授旗及頒發註冊證，梁泳釗醫生頒發

宣誓證。

首辦「中一迎生日」。

梁泳釗醫生慨捐一萬七千元，資助本校及香海正覺蓮社添置圖文傳真機各

一部，方便通訊。

開幕典禮暨開放日，恭請教育署署長李越挺太平紳士主禮，校監覺光大長

老主持校舍灑淨儀式。

梁何義梅居士暨梁泳釗醫生及梁泳煊校董慨捐三十萬用作獎學基金，並贊

助典禮費用五萬元。

佛曆2533年(1989)

首次加全港中學佛學演講比賽，榮獲高級組冠軍。

第一屆陸運會，假元朗大球場舉行，賽後由教育署屯門分區教育主任何鄭

玲女士主持頒獎。

舉辦「少年警訊滅罪計劃」，頒獎典禮由屯門區警民關係主任黃勵生總督

察主持。

與救世軍蝴蝶邨青少年中心合辦第一屆「升中家長講座」。

佛曆2534年(1990)

首次獲得少年警訊獎勵計劃學校支會全港總冠軍。

梁泳釗醫生及梁泳煊校董贊助校方添置數碼速印機。

<<學校通訊>>創刊。

首次參加屯門區中學田徑錦標賽，獲冠軍兩項、亞軍四項、季軍三項及男

子乙組團體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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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曆2535年(1991)

蟬聯少年警訊獎勵計劃學校支會全港總冠軍。

首次參加全港佛教學校歌唱比賽，榮獲中學組亞軍。

首次獲得屯門區校際籃球比賽男子丙組冠軍。

梁何義梅居士暨梁植偉先生家族慨捐三十萬成立銀樂隊。

參加教育署第一期「學校管理新措施」試驗計劃。

獲教育署及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評選為全港十間推行環境教育傑出學校。

佛曆2536年(1992)

首次參加全港佛教中學排球錦標賽，獲男子組亞軍。

參加東九龍青年商會主辦「社會創見計劃大賞」，榮獲冠軍。

參加由教育署及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合辦之「學界環境保護獎勵計劃」，

榮獲中學組全港季軍，由英國皇儲查里斯王子在港督府內頒獎。

佛曆2537年(1993)

首辦學業成績優異頒獎禮。

首屆學生會成立。

第五次參加香港中學會考，勞國樑同學及李建業同學分別考獲6優1良及4優

3良之優異成績。

參加音統處步操銀樂隊比賽，獲公開組亞軍。

佛曆2538年(1994)

校監覺光大長老及何忠全校董頒發「香海正覺蓮社特別獎金」予勞國樑同

學 及李建業同學。

第一次參加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共有20位同學考入本港各所大學，攻讀

學位課程。

參加校際香港歷史研究報告比賽，獲高級組季軍。

佛曆2539年(1995)

梁何義梅居士慨捐八十萬元，其中「梁植偉紀念獎學金」增添三十萬元，

其餘五十萬元用以贊助安裝全校冷氣機費用。

參加「保持學校清潔專題計劃比賽」，獲選為五間優勝學校之一。

第二次參加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共有18位同學考入本港各所大學，修讀學

位課程。其中勞國樑同學更考獲4科優異之超卓成績，並獲頒發「香海正覺

蓮社金禧紀念特別獎學金」。

皈依大典，由校監覺光大長老主持，共有216位老師和同學參加，盛況空

前。

家長教師會正式成立，由家長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狄志遠議員主禮。

香海正覺蓮社金禧紀念慶祝大會。

李詠敏同學當選為「學生環保大使」，代表香港學界遠赴日本考察。

佛曆2540年(1997)

參加「保持學校清潔專題計劃比賽」，獲選為五間得獎學校之一，甯志剛

老師亦獲頒「環境教育傑出成就獎」。

梁何義梅居士慨捐八十萬，其中二十萬元注入「梁植偉紀念獎學金」，其

餘六十萬元用來增設「語言中心」。

林智耀同學代表香港學界參加「粵榕澳港埠際游泳錦標賽」，榮獲銅牌。

參加步操管樂團比賽，獲中學組冠軍。

大孝終身慕父母，進而孝民族，孝國家，孝一切眾生﹗



學校發展紀要

1997-2007

34

佛曆2541年(1997)

參加「學界環境保護獎勵計劃」，榮獲「學校榮譽獎」及「環境教育傑

出老師成就獎」。

十周年校慶典禮，由教育署副署長關定輝太平紳士主禮。

佛曆2542年(1998)

佛誕第一年成為公眾假期，本校開放禮堂一天，讓附近的街坊蒞臨浴佛，

共沾法喜。

黃月薇及張怡婷同學獲頒傑出香港學界環保大使獎，成為唯一一間連續

三年獲得此項學界環保成就之中學，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亦於頒獎禮中

公開表揚。

甯志剛老師亦獲頒發「AEON吉之島香港傑出環保教師成就獎」，獲邀到

中國中山及馬來西亞作學術教育交流活動。

佛曆2543年(1999)

學生代表前往紅磡香港體育館，參加迎接佛牙儀式。

校監八十華誕，在會展新翼舉辦盛大慶祝會。

佛曆2544年(2000)

連續第五年獲得「學界環保活動獎勵計劃」學校榮譽獎，並得特別表揚，

頒發「學校榮譽獎特別盾」。陳敏璇同學及葉嘉欣同學亦獲得大會頒發學

界傑出學生環保大使獎，為本校奪得學界最多環保獎項的一年。

甯志剛老師獲教育署邀請擔任環境保護工作坊專題講座講者。霍兆霖老

師獲環保會頒發「地下鐵路傑出環保教師獎」，前往新加坡考察，交流

工作經驗。

參加由教育署、環保會、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及中銀集團慈善基金合辦之第

一屆香港綠色學校獎比賽，榮獲中學組亞軍，獲獎現金港幣十萬元，用作

於校內興建環境教育資源中心，促進校內環保教育。

佛曆2545年(2001)

本校聯同三間友校成功申請得優質教育基金約三十多萬，由香港佛教聯合

會及校方贊助約十萬，舉辦一項為期兩年的考察活動，名為「心靈探索行

動」，並於同年聯校到內地考察八日，參訪普陀寺及九華山。

佛曆2546年(2002)

中一級新增「綜合人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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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曆2547年(2003)

新增「早晨閱讀計劃」及「好文章齊共賞」時間，每循環週安排三天早上

進行閱讀。

校友會正式成立。

佛曆2548年(2004)

獲特區政務司長辦公室邀請出席「香港可持續發展諮詢文件發佈會」，派

出學生作為學界代表向在座嘉賓致辭。

楊慧欣同學在教統局主辦「迅祥集團學生環境保護獎勵計劃」比賽中，獲

選為「2005年香港傑出學生環保大使」，代表香港到新加坡作親善訪問。

全港學界環保最高等級榮譽獎項，本校成為唯一一間連續六年上榜的中學。

「學界捐血運動」，參加者達140人，獲紅十字會頒發「賈詹士夫人盃」。

佛曆2549年(2005)

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本校3名同學到新城電台出席由副社長明義法師主持的「正覺人生」錄音

廣播節目。

參加由政制事務處主辦之校際<基本法>攤位遊戲設計比賽，獲得兩項亞

軍，獲邀於八月到北京進行一星期的考察。

佛曆2550年(2006)

舉辦第一屆「文化藝術活動日」，邀請鄰近小六學生到校參加。

校監覺公上人榮休，轉任永遠榮譽校監，校監一職由何國榮居士接任。

陳明智校長榮休，由李年就校長接任。

設立「展藝角」﹕旨在推廣文化風氣、展示學生才華、培養學生之歸屬感。

懷着眾生皆為我父母的觀念，我們的眼光是遠大的，我們的內心是誠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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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曆2551年(2007)

香港電台電視部到校訪問李年就校長，並拍攝上課情況及學生學習活動。

與本區兩間中學合辦「聯校英語活動」，教育統籌局學校發展主任到場攝

錄整個過程，並發出嘉許信。

永遠榮譽校監覺光大長老主持20周年校慶皈依典禮，共480位同學、家長及

教職員皈依三寶，為本港佛教界最大型的「皈依典禮」。

銀樂隊在「2007香港步操樂隊節 – 全港步操樂隊錦標賽」榮獲金獎及

陸賽龍主席盃(最受歡迎步操樂隊)

陳靜恩同學於「2007年度屯門區傑出學生選舉」獲選為「屯門區傑出學

生」、「屯門區傑出學生會主席」及「新界區優秀學生」。

教育局副秘書長葉曾翠卿女士主持「二十周年校慶典禮」。

逾800校友出席「20周年校慶校友聚餐」，洋溢着溫馨歡悅的愉快氣氛。

佛曆2552年(2008)

舞蹈組於第44屆學校舞蹈節中學組(現代舞)榮獲銀獎及第三十屆元朗區舞

蹈比賽榮獲銀獎。

中文科參與香港教育學院「優化語文學習的評估：從文學教學出發」的研究。

本校與佛教青年協會合辦「親親耆英敬老聯歡2008」，於學校禮堂舉行，

先由暢懷法師主持浴佛大典，全體信眾浴佛，接着為各項表演節目，出席

長者逾600人。

冼雍華校友(就讀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榮獲首屆「牛津大學裘槎獎學金」

港幣120萬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深造。

何星蔚同學獲選為「2008屯門區傑出學生(高中組)」。

馬泳芝同學考獲四優三良佳績。

中文科參與教育局「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佛曆2553年(2009)

連續兩年獲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頒發「關愛校園」榮譽獎。

五位中四級尖子入選「香港新界傑出學生福建考察團」，代表香港交流。

李淑青同學榮獲2009屯門區傑出學生獎(高中組) ，本校連續三年獲獎。

第八屆聯校科技之機械人比賽，連亨裕及鄭皓賢同學榮獲機械人滅火比賽

冠軍；周軒柏及何銳恆同學榮獲機械人相撲比賽季軍。

梁兆灃及柯煒林同學於「Model United Nations Assembly 2009」榮獲「最佳

外交官獎」。

何雪熙同學獲「2009香港青年協會黃寬洋青少年進修獎勵計劃」頒發獎學

金，表揚其積極、努力不懈的學習精神。

本校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見習支隊成立典禮，由香港聖約翰總區副會長暨

本校校監何國榮先生主禮，總區指揮官范強醫生閱操及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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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曆2554年(2010)

參加香港教育城「新高中科學電子學習資源平台」計劃，成為「先導學校」。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澳洲南岸政府理工學院、大都會南部技術與持續教育學

院認可本校中五及中七級校內模擬考試成績，達標同學可升讀一年制Diploma 

Programme，完成後可升讀學位課程二年級。

參加「數碼教學資源獎勵計劃2009/10」，獲頒「全面學科獎」，另有五位老師

獲頒嘉許狀。

獲「香港匯豐銀行“Leung Chik Wai Charitable Trust”」批核撥款港幣83萬建設教

學藝廊、優化音樂室及整合課室資訊科技教學設備。

舉辦第一屆「升中英語模擬面試」，共25間小學參加，舉辦7場面試，出席學

生及家長合共1103人。

佛曆2555年(2011)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外國語學院院長陶文好教授訪校，並擔任「升學及教育

講座」主講嘉賓。

連續兩年於「教學資源獎勵計劃」獲頒「全面學科獎」，另有15位老師獲頒嘉許狀。

佛曆2556年(2012)

校園電視台於「我們這一代」短片創作大賽勇奪冠軍大獎及「最具時代感拍攝獎」。

彭愷欣同學於「成功有約」屯門區青年自我挑戰及獎勵計劃榮獲「傑出表現

獎」，獲選參與「法國巴黎及德國柏林八天歐洲文化體驗團」。

校園電視台於「第五屆香港流動影片節(HKMFF)」榮獲Best Campus Award。

參與「Travel, Experience and Share (TES) Student Project」(德國創樂遊)，梁冬妤、

盧琬文、林嘉珮同學獲Wai Yin Association挑選，獲資助自訂行程到德國進行15

天專題考察遊，認識當地歷史、建築及文化。

皈依大典 - 全校共617位同學、家長、教職員及區議員皈依三寶，盛況空前，再

次超越五年前480人參與同類活動的紀錄。莊嚴的皈依大典，禮請社長覺光大

長老為皈依師，宏明法師、昌智法師、真曦法師三位為證明師。

佛曆2557年(2013)

廣州市第七十六中學、英國University College Birmingham(UCB)代表訪校交流。

教育局副局長黃邱慧清女士主持「廿五周年銀禧校慶典禮」。

李小璐同學參加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及屯門民政事務處合辦「成功有約」屯

門區青年自我挑戰及獎勵計劃，榮獲傑出表現獎，獲頒獎狀及入選「英國八天

文化體驗團」。

本校成為「2013年度屯門區傑出學生選舉」得獎學校，並獲頒獎盃，本校已連

續七年獲此殊榮。

李年就校長榮休，李伯程校長接任。

佛曆2558年(2014)

與澳洲Gold Coast Institute of TAFE簽訂協議，讓本校畢業生以校內畢業試成績申

請入讀當地大學。一般而言，中六級畢業生需在香港中學文憑試各科考獲第二

級成績，並在香港參加編級試，達水平者可申請入讀參與學校的文憑課程，然

後升讀大學二年級。

環境運動委員會、港鐵公司合辦學界環保獎勵計劃「傑出學生大使獎」，劉卓

瑩同學榮膺全港冠軍。

以正法長養眾生慧命，以福利安樂眾生身命，就是報答佛恩。



佛曆2558年(2014)

屯門青年協會屯門區傑出學生選舉2014：朱碧淇同學榮獲屯門區十大傑出學生獎。

新界青年聯會推薦本校「傑生隊」15位隊員代表屯門區到禮賓府出席「2030香港

我做主-香港前瞻與青年前程：傑生真情對話」活動，與特首梁振英先生對談。

舉辦覺光大長老追思悼念活動，並開放予公眾人士及四眾共同懷念大長老，

祈願大長老不捨娑婆，不棄眾生，乘願再來，普度眾生。

佛曆2559年(2015)

屯門青年協會屯門區傑出學生選舉2015：鍾曉淇同學榮膺屯門區傑出學生（初中組）

榮獲新界校長會「今日公益•明日領袖」2014 / 2015計劃：傑出社會服務獎

朱碧淇、金芷存、黎穎晞及李嘉琪同學到禮賓府出席「行政長官、青年企業

家與你齊分享」活動。

佛曆2560年(2016)

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及屯門民政事務處合辦「成功有約」屯門區青年

自我挑戰獎勵計劃：陳穎雯同學獲選「傑出學員」，並獲推薦參加韓國

交流體驗。

李伯程校長因病辭世，全體師生於早會進行悼念，並念誦心經三遍，願李校

長往生淨土。另設四天弔唁室，讓公眾人士憑弔，計有李校長中學和大學同

學、學生、屯門區中小學教師和校長、本校家長和師生約六百人到場致哀。

榮獲新界校長會、教育局、九龍地域校長聯會、香港島校長聯會合辦的「今

日公益，明日領袖」計劃 —「傑出社會服務大獎」。

李文納獲選屯門區傑出學生（高中組）；黎婉婷、楊蔚言同學獲選屯門區傑

出學生（初中組）。

趙淑媚博士接任第四任校長。

佛曆2561年(2017)

香港電台數碼台「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2017」：李文納同學奪得

冠軍，黃淦楠同學獲優秀表現獎。

由城駿教育機構主辦，本校協辦的「海外升學展覽」一 連兩日在本校舉行。

展覽由澳洲昆士蘭政府代表Ms Diana Liu，昆士蘭大學Professor Aleksandar Rakic

及本校校董梁紹安先生MH主禮。超過700名新界區家長和子女參加，向大學

和大專院校代表查詢到澳洲、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的升學事宜。

鄭梓皓同學獲選參加「街跑少年 一 澳洲黃金海岸」之旅。

舉辦「屯門區小學英語辯論比賽」，由前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英文）臧張

慧敏女士擔任總評判。比賽冠軍為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亞軍為香港路德會

增城兆霖學校，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及五邑鄒振猷學校並列季軍。

連續八年獲香港青年協會「有心計劃」的「有心學校」嘉許獎狀

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及屯門民政事務處合辦「成功有約」屯門區青年自我

挑戰及獎勵計劃：何玉儀及李文納同學獲選參加愛沙尼亞及北歐體驗交流。

連續九年獲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關愛校園獎勵計劃」的「關愛校園」榮譽學校。

邀得「慈山籃球隊」蒞臨本校舉行佛學講座。當天出席的嘉賓包括衍偉法師、

藝人方力申、江美儀、梁釗峰@ C all Star及籃球明星李偉倫等。他們除了與同學

分享做義工的體驗外，更與本校男子甲組籃球隊進行籃球友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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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趙淑媚博士

四年前，我加入佛教梁植偉中學(佛梁)的大家庭。到第三任校長李伯程校長辭世

後，我毅然接棒，成為佛梁的第四任校長。秉持「覺正行儀」的精神，我們期望莘莘

學子在佛化教育中種下向佛、學佛的種子，敦品勵學，培養良好的品德，建立正確的

人生觀，俾能才德兼備，成為良好的公民，社會的棟樑。

佛梁三十周年，以「博雅精進  繼往開來」為中心，意思就是培育見識廣博、品行端

正的學生，並把佛梁的優良傳統延續下去。

很慶幸身處教育改革的浪潮之下。因為，每一次課改，都讓我們認真檢視學教效

能，運用明辨性思考能力，去解難，去創造。而最終目的，不外乎讓學生學得更好。

與其把課改視為洪水猛獸，我更喜歡視他為挑戰。經歷每一次的磨練之後，我們變得

更強，視野變得更闊。

感恩我和一群熱心教學、關愛學生的夥伴一起打拼，為學校發展和學生成長而努

力。教育是良心事業，也是長期耕耘。用心教導學生，讓他們學會不同的學習方法，

然後不斷的追尋和成長。我相信，每名學生皆可成才。在過去三十年，佛梁無論在社

會服務、學術和體藝上屢獲殊榮。

感謝本校辦學團體香海正覺蓮社創社社長兼本校永遠榮譽校監覺公上人，他的慈

悲大愛，感染了佛梁每一位師生。

感謝香海正覺蓮社社長宏明大和尚，開啟我們的智慧，點亮我們的心燈。

感謝梁紹安校董MH，以至梁氏家族，捐辦佛梁興學育才，更盡心盡力貢獻社會。

感謝何國榮校監和各位校董，他們的鼓勵和肯定，是我們強大的後盾。 

感謝創校校長陳明智居士，營造了佛梁純樸、勵學敦行的學風。 

感謝第二任校長李年就居士，與社區人士緊密聯繫，並讓佛梁茁壯成長。

最後，感謝第三任校長李伯程居士，秉持「拔乎流俗」的精神，一生奉獻於教育

界。雖然僅合作兩年多，但我們在理念和工作上的默契可能超越了二十年的夥伴。 

伯程校長，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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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校長專訪及簡介

驀然回首　感恩與老師們同行

我們的創校校長 ─ 陳明智校董專訪

陳明智校董是我們佛梁的創校校長，沒有他當年的艱苦經營就沒有今天的佛梁。幾

十年來，不論是作為校長還是校董，他都是我們強大的後盾，給予佛梁許多支持和關

心，幫助佛梁有更好的發展，向前不斷進步。

創校的艱難

一切由零開始是需要付出許多心血的。陳校董坦言，創校本身對他而言就是一個挑

戰，因為三十年前的蓮社並沒有開辦中學的經驗，再加上當時蓮社的規模沒有現在大，還

未成立行政總部，所以幾乎所有大小事務都由他親力親為。幸好有一批和他甘苦與共的老

師及職員一起分擔繁雜的工作，例如為學校訂購學習器材、傢俬和設備等，各種開校事務

才得以順利完成。佛梁亦逐步穩定，踏入正軌。在此，陳校董藉此機會向曾經幫助過他的

人表達衷心的謝意，特別是毛錦芳小姐、陳玉鳳小姐、許瑞玲小姐和高秉祥校長。

點滴在心頭

陳校董擔任校長十九年，當然有許多難

忘 與 不 捨 ， 印 象 最 深 的 莫 過 於 在 他 退 休 那

年，全體教職員在歡送會上為他獻唱歌手梁

詠琪的《Today》，其中的幾句歌詞「別了

依然相信，以後有緣再聚，未曾重遇以前，

要珍惜愛自己，在最好時刻分離，不要流眼

淚，就承諾在某年某一天某地點再見」讓他

至今回想起仍感動不已。而歡送會當時，雖

然歌詞中有說「不要流眼淚」，但陳校董對

同事們的不捨之情，使他不禁流下了眼淚。

他 很 感 恩 能 夠 有 緣 相 識 到 一 群 融 洽 的 好 同

事，亦很懷念和他們一起共事的美好時光。

佛梁的挑戰和機遇

在過去幾年，屯門區小六升中的學生不斷減少，許多學校面對收生人數不足和縮班的

危機。校董讚歎說，在佛梁歷任校長以及全體老師的努力之下，為佛梁建立了良好的聲譽

和口碑，奠下紮實的根基，區內的家長都樂於讓子女在佛梁接受優質教育，所以佛梁能夠

避過縮班危機。陳校董希望，隨著小六升中的人數逐漸穩定，學校能掌握時機，提升學生

的質素，秉持佛梁學生斯文有禮、大方得體、淳樸的特質，師生們攜手為學校建立正面的

形象，吸納更多高質素的學生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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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梁的改變

由創校至今，本校辦學宗旨一直以品德教

育為先，沒有改變，但相比於三十年前，現在

學校有很多資源優化各項設施，近年學校逐步

翻新校舍，也添置了許多設施，提升同學的歸

屬感和學習效能，陳校董覺得這些「投資」十

分值得。除此之外，學校近年來的活動變得更

多元化，有不同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境外考察

及交流活動等，對學生在各方面的發展和成長

均有幫助，亦有助學生提升自我形象，擴闊視

野，增廣見聞。所以，陳校董也呼籲同學們在

不影響學業的情況之下，踴躍參加學校多姿多

采的活動。

「退而不休」的生活

許多人退休後便會全身而退，享受人生，過著閒情逸致的生活，但是陳校董仍然選擇繼續

為蓮社服務。他誠懇地說：「我要報恩，報答恩師覺光大長老的『知遇之恩』。即使榮休後，

為蓮社獻出心力，也是義不容辭的。」說起感恩，三十年匆匆過去，這些年間，為佛梁默默耕

耘的人不計其數，蓮社的創辦人覺光大長老、捐辦人梁何義梅居士、梁泳釗醫生、梁泳煊校

董、何國榮校監、各位法師、社董、歷任校董、校長、老師、職員、工友，他們每一位都付出

了不少心力貢獻佛梁，成就了今天的我們，所以我們一定要像陳校董一樣，心存感恩。

保持心中的一團火

陳校董認為，教育是細水長流的工作，不容易立竿見影。學生需要經過時間的磨練才

會進步，希望老師不要因為見不到即時成效而氣餒，要時刻保持幹勁和熱誠，保持心中

的「一團火」。同時，他亦衷心感謝各位老師多年來的付出，為社會培育出許多人才。

至於同學，陳校董希望大家要將老師的教誨銘記於心，不要因為老師的囉嗦而討厭

他們：「老師的囉嗦和責備是出於緊張同學、關心同學、愛護同學，如果一位老師對學

生愛理不理，並不是好老師，也不是盡責的老師。」他也希望同學們能夠珍惜每一個學

習機會，發奮圖強，裝備自己，做一個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貢獻社會。

5A 劉凱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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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佛梁」難忘事 ─  第二任校長李年就校董專訪

在佛梁服務多年的李年就校董，與佛梁經歷過大大小小的難關，也創出了許多令人鼓舞的成就。

訪問當天，看見李校董與我們分享經歷時的興奮表情，讓我們深切感受到他對佛梁的深厚感情。

李校董最難忘的回憶是學校環境的變化。由

於 學 校 地 方 有 限 ， 學 生 放 學 後 只 能 在 圖 書 館 溫

習，為了讓學生有良好的自修空間，他特意裝修

小食部，給予學生一個燈火通明且冷氣開放的地

方溫習。此後，同學會在小食部互相砥礪，老師

又會廢寢忘餐指導學生，充分展現了佛梁同學們

之間的友愛與師生之間的關懷。還記得初中的時

候，每當放學經過小食部，都會見到一班師兄師

姐埋頭苦幹地溫習，有時候參加課外活動後，天

色漸暗，他們仍然默默地與書本拼過你死我活，

相信同學對李校董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勉

勵同學的格言─成就自己，他謂：「每個人都

有自己的天份，只要給予自己一個正念，懷着

正面的態度積極尋找機會發揮所長，最終必定

能 夠 成 功 。 」 他 還 寄 語 佛 梁 學 生 ， 在 學 習 的

旅途上無論遇到甚麼挫折，都要相信自己的能

力，勇於求變和改正。他解釋：「玉石也要經

過打磨，才可看見光芒，化為寶玉」。希望同

學能發掘自己的潛能，成就自己。同學現在就

是未經打磨的玉石，但我相信，經過在佛梁的

磨煉，將來你都一定能夠成為一塊寶玉。

難忘之地 ─ 小食部與藝廊

「成就自己」

那時候我經常想：「為甚麼他們不在家裡溫習？」直到現在才知道，原來他們堅持的動力就是源自

這充滿鬥志的基地！

李校董初任校長時還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校園變得更漂亮，讓學生能樂於享受校園生活。在機

緣巧合下，他偶遇一位擔任設計師的校友，並向校友分享了這個願望。豈料這位校友竟然二話不說

便完成了藝廊的草圖！當時由於缺乏資金，差點要擱置計劃，幸好後來得到「梁植偉信託基金」的贊

助，讓他達成心願，所以他很感激梁氏家族及匯豐信託基金的幫忙。他對我們語重心長地說：「一樓

的藝廊與宗教室充滿他的心血與期望，同學們要懂得感恩和珍惜。」經李校董的提點，我才真真正正

欣賞這優雅的藝廊。廊中不但包含了李校董與一眾老師的心血，更承載著同學與校友們的經歷，以及

彼此成長的見證。我們要珍惜的不單是這個建設，更要珍惜藝廊背後所傳承的佛梁精神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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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校董笑言自己是「外賣校長」。為了方便同事工作，他不會要求老師到校長室面

見，相反，他常常會走到教員室直接與老師們共商校園大小事務。這令老師省卻了許多

繁複的行政程序，變相能騰出時間照顧更多學生，他也很感激老師與他通力合作，共同

為學生謀取最大的福祉。李校董亦十分欣賞佛梁老師對學生的付出，他們會經常廢寢忘

餐來處理學生們的問題，或教導、或勉勵、或訓示、或安慰，這些視如子女之舉不是每

間學校的老師都願意的，這正是佛梁不斷進步的原因。佛梁的老師真的很像我們的父

母，除了關顧我們的學業成績，更非常關心我們的身心發展。每當遇到困惑的時候，總

會有老師在身旁鼓勵勸勉，指引我們走該走的路。我們相信，很多同學與李校董一樣，

十分感激老師的付出。

除了老師之外，李校董也提及不少我校學

生值得讚許的地方：「佛梁的學生都懂得尊師

重道、關愛學校，就算是已經畢業的校友，也

會秉承這精神，經常回來探望老師。」的確，

我 們 不 時 在 走 廊 遇 到 一 些 學 長 與 老 師 詳 談 ，

確切感受到融洽的師生關係。而且，佛梁的同

學大多虛心學習。李校董很雀躍地提到一位校

友：「他的成績原本不理想，但到了中五後赫

然 發 現 讀 書 的 重 要 ， 但 發 覺 自 己 的 成 績 已 落

後很多，便主動請求我幫忙。我叮囑他要改變

生活習慣和學習模式，要專心，早睡早起，依

照老師的教導溫習。最後，他整個人也變得斯

文、謙虛，中學會考成績也不俗。這位學生令

我知道佛梁的學生都有能力，只要付出血汗，

便可以愈讀愈好，達至成功。」看到李校董欣

慰之情，便知道他花了多少心血在同學身上，

但願大家不要辜負他的期望呢！

佛梁不僅是同學度過青蔥歲月和成長的地方，同時亦承載了三十年以來各屆畢業生許

多難忘的回憶。不少畢業多年的校友的下一代也就讀佛梁，李校董對此倍感欣慰，他更希

望同學畢業後能回到佛梁擔任教職，承傳佛梁精神。問到李校董希望佛梁將來成為一間怎

樣的學校時，他直言說：「我最希望她能成為一間滿載人情味的學校，這比一切來得更有

意義。」其實，不用等待將來，現在，佛梁已經是一間充滿人情味的學校呢！

與李校長訪問的一個小時裡，我們從他滔滔不絕的回憶中充分感受到他對佛梁的深

厚感情，他好像帶我們一起走過佛梁三十年，一起感受三十年來充滿人情味的佛梁。

6A 李文納 5A 謝天欣

「外賣校長」

念舊和堅毅的佛梁人

有人情味的學校

後記

培才愛才，才可以傳燈；

教人用人，才可以傳宗。

每個人都有愛老之心、尊老之情、敬老之意、安老之願、助老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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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衷教育　心繫佛梁　桃李芳華 ─ 永遠懷念李伯程校長

李 校 長 在 1 9 8 7 年 加 入 剛 創 校 的 佛 梁 。

這二十八年以來，歷任中史科主任、訓導主

任、德育及學生事務主任、副校長及校長等

職位，在不同崗位上施展個人的抱負，對學

校的文化、行政、學與教、教師與學生的特

質都有深入的認識。他一生接近一半時間在

佛梁中渡過，與佛梁一同成長，而學校亦見

證了他的人生不同階段。初出茅廬的李校長

性格耿直，勤勞善良，憑著對教學的熱誠，

及認真的工作態度，以33歲之齡晉升為副校

長，實在是年青有為。他擔任副校長一職20

年，並於2013年升任校長，他在「校長專業

發展冊」中這樣說過︰「我具有樂觀積極、

公平、公正、謙遜平和的個人素質，加上服

務本校二十多年，對學校有強烈的歸屬感，

於是決定承擔出任校長的責任。」或許他從

沒有想過要當校長，但為了學校的發展、為

了蓮社的期望，他毅然接受這個挑戰。

出任校長後，他銳意在學與教、學生支

援及學校行政等多方面進行改革，過程充滿

困難及挑戰，但他仍無畏無懼，以學生的福

祉為前提，以學校的利益為依歸，希望帶領

佛梁面對各種新挑戰。的確，他是蓮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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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有所教，壯有所用，老有所養，是社會安定之應具因素。

在2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李校長把自己畢生的精力奉獻給學生、奉獻給學校、奉

獻給他所熱衷的教育事業，他以高尚的情操贏得了學生的愛戴、老師的尊敬、家長的

信任和社會的讚譽，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對佛梁的貢獻，不會忘記他對教育的熱忱，

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佛梁忠心耿耿的員工，時刻心繫佛梁。記得他

在患病期間，時時刻刻不忘學校的工作，經歷

過多 次的 化療 後， 身體 極之 虛弱 ，但 他仍然

堅持回校工作，老師同學見他日漸消瘦，滿臉

病容，勸他回家休息，但他仍默默坐在校長室

批閱文件、接見老師，沒有一刻停下。直至三

月， 在出 發前 往杭 州進 行手 術前 ，更 特別叮

囑同事妥善安排聯校畢業禮及準備好文憑試放

榜，可見他時刻惦記蓮社、惦記學校、惦記學

生，沒有一刻或忘。

佛梁是一個大家庭，李校長就是我們的大

家長，他凡事親力親為，默默耕耘，所做的盡

是務實工作，贏得老師及學生的尊敬。他對同

事更是關懷備至，無論老師、校務處職員，以

至學校工友，他都照顧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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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

應用所學 自主探究 ─ 與學生同行

面對社會急劇轉變，以及教育改革的衝擊，本校老師團隊秉承著一貫的關愛和熱

誠，致力培育佛梁學生。

除了參加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計劃」及各間大學的課程發展項目之外，每年，

本校老師團隊均投放大量的時間和心力設計校本課程，鑽研多元教學策略，並在課堂

內外加以運用。目標只有一個：讓學生投入學習，不斷進步。

我們以生活化主題、議題或問題作為中心，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培養解決問題

和明辨性思考能力。

我們強調學教與真實世界的聯繫，走出課室，應用所學，擴闊學生的視野，發展

自學、溝通和協作能力。

至於學生，身為學習的主人翁，我們致力製造學習機會，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

讓學生成為主動的探究者，並實踐同儕共學；老師則擔任促進者和同行者，透過互動

和回饋，與學生攜手邁步向前。

在配合教育大趨勢的同時，身為教育工作者，任重道遠。我們謹記：勿忘初心。

從事教育和服務老人不僅當作是一個職業，更應視為一項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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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化教育

本校的辦學宗旨是實踐佛化教育，有教

無類，德、智、體、群、美、靈六育並重，

慈悲關愛，推動優質教育。

本校以「覺正行儀」為校訓。

「覺正」在佛學中指的是「八正道」，

概括來說，就是指人們對事物的正確價值

觀；「行儀」指的是人們合乎法度的行為。

「覺正行儀」是培養學生正知正見，要求學

生勵志學行。

本著佛化教育的理念，我們相信每個學

生都是可成材的。學生品德的培育是教育的

基礎，因為良好的品格猶如人生的指南針，

指引學生邁向豐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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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皈依大典

佛曆2539年(1995)，皈依大典由永遠榮譽

校監覺光大長老主持，共有216位老師和同學

參加，盛況空前。

佛曆2551年(2007 )，20周年校慶皈依典

禮，永遠榮譽校監覺光大長老再次蒞臨主禮，

皈依人數488人，學校有半數學生同時皈依，

創本港同類型的校內皈依人數紀錄。信眾在法

師引領下，虔敬地完成唱讚、懺悔、正受三

皈、三皈依納體、發願等皈依儀式程序。

第一次皈依

第二次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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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曆2556年(2012)，25周年校慶皈依

典禮，再次邀請永遠榮譽校監覺光大長老

蒞臨主禮，共有617位同學，成為全港學

界最大型的皈依典禮。在皈依的過程中，

每一位皈依信眾都能投入和專注於每個環

節當中，充份表現出虔誠的態度，為自己

將來能夠成為一位正信的佛教徒而感恩。

第三次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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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曆2561年(2017)，30周年校慶皈依典禮，由香港觀宗寺住持、香海正覺蓮社社長

宏明大和尚主持，共有約400位師生參與。皈依前，我們有幸邀得果毅法師及著名歌手

梁釗鋒＠C All Star向全校同學講解皈依的意義及分享學佛的點滴，同學們聚精會神聆聽

嘉賓的分享，相信已埋下向佛的種子。佛教梁植偉中學一直孕育着濃厚的佛教氛圍，多

年來已逾1700人皈依，能夠在這良圃下學習成長，將慈悲大愛發揚光大，實在是所有師

生的莫大福報。

第四次皈依

安老服務收容老、殘、煢、獨、得免苦厄，是真正體現佛陀的慈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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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vers i f ied Eng l i sh Language Env i ronment

Learning English in BLCWC is not confined to the classroom –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activities 
abound.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Department aims to train our students not only to be proficient in 
the four skills, but also to develop their knowledg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to equip them for tertiary 
education and/or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A diverse and exciting line-up of experiential 
and educational programmes is provided to students for their language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be more confident and relaxed in their use of the language in their daily lives, 
all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the language outside the core curriculum through additional programmes 
integrated into the curriculum and through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the first term of the academic year, a weeklong English week is arranged for students to foster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poems and speaking activities outside the classroom. It includes: 

English L anguage Educ ation

English Ambassador training for Primary 6 interview workshops
Famous people presentation (S. 1 classes)
Tongue Twister competition (S. 1 classes)
Fashion show (S.2 students)
Stall  games in the hall to unleash students’ creativity

In the second term of the academic year, students are able to express their learning through 
per formances. I t includes:

Drama performance (Drama team)
Musical per formance (S.4 students)
Talk show (S.3 students)

This year, we are delighted to invite Mr William Sargent, a snake catcher working in Lantau 
Police to come and share his experience in snake catching. This talk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broaden their knowledge about snakes and perceive animals from different 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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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 inuous Effor t  to improve learn ing and teach ing

We have made improv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our mission. Through conducting action 
research projects in-house and with universities, we look to incorporate contemporary teaching 
methods into our curriculum. Constantly looking at how different pedagogies suit our students 
also invigorates our department's pursuit of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students' learning. 

Some recent action research projects we have conducted are:

Using 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to Improve 
Writing Accuracy of Junior 

Secondary Students (Merit at HKTC's Educational 
Research Award Scheme)

Implement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the senior
 writing classroom

Exploring the Use of Nearpod in the Junior 
Secondary Reading Classrooms

Improv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with B/D/A 
questioning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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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學習目標，以培養學生聽、說普通話能力為主，培養學生朗讀、譯寫能力及增進與本科

有關的語言文化知識為輔。因此，日常課堂教學集中培養聆聽、說話、朗讀等語言能力。普通話

不單是一種語言，更是文化載體，我們藉課文教學增進與本科有關的語言知識，認識中國文化。

為達成以上目標，我們為每個課題設計學習工作紙，除家課、堂課外，還增設補充練習工作紙，

讓學生因應個人能力及興趣完成，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多年來，我們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課

外活動，成績優良。

中國語文學習領域
語文始於生活 ─ 中國語文科

積累文化　提升素養 ─ 普通話科

中國語文科被坊間視為文憑試的「死亡之

卷」，是可笑，更是可悲。如果同學在六年的

中學生涯只懂生吞活剝，那麼六年後便惟有「

含淚應考」，最終「戰死沙場」。其實語文就

是生活，語文素材在生活中俯拾即是，由古今

名家的文學鉅著，到校園同窗的生活小品都可

以是語文教學的素材。多年來，我們以「能力

為經，生活為緯」的理念設計校本課程，透過

古今中外的作品，或探討人性，或反思人生，

或探究社會，或遊走古今，引領同學深入探索

遼闊的文字世界。

課堂教學只是語文學習的一部分，課堂以

外的活動也是精彩的學習經歷。我們積極舉辦

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多角度培養學生的語文素

質，例如卓越司儀訓練計劃、故事演講比賽、

小組討論比賽、辯論隊、創作集、朗誦隊、中

文匯演等。這些讀、寫、聽、說兼備的活動，

讓不同能力的同學都能從中盡情學習，發揮所

長，實踐「活學中文」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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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教育學習領域

學以致用 終身學習 ─ 數學科

數 學 科 旨 在 啟 發 同 學 在 數 字 運 算 、 邏

輯、推理及解難等潛能，幫助他們學習有關

的技能，並在日常生活中運用合適的方法解

決問題。

除課堂教學外，我們更經常透過課外活

動讓同學獲得更多接觸數字及圖形的經驗，

使他們能認識到數學與日常生活的關係，亦

希望同學學懂如何在現實世界應用，以便應

付日後在學業和工作上的需要，培養同學終

身學習的能力及自學的習慣。

多年來，我們積極鼓勵同學參加各項數

學 比 賽 ， 當 中 在 「 佛 聯 數 學 比 賽 」 的 成 績

尤為突出，經常獲獎。另外，我們矢志為社

會培訓數學精英，不少畢業生在大學主修數

學，畢業後更成為數學老師，共同為社會培

育數學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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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

多元思考訓練　重視通識基礎 ─ 初中通識教育科

本科採用綜合課程模式，重視訓練同學多元

的通識能力，傳授各項技能、思考方法及學習技

巧，建構各種知識與概念，故此本科特設「跨學

科專題研習活動」，開拓思維角度；「閱報分析

訓練」，加強理解時事之能力；「閱讀計劃」，

擴闊視野；各種「考察活動」，結合學科知識與

實際經驗。凡此種種，皆欲引領同學主動關心時

事，提升明辨性思考能力，讓他們成為積極的自

主學習者，為修讀高中通識科作準備。

深入探究　終身學習 ─ 高中通識教育科

本科結合了綜合人文科和科技與科學科的元素，旨在引領同學探索世界，靈活利用不同

角度建構知識和觀點，最終達至同學主導學習。

本科十分重視「獨立專題探究」，要求同學根據他們所選取的議題，運用各科所學的概

念、知識與視角，進行探究性學習；過程中他們須展示不同能力，例如解難、資料搜集、分

析和傳意，透過聯繫、整合和應用各學習範圍的知識，讓他們「學會學習」。 

總括來說，本科選取的單元主題，對同學個人、社會和世界均具有重要意義，不但擴闊了

學生的知識基礎，還加強他們對社會的觸覺，助其成為終身學習者，勇敢面對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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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尋根究柢　激發興趣 ─ 科學科

本科旨在讓同學掌握基本的科學知識和

技能，使學生對周遭世界具全面而有系統的

認識，順應二十一世紀急速的科技發展。

我們以科學探究為中心，讓同學從「生

命與生活」、「能量與變化」、「地球與太

空」、「科學、科技與社會」等範疇中了解

科學概念及原理，進而認識科學、科技與社

會之間的關係。除理論探究以外，我們亦著

重實踐，如中一及中二級同學需分組進行檯

燈及摩打玩具車製作的專題研習，利用簡單

的材料，並運用課堂所學的科學理論，製作

心目中的檯燈及玩具車。透過分組協作，將

理論與實踐融合，培養學生尋根究柢、解決

問題的能力，提升對科學的興趣。

把抽象變得具體 ─ 物理科

許多人以為物理學十分抽象，難以理解，但

其實物理現象在生活中無處不在，故此課堂中我

們會嘗試利用各種日常生活事例，把抽象理論變

得具體，如透過納米技術探討「原子應用」；以

核子發電及放射治療為例討論「能量和能源的應

用」等，從而讓同學得窺門徑，發掘物理的奧妙

與趣味。此外，物理學在工程學、醫學、經濟學

和科技世界等不同領域中皆擔當重要角色，我們

致力培養同學的探究精神，讓他們在不同領域各

展所長提出更多創新見解，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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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 is- t ry ─ Chemist ry

Chemistry, one of the elective subjects in senior forms, is also one of the three EMI (English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 subjects other than Biology and Geography. Students studying Chemistry should attain 
the required proficiency in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in junior forms, in addition to high ability in 
Mathematics. More than 70% of the content in Chemistry involves calculation, such as rate of reaction, 
equilibrium, energetics, mole concept, acids and alkali, etc.

Most students found how amazing and attractive Chemistry was when they were in junior forms. Their 
first impression to Chemistry was about explosions, dangerous chemicals, and mad scientists making 
deadly weapons, etc. However, that is not the whole picture.  We can read the word 'Chemistry' as Chem-
is-try. That means you need to keep trying, perform experiments and be practical in chemistry. In other 
words, the primary aim of Chemistry is to develop students' scientific literacy through chemistry-related 
learning experiences, so that they can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our rapidly changing knowledge-based 
society, prepare for further studies or careers in fields related to chemistry, and become lifelong learner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performance of our Chemistry students in the HKALE and HKDSE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past 16 
years have been brilliant. I am proud of my students and being their Chemistry teacher in this school.

The door to Nature apprec ia t ion ─ Bio logy

Biolog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omplex forms of life involving 
humans,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standing these 
intricate details of life helps humans learn how to 
care for themselves, animals and plants in the proper 
manner. Biology helps individuals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ity and the world. It 
also develops students' interest in the lives of living 
organisms in an effort to preserve them.

The broad aims of the Biology Curriculum are to 
enable students to develop and maintain an interest 
in biology, a sense of wonder and curiosity about 
the living world, and respect for all living things and 
the environment. Students can develop the ability 
to make scientific inquiries; think scientifically, 
critically and creatively; and solve biology-
related problems individually and collaboratively. 
Hopefully, the students will appreciate the wonders 
and complexity of Nature, and show respect for all 
living thing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fulfil the aims of the Curriculum, we 
have provided many additional activities for our 
students. These include bi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laboratory, dissection, outdoor field trips 
and educational visits to Chimelong Ocean 
Kingdom, etc.

Biology is usually required or recommended for 
degrees in: biochemistry, chemical engineering, 
chemistry, geology, environmental science, 
materials science,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optometry, pharmacy, sports science, psychology 
and speech therapy.

Biology is a key subject for lots of STEM careers, 
particularly in healthcare, medicine and jobs 
involving plants or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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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

鑽進歷史裏去 ─ 中國歷史科

初中中史科旨在引導同學認識中國傳統文化

及民族生活特色，使其了解現今事物的產生背景

與演變歷程，進而確立其民族意識；亦希望同學

透過學習先賢事跡，培養優良品格。高中中史科

重在加強同學對中國歷代政治沿革之認識，使其

能說明史實的因果關係，並培養同學欣賞中國文

化之基本能力。本科期望同學修畢課程後，能客

觀對待各事物、且具備探究技能及包容異見之能

力。本科集知識、技能、情意培育於一身，為使

同學達到最佳學習效果，除日常課堂教學外，也

探究人性　確立正知正見 ─ 倫理與宗教科

倫理與宗教科對同學的社交、道德和靈性發

展都有重要的正面影響。同學在人生各個階段

都會遇到一些宗教和道德問題的挑戰，包括生

命的起源和生存目標、身份認同、性與婚姻、

受苦、思考死後的生命等等。本科旨在讓同學

探索人生意義和目標，以切身的生活經驗反思

宗教信仰和道德原則，確立個人價值觀，充實

精神生活。

會帶領同學「鑽進歷史裏去」 ─  進行實地考察。本科勲每年都會安排初中同學進行本地史考察及參觀博

物館等活動；高中選修同學的學習更是豐富，因獲校方全力支持，資源充足，故經常組織國內歷史考察

活動，多年來我們足跡走遍山東、雲南、陝西、兩河、兩湖、兩江等省，西安、洛陽、南京、北京、杭

州等古都也曾歷訪。

無拘無束探究世界 ─ 活用VR的地理科

以往地理科以傳統方式教學模式上課，再配合考察

活動探究地球的特徵、人民活動和現象。然而，同學對地

理科知識的掌控能力存在極大差異，故此本科嘗試運用

多媒體教學，如投影器、音響、中控系統、電腦等教學設

備，配合教學軟體，引入虛擬考察，引導同學從多角度理

解地理概念，深入探究地理現象和特徵，進一步了解人

類和自然環境相互關係。踏入30周年，我們嘗試以虛擬

實境（Virtual Reality，簡稱VR)，及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AR)模擬產生三維空間的虛擬世界，讓同學彷

彿親歷其境，超越時空界限觀察世界。

尊老敬老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社會風尚，安老養老是孝道文化的核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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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佛法　惠澤社群 ─ 佛化教育科

本科致力弘揚佛教教義，實踐佛陀教誨，透過

多項宗教活動，如皈依大典、浴佛、拜懺法會、佛

學講座、參訪佛寺等，加強同學對佛教的認識。

另外本科與校外不同機構合作，如參與香港

中文大學「和而不同計劃」宗教考察活動、佛光

淨舍的領袖訓練計劃及慈山寺的青少年發展活

動，讓同學於日常生活中實踐佛理。

我們定期舉辦及參與多項義工服務，如蓮社

慈善濟助活動、探訪安老院及協助獨居長者清潔

家居等，藉此培養同學的慈悲心。此外，本科

學經濟　觀世界 ─ 經濟科

經濟科旨在讓同學認識如何在有限條件下運

用稀少資源，以推算和解釋人類行為及經濟活

動，因此，學習經濟不可以紙上談兵，必須理論

與實踐並重。

理論傳授上，我們除了日常的課堂教學外，

亦會透過課後小組，鼓勵同學分析經濟學理論如

何在現實社會中運作，同學在討論的過程中，砥礪

所學，互補長短，深入理解經濟學原則，思考經濟

學與世界的關係。理論實踐上，我們會帶領同學

外出考察，例如每年均會參觀工展會，了解香港

營商環境、產品生產要素和各類宣傳手法；亦會

到澳門考察，瞭解澳門的經濟情況，反思香港經

濟環境的優勢、不足與機遇。我們希望透過理論

與實踐並重的教學方式，培養同學的經濟分析能

力，最終成為一個有識見和負責任的公民。

每年均舉辦海外宗教體驗團，足跡遍及中國大陸、台灣、日本及韓國等地，讓同學了解各地宗教文

化，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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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正向思維　建立積極人生 ─ 生活教育科

本校一向重視同學的德育成長，故初中特設「生活教育科」，教授品德教育、生

命教育、價值教育、健康及性教育、生涯規劃等範疇的知識，讓初中同學及早獲得適

切的學習經歷，以應對新高中通識教育科涵蓋的「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課題。

 

本科由科任老師編寫校本教材，內容生活化，上課模式輕鬆活潑，期望同學能

通過各種遊戲、視像訊息、角色扮演等互動活動領悟知識。此外，我們亦經常與外間

服務機構協作，為同學提供更全面及專業的課程，如衛生署開拓的「成長新動力」課

程、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提供的「義工訓練」及「領袖訓練工作坊」等。

我們盼望，初中同學在完成三年的生活教育科課程後，能裝備自己，以正面的態

度，面對各樣成長所帶來的挑戰。

遊．學人生 ─ 旅遊與款待科

各種形式的旅遊活動正不斷增長，這不只是

香港獨有的現象，更是全球各地的發展趨勢。不

過，由於同學大多缺乏外遊經驗，所以對於旅遊

或款待業務的運作、相關行業的配合、景點配套

的設計等，都沒有具體的認識。故此，本科安排

多元化的學習經驗，讓同學具備「旅遊」與「款

待」的基本知識及技能，幫助他們探索日後升學

及就業的路向。升學方面，本科會舉辦「台北體

驗學習活動」、「體驗課堂學習 ─ 酒店服務營

運」等體驗活動，除了提升同學的學習動機及態度外，還能協助他們培養學科知識，

讓他們可繼續修讀旅遊及款待管理、建築文化保育或環境研究等課程；就業方面，本

科透過參觀行業機構及舉辦就業講座等活動，擴闊同學對行業的了解，以備將來從事

與酒店、旅行社、旅遊景點或服務行業相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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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靈活應用知識　化挑戰為機遇 ─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科

了解自我　啟發創造力 ─ 家政科

家政科不單傳授基本的家居知識和

技 能 ， 還 協 助 同 學 更 加 了 解 自 己 的 性

向、興趣及能力，進而啟發他們的創造

力，提升自理能力。

我們實行循序漸進、理論與實踐兼

備的教學方式，課程既貼近同學的生活

所需，如基本的烹飪和縫紉技巧；又會

加 入 同 學 感 興 趣 的 元 素 ， 如 在 縫 紉 家

居 布 藝 製 品 時 ， 同 學 可 加 入 他 們 喜 愛

的卡通人物。同學在學習過程中，透過

發問、分析、討論、解難、設計、創作

等，培養審美能力，促進主動學習。

香港是一個國際的金融中心，排名僅次於倫敦、紐約及新加坡。生活在商業社會，同

學在中學階段該如何裝備自己以迎接將來的挑戰？

商業決策絕不容易，當中牽涉很多不同的社會議題，學生在課堂中須學習分析、

綜合和評估資訊，了解現實社會中商業難題的整合性及可變性。另外，在設計校本課

程的時候，我們除了傳授基礎知識，還會透過專題研習、課堂滙報及互評、自評，發

展同學的溝通、協作、解難、以至終身學習的能力，為其升學或就業作充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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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所學　迎接資訊科技新挑戰 ─ 普通電腦科

本科旨在訓練同學運用資訊科技解決問題，並引導他們了解現代資訊科技的發展。

本科課程根據實用性和趣味來編定，同學在完成課業的過程中除了學會運用資訊

科技解決問題，亦能欣賞現代資訊科技的發展成就；而為了擴闊同學視野，本科會不

斷添置先進的資訊科技產品，例如立體打印和智能電話程式開發軟件等，讓同學親身

操作並完成相關課業，掌握日益發達的資訊科技技能。

為了配合普通電腦科課程發展，我們將加強編程訓練，學習編寫各種應用程式，

抓緊資訊科技發展的機遇。

從實踐中學習　啟迪創意思維 — 設計與科技科

設 計 與 科 技 科 是 從 「 實 踐 中 學 習 」 的 科 目 ， 同 學 運 用 課 堂 上 所 學 到 的 知 識 及

技能，利用各種合適的材料及工場內的設施，親自設計和製作「設計課業（Des i g n 

Project）」。經歷不同步驟後，學生學會在過程中作出分析及抉擇，培養解難能力。

多年來，本科積極參與海內外不同類型的比賽，遍及中國內地和新加坡。同學透

過參加比賽，擴闊視野，增廣見聞，真真正正走出校園，融入社會。

透過多元化具創意的學習模式，對啟迪同學的創意和邏輯思維、培養批判性思考，

有很大幫助。

教育局近年積極推展STEM教育，因此本科不斷優化配套設施，包括購置電腦、家居

設計軟件、不同類型的機械人、雷射雕刻機、LEGO機械人、無人機、3D打印機等，讓同

學進行各種創科活動，培養科研興趣，提升解難和協作能力，配合社會的創新發展。

教育的目的並非完全是知識的累積，而更需要心智的培養及道德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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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學習領域

多元活動　感受動人旋律 ─ 音樂科

音 樂 科 旨 在 為 同學提 供 豐 富 和 全 面 的 音 樂

學習經歷，讓他們深入及有效地學習音樂。本

科積極推行「合作學習」，如利用手鈴及有音

高敲擊樂器等工具進行合奏；又引入「電子學

習」，利用混音軟件、打譜軟件及Ga r a g e b a n d

進行音樂創作及演奏學習，從而開拓更大的創

作空間。

課外活動方面，本科為同學創造不少學習音

樂及舞台演出的機會，以銀樂隊為例，透過學習

音樂及步操技巧、參加各類表演和比賽、擔任校

內重要場合的儀仗工作，藉此發展音樂技能、培

養合作精神、擴闊藝術視野。  

探索藝術　提升素養與情操 ─ 視覺藝術科

本科涵蓋素描、繪畫、平面設計、時裝設計、陶藝、立體構成及多媒體藝術等不同視藝

媒介，讓同學發揮創意及想像，建立個人風格及特色，盡顯藝術潛能。

為照顧學習多樣性，本科會因應同學的水準、能力及興趣，以靈活教學法提升學習動

機，並鼓勵自主學習，發掘個人潛能；高中視藝科除常規課程外，更有課後輔導及小組討

論，以提高同學的鑑賞及創作能力。我們期望同學從藝術探索中，培養藝術素養及生活情

操，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讓藝術融入生命，活出美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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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自我　調節身心 ─ 藝術發展科

「藝術發展」是高中「其他學習經

歷 」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同 學 可 通 過 欣

賞、創作、表演及反思活動學習藝術。

本 科 涵 蓋 音 樂 、 話 劇 、 舞 蹈 、 攝

影、電影及多媒體藝術等範疇，通過不

同學習活動，鼓勵同學以多元化的媒介

表 達 自 我 ， 調 節 身 心 ， 進 而 引 導 同 學

評賞藝術，加深對藝術的理解，提升品

味和修養。此外，我們歷年舉辦了多項

表演欣賞活動，包括話劇、歌劇、音樂

劇、粵劇、爵士樂、攝影作品展覽、舞

蹈欣賞等，中西兼備，古今並重；同學

透過上述種種活動，學懂尊重及欣賞各

類型藝術創作，建立個人審美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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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學習領域

生命在於運動 ─ 體育科

體育科旨在「透過身體活動進行教育」，

增 加 同 學 的 運 動 機 會 ， 促 進 個 人 身 心 健 全 發

展，課程除了傳授運動技巧外，更著重傳達運

動知識，培養同學積極活躍的生活態度，建立

正面價值觀。

本科為中一至中六級同學編排不同種類的

課程、活動，初中主要教授田徑、隊際球類競

技，如籃球、足球、手球、排球、欖球及壘球

等；高中課程重在豐富同學的運動經驗，鼓勵

他們接受並面對體育活動中的種種挑戰，故此

我們積極善用學校附近的設施及資源，帶領同

學外出上課，課程包括網球、壁球、羽毛球、

保齡球、騎術訓練、哥爾夫球、射箭及冰上溜

冰，使他們能廣泛地接觸各類型的活動，大大

提高學習興趣，擴大運動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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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考察

體驗生活　細味文化 ─ 境外考察活動

本校注重擴闊同學的視野，除了參與校外團體舉辦的國內、外交流團外，我們亦主辦了各類型

考察活動，如「中原古都六天遊學團」、「廣州文化及升學考察之旅」等內地交流團，讓同學加深

對國家歷史及國內升學環境的認識；「澳洲珀斯英語遊學團」、「英國倫敦英語遊學團」等則希望

增加同學接觸外國文化的機會，並提升他們的英語能力；「台北體驗學習活動」、「新加坡體驗學

習活動」、「韓國歷史文化及佛教寺院體驗遊旅」等多個考察活動，更能多方面回應成長需要，讓

同學走出香港，面向世界，拓闊眼光，為日後升學或就業做好準備。

 2013

韓國歷史文化及佛教寺院體驗遊

中原古都六天遊學團

台北體驗學習活動

 2014

清遠農村體驗及建設閱讀室計劃

台灣商業倫理及多元文化體驗遊

新加坡體驗學習活動

澳洲珀斯英語遊學團

 2015

廣州文化及升學考察之旅

世界教室計劃：生涯規劃臺灣之旅

蘇州杭州歷史考察團

湖南長沙歷史考察團

世界教室計劃：生涯規劃澳門升學考察之旅

英國倫敦英語遊學團

2016

廣州文化及升學考察之旅

台灣生涯規劃升學之旅

韓國歷史文化及佛教寺院體驗遊

加拿大溫哥華英語遊學團

2017

日本京都大阪佛教寺院遊

台北體驗學習活動

珠海長隆海洋王國研學之旅

親子台北環保之旅

暑期澳洲學習計劃

紐西蘭英語遊學團

北京上海歷史文化及科技發展探索之旅

佛教本來就是一種生命的教育，不僅含有豐富的哲理，更具有系統的倫理規範， 

對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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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圓大學夢

校自1994年起，迄今共有715位同學通過「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入讀本港大學學位課程。

此外，我們卓越的教育成果更獲澳洲及國內高等教育界認同，畢業生可以校內模擬考試

成績直接報讀下列大專院校開辦的專上課程：

澳大利亞天主教大學

邦德大學

中央昆士蘭大學

查爾斯德大學

伊迪斯科文大學

格里菲斯大學 

詹姆斯庫克大學

昆士蘭科技大學

南十字星大學

南澳洲大學

臥龍崗大學

昆士蘭大學

陽光海岸大學

南昆士蘭大學

塔斯曼尼亞大學

堪培拉大學

南大都市公立專科學院

馬丁學院 

羅素學院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外國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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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陳世豪

香港中文大學

鄭慧茹

馮巧欣

陸小琳

香港科技大學

鄭麗萍

梁鴻山

馬祖潮

高麗玉

陳禹頌

陳康成

陶佩殷

黃詠詩

香港理工大學

黎美娟

關淑儀

韓祖鈺

香港城市大學
嚴小倩

邱南燕

香港浸會大學

梁月欣

李子健

黃碧茵

1995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李建業

香港中文大學

黃永祥

蔡志遠

陳名浩

香港科技大學

勞國樑

黃美玲

楊志釗

梁民理

曾志雄

香港理工大學
陳嘉偉

周子龍

1995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城市大學

陳寶儀

謝凱欣

王振廣

張佩明

莫熾光

香港浸會大學
朱慶凌

王永賢

1997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司徒嘉敏

勞國倫

林惠娟

黃麗婷

譚家豪

香港中文大學

凌潔心

梁志光

易可兒

鄧耀強

伍素心

黎敏儀

香港科技大學

莊文鴻

劉敬業

周泰輝

張兆球

鄭思韻

黃雅芳

鄭愛蓮

方競強

林正華

甯立全

施嘉恩

何淑娟

陳妙思

蔣華杰

1996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李少苓

何偉基

梁家旗

高峻斌

香港中文大學

黎雅欣

陳卓峰

李綺文

香港科技大學

詹子龍

許敬賢

蔡穎珊

香港理工大學

周家俊

李永恆

黃道忠

溫佩瑜

香港浸會大學

蔡新瑜

黃國健

關仲賢

嶺南大學

翟慕玲

黃碧儀

黃健恩

歷年升讀大學名錄

教師應抱持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偉大理念，以推行以學校為本、 

學生為中心、質素為主的優質教育奉獻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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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陳凱詩

劉嘉寶

陸雅慧

阮巧施

張逸峰

林家信

林銘麟

容雨豐

香港中文大學

劉仲揚

周敏兒

林泳珊

歐陽世殷

陳曄翔

董民龍

容曉暉

香港科技大學

卓秀蘭

李寶穎

高家銘

香港理工大學

陳曙輝

陳德榮

黃淑儀

黃綺薇

郭旻傑

香港城市大學

鍾潔欣

梁靜怡

游  敏

陳偉華

陳君偉

朱堅政

香港浸會大學
陳嘉欣

林沛怡

嶺南大學

陳以捷

朱惠玲

洪雅林

陸詠琪

何秉鈞

彭文偉

1999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郭麗明

劉澤嘉

劉子慧

許卓文

廖柏基

徐傑漢

胡海德

楊美燊

香港中文大學

周寶珊

郭健欣

林   佩

石志誠

郭仲賢

李穎倫

香港科技大學

陳煥甄

鄭嘉瑩

王   迎

黃子健

香港理工大學

羅玉蓮

潘頌賢

黃卓文

林淑芬

李綺雯

張賜鴻

林燦斌

袁永樂

香港城市大學

張樂琪

林小玲

林詩敏

何倩汶

盧佩勤

黃德熙

香港浸會大學

陳倩鈴

陳穎璇

張怡婷

何韻思

王彥倫

嶺南大學
鄭志恆

葉尚志

2000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江可華

李嘉寶

鄭頌仁

梁展宏

陳靄寧

曹海琳

周慧怡

羅嘉茵

梁嘉莉

王珍妮

嚴詠兒

陳展康

林嘉威

黃啟斌

甄永賢

陳幗慧

香港中文大學

鄭卓東

李子樂

陳芷玲

黃競怡

張肇然

梁勇誼

黃  超

香港科技大學

羅敏莉

吳穎思

周衍墝

林嘉龍

杜志威

蔣永耀

香港理工大學

羅珮琪

馬思敏

楊詩琪

馬苑焮

梁泳健

林可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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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陳方曦

陳詩亮

傅耀豪

陳曄彤

侯凱尹

李嘉怡

何思遠

馬凱彤

黃婉雯

吳麗媛

岑麗瑚

戴賢斌

黃海燕

香港中文大學

鄭浩然

黃嘉俊

吳詠恩

2001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科技大學

張素心

陳秀婷

黎子豪

李家榮

葉澍昕

香港理工大學

徐苑華

郭逸恒

馬綺雯

李詠禱

孫智堅

翁晉基

香港城市大學

陳敏璇

梁正文

梁慧群

黃健深

胡可璣

香港浸會大學

陳家昌

郭映莉

李嘉莉

邵智賓

蘇雅湳

嶺南大學

陳碧琪

葉嘉欣

蘇佩君

香港教育學院 周曉瑜

2002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陳浩彰

鄭潔雯

方詩廸

梁伯豪

蘇文浩

湯偉傑

曾宇軒

王家俊

黃銘深

葉文杰

袁志威

容煒灝

年份2000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城市大學

吳啟璋

區家豪

黃毅剛

鄭仲賢

黃麗文

吳惠儀

譚伯慧

黃育權

香港浸會大學

林海盈

吳詠詩

楊智恒

林愛怡

香港教育學院
周梓君

蔡慧琳

2002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中文大學

樊宇軒

梁展程

潘瑞淇

冼雍華

香港科技大學

郭伯陽

黎永康

羅淑儀

吳綺玲

蔡鴻霖

香港理工大學

葉浩榮

劉國熙

李碧娜

李芷靜

呂兆文

香港城市大學

陳俊安

張嘉傑

梁文禮

王麗君

楊俊豪

唐振希

鄺詠藍

劉佩玲

香港浸會大學

鄭迪文

黃小曼

羅其昌

嶺南大學

蔡啟聰

梁惠英

黃諾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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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身體健康、思維敏捷、充滿理想、志氣昂揚、活力四射，前途自然不可限量。 
但，必須拼搏努力，實幹苦幹，方可實現目標，達致理想。



2003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陳安怡

張思偉

李家明

冼映彤

香港中文大學

陳嘉偉

趙文川

李穎琪

香港科技大學

張銳峰

崔寶琳

黃耀輝

香港理工大學

陳惠儀

朱文鋒

鍾科棟

江詩雅

李煒力

梁志滔

盧淦楓

香港城市大學

鄭智聰

葉景泰

黎家豪

香港浸會大學

梁淑英

周家倩

李嘉俊

嶺南大學 魯梓欣

香港教育學院 陳嘉愉

2004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陳景銘

韓明光

陳子聰

香港中文大學

陳雪芬

廖鈞慧

黎家儀

曾思翰

2005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黃啟榮

陳敏斯

孔愉心

蘇卓康

香港中文大學

鄭詠芝

羅雅瑩

李堃堯

梁詠芝

胡詠詩

香港科技大學 劉國禧

香港理工大學

陳溢昇

林乙揮

梁健偉

香港城市大學
杜慧珊

王俊榮

香港浸會大學

蔡燕菁

梁樂然

黃淑欣

嶺南大學 崔曉敏

香港教育學院 張慧婷

2006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李希欣

李鑽偉

曾俊威

胡傑濠

阮嘉俊

香港中文大學

李詠欣

張開圍

唐麗華

香港科技大學
趙子樂

蔡詠賢

香港理工大學

車秀慧

張誼靜

梁翠怡

雷得信

香港城市大學

李競行

梁昊輝

梁國浩

香港浸會大學

梁德煒

楊慧欣

方希文

嶺南大學 陳淑華

2004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科技大學

歐淑雯

周炳全

劉嘉豪

劉子健

蕭健東

溫國樑

葉玉婷

周健生

香港理工大學
劉敏婷

文慧兒

香港城市大學
黎慧敏

麥嘉俊

香港浸會大學
楊江裕

劉愷瀅

嶺南大學 李韻盈

香港教育學院
郭嘉瑜

張曉婷

2007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陳卓賢

何啟善

梁盈慧

黃駿明

香港科技大學

鄭家泰

周泱靖

江傑成

李廣培

香港理工大學

伍雅婷

張楚健

林靖國

譚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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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李寶悅

陳瑋霖

陳偉樂

李姿錡

盧浩南

駱穎欣

香港中文大學

陳瑞安

鄭匯亨

伍偉俊

魏皓峰

香港科技大學

陳嘉樂

崔浩銓

袁海營

香港理工大學 丘俊庭

香港城市大學

何誠謙

賴智立

許詠因

尹煜盛

楊穎玲

香港浸會大學 劉嘉浩

香港公開大學

陳嘉裕

林子健

薛逸翹

阮達禧

李詠琛

2009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陳聲宇

蔡家榮

容崇基

香港中文大學

張蘊姿

陳英慧

郭啟翔

香港科技大學 黃國灝

香港理工大學

林旭琼

雷樂信

蕭詠聰

溫志雄

香港城市大學

陳德駿

錢家瑤

彭晉怡

曾嘉佩

曾景堂

葉昌林

袁俊傑

周芷睛

嶺南大學 陳靜恩

香港教育學院 鍾雪儀

香港公開大學

陳景山

朱佩嘉

梁佩文

吳雪怡

黃智軒

黃煥欣

葉宇婷

潘耀明

蕭詠浩

2010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羅家麟

吳雪怡

張展豪

鍾浩林

香港中文大學

黎韋輪

李卓鞍

黃泰耀

香港科技大學
馬泳芝

傅浩恩

香港理工大學

何樂怡

陳麗珊

陳廷璋

黃詠薇

香港城市大學

林的熹

李國偉

潘佩瑜

陳詠怡

蔡秉修

俞珮琪

何政力

李詠彤

羅晙流

麥瑞怡

曾棨禧

嚴佛安

嶺南大學 葉岱湖

香港教育學院 黎佩珊

香港公開大學

何靜怡

龔俊樺

鄺志泓

李舒婷

寧嘉敏

曾嘉蔚

王得天

余曉彤

連亨禮

2007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城市大學

陳廸軒

林煒標

劉夢凝

周誥夆

香港浸會大學

張雁玲

關錦滔

梁文慧

香港嶺南大學

朱嘉敏

郭嘉聰

沈文傑

黃綺雯

香港公開大學
車沛涎

梁綺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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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的世界是個怎樣的世界，就要看我們今日怎樣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2011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符靜琳

管鈺渟

劉淑欣

李卓瑩

洪万順

李俊禧

香港中文大學

張伊寧

彭珮儀

黃芷筠

簡曉峰

馮嘉浩

香港科技大學

梁菀婷

歐展彤

梁兆灃

曾嘉穎

賴俊羽

羅樂謙

香港城市大學 吳國威

香港浸會大學

蕭朗瑩

勲嘉偉

譚偉雄

香港教育學院
黃靜琳

翁綺雯

香港公開大學

陳影彤

張婉君

梁嘉敏

譚翠莉

歐陽健權

張家俊

陳曉瑩

2012(AL)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江敏華

趙錫榮

高兆佳

黃華彬

林偉俊

郭俊然

香港中文大學

曾慧兒

陳嘉穎

許穎生

麥凱琪

陳英斯

黃鴻彬

劉錦威

阮康穎

香港科技大學

李詠軒

姚竣陞

沈家豪

楊嘉朗

莫志培

王穎彤

香港理工大學
李焜榆

溫志寶

香港城市大學

莊本源

劉翠瑤

張鴻智

香港浸會大學
衛芷晴

吳詠茵

嶺南大學

李樂斯

嚴珞琛

蔡曉童

香港教育學院
李芷樺

鄧曉霖

香港公開大學
何嘉騏

吳殷平

2012(DSE)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中文大學
李麐 池

何浩新

香港科技大學 林國祥

香港理工大學
鄧浩權

冼加宇

香港城市大學

羅慧冰

謝思俊

何梓裕

孔澤釗

吳周恒

香港浸會大學 劉津成

香港教育學院
藍佳鈺

香敏儀

2013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梁冬妤

香港中文大學
陳子峰

連亨裕

香港科技大學
劉銘心

彭靖殷

香港城市大學
黎瑋祺

尹嘉儀

香港浸會大學 彭愷欣

嶺南大學

潘家寶

黃康綸

莫嘉穎

謝子峯

香港教育學院 陳靜嵐

香港公開大學

彭嘉雯

黃淑儀

潘家樂

沈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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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梁子樂

陳宇欣

香港中文大學
范朗鋒

藍嘉洛

香港理工大學

楊瑋婷

陳曦文

林慶境

馬梓昊

鄧麗婷

吳潔儀

林政耀

香港浸會大學 蘇健庭

嶺南大學
林詠恩

葉俏君

香港公開大學

張浩兒

周子豐

林嘉珮

梁康權

蔡嘉寶

陳鳳明

何宇軒

2015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中文大學 趙晞竣

香港科技大學 李駿亨

香港理工大學

葉麗蓮

黃仕源

梁冬熙

朱諾文

香港城市大學 陳家良

香港浸會大學

匡敬鯤

陳宇詩

李松筠

2016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姚思敏

香港理工大學

黃俊杰

梁嘉成

王浩光

香港浸會大學 馮偉浩

香港教育大學
何曉彤

余子海

香港浸會大學 馮偉浩

香港公開大學

顧珮瓊

林舒宇

王嗣婧

吳曉儀

馮美玲

鍾蔚彤

陳卓妮

阮玥曈

黃滶然

歐陽灝璋

賴彥臻

郭仲恆

2017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大學
黎鎬賢

金芷存

香港科技大學
李沅熹

譚凱珍

香港理工大學
唐佑軒

羅曉珺

香港城市大學
李家傑

蕭煒峰

香港浸會大學
岑愛倫

陳柏浩

香港公開大學

朱碧淇

孔嘉妍

陳穎雯

呂俊熹

賴德藍

李嘉琪

陳頌琳

呂曉峰

陳煒立

黎穎晞

杜雪靖

張子謙

2015

升往大學 學生姓名

香港公開大學

翁子怡

方靖怡

羅紫蔚

吳碧柔

張進昇

霍子賢

馮雋裕

王洛殷

李嘉欣

吳建廷

葉鎧沂

周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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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教育目的，便是進一步淨化社會人心，創造人間淨土。



畢業生名錄

198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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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

謝志榮  蘇曉新  朱鑑明  馮志偉  何思雪  劉立全  劉景惠  李依雯  陳艷貞  葉佩珊  梁佩珊

阮淑敏  楊穎儀  葉錦芝  李詠琴  林寶琼  鄧佳美  梁少寶  陳敏麗  胡詠姬  郭玲玲  關玉玲

黃頌怡  李鳳玲  陳麗芳  劉羣英  曾麗君  李毓筠  陳翠媚  麥惠敏  王佩慧  關潔儀  黃佩恩

鄭秀顏  勞佩碧  黃永恩  霍詠儀  馬燕卿

F. 5A

何志文  陳毅文  梁啟軒  梁劍峰  余國認  林永忠  鍾哈春  蘇秀嫻  曾嘉銘  李穎璇  茹志偉

潘仁偉  林嬋娥  錢慕娟  楊寶儀  梁錦章  謝樂詩  梁萍珍  吳素英  鍾靜儀  陳迎朝  周美娟

譚玉冰  趙月花  陳淑蘭  胡麗明  吳鳳蓮  林翠珊  黃鳳恩  鍾艷芳  黃燕雯  趙偉文  曾嘉敏

徐詩雅

F. 5B

石  磊  吳銘榮  庚志偉  利志強  葉曉峰  邱振宇  梁家明  蔡玉田  李志宏  陳志榮  顏國柱

李偉儀  鄭浩祥  關浩宏  林鴻輝  吳少文  朱珮文  陳翠貞  劉宛徽  鄭佩玲  李文蕙  黃慶芳

關慧敏  何依玲  馬家玲  林美寶  吳惠萍  葉珮儀  李秀梅  章  松  劉佩貞  郭惠珠  許麗青

F. 5C

陳裕勳  陳淦明  鄧崇孝  盧文浩  潘冠熙  許偉健  徐達志  歐寶文  李寶權  黃文輝  葉子文

趙偉榮  麥潤誠  鄧德明  曾偉思  吳雨心  黃少清  曾志權  周明浩  鄧錫龍  單銘賢  鄭敏聰

陳志剛  陳秀芬  陳婉珊  游佩文  薛志英  劉麗儀  盧慧賢  陸彩蓮  梁少嫻  黃政君  張儉蘭

梁麗勤  溫燕勤  黎江濤  彭少芬  劉就璇

F. 5D

1990年

梁福根  葉偉良  鄧志立  謝國文  黃文偉  劉家昌  屈家興  郭寶兒  李振邦  黃志明  譚嘉明

孫美茵  蔡慧娟  葉美珍  黎敏儀  曾卓薇  譚賽璋  羅綺雲  姜紫霞  陳雪嫻  佘寶濃  陳炳佳

林潔玲  鄭燕玉  周瑞玲  何佩儀  杜家珮  徐慧明  王淑芬  黃震威  饒敏玲  周嘉敏  陳秀蘭

范慧子  王敏芬  陳曼華

F. 5A

吳瑞芬  潘耀佳  何志賢  陳毅文  陳智偉  李志偉  鄧肇榮  孫兆文  梁穎傑  黃佩玲  司徒偉昌

梁少平  梁寶華  鍾小英  林玉霞  陳少娥  朱玉珍  陳祺元  羅佩珊  周惠英  鄧淑兒  李國英

鄭佩瑤  譚嘉慧  莫利羣  郭慧玲  李玉芳  鄭穎園  李秀霞  張佩思  邵曼君  劉偉芳  易麗珊

陳惠雯  潘婉怡  陳志堅  郭偉洪  梁蔚如  鄭玉萍

F.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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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冬菁  何慧敏  江嘉慧  林鳳如  王詠嫻  李柳琼  謝少芬  龍燕鳳  林愛雲  丘佩珍  陳佩珊

何穎梓  陳小恩  吳麗萍  關妙儀  陳艷芳  梁月珊  陳懿婷  柳美雲  胡思穎  麥笑文  黃玉梅

余敏玲  李鳳儀  劉珮詩  黃穎欣  黃麗嬌  凌潔儀  梁偉昌  李國寧  何淑詠  趙美恩  林志偉

林海山

F. 5C

梁文琪  陳  挺  黃頌明  卓國賢  陳智勇  江嶽權  曹建生  岑耀倫  梁照陽  利沛霖  李細文

區國偉  蘇志民  李展鵬  黎志傑  鍾世國  陳勇權  黎浩蓁  林偉濠  陳俊傑  麥國雄  黃頌勤

梁啟賢  余健旋  梁祖明  陳婉君  梁兆鋒  何國良  胡子健  高耀輝  關振凌  周耀明  何慶萬

陳慧蘭  楊巧萍  何敏儀  陳詠勤  黃淑儀  洪少佳  禢麗儀

F. 5D

1991年

陳銘錦  黃哲勳  林基傑  張慧嫦  曾佩文  黃彩媚  盧少珍  鍾蘭芝  曾  華  於德智  陳慧薇

孔振寧  洪偉權  嚴永興  黃敏傑  鍾威廉  柳偉珊  黎珮茵  林  融  鄺素蘭  黃國芬  邱毓琳

劉潔瑩  湯彩曼  梁楚雲  林綺薇  霍麗娟  洪苡樂  周嘉慧  李詠怡  羅玉鳳  伍露恩  張淑賢

鍾藝玲  黃保威  溫家明  陳品品  黃慧茵  何靜儀  司徒冠榮

F. 5A

蔡偉亮  徐希文  何志賢  曾  欣  陳智聰  梁穎傑  郭偉洪  馬敏達  黃秀芳  鍾慧瓊  陳凱芬

周秀慧  劉淑微  孫寶蘭  練慧敏  葉敏儀  潘婉怡  易麗珊  高若嫻  謝綺玲  葉佩雯  劉淑嫻

林鎂然  林鳳蓮  陳維妙  鄺嘉儀  楊碧華  林慧婷  何翠萍  吳翠玲  謝慧明  林淑貞  鍾偉儀

胡志筠  蘇秀嫻  李玉鳳  尹凱茵

F. 5B

陳劍峯  解天樂  劉明輝  梁兆偉  李少漢  鄭志銓  吳天倫  周麗明  陳佩珊  李美華  鍾麗翠

陳詠嫻  徐文秀  樊玉羣  梁美好  陸茵明  張詠賢  梁家盈  屠佩芬  陳蓓蒂  鄭慧敏  李玉燕

何建芬  陳鈺雅  尤治方  劉珮瓊  李麗娟  何穎梓  何翠玲  葉鳳微  譚靄明  郭玲恩  黃麗雲

林子茵  歐綺慧  謝安琪  鍾冠聰  黃子欣  許佳南

F. 5C

文冠中  王  星  袁兆民  尹柏基  黃耀輝  龔學天  蘇偉光  李興揚  楊孫曉  黃煜輝  史嘉進

李玉華  陳君蘭  黃嘉琪  馮宇君  李玉華  馮志遠  金懷男  周肇邦  蕭國偉  李文豪  梁協鴻

陳仲明  蘇詠儀  陳賢琴  區智穎  馬麗明  洪美苑  楊潔惠  馬嘉慧  林惠珍  鄭妙芝  葉秀儀

江賽燕  戴惠娟  黃燕思  陳玉婷  盧小燕  傅業安  潘鳳玲  蔡雪儀

F. 5D

1992年

廖淑雯  鍾俊華  李嘉昌  方健榮  黃振廣  李子健  梁詩韻  鄭慧茹  鄺佩欣  劉慧霞  黎慧潔

馮杏英  胡卓詠  趙麗儀  李明嫦  梁轉好  梁佩詩  周秀芳  潘秀文  關天麗  何鳳儀  林秀麗

李嘉慧  黃碧茵  張楚娟  鄭惠貞  符冬蔓  江嘉雯  梁頌賢  謝嘉敏  梁金桃  鄒雲玉  黃婉微

彭玉珍  梁美嫦  文淑儀  葉鳳娟

F. 5A

每個學生都有其獨特性和潛能，教育就是一視同仁為他們提供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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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聰  鄧見文  梁子健  梁鴻山  葉兆華  陳允文  吳偉棠  梁  嬌  林美儀  鄧肋詩  盧慧蓮

劉慧珊  邱南燕  林詩麗  黎苑茵  陸詠恩  石慧芳  徐玉虹  梁少玲  嚴小倩  鍾慧雯  梁麗玲

冼惠儀  楊婉明  官穎詩  梁惠芳  禹少鴻  賴景怡  黃子欣  陳惠如  蔡寶蓮  林寶珍  蔡婉芬

黃慧菱  劉銀芳  李詠思  黃潔瑜  關美好

F. 5B

柳應童  黃偉倫  樊禮信  梁耀光  劉漢文  何兆鴻  張家龍  蘇偉強  關生發  陳賜樂  蘇子健

葉耀祖  許子傑  梁偉文  崔達明  吳志申  黃鍵滔  黃錦麟  馮巧欣  鄭麗萍  陳嘉雯  朱兆儀

曾  嘯  黃小嫚  馮惠心  吳凱欣  陳靜嫻  倪楚儀  陳美玲  唐佩莉  劉詠欣  陳蘭貞  王寶珊

張金嬌  林天然  伍惠儀  張美貞  劉慧雪

F. 5C

潘展維  馬祖潮  陳世豪  梁家圖  陳康成  莫君傑  鄭念池  李柏基  李迪華  梁肖慶  陳禹頌

凌偉光  黃開傳  陳穩基  黃進成  梁家榮  陳雪羚  何詠詩  黃詠詩  葉燕萍  黃永珊  黃思靈

伍尚華  高麗玉  蔡燕芬  彭艷卿  甄淑清  劉美琪  鄧美怡  林寶麗  黎美娟  關淑儀  郭錦榮

林志威  譚偉傑  陳仲明  葉向東

F. 5D

1993年

簡家俊  施林波  羅敢豪  蔡志遠  周健超  陳偉傑  黃德民  陳群英  楊雅詩  陳笑霞  周惠敏

關子筠  郭雨虹  鍾秀琴  林文惠  梁嘉文  冼慧明  李詠思  吳敏智  馬少鴻  林雅欣  陳佩施

吳慧芬  莊綺雯  謝嘉麗  何碧華  黃靜儀  蔡美儀  劉冬梅  李學明  陳偉芝  尤治中  陳嘉詠

李嘉儀  黃玉華  何敏儀  鍾蓮香  李嘉昌  葉兆華

F. 5A

周美好  張好妹  伍嘉慧  陳志汶  林國威  彭國生  勞永強  林勁滔  蔡振強  冼惠儀  余德敏

蕭敏珊  黎苑茵  李燕娥  譚悅能  衛建德  王寶新  龐振中  周振威  周展豪  吳偉棠  梁桂秋

何少芳  陳美施  陳柔龍  王琼花  黎慧儀  黃慧菱  何施琪  鍾慧雯  陳紀恩  劉琇瑩  周少芳

吳惠芬  梁麗芬  林紅梅  譚可欣  黃淑瑛  廖彩鳳  陳燕雯

F. 5B

周金華  蔡偉倫  陳志強  李子楊  陳紹輝  張德穩  梁紹文  黃耀明  梁紹輝  蔡家朗  文智峯

張詠琪  黃桂蓮  周金勝  何偉德  譚焯威  陳達之  梁偉明  彭幗英  陳綺玲  陳美寶  游子慧

羅家怡  黃秋燕  程慧蓮  黃美玲  凌淑賢  黃秀明  馬潔貞  郭佩玲  鄭芷芯  許玉桂  譚靜儀

符嬛二  關素芬  譚倩璋  陳智榮  黎俊傑  陳潤華

F. 5C

張家龍  夏浩賢  劉志偉  黃健良  刁敬德  楊志釗  廖健文  曾志雄  陳國威  譚偉傑  黃健勤

羅錦倫  勞國樑  周子龍  崔建明  陳志文  李建業  黎錦堂  陳國鴻  葉耀祖  顧佳冕  李國權

陳遠明  蔡子榮  呂海琳  劉婉茵  黃雪媛  黃潔媚  何詠珊  黃小嫚  陳玉玲  黃美玲  岑雅詩

龔家慧  郭翠芝  馬凱欣  羅美鳳  陳玉芸  何秋鳳  鄒婉芝

F.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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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

何浩賢  江偉強  伍偉良  葉智恆  曾肇豪  彭國生  陳凱茵  羅淑萍  周惠敏  李秀珊  潘慧心

仇嘉敏  關珮詩  林少慧  鍾美芳  陳嘉儀  梁嘉明  盧海妮  陳淑貞  唐少萍  徐甄妮  司徒敏儀

陳群英  梁泳珊  劉琇塋  何施琪  張慧芯  陳秀麗  伍品儀  謝雅汶  陳少屏  冼慧敏  陳柔龍

黎慧儀  曾益民  冼偉安  蕭浩明  劉俊文  譚嘉文  周振威

F. 5A

梁晶晶  許嘉琪  吳碧瑩  陳秀儀  姚詩韻  黃偉華  廖偉文  張志傑  黎華好  馬佩雯  薛詠詩

謝宇寶  馮伙強  張志仁  邱國??  羅重文  譚悅能  雷富期  郭志豪  金嘉輝  盧志輝  林潤龍

劉金鳳  余佩珊  周鳳萍  布燕玲  穆慧詩  張凱茵  黃楚欣  蔣淑怡  周木嬌  何鳳儀  黃淑瑛

廖彩鳳  吳金妹  梁淑冰  鄺慧儀  何嘉雯  陳海燕  杜雅儀

F. 5B

敖寶玲  朱惠敏  李慧敏  陳佩詩  李子惠  王家輝  劉麗萍  梁麗霞  李思琪  張麗娟  余美敏

劉國浩  蔡志文  呂敬敏  陳智榮  李福忠  蔡偉倫  梁德文  許彥衡  陳東鷹  陳瑞龍  黎俊傑

黃蘭芳  梁敏瑛  李淑欣  張詠琪  黃定芳  黃君兒  王雅儀  黃凱思  王茵茵  黃碧儀  李卓華

陳志強  周家俊  羅穎琪  彭幗英  黃美玲

F. 5C

黃卓倫  辛鴻宇  詹子龍  周錦明  高峻斌  洪泉豐  劉偉德  梁文豪  游清偉  余楚智  黃志榮

葉家龍  羅維新  王子聰  柯曉斌  何耀麟  鍾伯璋  嚴志輝  梁昭偉  何智樂  鄺志恆  劉榮業

羅永祺  梁一龍  陶詩敏  鄒雲英  陳凱莉  羅嘉儀  嚴詠詩  何淑娟  蔡穎珊  梁艷紅  梁嘉雯

陳翠珊  劉錦蕙  劉志偉  李少苓  陳惠蘭  管慧莊  莫文姬  何詠研

F. 5D

梁轉好  李嘉慧  李月嫦  羅燕屏  梁民佩  邱南燕  劉慧柵  陳寶儀  梁月欣  鄺佩欣  高明愛

黃子欣  葉鳳娟  林寶珍  鄒雲玉  潘秀雯  張楚娟  鄭慧茹  余文慧  關天麗  黃碧茵  嚴小倩

林淑貞  甘翠萍  李子健  王振廣  黃子平  梁鴻山  梁子健  陳允文  鄭子聰

F. 7A

梁文冠  陳邦國  王永賢  韓祖鈺  陳禹頌  陳康成  陳世豪  樊禮信  陸小琳  樊兆康  陳穩基

梁肖慶  陳美玲  黎美娟  謝文卿  關淑儀  彭艷卿  呂慧迎  黃詠詩  馮巧欣  區瑞琛  黃玉蓮

陶佩殷  馬祖潮  戴顯政  陳嘉儀  陳嘉雯  高麗玉  鄭麗萍  鄧淑儀  周子健

F. 7S

1995年

鄺鎮南  張貴雄  楊世昌  彭振剛  郭耀輝  陳嘉昌  方潤材  陳樹開  麥樹華  蔡慧敏  顏小鳳

陳綺琪  楊惠鴻  梁志紅  梁晶晶  梁思琪  周笑兒  劉嘉敏  梁淑冰  梁美鳳  梁麗芳  余仲欣

黃德怡  周文鳳  劉綺玲  何鳳儀  殷嘉儀  彭寶儀  劉金鳳  夏麗茵  李愛慈  李秀珊  楊麗娟

張曼怡

F. 5A

譚俊健  李志偉  陳國華  王文龍  徐偉江  林錦龍  陳洛彬  吳家恆  陳德榮  黃偉華  邱國基

王詠詩  黃芷蔚  馮杏璇  劉翠兒  胡秀芳  周浩賢  陳重輝  岑嘉玲  梁玉嬋  胡志茵  黎靜儀

鄧樂婷  陳美寶  許綺文  梁翠敏  李佩珊  洪雅林  黃嬿而  王嘉麗  張慧儀  梁婉媚  冼婷芝

蔣淑怡  陳小菇  郭詠琪  陳翠芬  胡穎琪  黃麗薇  陳麗貞

F. 5B

佛化教育宗旨在所承釋尊聖道，薰育青少年向善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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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豪  李福忠  譚文傑  鄧穎賢  吳家驅  吳沛權  王家輝  毛永成  李偉倫  張偉榮  王為霖

陳東鷹  梁敏瑛  黃雯鳳  張美鈴  黎明霞  廖家麗  翁嘉揚  李振文  吳夏梅  廖雯琪  陳春連

李淑欣  嚴珮珊  周美彩  林美娟  黃廣惠  王蘊微  陳秀雯  黃凱思  周玉芬  周家佩  黃雲妮

林倩明  陳仲怡  簡詠欣  黃錦秀  陳淑敏  周倩瑜  李慧敏  梁曉慧  呂依勵  游  敏

F. 5C

李耀文  高峻威  關俊傑  李東輝  吳紹鴻  羅啟傑  戚永樂  梁家文  周泰輝  陳偉林  黃錦傑

施嘉恩  陳歌慧  黃凌麒  黃進富  梁志光  勞國倫  陳國榮  盧守強  譚嘉豪  何建勳  曾健民

藍金輝  陳敏思  嚴麗珊  劉琇文  梁嘉雯  何振婷  謝宇敏  蔡佩詩  黎敏儀  黃美卿  劉佩嫺

劉燕玲  高靜文  陳翠珊  葉芝蘭  張婉君  袁美珊  莫文姬  陳毅玲  何淑娟  吳穎嘉

F. 5D

黃國輝  黎子明  曾偉略  陳嘉偉  庚志滔  張顯智  蔡志遠  王振廣  謝凱欣  黎苑茵  梁偉雄

吳文亮  何嘉威  陳寶儀  冼惠儀  梁淑婷  林紅梅  蔡偉怡  黃詠詩  周笑容  薛婉汶  陳凱詩

朱慶凌  陳佩晶  劉銀芳  黃慧菱  簡凱恩  張佩明

F. 7A

李永恆  葉耀祖  黃永祥  楊志釗  許敬賢  潘展維  刁敬德  王永賢  曾志雄  周國良  郭俊強

柳應童  周子龍  張家能  陳嘉輝  黃良凱  陳名浩  梁民理  呂海琳  陳玉芸  李建業  李建基

勞國樑  莫熾光  譚偉傑  羅美鳳  黃金鳳  黎明華  吳光華  何詠珊  黃美玲

F. 7S

1996年

梁健榮  楊小榕  凌偉明  文駿生  吳偉佳  湯民康  高俊麒  湯俊豪  梁俊浩  吳鎮宇  侯惠雯

李卓茵  戚錫敏  吳靜賢  陸詠琪  顏小鳳  吳惠敏  龍綺雯  黎少文  鄺詩敏  劉素嫻  黃祖欣

梁家敏  余仲欣  陳詠賢  黃美華  李子卿  李佩霞  黃逸龍  陳智勤  陳柱森  周永興

F. 5A

陳德榮  梁家民  梁保忠  楊健滔  許瑞銘  譚  駿  鄧健祥  周振禧  孫建成  黃詠仙  郭小燕

洪雅林  黎淑怡  吳嘉文  謝芷屏  蔡綺雯  伍智敏  蔡怡楓  謝婉羚  杜麗嫻  鄧麗娟  林泳恆

黃慧思  陳思敏  李靜雯  甘樂敏  梁慧明  黎杏珠  盧美詩  梁美霞  周燕玲  李嘉茵  李嘉怡

岑嘉瑜  陳寶苓  嚴曉瑩

F. 5B

F. 5C

郭旻傑  郭衍豐  文振豪  樊文俊  周少偉  黃耀民  姚勇毅  黎偉民  曾子文  劉其德  何榮新

麥俊輝  郭建輝  李琪瑋  陳順章  黃照輝  朱家豪  賈錦琳  陸智偉  譚振邦  黃建華  盧建昌

郭敏兒  鄧天慧  麥笑怡  何秀儀  黃淑儀  李藹琳  黃詠楠  劉慧莊  祁浦珠  黃綺薇  鄧敏兒

嚴碧珊  羅詠雯  洪鳳婷  林愛心  郭雨睛  鄺慕賢  陳麗冰  陳雅芝  劉麗雯  黃凱琦  吳逸緻

F. 5D

張日科  楊之輝  黃嘉虹  卓家遜  余穎賢  梁國榮  黎永健  易家砫  陳君廉  周旭全  周笑芳

盧穎恰  徐詠芝  周志芳  周倩瑜  董子玉  溫緻明  張詠沁  潘秉芬  周文慧  李愛慧  歐陽敏玲

陳麗明  鄭天燕  杜珮珊  梁翠儀  何穎欣  姜健穩  劉家麗  蔣愛蓮  朱惠玲  謝敏儀  梁平珊

鄧樂儒  鄥永賢  梁玨榮  李劍池  潘衛強  王漢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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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健思  蕭浩明  周家俊  冼寶康  黃俊輝  陳智榮  梁頌賢  黃道忠  黃定芳  周鳳萍  彭幗英

關仲賢  黎志偉  黃虎彪  譚嘉詠  張麗娟  黃雅儀  廖彩鳳  黎慧儀  陳柔龍  翟慕玲  黃碧儀

鄭寶琴  劉琇瑩  劉景茵  袁家慧  趙苑玲  蔡新瑜  陸秀芳  馬佩雯

F. 7A

李永恆  孫家俊  陳遠明  鄭文耀  劉偉德  陳卓峰  許敬賢  高峻斌  辛鴻宇  馮正祥  黎志遠

黃國健  黃良凱  馮志佳  梁偉基  游清偉  詹子龍  李穎聰  何偉基  羅維新  馮兆聰  鄒雲英

劉皓暉  黎雅欣  溫佩瑜  李少苓  梁家旗  蔡穎珊  羅嘉儀  蘇美琪  謝婉瑜  陳惠蘭  袁秀文

謝子韻  李綺文

F. 7S

1997年

戴卓文  袁家榮  蔡章華  胡智衡  李嘉昌  鄭志基  周永興  莫裔聰  鄭天偉  蕭亮衡  周尚文

陳麗芬  胡婉玲  江翠珊  關翠儀  吳淑雯  林詩敏  何詠姿  彭佩儀  葉凱楹  趙欣玲  張樂琪

羅玉蓮  區文晶  吳寶珠  盧家欣  凌潔宜  吳慧怡  李秀英  蔡秀惠  陳泳龍  何詩祺  周靜雯

周日葵  郭佩珊  梁詠茵  容家敏  嚴詡鳴  鍾鳳英

F. 5A

高聲偉  麥家豪  沈  輝   蔡恆暉  黃錦華  李子勤  張漢權  李卓峰  羅子曦  林智維  丁宇材

嚴曉瑩  林玉燕  陳婉碧  李嘉怡  郭建成  陳柏堅  黎卓然  獎帶滿  李景輝  陳錦榮  張志華

黃世傑  陳立軒  布佩珊  嚴嘉寶  湯美婷  楊玉嬌  林麗嫻  曾志嬌  楊詩麗  陳嘉賢  黃鳳媚

梁彩媚  楊家琪  莊映虹  黃詠仙  趙依蘭  黃凱珊  蔡慧德

F. 5B

陳小峰  吳一峰  郭金有  張國洪  譚振威  黃嘉琪  駱文浩  鄭志恆  黃振邦  廖漢威  梁成輝

黃卓文  文巧儀  何家慧  楊潤儀  江佩琦  陳思敏  吳靜茵  尹浩文  周旭全  何子樑  梁金華

吳志聰  黃自業  胡潔盈  鄧仲詩  羅詠思  黃德儀  陳雅文  區可琪  李美茵  盧詠琳  余嘉藍

張瑩瑩  謝敏儀  郭詠恩  郭美儀  陳麗明  鄭佩賢  梁平珊

F. 5C

方錦財  沈祖健  羅浩賢  蕭曉峰  梁昭明  曾仲文  李建良  矯津港  曾健民  何捷豪  楊美桑

梁志成  鄧偉旋  黃泳鋒  郭仲賢  李文俊  林嘉龍  陳展康  盧永賢  余力恆  盧志培  古浩然

曹嘉威  李志豪  何艾芝  劉子慧  郭佩儀  黎火嬌  陳幗慧  林穎雅  何倩汶  陳煥甄  杜卓儀

梁麗玲  吳美華  吳允宜  李英儀  鍾美裕  趙敏恩  林愛怡

F. 5D

譚浩賢  李福忠  邱國基  湯家能  馮兆傑  梁仲賢  莊文鴻  鄧曜強  周浩賢  黃云妮  司徒嘉敏

李詠敏  陳秀雯  陳仲怡  呂秀霞  黃廣惠  黃麗婷  劉金鳳  凌潔心  李詠詩  周笑兒  歐陽素貞

王嘉麗  陳淑敏  梁淑冰  林律穎  蔡曉楓  李淑欣  黃凱思  梁曉慧  鄭詩雅  游  敏  區慧珊

吳淑慧  黎明霞

F. 7A

甯立全  力競強  葉世鈞  高峻威  周泰輝  劉敬業  梁子健  譚嘉豪  張兆球  何淑娟  鄭愛蓮

林正華  施嘉恩  鍾曉輝  勞國倫  梁志光  蔣華杰  黃雅芳  林惠娟  黎敏儀  莫文姬  易可兒

鄭思韻  羅敏琪  陳翠珊  陳妙思  羅婉琳  伍素心  莊嘉賢

F. 7S

服務社會，造福人群，才能真實體現佛教的價值和得以持續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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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莊鳳儀  馮寶儀  馮穎嬈  何慧研  李雅雪  李秀芬  李緯芝  盧家欣  杜嘉嬋  謝敏芝  王雅芝

容家敏  陳祖健  陳家豪  周志強  鄭智傑  鄭志宏  鄭頌仁  鄭恆偉  鄭國威  趙汝樂  周進文

鍾兆恆  馮誠健  郭逸恆  鄺展輝  李子樂  李偉文  梁少東  梁浩然  李駿業  鄭卓東  伍文傑

薛樂軒  謝康怡  黃耀禹  楊智恆  嚴永佳  余柏言  容曉欣

F. 5A

陳碧琪  陳詠芝  莊映虹  馮詠君  何詩雅  許明儀  賴秀清  梁潔珠  梁慧群  彭淑玲  孫逸雯

譚娟娟  謝君儀  謝燕儀  徐翠霞  尹錦文  黃鳳媚  黃玉珍  楊慕貞  楊翠芝  歐健龍  陳志豪

朱志輝  范博倫  馮志誠  郭志健  郭建成  李子勤  梁偉雄  麥詠昌  潘衛勳  鄧志威  曾顯貴

黃劍兒  黃禮民  黃世傑  胡家俊  邱浩然  游柏權

F. 5B

區瑞茵  陳頌恩  陳鳳瑜  陳嘉敏  陳偉蘭  鄭天慧  周梓君  周曉瑜  鄒嘉雯  鍾嘉盈  鍾若瑜

馮敏賢  金靄莉  江佩琦  江泳琪  林佩詩  劉綺雯  李少敏  梁麗娟  梁佩君  潘綠秀  謝冠兒

謝雯婷  王寶琴  黃素森  王淑筠  胡潔盈  楊詩琪  余嘉麗  張兆強  郭啟賢  黎啟沖  林俊聲

劉偉鴻  梁希文  梁健生  梁耀強  連浩濱  駱文浩  麥田豐

F. 5C

F. 5D

陳可兒  陳嘉欣  陳以捷  張慧萍  周倩瑜  朱惠玲  鍾潔欣  馮瑞芝  何韻思  洪雅林  歐陽素翩

郭嘉雯  黎藹兒  梁靜怡  陸詠琪  黃麗霞  黃小菁  游  敏  余仲欣  陳曙輝  陳德榮  陳偉華

周子傑  何秉鈞  龔偉樑  劉仲揚  吳鎮宇  彭文偉  湯偉琪  曾銘狄

F. 7A

陳凱詩  陳雅芝  周敏兒  卓秀蘭  林沛怡  林泳珊  劉嘉寶  羅秀盈  李寶穎  陸雅慧  鄧天慧

黃淑儀  黃綺薇  阮巧施  陳曄翔  陳君偉  張逸峰  朱堅政  高家銘  郭建輝  郭旻傑  歐陽世殷

林家信  林銘麟  劉其德  梁家文  馬南柱  董民龍  黃保龍  姚勇毅  容曉暉  容雨豐

F. 7S

鄭美燕  仇穎賢  鍾詩蓓  黃麗文  祁湘雲  林愛怡  李健玲  李英儀  梁麗娟  李美芳  歐陽美雪

馬苑掀  吳惠儀  曾美蘭  黃凱雯  黃逸思  翁美碧  陳家康  周衍墝  何樸熙  黎浪霆  司徒佩怡

黎上智  林嘉威  林耀智  劉嘉強  李俊文  李家榮  李景豪  文耀榮  柯卓謙  沈肇麟  孫智文

譚正豪  鄧永強  湯國文  尹祖欣  王健東  黃育權  甄志偉  袁健豪

1999年

陳倩盈  周家文  張可穎  周敏慧  何詩敏  賀靜雯  葉嘉欣  郭詠棋  郭映莉  郭盈慧  林穎怡

羅秀芝  李潔明  李佩怡  李思靈  廖汶珊  吳詠恩  溫家羚  余卓慧  陳敏明  鄭狄生  鍾兆恆

何溢斌  郭逸恆  黎紹基  林兆邦  羅展豪  梁旗峰  譚文樂  譚恩安  譚恩平  謝劍聰  華永傑

溫劍恆  黃諾衡  黃文傑  黃銘基  黃偉才  丘嶸璟  嚴子明 

F. 5A

陳靜文  陳詠文  巢綺琪  張凱欣  張翠珊  蔣鍵雯  周詠怡  秦英儀  范藹慈  林詠琪  歐陽穎欣

劉  秀  梁雅茵  梁慧群  李藹兒  馬凱菁  麥嘉瀅  蘇翠玲  黃祉聰  王麗君  黃艷萍  嚴嘉燕

陳志強  陳啟忠  陳偉棠  陳宇軒  張志麟  張偉傑  周家豪  鄒錦樑  周偉倫  劉鎮樑  勞國良

麥冠良  毛耀星  彭澤斌  邵智賓  黃煒樂  楊杰鋒

F.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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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詠研  井靜玉  蔡夏萍  周曉瑜  周家兒  周帶娣  蔡帶娣  何佩珊  許綺琪  金靄莉  郭詩蓓

劉愷羚  羅慧琳  麥智敏  吳蕙賢  彭惠霞  潘綠秀  曾兆敏  尹錦弟  王淑筠  余嘉麗  張文俊

周旭權  馮昕浩  何家威  葉保霖  郭思勁  劉國樑  李家榮  梁家奇  廖振聲  曾偉恆  董康承

黃智傑  黃振誠  黃啟康  黃禮豪  黃肇傑

F. 5C

陳秀婷  趙穎淇  朱明珠  許靜婷  許寶華  祁湘雲  黎碧龍  梁嘉麗  梁詠詩  李家慧  盧芷瑋

麥穎琪  蘇志慧  蘇頌霖  蘇頌雯  黃曦文  黃潔雯  嚴寶儀  陳方曦  張兆聰  周樹添  朱睿生

何耀彰  黎上智  黎子豪  劉家裕  梁家麟  梁德聖  李詠禱  伍永立  彭穎新  孫智堅  鄧皓文

鄧肇勳  曾健偉  王澤穎  黃嘉健  黃健探  黃國健  黃力進  楊永威  翁時得

F. 5D

區文晶  陳麗明  陳穎璇  張樂琪  張怡婷  周寶珊  馮瑞芝  何家慧  何韻思  郭嘉雯  郭健欣

郭麗明  林  佩  林小玲  林詩敏  劉苑芬  羅玉蓮  李秀英  梁慧明  潘頌賢  謝敏儀  黃詠仙

王婉君  黃月薇  楊佩詩  嚴曉瑩  陳慶餘  鄭志恆  葉尚志  石志誠  黃卓文  黃光豪  王彥倫

F. 7A

陳幗慧  陳煥甄  鄭嘉瑩  趙淑君  何倩汶  林淑芬  劉澤嘉  劉子慧  李綺雯  盧佩勤  吳允宜

汪  迎  陳展康  張賜鴻  朱家豪  何榮新  許卓文  葉文健  郭仲賢  古浩然  林嘉龍  林燦斌

李志豪  李穎倫  廖  基  羅浩賢  曾仲文  徐傑漢  黃子健  黃德熙  胡海德  楊美桑  袁永樂

F. 7S

2000年

區善婷  陳佩思  陳倩盈  陳思穎  陳玉枝  陳蓉蓉  張潔瑩  程茜雅  趙家馨  周家慧  周笑娟

周小萍  關敏儀  郭佩珊  郭盈慧  林潔萍  劉敏章  劉佩詩  吳慧珊  戴詠琪  謝金齡  黃嘉欣

黃笑玲  王詩麗  黃子欣  楊詩敏  鄭正豪  蔡  舫  樊宇軒  馮金勝  許俊傑  羅其昌  呂兆文

吳柏軒  伍永基  潘國彤  王志軒  黃諾衡  黃玉麟  楊桓傑  嚴子明  林兆邦

F. 5A

陳麗儀  陳慧珊  張翠珊  張燕雯  錢敏兒  侯雅麗  江紫嫣  郭美君  郭婉婷  賴康琪  林詠琪

劉嘉雯  吳素宜  謝曉君  王麗君  黃明敏  王安琪  黃綺萍  余施敏  陳子明  陳志威  陳嘉鴻

陳國健  周潤榮  張家俊  鄒嘉豪  周耀基  樊  佳  郭兆邦  鄺啟燊  劉智豪  劉建業  李國偉

梁德鴻  李嘉傑  李權韜  盧俊傑  盧家偉  黃  曉  葉俊德

F. 5B

陳錦紅  陳倩雯  陳穎芯  陳詠詩  鄭姿樂  鄭美賢  張靜雯  張頌婷  周貴嬌  周麗真  周珮兒

鍾子筠  鍾慧芝  荊曉靈  郭靜雯  劉麗敏  羅潤蓮  梁翠玉  梁敏婷  梁佩儀  梁惠英  李凱楹

李佩儀  吳詠兒  柯倩茵  譚安儀  譚寶儀  曾美琪  曾婷芝  黃嘉敏  何榮業  葉景泰  葉保霖

古晉匡  劉鴻德  梁健文  宋永康

F. 5C

陳凱儀  陳景雯  陳碧琪  陳艷萍  朱明珠  夏嘉芸  許靜婷  李英眉  梁泳絲  梁詠欣  李倩儀

凌沛宣  文婉誼  陳俊安  陳嘉豪  陳友和  鄭嘉麟  張嘉傑  周耀興  鍾榮新  方仲偉  司徒觀善

馮俊杰  何嘉洛  孔繁焜  江家暽  黎耀文  林志偉  林偉文  羅維浩  梁展程  梁  兆  李期偉

李東豪  吳澤瑋  吳泓浚  彭穎新  蘇文浩  譚志偉  曾家灝  黃國健

F. 5D

以福慧功德莊嚴自己的身心，也莊嚴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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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梓君  車佩雯  蔡慧琳  鍾若瑜  江可華  林可儀  林海盈  李嘉寶  羅珮琪  馬思敏  吳啟璋

吳詠詩  謝雅詩  黃穎茵  楊詩琪  姚淑敏  區家豪  鄭頌仁  鄭卓東  劉珈珩  李子勤  李子樂

梁展宏  梁成輝  梁泳健  吳志聰  蕭永豐  黃毅剛  楊智恆

F. 7A

陳靄寧  陳芷玲  鄭仲賢  鄭美燕  曹海琳  周慧怡  仇穎賢  黃麗文  林愛怡  羅嘉茵  羅敏莉

梁嘉莉  馬苑掀  吳惠儀  吳穎思  譚伯慧  杜卓儀  王珍妮  黃競怡  王穎兒  嚴詠兒  陳展康

周衍墝  張肇然  黎浪霆  林嘉龍  林嘉威  李建良  李文俊  梁志成  梁勇誼  譚正豪  杜志威

謝潤邦  蔣永耀  黃  超  黃啟斌  黃泳鋒  黃育權  甄永賢  陳幗慧

F. 7S

2001年

區慧蘭  陳曉彤  陳思穎  陳穎賢  陳宇玲  周琬琳  張皓敏  錢嘉研  周笑玲  葉瑩瑩  關銘賢

黎婉儂  林潔萍  梁凱淇  梁淑英  魯梓欣  彭嘉璐  潘鈺然  施凱琳  黃拼蓉  王麗文  黃詠欣

張駿軒  張震霆  趙偉麟  蔡國健  周耀文  鍾兆麟  馮金文  何世傑  關海明  梁思恆  梁耀輝

麥國洪  彭志偉  蘇桓鋒  湯浩生  黃樂軒  王子聰  胡散文

F. 5A

區雯貞  陳貞慧  陳淑媚  陳詠薇  張樂屏  蔡凱怡  鄒嘉碧  周穎欣  馮嘉慧  馮寶儀  關仲恩

賴康琪  梁靜然  梁佩玉  梁映雪  李思敏  盧翠瑩  伍詠霖  鮑璟瑜  戴靜雯  王美儀  陳家豪

陳威燐  陳逸誠  周潤榮  張文傑  張文傑  馮振業  高志康  高裕心  關紀泉  鄺曉嵐  林海明

劉遠康  李嘉強  梁孝旋  蔡健聰  尹俊賢  游志嘉  楊  裕

F. 5B

陳詠雯  陳詠詩  周寶雯  陳  美  張麗君  張燕玲  周文洛  周芷蔚  鍾慧芝  何銘蕊  韓仲雯

李佩施  李春梅  梁碧倩  梁淑儀  李凱祺  盧穎茵  麥笑薇  麥紫倫  冼麗英  蘇美蘭  鄧潔儀

唐婉雯  陳嘉偉  陳穩剛  卓錦城  周志明  朱俊明  鍾展鵬  傅煦華  葉漢榮  葉景泰  金嘉潤

古晉匡  黎浩昌  梁家倫  吳允業  彭永傑  潘永威  葉冠章

F. 5C

陳嘉愉  陳玉雯  周家倩  張靜嫻  紀雅文  黎詠賢  林惠婷  羅斯余  盧嘉欣  徐凱明  黃寶儀

黃佩雯  黃詠琪  葉玉婷  陳皓暉  陳瑞璋  張志偉  張震權  錢振傑  程偉豪  鍾偉傑  鍾榮新

賈遼陽  劉子健  李智權  李家明  李進業  利振東  盧淦楓  麥錦明  蕭健東  蘇平生  譚志偉

王家銘  黃柏雄  黃偉山  胡散康  楊文佳  英立智  余偉強

F. 5D

陳敏璇  陳碧琪  周曉瑜  徐苑華  方嘉儀  侯凱尹  葉嘉欣  郭映莉  梁慧群  李嘉莉  馬綺雯

吳詠恩  潘綠秀  蘇雅浦  蘇佩君  黃海燕  胡可璣  陳家昌  傅  志  許樂暉  郭逸值  黎永康

李家榮  梁正文  勞國良  邵智賓  余文宗  翁晉基

F. 7A

陳秀婷  陳嘩彤  張素心  許寶華  祁湘雲  梁詠詩  李嘉怡  馬凱彤  吳麗媛  岑麗瑚  鄧倩兒

黃婉雯  嚴寶儀  陳方曦  陳嘉浩  陳詩亮  鄭浩然  朱睿生  傅耀豪  何思遠  江志威  黎上智

黎子豪  梁浩彰  梁家麟  李詠禱  伍永立  孫智堅  戴賢斌  王澤穎  黃嘉俊  黃健深  葉澍昕

翁時得

F. 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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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陳沛欣  周翠樺  霍凱麗  何俊瑩  何麗詩  葉穎欣  古詠恩  黎慧敏  賴惠珊  劉慧賢  李家欣

盧靜雯  吳嘉敏  施凱琳  譚坤瑩  譚芷凝  杜芷婷  謝佩安  黃靜婷  汪麗嫦  黃依淇  黃綺時

陳子健  莊家榮  莊秉霖  堵耀禮  林嘉豪  林日東  林日威  劉智毅  劉家駿  劉子健  李鼎立

梁善恒  梁偉豪  吳業基  嚴智德

F. 5A

區雯貞  陳家瑩  陳冠燁  張翠珊  蔡凱怡  蔡燕菁  鄒嘉碧  馮卓珊  黎倩茹  劉可怡  劉敏婷

劉思敏  梁嘉琪  梁佩佩  李思敏  潘苑雯  冼潔瑩  冼燕霞  黃展蕊  黃美雲  王寶盈  黃慧賢

楊杰貞  楊秀珍  陳子傑  鄭偉豪  張嘉信  周家琪  周少銘  何劍東  甘康業  林健俊  劉駿業

劉鴻緯  梁家進  李偉明  麥智言  吳子發  潘國華  薛家熙  胡家健

F. 5B

陳賜梅  陳曉婷  陳凱琪  陳嘉敏  陳淑欣  張燕玲  蔡潔姍  鍾  淑  馮麗清  何詠恩  韓仲雯

許翠珊  簡婉君  江慧珊  李靄賢  李韻盈  梁嘉恩  梁明珠  李夢姬  廖凱兒  廖麗玲  盧靄宜

麥笑薇  杜敬庭  黃佩研  葉嘉詠  陳祥榮  鍾嘉謙  馮家輝  郭嘉俊  林俊昌  劉智勇  李宗謙

廖成甲  蘇志謙  譚柱盛  黃錦源  黃佑甡

F. 5C

鄭麗賢  張景怡  張婷婷  張穎賢  周芷蔚  霍倩文  何慧詩  黎家儀  林翠珊  劉雪欣  李美愉

麥韻衡  鄧君怡  徐芳婷  黃佩雯  胡  娜  余寶怡  余思敏  巢永堅  周健生  周炳銓  鍾世傑

何錦昌  關植賢  鄺俊輝  林梓程  林子權  劉振業  劉傲斌  文浩洋  莫紹泰  吳志鴻  顏展峰

蘇嘉明  曾黎星  曾思翰  溫國樑  溫子傑  黃俊明  葉灝鑒  袁雋煦  袁偉業

F. 5D

陳倩盈  鄭迪文  張潔瑩  何婉芠  許明麗  鄺詠藍  劉佩玲  梁嘉甜  梁惠英  李碧娜  李芷靜

吳嘉敏  吳綺玲  石靜欣  謝金齡  王麗君  黃小曼  蔡啟聰  樊宇軒  葉浩榮  葉保霖  黎永康

劉國熙  羅其昌  梁文禮  梁伯豪  呂兆文  唐振希  黃諾衡  嚴子明

F. 7A

陳艷萍  鄭潔雯  朱明珠  許靜婷  羅淑儀  文婉誼  潘瑞琪  嚴寶儀  陳俊安  陳浩彰  陳嘉浩

張嘉傑  朱睿生  方詩迪  郭伯陽  梁展程  莫家傑  吳泓浚  彭穎新  冼雍華  蘇文浩  湯偉傑

曾宇軒  蔡鴻霖  黃鳳麒  王家俊  黃銘深  胡仲斌  楊俊豪  葉文杰  袁志威  容煒灝

F. 7S

2003年

陳曉恩  陳淑華  陳惠賢  陳鈺鈴  何俊瑩  韓潔雯  葉穎欣  甘子凝  江家茵  古詠恩  郭筠宜

林寶玉  李芷樺  梁舒淇  李珮瑜  麥燕婷  文雪心  仇頌文  謝家寶  黃靜婷  王佩瑩  陳子健

關俊謙  黎子健  劉智毅  梁家輝  羅培健  鄧文浩  溫天龍  李家欣  霍凱麗

F. 5A

陳  芳  陳家瑩  陳詠愉  鄭詠芝  張翠珊  張筱瑩  蔡燕菁  鍾  紫  馮笑卿  何玉瑩  林雪玲

林映華  劉思敏  梁康怡  梁樂然  廖美欣  倪詠茵  鄧朗兒  王可兒  黃美雲  陳漢聰  陳家城

陳國新  鄭震豪  張嘉煒  周炳全  周偉強  許偉彤  郭健忠  郭英偉  鄺鈞鴻  林朝煒  林  杰

林修瑜  劉鴻緯  李俊文  廖志文  吳秉霆  彭璟耀  黃威廉  楊智勇  楊世邦

F. 5B

立足天地之間，我們需要以智慧力觀照當下的每一行為，以慈悲心對待身邊的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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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賜梅  陳凱琪  陳嘉敏  陳詠渝  周倩琪  卓敏清  周倩盈  何淑欣  顧佳露  郭翠謠  黎筠誼

林佩欣  林紫楹  劉安琪  劉碧婷  劉永存  羅婉婷  李靄賢  李穎軒  李嘉寶  廖麗玲  馬希雯

曾凱茵  曾伊齡  黃焯雅  黃佩兒  任芝盈  邱楚君  丘盈兒  陳浩鳴  陳健樂  蔡家亮  馮偉傑

林善恒  羅兆麟  李本喬  梁耀偉  凌萬成  杜霆謙  曾慶江  王漢傑  楊浩明  楊家峰  姚  基

F. 5C

陳家莉  陳沛挺  鄭麗賢  張景怡  張穎雁  張穎賢  范潔雯  何錦儀  洪靜雯  孔嘉莉  林曉敏

李建儀  李麗如  李珮欣  盧海渟  麥韻衡  柯蘊馨  鄧君怡  鄧郁邢  黃智妍  黃珮儀  胡  娜

陳梓康  鄭健聰  張智廷  張嘉濱  張樂廷  蔡振東  林乙揮  劉岳華  李漢銘  李家偉  李軍樂

梁健偉  梁偉鴻  廖偉忠  呂兆熙  麥善能  吳泰偉  鄧煒樂  崔偉業  黃玉琪  葉柏希

F. 5D

陳善雯  陳思穎  陳惠儀  陳詠薇  陳詠詩  張麗君  張樂屏  何麗敏  許明麗  葉瑩瑩  黎詠儀

梁淑英  羅嘉慧  魯梓欣  譚卓彥  鄧潔儀  黃詠欣  陳嘉偉  周潤榮  鄭智聰  張震霆  葉景泰

古晉匡  鄺曉嵐  黎家豪  彭志偉  黃建華  楊嘉傑  楊  裕  葉俊德

F. 7A

陳嘉愉  陳安怡  周家倩  張靜嫻  崔寶琳  江詩雅  李穎琪  冼映彤  徐啟恩  黃寶儀  陳家亮

張震權  張思偉  張銳峰  趙文川  朱文鋒  鍾科棟  鍾榮新  劉子健  劉偉然  李嘉俊  李家明

李煒力  梁志滔  利振東  盧注楓  王家銘  黃柏雄  黃耀輝

F. 7S

2004年

陳嘉玲  陳瑞瑤  陳天樂  陳鈺鈴  張凱宜  張燕筠  蔣凱雯  江家恩  李詠欣  李嘉欣  梁家欣

梁嘉殷  李可貞  麥家兒  邵詩慧  譚曉彤  曾昭雯  黃洛雯  陳文浩  陳彥安  紀政宏  古建邦

林志威  劉活麟  李得願  莫浩文  鄧文浩  曾志豪  黃駿杰  王仲軒

F. 5A

陳霞芳  陳詠愉  張嘉惠  周翠麗  關雪儀  林雪玲  林燕平  李寶綸  梁凱霆  梁藹文  梁雪盈

梁穎研  李德千  羅珮琪  陸倩馨  黃皓楣  俞湘雯  阮美智  霍俊維  方家榮  馮志權  馮俊邦

馮煒健  黃偉彬  許文傑  葉子麟  郭健忠  劉仲恩  李健朗  李廷佳  梁俊傑  廖  中  譚嘉樂

丁秉康  曾瀨栟  曾子翹  袁景恒  黃俊傑  黃庭森  葉永鏘

F. 5B

陳舒妍  陳詠儀  陳燕如  張潔如  程嘉恩  周康怡  樊倩莊  霍惠珊  何淑欣  頌  恩  高善芝

古翠珊  郭安翹  林詩敏  劉安琪  柳倩婷  劉甄婷  李倩君  李嘉寶  伍庭茵  吳  欣  黃昊時

黃芷微  葉麗婷  余天秀  陳志樂  陳家豪  陳翊龍  鄭志泓  鄭  鍵  朱耀輝  崔鈞浩  霍永泰

香子疇  郭暉揚  林澤豪  梁凱健  梁耀偉  李漢達  羅麐 豪  莫子麟

F. 5C

陳曉盈  陳金萍  陳淑慧  陳素萍  陳綺但  朱廷欣  朱蔚珊  何欣怡  洪靜雯  葉桂嫻  劉嘉宜

羅珮珊  羅婉茵  李家希  李潔濂  廖雅翠  盧曉恩  白秋霞  曾雪嬌  黃智妍  黃嘉敏  黃嘉怡

黃思明  葉倩婷  陳浩暉  陳文偉  陳霆軒  朱銘禧  方光磊  關振延  梁偉鴻  梁永楠  李偉聰

岑永滔  冼敬仁  唐昀雋  湯偉立  胡卓豪

F.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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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仲雯  簡婉君  郭嘉瑜  黎慧敏  劉可姿  劉可怡  劉敏婷  劉慧賢  李韻盈  李焯婷  梁嘉琪

梁佩玉  李律蔚  盧靜雯  譚詠詩  謝佩安  汪麗嫦  王美儀  楊嘉妍  楊秀珍  葉嘉詠  陳松陞

張彥麟  林俊昌  林嘉豪  麥嘉俊  黃錦源  楊江裕

F. 7A

歐淑雯  陳雪芬  張曉婷  周芷蔚  何慧詩  黎家儀  黎詠賢  劉愷瀅  劉雪欣  廖鈞慧  文慧兒

徐芳婷  葉玉婷  陳皓暉  陳景銘  陳子聰  周健生  周炳銓  鍾世傑  樊劍幫  何錦昌  韓明光

關植賢  鄺俊輝  黎家振  林子權  劉嘉豪  劉子健  李進業  蕭健東  曾黎星  曾思翰  溫國樑

溫子傑

F. 7S

2005年

陳藹芙  陳曉琳  陳蔚蔚  周家恰  張潔如  崔曉雨  何麗瑩  郭靜雯  賴綺雯  林詩敏  梁靜嫻

廖翠珊  羅珮琪  冼紫瑩  蘇佩瑜  袁浩茵  張子諒  霍耀東  何正鑼  何嘉聰  寇子細  劉浩言

李健朗  李永傑  李翰霖  梁淳然  廖成達  梁國琛  麥家亮  麥家明  麥偉鍾  彭思振  謝廷軒

徐振皓  溫皓然  王浩然  朱兆聰

F. 5A

陳家儀  陳穎琪  張穎欣  周曉君  鄒嘉敏  鄒嘉欣  霍樂婷  傅凱琪  禢頌恩  許詠彤  簡文莉

林  瑜  梁嘉鎣  梁素冰  陸安琪  冼雯姬  王新美  黃婉婷  姚可欣  阮藝蓉  陳智楷  陳嘉龍

陳文熙  卓宏志  張廣安  蔣文傑  周鎮邦  蔡振業  朱啟豪  傅瑞龍  何誠謙  江東富  黎思豪

林煒標  梁伙文  梁景竣  梁子健  梁耀龍  溫仲文  王志強

F. 5B

陳嘉梅  陳葵欣  陳詠儀  周芷韻  蔡潔菁  何潔盈  孔佩雯  詹啟怡  郭淑貞  黎碧君  林綺珊

梁彩燕  李鋆奡  薛逸翹  蕭小苑  邵詠詩  曾詠娟  曾詠荃  蔣欣宜  黃伙娣  楊碧祺  丘美齡

楊寶宜  陳垣正  陳銘琛  陳偉霖  蔡振榮  霍永泰  侯肇倫  何耀笙  高紫岳  林子健  李得偉

盧建邦  龍啟裕  吳家銘  吳瑋翹  尹永釗  王漢威  王浚傑  胡智釗  胡文康

F. 5C

陳敏鋌  周泱靖  徐詠欣  孔倩琳  林曉丹  林瑞琪  劉家欣  梁盈慧  李倩宜  李燕桓  吳嘉文

吳小美  夏詠怡  冼卉怡  蘇家琪  曾家路  謝玉琳  衛淑賢  葉芷華  陳志豐  陳翹鋒  歐陽傑森

陳偉樂  張文龍  周世韜  霍嘉威  何  權  黎嘉成  李  彬  李彥德  梁啟聰  李天朗  吳毅恒

彭穎隆  譚鈞泰  鄧震鋒  鄧子謙  黃俊山  黃家熹  黃兆康

F. 5D

陳賜梅  陳凱琪  陳家瑩  鄭詠芝  張筱瑩  蔡燕菁  周倩盈  崔曉敏  鍾紫琼  馮麗清  韓潔雯

郭翠謠  劉永存  羅雅瑩  羅婉婷  李芷樺  梁樂然  廖麗玲  麥笑薇  杜慧珊  黃美雲  黃佩兒

任芝盈  陳祥榮  陳子健  趙道謙  葉文輝  林溢偉  劉鴻緯  黃啟榮

F. 7A

陳敏斯  鄭麗賢  張景怡  張慧婷  張穎雁  范潔雯  孔嘉莉  孔愉心  林曉敏  李麗如  梁詠芝

盧海渟  彭嘉燕  鄧君怡  黃淑欣  胡詠詩  胡  娜  陳溢昇  張智廷  張嘉濱  張樂廷  范際豐

林乙揮  劉國禧  劉名謙  劉岳華  李漢銘  李家偉  李  堯  梁健偉  呂兆熙  吳泰偉  蘇卓康

王俊榮

F. 7S

發揮佛教的社會功能，由終極關懷向多極關懷延伸，促進佛學的經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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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區健敏  陳晶如  陳凱琪  陳潔貞  陳瑋琪  鄭嬈雯  張穎欣  徐珊珊  高冠華  高德希  郭靜雯

羅翠婚  李灼梅  李朗軒  陸安琪  黃芷茼  姚可欣  陳庭章  周偉文  傅瑞龍  關永希  郭啟賢

林雋業  梁顯軒  梁鶴友  梁金華  李天琛  聶世昌  田家禧  唐子濤  王安迪  黃康維  黃偉明

黃詠澤  黃耀坤  楊偉銓

F. 5A

陳思言  鄒小仙  鄭曉霞  蔡嘉儀  莊淑美  鍾倩儀  馮天宣  郭文慧  黎芊葦  林珈誼  劉倩彤

羅嘉茵  羅嘉茹  梁嘉怡  梁麗婷  李詠琛  雷倩衡  吳楚筠  冼美婷  王嘉琪  黃芷琪  源嘉欣

袁玉蓮  容采汶  陳智楷  陳俊逸  陳冠晃  鄭偉麟  張家俊  蔡振業  蔡子健  易鈞儒  馮洛文

許致朗  鄺泓璋  劉俊傑  劉冠樺  梁永賢  姚俊賢  袁浩賢

F. 5B

張凱敏  蔡美兒  蔡倩恆  周潔儀  堵藹莛  范家宜  何曉琪  孔佩雯  洪瑞芳  郭靜雯  林凱茵

李寶盈  李玉嘉  李  靜  吳淑瑩  潘期殷  薛逸翹  詹蕙飴  黃翠茵  黃紫研  畢瑋昌  陳漢關

陳柏肝  陳庭立  鄭浩楠  張迪生  張子雄  周啟文  關兢銳  林子健  羅耀麟  李家灝  柯智豪

戴瑋恩  譚樂麒  鄧皓駿  鄧國良  尹永標  汪建鋒  黃元興  楊彌曼  姚良偉

F. 5C

陳瑞燕  陳泳欣  林熙瑜  劉家欣  李嘉欣  李嘉祺  李淑華  李燕恆  盧淑鈴  吳尚賢  吳倩薇

卜亦樂  湯文雅  胡嘉欣  胡慧文  楊仲慧  楊少珍  楊穎玲  陳卓賢  陳富松  陳嘉樂  陳國寶

陳文業  鄭偉傑  周浩然  馮耀輝  林景濤  林賢樺  李晉文  梁毅恒  梁浩言  梁機泉  梁兆聰

吳綽文  吳國權  魏可發  蘇瑋傑  溫志雄  尹家榮  黃梓謙  阮紹斌

F. 5D

陳力琛  陳栢欣  陳淑華  陳詠愉  陳培瞳  鄒健兒  鄭詠普  張凱宜  周翠麗  方嘉琪  高善芝

林雪玲  劉安琪  柳倩婷  李詠欣  梁詠怡  李可貞  勞綺彤  吳寶儀  蘇穎心  鄧曉君  黃芷微

張開圍  許偉彤  林溢偉  劉振烽  李競行  梁昊輝  梁德煒  羅培健  莫俊瑋  鄧文浩  杜振南

陳子健

F. 7A

陳淑慧  陳素萍  陳綺值  車秀慧  張誼靜  方希文  何欣怡  洪靜雯  葉桂嫻  劉嘉宜  李希欣

梁翠怡  李潔濂  廖雅翠  盧曉恩  白秋霞  唐麗華  蔡詠賢  黃智妍  楊慧欣  葉倩婷  陳迦麟

陳文偉  趙子樂  黎仲豪  李鑽偉  雷得信  麥善能  曾俊威  胡傑濠  阮嘉俊

F. 7S

2007年

陳嘉汶  鄭曉文  鄭穎詩  張紫婷  張蘊姿  何嘉恩  何穎霖  郭惠敏  林安琪  李錕琪  吳小菁

蘇嘉如  申紫君  湯文靜  胡敏儀  陳正衡  陳江霖  陳浚豪  陳偉錀  陳英敏  趙松堅  趙維豐

周振華  徐俊銘  何嘉駿  關子峯  鄺志泓  劉力恆  羅家俊  羅家朗  吳俊傑  吳偉舜  黃焯釩

黃永泉  游學霖

F. 5A

陳智珊  陳倩珩  莊淑美  郭文慧  劉明月  羅嘉茵  李美珊  梁穎研  梁泳恩  梁  艷  李淨淘

李瑋玲  吳麗凡  彭晉怡  潘嘉怡  沈淑婷  冼葆雯  曾嘉佩  黃筠婷  陳志偉  陳景山  陳冠晃

陳怡泰  馮綻烯  葉豪勇  江維德  龔振宇  梁繼新  梁偉龍  吳偉源  謝駿朗  尹善勤  黃富林

王偉麟  袁文駿

F.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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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靜恩  陳楚婷  陳彩儀  陳敏瑩  陳倩彤  章希安  何浩稼  黎碧琪  林芷敏  林欣婷  劉泳雯

梁寶珍  呂少香  陸鎧汶  徐浣菁  楊  娜  楊芷敏  陳蔚燾  鄭霆鋒  周志偉  周偉業  何熾傑

何榮軒  李志傑  李啟溢  梁廷峯  梁耀燊  李卓恆  廖槃雋  麥紫軒  蘇樹成  曾景棠  司徒嘉晉

曾傲賢  曾兆銘  徐德歡  王俊達  王文軒  袁俊傑

F. 5C

周芷晴  蔡詩慧  何秀婷  林凱欣  李藹宜  陸詩琪  莫穎芯  顏樂敏  彭美珊  冼碧雯  尹潔儀

黃美媚  黃明心  黃慧貞  楊善兒  嚴慧玲  葉慧敏  陳富松  陳聲宇  程國權  張樂庭  張兆堅

馮耀輝  孔槃譽  關錦謙  黎家進  黎錦雄  林曉陽  林健樂  林筱棠  林賢樺  劉展鵬  劉錫泓

李德誠  梁象宇  梁梓聰  廖正然  呂文豪  麥子陽  潘耀明  蕭詠浩  譚俊傑

F. 5D

陳芷筠  陳穎琪  陳詠儀  鄭玲龍  周曉君  朱嘉敏  姚文寶  郭杰玲  林詩敏  劉夢凝  羅玉珊

梁綺琪  李樂蘅  廖麗殊  伍雅婷  彭嘉寶  沈穎姍  謝阿真  黃綺雯  楊碧祺  車沛涎  陳迪軒

何誠謙  郭嘉聰  林煒標  劉銘恒  李柏賢  潘立仁  沈文傑  謝廷軒  王浩然

F. 7A

陳敏挺  張雁玲  周泱靖  洪銘鍶  林樂思  林瑞琪  梁盈慧  李倩宜  梁文慧  蘇雅雯  曾家路

衛淑賢  黃嘉欣  陳卓賢  陳偉樂  鄭家泰  張楚健  周皓夆  何啟善  關錦滔  江傑成  黎傑豪

林靖國  李  彬  李廣培  譚振宇  鄧子謙  黃駿明  黃俊山  黃家熹  黃兆康

F. 7S

2008年

陳靜汶  陳嘉雯  陳敏瑩  陳美玲  陳倩珩  陳穎妍  陳婉楓  霍嘉敏  方希如  高燕玲  林子甄  

藍嘉儀  李翠瑩  呂嘉瑤  吳綺蓓  冼葆雯  謝凱華  陳家新  陳天朗  張皓全  莊成志  歐陽梓浩

金啟民  賴振瑞  李梓榮  梁家偉  麥浩德  邵國榮  譚子聰  黃俊傑  王柏軒  黃梓壕  黃運誠

F. 5A

陳希雯  陳皓莉  張金鳳  馮慰藍  何展昕  黎漪澄  梁嘉敏  梁蔚彤  吳麗凡  蘇佩珊  王詠珊

嚴懿庭  陳均祐  陳敏豐  何家威  許皓喬  江維德  劉寶鏗  羅家俊  梁浩權  湯文軒  謝傲恆

黃啟迪  嚴紹強

F. 5B

陳淑嫻  陳淑儀  陳詠彤  簡子晴  林果薈  林梓瑩  李慧怡  聶清華  布曉彤  潘芷琪  王巧儀

黃楗怡  黃鈺晶  源嘉沛  周智傑  馮文溢  何鎮匡  何嘉浩  劉嘉峻  梁曉崙  梁浩謙  廖子榮

雷樂霆  湯恒恩  溫嘉偉  黃偉傑  葉特威

F. 5C

朱雪盈  禤艷君  黎浩言  梁玉華  李清宜  李家盈  李芷瑩  盧珮儀  黃楚欣  黃明心  黃沛弟

陳樂文  張永樂  周永輝  何承軒  林誠哲  劉港榕  羅智仲  梁家齊  李曉嵐  馬紹恒  莫健淇

吳煜平  聶文聰  彭俊殷  潘柄翹  曾卓凌  黃景揚  黃偉逸  葉浩霆  葉特旗  余學謙  余俊樂

F. 5D

陳嘉裕  鄭婉婷  張穎欣  蔡倩恆  鍾倩儀  洪瑞芳  高冠華  鄺曉晴  羅翠婚  李寶悅  李玉嘉

李  靜  李詠琛  薛逸翹  王嘉琪  姚可欣  容采汶  陳智楷  陳鈞凱  張劍丹  張迪生  蔡振業

易鈞儒  傅瑞龍  何誠謙  賴智立  林子健  譚樂麒  鄧皓駿  楊彌曼  阮達禧

F. 7A

佛教的人間化運動，強調的是人本精神，注重的是人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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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蕙珊  陳卓瑩麐 周詠儀  鍾文詩  何嘉穎  何詠琳  林曉旻  劉靜文  劉麗倩  劉力晴  盧樂瑤  蘇羲俞

鄧芷     曾穎詩  黃嘉盈  黃藹明  黃詠彤  甄芷瑩  葉衛霞  余曉晴  陳匡祈  陳逸南  周銘然  張嘉浩

張維宇  馮延禎  何璟泓  何均毅  關浩權  林志輝  林文歡  梁志權  駱思鳴  謝文傑  黃學文

陳泳欣  許詠因  李姿錡  李淑華  盧淑鈴  駱穎欣  吳尚賢  黃美珊  楊仲慧  楊穎玲  袁海營  丘俊庭

陳嘉樂  陳國寶  陳瑞安  陳瑋霖  陳偉樂  鄭偉傑  鄭滙亨  崔浩銓  劉嘉浩  梁兆聰  盧浩南  王耀榮

吳國權  伍偉俊  魏皓峰  尹煜盛    

F. 7S

2009年

翟尹瑜  張凱琪  蔣雅惠  鍾敏敏  郭超嵐  郭欣婷  林貝貞  林映妮  劉健盈  李靜雯  李寬容  梁淑儀

馬綺文  吳惠儀  岑敏兒  黃曉瑩  余珽婷  張梓健  朱國康  馮耀暉  熊永康  李煒廉  李文彬  陸卓廷

倫璟豐  馬俊豪  吳卓賢  伍麒昀  施樂深  謝世亨  韋文峯  黃振庭  黃敬文  黃景堂  黃偉杰

F. 5A

F. 5B

陳嘉敏  張文寶  鍾淑敏  何淑珩  孔湘媚  高詠詩  劉倩汶  鄧芷湲  鄧芷婷  楊婉瑜  葉絲蘊  張銀轉  

陳星煒  何兆康  劉達燊  蘇池瑋  孫樂謙  鄧文浩  黃思敏  歐陽翠瑩

F. 5C

鄭佩霞  林穎芯  利鑽嫦  吳芷慧  鄧靜兒  王  燕  黃嘉莉  黃慕賢  張俊傑  周永豐  鍾學良  鍾承志  

何家榮  黎業朗  林敬祖  勞國雄  馬文輝  鄧文迪  田嘉峻  唐駿軒  黃聿恆  楊仲恒  姚鍵榮

F. 5D

陳靜恩  陳彩儀  張蘊姿  錢家瑤  朱佩嘉  鍾雪儀  葉穎汶  林慧婷  羅嘉茵  梁佩文  梁  艷  廖詠姍  

盧穎慧  呂少香  彭晉怡  曾嘉佩  黃煥欣  楊  娜  葉宇婷  陳景山  陳德駿  周偉業  何榮軒  廖棨雋  

曾景棠  曾傲賢  黃智軒  王俊偉  王君灝  葉昌林  袁俊傑

F. 7A

陳英慧  周芷晴  馮  曼  何彤晞  林凱欣  林旭琼  顏樂敏  潘欣玉  冼碧雯  孫幗欣  黃美媚  嚴慧玲  

葉慧敏  陳富松  陳聲宇  張兆堅  郭啟翔  林賢樺  劉卓熙  劉展鵬  劉佳恩  劉錫泓  梁象宇  雷樂信  

潘耀明  蕭詠聰  蕭詠浩  蔡家榮  溫志雄  黃國灝  余奇駿  容崇基

F. 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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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蕙珊  陳卓瑩麐 周詠儀  鍾文詩  何嘉穎  何詠琳  林曉旻  劉靜文  劉麗倩  劉力晴  盧樂瑤  蘇羲俞

鄧芷     曾穎詩  黃嘉盈  黃藹明  黃詠彤  甄芷瑩  葉衛霞  余曉晴  陳匡祈  陳逸南  周銘然  張嘉浩

張維宇  馮延禎  何璟泓  何均毅  關浩權  林志輝  林文歡  梁志權  駱思鳴  謝文傑  黃學文

翟尹瑜  張凱琪  蔣雅惠  鍾敏敏  郭超嵐  郭欣婷  林貝貞  林映妮  劉健盈  李靜雯  李寬容  梁淑儀

馬綺文  吳惠儀  岑敏兒  黃曉瑩  余珽婷  張梓健  朱國康  馮耀暉  熊永康  李煒廉  李文彬  陸卓廷

倫璟豐  馬俊豪  吳卓賢  伍麒昀  施樂深  謝世亨  韋文峯  黃振庭  黃敬文  黃景堂  黃偉杰

陳敏琪  陳曼莉  陳沛雯  陳沅筠  周芷淩  鄭佩儀  朱海燕  鍾梓瑤  方敏怡  何安兒  關淳欣

黎淑君  黎婉君  劉利洪  李慕賢  李婉盈  馬倩雯  黃雅思  王佩倫  黃思敏  楊焯婷  陳嘉豪

蔣文浩  黎國倫  林明俊  顏偉晴  冼志傑  謝子揚  葉家敏  姚嘉榮  鍾子朗

F. 5C

陳嘉盈  陳國茵  張靖華  蔡文靜  朱小敏  馮甄苓  馮彥嘉  梁小琼  莫麗螢  黃敏婷  顏逸雅

阮庭嘉  張家偉  林澤鋒  劉錦昌  李汶璁  羅耀康  倪文駿  蘇嘉漢  謝俊傑  崔榮釗  楊溢豪

F. 5D

陳靜泓  陳麗芝  陳藝珊  蔡海儀  樊淑雯  何靜怡  何樂怡  劉碧玉  李舒婷  梁寶珍  寧嘉敏

吳雪怡  潘佩瑜  沈欣明  唐嘉欣  曾嘉蔚  胡敏儀  尹希琳  余曉彤  陳傑康  張家燿  蔡旻軒

徐展揚  范麐 璁  方家賢  許家豪  葉豪勇  龔俊樺  鄺志泓  林的熹  羅家麟  李仲恩  李國偉

譚穗晞  王得天  葉岱湖

F. 7A

陳麗珊  陳詠怡  黎佩珊  林嘉怡  李麗珊  李淑娟  李咏桃  李詠彤  馬泳芝  麥瑞怡  蘇家寶

溫慧慧  黃詠薇  余雅婷  俞珮琪  陳廷璋  鄭偉恒  張展豪  蔡秉修  朱祖正  鍾浩林  鍾健新

傅浩恩  何政力  黎韋輪  李卓鞍  連亨禮  羅晙流  麥子陽  吳士華  鄧進榮  曾棨禧  黃泰耀

嚴佛安

F. 7S

2011年

區健明  陳小茵  陳影彤  張婉君  鍾紫君  符靜琳  關靜儀  劉泳希  梁靜妍  梁嘉敏  梁菀婷

勞曉童  駱康愉  吳曉清  蕭朗瑩  譚翠莉  曾琛招  黃靜琳  黃祖賢  楊淑瑩  袁雪盈  歐展彤

陳錦軒  周健生  張家俊  徐國輝  李振鋒  梁兆灃  李卓文  盧冠全  吳偉康  溫嘉偉  歐陽健權

F. 5A

陳曉瑩  張伊寧  管鈺渟  劉淑欣  羅早儀  李卓瑩  彭珮儀  曾嘉穎  黃籍嬅  黃芷筠  游嘉慧

姚  璐  翁綺雯  洪万順  陳國正  張偉奇  周浩銘  周浩賢  馮嘉浩  何頌頤  簡曉峰  賴俊羽

李俊禧  李航寶  羅樂謙  吳國威  吳邦淇  吳詩錄  柯煒林  薄胤廷  譚偉雄  楊境榮  袁震昇

F. 5B

2010年

陳卓昕  陳樂彤  陳寶儀  梁文琬  駱敏盈  雷靜賢  吳翠嫻  彭詠朝  潘勵廉  陳翰弘  陳文祈

陳栢林  陳定邦  張卓麟  蔣文龍  蔡詠傑  鍾兆德  何梓鋒  林建霖  利茂生  李家富  吳佳壇

彭學永  冼廸軒  溫嘉明  黃偉達  楊彌狄

F. 5A

歐美欣  陳佩雯  陳綺琪  鄭詩穎  張翠怡  張嘉希  鄧小慧  顧琳琳  李敏廷  梁希媛  梁曉羚

梁樂敏  李慧芬  吳希雯  吳敏婷  阮金珠  蘇巧善  杜淑儀  黃凱怡  黃詩穎  楊嘉惠  楊佩珊

葉芷媛  布思桁  陳梓軒  陳偉文  鄭駿賢  張天華  臧啟謙  鄒俊彥  蔡澤雄  郭鎮輝  劉家騫

劉兆傑  梁子康  姚耀揚

F. 5B

布施沒有對象條件，也沒有選擇，人饑已饑，人溺已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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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鄭樂如  鄭芷珊  香敏儀  何珈蔚  康安安  梁詠珊  廖媛平  羅曉婷  羅慧冰  孫燕茹  黃晶晶

黃淑儀  張譽瀚  鍾景俊  孔澤釗  賴旭明  林健怡  林國祥  劉津成  梁永諾  聶敬洪  冼加宇

蕭文浩  鄧浩權  胡志華  楊浩華

F. 6A

陳嘉寶  陳樂兒  周慧賢  郭欣彤  鄺詩慧  藍佳鈺  利曉琪  李麐池   盧栩瀅  伍可彤  吳凱汶

吳珮綾  胡嘉詠  余嘉穎  余敏儀  陳富怡  陳文晧  蔡政頤  何浩新  何梓裕  吳周恒  邵俊達

鄧德彰  謝思俊  黃創志  黃海豪  黃育江  嚴展偉  余錦添

F. 6B

陳凱瑩  陳茜盈  張巧燕  張玉香  蔡凱瑩  莊杏煢  劉曉嵐  劉紀瑩  李靄瑜  李慧詩  莫慧琪

王熙彤  葉巧嵐  周皓南  朱福君  蓋世富  黎穎駿  李浩     李  皓  李  強  孫梓峰  譚傑仁

余智恒

F. 6C

陳曉鈞  鄭曉欣  張詠欣  張綺珊  周惠儀  鍾樂兒  鍾汝寬  霍倩婷  江盈舫  劉美欣  梁嘉惠

廖嘉玲  伍樂澄  孫蔚彤  陳偉森  張智輝  馮錦源  孔善鋒  賴源楓  李立謙  岑源樂  曾歡聲

溫偉倫  黃嘉朗  黃然豐  黃勇鑫  袁長謙  袁梓軒

F. 6D

陳翠竹  陳嘉穎  蔡曉童  朱敏怡  何嘉騏  何珮樂  江敏華  郭琛怡  劉翠瑤  李焜榆  梁沛澄

梁紫鈞  李樂斯  羅曉華  呂珮玲  伍淑敏  吳詠茵  吳殷平  蘇曉彤  鄧曉霖  杜映霖  曾慧兒

衛芷晴  王港玉  黃慕盈  胡佩穎  嚴珞琛  葉曉彤  莊本源  蔡志文  朱國聰  林仲源  李詠軒

曾浩明  殷兆鋒

F. 7A

陳英斯  張可兒  張秀儀  何星蔚  莊珮浩  簡婉兒  李芷樺  利鑽嫦  麥凱琪  彭詩穎  杜瑞芬

王穎彤  胡可欣  楊結婷  阮康穎  張鴻智  趙錫榮  朱霆軒  許穎生  姚竣陞  高兆佳  郭俊然

林偉俊  劉錦威  梁頌軒  麥穎韜  莫志培  沈家豪  曾文亮  溫志寶  黃鴻彬  黃天樂  黃華彬

楊嘉朗

F. 7S

陳芷瑩  鄭美欣  趙曣彤  何曉芝  何雅思  關好鈞  林可盈  林慕萍  梁曉汶  梁佩君  梁佩文

羅玉霞  吳麗瑩  黃安琪  陳嘉俊  鄭智霆  程日燊  林子俊  林兆聰  劉啟峯  梁子謙  沈俊傑

蕭漢淇  謝達俊  鄔明傑

F. 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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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王梓榆  梁子樂  何文滔  王智健  張進昇  黃仕源  黃俊銘  黎仲賢  何靜文  張浩兒  鄧麗華

廖偉霖  葉婉儀  王翠芳  楊瑋婷  黃宝瑩麐 陳子珊  周子豐  馮嘉威  林明傑  項光華  張栢軒

黎  絨  周嘉儀  蔡嘉寶  崔藝齡  盧琬荇  顧嘉慧  張嘉楠  李妙湞  梁灼炎

F. 6A

岑愛華  李志恆  施  堯  何瑋樂  區洛軒  周海基  張順國  何俊杰  霍子賢  陳鳳明  梁佩思

張佩怡  陳洛嫺  梁佩琳  譚凱怡  劉潁霖  郭秋彤  蔡安廷  鄧麗婷  林美玲  陳芷盈  伍詠琳

楊惠因  吳漢斌  鄭子鏘  許日峰  曾裕竣  陳瑞存  李浩然  馬小琳  周詠恩  蔡穎珊

F. 6B

F. 6C

2013年

楊錦謙  馮滙庭  胡俊豪  陳子峰  文旭輝  蘇寶璘  陳志鋒  何銳恒  黎文穎  余學勤  劉匡持  

黎瑋祺  吳怡君  陳浩瑩  楊菁雅  楊凱程  梁冬妤  黃靜藍  賴蘭花  馮慧欣  李佩兒  鄭兆茜

彭愷欣  杜凱鈴  葉俏君  郭盈曦  徐子晴  周軒柏  連亨裕  潘家寶  鍾朗民

F. 6A

黃偉峰  鄧梓傑  藍嘉洛  何展濤  陳皓民  梁康權  王俊仁  馬璟澄  林偉豪  吳日燊  鄭皓賢

蕭敬峰  梁子晴  陳俏璘  杜珮琪  張海穎  麥蕙藍  古燕珊  邢洋陽  馮彥齊  莫嘉穎  沈嘉穎

蘇卓儀  朱金祥  繆宏章  潘家樂  雷卓文  彭嘉雯  傅蔚婷  李燕霞  盧芷晴

F. 6B

羅坤銘  溫子朗  黃海峯  余家君  羅凱敏  關永煌  鄭浩東  曾文傑  黃智峰  翁曉倫  李凱欣

姜紫敏  陳頌儀  陳靜儀  龍啟洋  鄒永亮  劉正翀  黎梓傑  李振涵  劉凱彤  盧琬文  周美慧

李彥星  陳家俊  郭偉豐

F. 6C

張運鱗  何瀚麒  湯暉暉  黃子謙  江偉傑  馮海浚  楊明熹  何俊霆  何紫藍  黃梓欣  盧安裕

余旻浩  劉珈銘  陳子軒  沈文曲  陳穎榆  陳天如  林嘉珮  盧靖欣

F. 6D

陳建文  鄭國榮  郭震宇  陳浚豪  梁洛銘  翟志聰  黃展霆  鄭浩賢  何建陞  蘇慧賢  葉菀彤

黃蔚然  李嘉傑  葉浚涎  陳朗中  麥嘉恩  王婉斯  趙婉彤  陸穎欣  鄭柏詩  盧麗萍  吳耀偉

王嘉耀  盧杰紘

F. 6E

謝子峰  黎鎬文  劉港城  劉俊傑  張家聰  黃康綸  葉振華  陳倩婷  林映惠  李曉琳  袁嘉慧

李淑青  沈瑩瑩  尹嘉儀  陳靜嵐  劉利玲  李靄瑜  謝燕妮  何志童  彭靖殷  劉銘心  劉俊傑

F. 6E

陳仲元  陳      麐何頌康  葉曉智  馬讚賢  盧晉傑  何庭峰  陳婷婷  鄭詠詩  吳芷澄  江嘉麗

張子晴  蔡穎誼  梁心怡  譚卓怡  張紫萍  李卓熹  張慧明

佛教主張對一切有情眾生，俱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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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巧謀  梁家瑋  黃俊霖  梁漢棟  黃嘉麒  葉志浩  葉銘俊  陳仲賢  方琬兒  梅錦瀠  張鈴鈺

文穎姿  冼梓蕙  謝貴華  陳家慧  陳紫盈  林詠心  曾慧妍

F. 6D

林浩賢  陳曉俊  蔡宏發  劉曉霖  麥綺汶  曾紫茵  黎智健  何泳儀  盧琛瑜  梁世妹  李敏莉

李小璐  盧穎彤  梁逸芹  吳咏詩  鄭芊芊

F. 6E

胡俊豪  林慶境  梁康權  馬梓昊  蘇健庭  范朗鋒  藍嘉洛  李振涵  林政耀  陳宇欣  林倩盈

林嘉珮  林詠恩  簡智烽  劉珈銘  歐君卓  沈文曲  李佩兒  葉俏君  陳曦文  吳潔儀  盧琬文

何子茵

F. 6F

2015年

周偉杰  陳煒昌  匡敬鯤  李冠麒  曾郁棓  王文韜  周文杰  梁家銘  劉維晟  周滿東  馮雋裕

李耀明  陳御庭  李松筠  趙晞竣  郭仲恆  臧嘉晞  陳曉華  梁梓盈  翁子怡  姚葦晴  蔡允婷 

章  蓉  劉卓瑩  林美瑤  莊詠怡  張凱婷  江京怡  葉麗蓮

F. 6A

黃志豪  李駿亨  李家鴻  鄭景元  余子海  葉偉森  梁冬熙  樊曉俊  何澤謙  杜其俊  潘銘盛

周棨健  陳治瀟  劉志軒  葉竣銘  陳家良  胡賢進  林健華  王洛殷  羅紫蔚  方靖怡  陳宇詩

陳沅旻  冼沛榆  趙芷婷  吳碧柔  陳曉妍  伍穎汶  黃可凝  李嘉欣  伍善瑩

F. 6B

劉耀康  寧嘉禧  周冠熹  楊榮豪  沈柏熹  封煒榮  陳梓鋒  陳子龍  伍俊偉  黃楚瑜  盧俊樂

權  樂  伍少聰  葉晉希  梁家豪  梁俊傑  楊思龍  郭嘉欣  陳韻妍  范唯瑩  吳子瑩麐 徐敏澄

葉佩姍  鄭美僑

F. 6C

吳藝君  黃  雋  鄭思捷  陳子文  陳福康  江承豐  黃竣培  張志豪  鄧展藝  陳栢軒  吳建廷

邱旭熙  吳卓瑩  何詠欣  曾婉婷  潘泳汶  薛慧儀  陳詠賢  梁慧儀  黃琬晴

F. 6D

李景鋒  周偉麟  黃文曦  董鎬華  譚梓傑  黃勇慶  林瀚期  何傑皓  陳嘉鴻  郭俊明  吳嘉豪

宏鏘濠  盧曉聰  李浩進  陳正覺  何曉敏  郭豫婷  霍熳梃  陳惠鈴  譚子翹  鄧慧敏  朱海珊

F. 6E

李敏莉  江嘉麗  霍子賢  黃仕源  張進昇  梁佩琳  呂麐姍  朱諾文  葉鎧沂

F. 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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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呂俊熹  馮兆基  葉子朗  岑愛倫  李沅熹  張曉議  呂曉峰  許家富  張家銘  羅仲恒  陳煒立

蔡奕良  黎鎬賢  唐佑軒  陳柏浩  原文浩  李家傑  蕭煒峰  林劍楓  黃仲賢  傅棨烽  梁皓文

金芷存  陳穎雯  陳頌琳  周紫琪  周佩雯  朱碧淇  孔嘉妍  張采彤  劉燕婷  黎穎晞  譚凱珍

賴德藍  陳樂然  羅曉珺  杜雪靖

F. 6A

何子明  葉振威  羅顯強  梁浚熙  馬子樂  林恩豪  鄧順源  陳錦濤  莫家豪  楊超然  蔡家輝

鄭念桐  譚雅禧  陳芷盈  黃慕琴  陳詠雅  王雅柔  周裕嘉  林伶璐  彭愷程  余卓穎  蕭樂瑤

陳俞樺  林曉儀  王灝怡  黃淑欣  黎寶詩  周恩童  黃志健  吳亮賢  張憲維

F. 6B

陳浩南  楊偉良  洪晉樂  劉浩賢  許家權  蕭漢銓  劉頌恒  盧國深  鄭文煒  曾子龍  徐兆安

呂嘉雯  陳季兒  聶文彥  黃卓盈  黎詠珊  郭思婷

F. 6C

冼永賢  馮俊杰  蘇珀樂  姜卓銚  鄭偉昌  張子謙  蔡竣諾  汪家寶  黃浩賢  黃展聰  陳鎧婷

吳穎恩  徐婉晴  陸怡杏  陳樂然  李詠詩  周姵妏  蔣昕桐  吳穎霖

F. 6D

2016年

黃文斌  何俊霖  黃俊杰  張譽鐘  黃俊錦  杜易城  吳柏誠  李浩鋒  林舒宇  陳星宇  唐子明

馮偉浩  楊曉宏  吳曉儀  何銘莊  梁詩敏  周珈欣  陳  怡  阮玥曈  蘇靜文  馮美玲  王嗣婧

朱子慧  張浩霖  趙浚燊  李樂詩  陳卓妮  馮蓓蔚  梁明熙  盧栩珊  鍾蔚彤  何曉彤  黃頌雯

黃雪兒  顧珮瓊  張月映  翟泳希

F. 6A

劉禹希  黎浩文  鄭子聰  孫仲賢  簡志毅  馬景豪  黃偉賢  練祐男  黃仲熙  蕭卓星  潘歡恰

鄺彩婷  朱嘉詠  盧善柔  李曉晴  黃美恩  冼雅雯  周家宜  邱曉瑜  張詠斯  鍾栢灝  張智勇

張賢俊  郭霈然  葉文灝  鍾佳彤  吳芷珊  巫嘉文  余詠雯  吳靄如

F. 6B

趙善恒  朱詠駿  陳欣平  蔡諾天  陳卓元  黃學勤  李潤民  李偉洛  戴倩怡  麥凱怡  鄭詩蕊

劉咏琪  鄧曉程  郭依琳

F. 6C

吳俊傑  黃冠誠  胡澤平  溫祖輝  鄭啟峰  楊世榮  林煜霆  梁欣兒  黎佩珊  陳曉瑩  陳善勤 

蔡偉汛  黃滶然

F. 6D

劉維晟  賴彥臻  余子海  李俊穎  梁嘉成  王浩光  姚思敏  莊詠怡  梁梓盈  陳曉華  歐陽灝璋

潘銘盛  吳建廷  郭仲恆

F. 6E

世間總有各種不同的苦難，有各種不幸的存在，希望有更多的人來做善事， 
慈心義舉關懷弱勢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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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讀大學校友感言

I t  has been a long period of six years, but here I  am a tertiary student 
at Poly University. I  worked hard to get to this point, I  spent two and a 
half years studying extremely hard for the DSE exam, hanging around 
the school library and classrooms, but I  didn‘t do it by myself.  I  owed a 
huge debt of gratitude to the school, the teachers and everyone in the 
school.  

Yip Lai Li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Major in Optometr y  

BLCWC not only creates a comfortable academic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but also provides them with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learn 
outside the school. Apart from this, teachers in BLCWC dedicate 
themselves to teaching and they are also willing to help students tackle  
problems in their daily lives.

Leung Dong Yu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jor in Translation

I am delighted to have studied at BLCWC for six 
years. To me, BLCWC is like a ‘home’ which gives me 
a lot of love, support and care. I would like to give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BLCWC and the teachers.

I am grateful that I can get acquainted with 
some of the teachers. When I was in Form two, I 
met my handsome English  teacher Mr. Kwok. His 
teaching style aroused my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I also met Miss Wan, my Liberal Studies 
teacher, who had taught me for about five years. 
She gave me a multitude of caring. I met Mr. Kong, 
who was my class teacher and Mr. Wong, who was 
my Mathematics teacher when I was in Form Four. 
They had taught me for three years. Mr. Kong not 
only encouraged and cared about me, but also 
dedicated himself to teaching me. Mr. Wong was 
a ‘grave’ man, but he always smiled after lessons. 
Through his encouragement, I tried to put effort 
into learning Mathematics even though I did not 
like this subject.

I have realized my dream of becoming a tertiary 
student because of these excellent teachers. They 
always reminded me to study hard and encouraged 
me to try. They not only taught me knowledge but 
also helped me to deal with problems in daily life. 
I am very happy that I can spend six years in this 
outstanding school.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memories 
with peers and teachers in BLCWC.

Ho Hiu Tung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jor in Sepcial Education

As the old saying goes ‘Time waits for no man.’ 
Time is not a thing for us to waste but for us to 
use. Make good use of the time that is ahead of 
us. Treasure the time in BLCWC and fight for your 
dream. Everything is achievable as long as you 
work hard. Then, study hard and try your best to 
strive for your dream. There are always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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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earnest 
gratitude to BLCWC. BLCWC has 
provided unlimited assistance to our 
learning, extra lessons and subsidies for 
purchasing additional exercises. Let ’s 
not forget the teachers in BLCWC. Thank 
you for so unselfishly sharing your time, 
talent and knowledge with us. You 
took the time to explain assignments, 
sometimes repeatedly because we 
weren‘t paying attention. You demanded 
excellence from us whether or not we 
wanted to give it.  You set the bar high 
and challenged us to live up to it.

Lee Chun He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in Global China Studies

When I recall the memories I  have at BLCWC, I  immediately think of the hard time 
under the “night-time self-studying scheme” during my studies in Form 5 and 6. I t is 
nothing but an optional programme which allows students to stay at school at night for 
studying. I  joined the scheme and strictly stuck to it in order to prepare for the coming 
HKDSE. At the early start,  a number of classmates and I enthusiastically started off very 
well.  However, as time went by, we felt so fatigued and overstressed that most of my 
companions quitted sequentially and probably only two or three of them continued to 
stay. I  almost gave up this highly disciplined and regular study plan at that moment. 
Fortunately, with the full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from our teachers who always 
came to the study room to comfort us, I  f inally got through that hard period. A new day 
will  dawn for those who stand long. I  eventually reap my fruit and enjoy my university 
lif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ung Tsz Lok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jor in Engineering

回想中學的時光，令我最難忘的是我的興

趣─辯論。自中一起，我便加入了辯論隊，辯

論啟蒙了我這個無知的中學生，使我熱愛了知

識，對尋根究底有了一份執著。在隊友的並肩

作戰下，贏出一場又一場的比賽，令我的中學

生活充滿意義和成功感，更得到了一班志同道

合，為目標奮鬥的隊友。我很有幸能加入佛梁

辯論隊這個大家庭，很感謝那時辯論隊的老師

們，亦很感謝佛梁注重全人發展，培養同學的

興趣，完整了我的中學生活。

高中後由於要專心讀書，所以也沒有再出

賽了。但很可惜我的DSE成績仍然並不理想，

只是勉強達到自資學位的門檻。我不甘心，想

爭取一個機會再次證明自己的能力，於是我毅

然報讀副學士課程，再經過兩年專心讀書，終

於順利考上香港大學。我很感激，感激自己能

夠堅持到底，也感激上天不會忘記勤奮的人。

相信未來會有無數考驗，希望我能與各位學弟

妹們共同努力。

許日峰

香港大學

主修資訊管理

一切諸業 皆從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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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轉眼即逝。

中四的時候張嘉賢老師還笑着對我們說：「高中三

年很快就會過去的。」我以為那真的是一句笑話，誰知

穿上畢業袍，離開佛梁的日子竟然真的就這麼到來了。

現在，我站在人生的洪流中回首（真的是洪流，

因為大學比想像中辛苦很多），發現在五年時間裡，佛

梁給予我很多很多，不僅有豐富的知識，還有好朋友、

好老師以及精彩的中學生活。猶如慈父的兩任校長李年

就先生和李伯程先生，「笑裡藏刀」的張嘉賢老師（我

有一篇作文寫出了詳細的理由，想知道的可以問問張老

師），為6A班操碎了心的陳穩橋老師，人生導師張建

新老師。當然還有胡志敏老師、陳永康老師、黃美娟老

師……也許對於老師而言，他們教導過很多學生，但對

於我們來說，每一位老師都是不可替代，獨一無二的。

正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更何況他們每一位都

為我們付出了那麼多的呢？

謝謝老師們為我們的付出，你們的用心教導灌溉了

我們。各位老師，請謹記在工作之餘注意身體，我們還

有許多學弟學妹等著您們的教導呢！

匡敬鯤

香港浸會大學 

主修哲學

所有文憑試考生都朝大學奮鬥。可幸我成功跨過文

憑試的難關，步入大學。面對文憑試，同學們必定有很

大壓力，甚至會迷失了方向。師弟妹們，即使路途中的

苦難讓意志都快被磨滅時，請謹記當初的目標，夢想，

努力地堅持下去。不要怕，因為當你最痛苦之時，佛梁

這個家庭會給你無限的支持。還記得當我壓力「爆煲」

時，美娟老師就會和我傾談分享，讓我抒發情緒，令我

重新振作，向夢想進發。

梁冬熙

香港理工大學

主修社會工作

我之所以能夠入讀心儀的大學，學校和老師實在功

不可沒。校方提供的晚間自修室計劃，為我提供了寧靜

的環境，讓我可以專心讀書。老師不惜利用自己工餘的

時間跟我們補課，逐一為我們解決問題，若然沒有學校

和老師的幫助，我亦不相信自己可以考入大學。

趙晞竣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 

主修電子工程

馮偉浩

香港浸會大學理學院

佛梁的老師對我們的照顧無微不至，除了傾力傳授

知識，還用心關顧學生身心發展。而晚勲間自修計劃和摘

星計劃，更為我們營造優質的溫習環境，提供豐富的學

習資源，令我們能專心應試。我謹此向校長及各位老師

致以衷心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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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而有愛 關愛校園  ─  德育及學生事務委員會 

本校秉持佛化教育的理念，慈悲關愛，以全校

參與、訓輔合一的原則，構建富佛教特色、嚴而有

愛、師生關係融洽的校園氛圍，有利於培養同學

的正知正見。我們深信，每一個孩子都有他的閃亮

點，我們欣賞他們的獨特性和潛能，透過多元化的

活動及不同的獎勵計劃，為同學提供均衡的發展機

會，讓他們發揮潛能，肯定自我，成就自己。

本校對品德及價值教育向所重視，有關學生成

長支援的工作，由德育及學生事務委員會推展，其

中成員包括︰訓導組、輔導組、學生支援組、級

會、宗教事務組、公民教育組、聯課活動組、環境

及健康教育組及學生福利組等，配合駐校社工，教

育心理學家，為同學提供各類成長支援服務。各

轄屬組別每年配合學校關注重點推展不同主題的活

動，並以培養正面價值觀、促進全人發展為基要考

慮，為同學提供不同的價值教育元素，涵蓋德育、

公民教育、生命教育、環境教育、性教育及可持續

發展教育等範疇。

在師生共同努力下，佛梁一直保持優良純樸的

校風，更連續多年榮獲「有心學校」和「關愛校

園」的殊榮，同學律己自愛，師生間互重互信，誠

如2017外評報告所言︰「學生熱愛校園生活，對學

校有歸屬感，以身為『佛梁』學生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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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是全人教育的重要一環，旨在培養

同學的正面價值觀，讓其發展健全人格，並樂於

實踐公民責任；一切正面價值，皆源於關懷：關

懷他人、關懷社區、關懷時事、關懷世界……若

能推己及人，則公民素質油然自生。

本 校 本 著 佛 化 教 育 理 念 ， 關 懷 學 生 身 心 發

展，致力培養他們的關愛精神，多年來膺選「關

愛校園」。本組深明要學生關心身邊物事，必先

讓他們多感受、多參與社群活動，故積極鼓勵高

中同學參與「學界捐血運動」，從捐血感受助人

義行；又不時舉辦老人探訪、賣旗活動等各種義

工服務，接觸區內不同階層人士，了解他們的現

況及需要。

除此之外，我們也希望引發同學對時事的興

趣 ， 例 如 與 閱 讀 推 廣 組 合 作 進 行 「 一 周 新 聞 回

顧」、與通識科合辦「初中時事問答比賽」、參

與大型「年度新聞選舉」等等，讓他們多了解社

會局勢與變遷。我組期望同學既能關懷別人，也

能關心社區，並能關注社會發展，貢獻所長。

公民教育始於關懷  ─  公民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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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共育青苗  ─  家長教師會
學生是一顆顆充滿生命力的幼苗，要茁壯成長，實有賴學校與家長悉心栽培，本校重

視家校協作，透過不同渠道與家長保持密切聯繫。

本校家長教師會成立逾二十一年，經常舉辦多元化活動，涵蓋親職教育、社會公益、

學生福利、家校溝通、興趣聯誼、康樂活動，甚至親子遊學團，鼓勵家長與子女一同經

歷，一同成長。此外，家長教師會更配合教育界大趨勢，積極推動生涯規劃教育，例如

舉辦「生涯規劃家長同行系列」、安排家長參觀各行各業的工作場地，包括中國飛機服

務有限公司、DHL中亞區樞紐中心、明報出版社等，透過職場參觀，提高家長對不同行業

的認識，協助子女規劃人生。

用心關顧　以愛傳承  ─  輔導組
輔導組在關顧同學成長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期望透過不同活動如舉辦講座、比賽、

工作坊、小組分享等，培養同學正確價值觀，建立正面的人生態度，進而計劃人生。

為使中一同學適應中學生活，輔導組每年均會舉行迎新日，讓他們初步認識學校及班

主任，另外又會舉辦教育營，透過紀律及歷奇訓練，提升同學的自信心及對學校的歸屬

感；此外，本組特設「學長計劃」，從中四及中五兩級中挑選約50位同學擔任學長，輔導

中一同學的功課及情緒，讓他們更快融入學校。

「學長計劃」除照顧中一同學外，更期望培育高中同學成為學校楷模，學長須於指定的

大型集會中，為中一同學籌備各類型活動，從中培養領導才能，帶領同學一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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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多元出路　發掘個人夢想  ─  人生規劃組

本組主要負責升學輔導及人生規劃兩大範疇。

升學輔導方面，旨在讓同學認識升學出路，如中學及大

學學制、中三選科、處理有關升學申請如職業訓練局青年

學院課程、「屯門區中學校長會」聯合課程、教育局「應

用學習課程」、「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專上課程電子

預先報名平台」、「內地部分高等院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

計劃」、海外升學等，俾能按其個性選擇合適的升學路徑。

至於在人生規劃方面，本組透過編製校本人生規劃課

程，同學先從認識自己開始，繼而分析個人性格、優點及

缺點，從而認識工作世界，發掘個人夢想，擬定人生目標

及建立正確價值觀。此外，我們透過多元化活動，如性向

測試、參觀升學及職業博覽、參觀政府部門和工作機構、

師友計劃等，助其建立自信，以迎接未來充滿挑戰的工作

世界，成就理想。

訓之以理　育之以恆  ─ 訓導組
「訓之以理，育之以恆」是訓導組的宗旨。本組每

年均通過各種獎勵協助同學學習自律，例如秩序評核計

劃、勤學獎、操行獎、班際清潔比賽等，鼓勵他們建立

正面價值觀，讓同學感受到師長關懷，從而改過遷善。

此外，本組極為重視領袖生培訓，期望他們能在學

校「發揮影響力」、「倡導行為」、「促進合作」及

「協助達成目標」。相關校內訓練包括恆常集會、中三

領袖訓練營、暑期領袖訓練營等；校外訓練方面，領袖

生能參與「成功有約」、「聯校學生領袖訓練計劃」和

各種海外交流。參與上述不同活動，領袖生既能挑戰自

己，亦能擴闊視野，發掘領導潛能。

領袖生應本著「立己立人」的宗旨，帶領同學服務

學校，持續進步。成功的領袖能帶領群體共同邁向目

標，期望領袖生能成為同學的榜樣，「以生命影響生

命」，做好自己，引領他人。

八風不動心 無懮無污染 寧安無煩惱 是為最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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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潛能 培育精英  ─  傑出學生計劃

「傑出學生」計劃成立至今已歷十一年，本校致力發展學生多元智能，栽培具領袖才華

及承擔精神的同學。多年來，我們藉著校內外多元活動經歷，培育了一批「全方位尖子」，

在校內策劃各項大型活動，從而建立自信，肯定自我；對外則參與各項精英比賽，透過與各

校精英互相砥礪，取長補短，提升個人素質。本校同學在各類型校外比賽屢獲殊榮，如「屯

門區傑出學生選舉」、「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學友社領航者計劃」、「香港傑出學生

領袖選舉」、「香港傑出少年選舉」、「我愛香港十大模範少年選舉」、「傑出青年協會明

日領袖獎」等，傑出表現深受外界肯定。

推動可持續發展　營建綠色校園 

─  學校環保大使計劃
要讓社會持續發展，保護環境實在刻不容緩，學校於

推動環保教育更是責無旁貸。有見環保教育愈加重要，本

校早於1992年成立環保學會，並培育「學生環保大使」，

在校內外積極宣揚環保訊息。多年來，我們的「學生環保

大使」在學界中享負盛名，屢獲殊榮，如連續多年獲環境

運動委員會(E.C.C.)頒授「學界環境保護獎勵計劃」學校榮譽

獎；2000年獲全港第一個「特別盾」；2001年獲「第一屆

香港綠色學校獎」中學組亞軍；2003年獲特區政府政務司

長辦公室評為「學界傑出環保學校」，邀獲派隊參與第一 

份「香港可持續發展」諮詢文件發佈工作；2015年獲「第

十三屆香港綠色學校獎」最高榮譽金獎；同年，劉卓瑩同學

成為鐵路公司贊助的「學生環境保護大使獎勵計劃」全港總

冠軍；2017年獲環境局黃錦星局長親自頒發「慳神大比拼

比賽」中、小學校組別全港總冠軍 ─ 「至尊慳神大獎」。

本校乃全港學界環保比賽中累積獎項最多的一間中學，創校

以來共培養出十八位「香港傑出學生環保大使」，足證本校

在環保活動的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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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差異 締造共融校園  ─  學生支援組

本組每年會根據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的實際能力

和需要，制訂支援方案及配套措施，透過提供各種多

元活動如舉辦講座、比賽、工作坊、社交小組等，促

進全校師生互相尊重個別差異，為他們建立一個能發

展潛能的共融校園。

此外，本組也極為重視照顧同學的學習多樣性，

透過引入專家如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及社工的

協助，讓有需要的同學在最少限制的環境下學習，提

升學與教效能。同時，我們也會制定及早評估和轉介

機制，讓有需要的同學可以接受適切的治療及診斷，

提升融合教育的質素。

多元活動　培育菁英  ─  聯課活動組
本組負責統籌全校聯課活動，包括學生會、學會、興趣小組、校隊及其他特別小組，在

關顧同學全方位發展及個人成長扮演重要角色。初中方面，我們每年均會舉辦「課外活動巡

禮」，向初中同學介紹各類制服團隊及興趣小組，同學可從中了解各種活動的特色，從而挑

選心儀活動參加，培養興趣技能，發揮才華。高中方面，我們會為中四級舉辦「領袖訓練

營」，培養團隊協作精神，加強溝通能力。

校內聯課活動各具特色，當中英文辯論隊、義工隊及花式跳繩隊為近年發展項目，廣受同

學歡迎；而環保學會的歷史則最為悠久，勲歷年栽培出共十八位「香港傑出學生環保大使」；

至於「傑出學生培訓計劃」則是全港首創打造發掘學生潛能的資優團隊。校方為了鼓勵同學積

極參加聯課活動，每年更設有服務獎，以表揚全年於活動表現優秀的學員。

聯課活動組每年亦會按學校釐定的關注項目，為同學舉辦大型講座、比賽、工作坊、小

組等活動，藉此令同學盡展才能，培養責任感，建立正確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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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梁之星 ─  狄以達專訪

給予空間　包容鼓勵　成就今天的我

達仔對街舞的狂熱無人不知，但相信大家很有興趣知道，向來以「文靜」見稱的佛

梁如何會孕育出今天的達仔？他說：「中學時期的我不太喜歡讀書，而且很百厭，籃

球、結他、合唱團我統統參與。那時候可能因為個子小，所以老師對我特別包容，師兄

們也很照顧我，現在回想，就是老師與師兄們的保護，讓我可以盡情發掘自己的興趣，

也培養了自信。」千禧年，他在籃球場上遇到一生「摯愛」，從此跳舞就是他的生命。

他很感激佛梁的各位老師給予無限的空間與包容，讓一個學習散漫、耽於逸樂的小伙子

能夠無憂無慮發掘和實現夢想。

作為年青偶像，他沒有戴上「墨不透光」的太陽眼鏡、粗獷的重金屬飾物。取而代之

是簡單的墨綠純色Ｔ恤搭配黑色牛仔褲，加上一隻點到即止的戒指。甫踏進訪問地點，他

的第一句話竟是：「您們好，我是達仔呀！」對我們而言，他不是遙不可及的偶像，而是

和藹可親的師兄。

包容孕育興趣

現在，狄以達在舞藝界已建立一定地位，除了發展自己的演藝事業，更建立了「

狄以達軍團」，專門訓練對舞蹈具熱誠與天分的青少年，並為他們提供演出機會。做

藝人已經夠忙，如果要大紅大紫更要發掘更多演出機會，達仔為何寧願勲犧牲成就自己

的機會，也要教導這些年青人呢？「我之所以學懂跳舞，全賴昔日在籃球場上的「師

父」無私奉獻，我也想趁自己尚有能力和影響力的時候幫助這些年青人，希望他們能

夠和我一樣實現自己的夢想。」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只可惜未必每一個都有

能力和機會追夢，我們也很羨慕能夠在「狄以達軍團」找到夢想、實現夢想的朋友，

希望「狄以達軍團」將來能夠幫助更多人實現夢想吧！

學有所成　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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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佛梁為他創造了實現夢想

的空間，但有空間不代表可以找到

夢 想 ， 究 竟 達 仔 何 時 找 到 自 己 的

夢 ？ 他 說 ： 「 我 一 定 要 藉 此 機 會

感激我的中四五班主任，我最尊敬

的陳士斌老師。眾所周知他是音樂

天才，但他從不逼我走音樂路，只

給我空間與鼓勵，不斷提醒我要找

對方向，啟發我思考自己的路。自

此，我對自己的音樂路更加清晰，

也積極參與校外歌唱比賽。」中四

五還經常參加比賽？不是要考會考

嗎？老師應該很反對吧！「你說得

對！但佛梁的老師不但沒有反對，

陳sir、美娟、Ms Ching都對我很好，

除了很用心教導我，更無限量支持

指路明燈 ─ 陳士斌老師

6A黃嘉朗、6B黃彥、6B曾源華、6B梁娉婷

達仔經常回來佛梁表演，當然

十分關心我們這班師弟師妹，他以

自己的經歷來勉勵佛梁人：「我曾

經經歷莫大的挫折，但挫折不等於

人生的谷底，反而可當作是一個機

會，再進一步自我發掘。在成長的

過程中，我從來沒有猶豫、後悔，

因為我選的都是自己喜歡的路。面

對挫折時，只要意志堅定，相信自

己，最終必定能夠夢想成真。」佛

梁 的 老 師 經 常 勉 勵 我 們 要 尋 找 夢

想，但我們又有多少人能夠勇敢發

夢追夢，可能達仔的經歷與鼓勵，

就是我們尋夢的推進器，佛梁人，

一起追夢吧！

佛梁人　追夢吧

我的興趣。說來我也很內疚，回想當初只顧唱歌，回校便繼續百厭，還曾經把會計科

的Ms Ching氣哭。年少時我還不知道讀書的可貴，直到現在創業才知道當初所學的會

計知識原來如此實用，真後悔當時沒有好好學習。」從達仔真摯中帶點內疚的笑容得

知，他是真切地感激老師們的栽培。直到今天，佛梁的老師一點也沒有改變，老師們

都對學生不離不棄，不斷鞭策、鼓勵和包容，可能這就是佛梁的優良傳統吧！

大慈大悲 常無懈倦 恒求善事 利益一切



112

於佛梁的時光，有很多回憶值得我去珍藏，當中最深刻的是

大家一起努力面對會考的日子，課餘時一起聚餐聯誼充滿歡樂，

互相勉勵和支持，縱然艱辛但十分快樂。各位老師循循善誘的悉

心指導，實在令我獲益良多。

我最尊敬的老師是黃小瑤老師，小瑤老師教學認真熱誠而且

知識廣博，更在我學業與人生道路上賜予我無限的鼓勵與支持。

投身社會後，現職為註冊護士，我會努力把在佛梁所學的人

生態度學以致用，專心致志照顧病人，因為在顧病患的過程中，

我感到快樂和滿足.

在此，衷心感謝各位老師的教導，祝福各位老師教學安康!

各位師弟師妹一切順利!

李英眉校友（2000年畢業）

現職註冊護士

一轉眼佛梁已經踏入了三十周年了。我是佛梁的第

一屆畢業生。時間過得很快，現在我已經為人母了，而

我的女兒現在也是成為了佛梁的一份子。

中五畢業以後我很少回來母校，也很少和中學同學

聯繫。因為我一直覺得我的中學生涯很平淡沒有什麼特

別的回憶。直到我女兒要準備升中，然後在那年的佛梁

開放日我帶她回去參觀。但我記錯了時間，來到的時候

開放日已經結束了。當時李伯程校長就站在學校門口，

想不到他還記得我，我特別的感動。

他帶著我和女兒一層一層地參觀學校，告訴我那些

地方改了，那些地方還是原來的樣子。我回憶起那五年

中學生活點點滴滴，那時是我最無憂無慮的日子。

現在佛梁的學習環境和設施比我們那時候好多了。

很多地方和設施都是為學生而設和更改。此外，以前教

過我的老師也還在佛梁。令我覺得特別的親切，現在每

次回來就好像回到家一樣。

真開心能夠參加佛梁的三十周年紀念，希望佛梁的

六十周年我也能參加。

黃婉微校友（1989年畢業）

女兒現於本校就讀

校友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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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三十周年的校刊勲中分享，我真的感到

十分榮幸。

雖然我已畢業了十多年，但是中學生活仍

然 是 我 最 懷 念 的 日 子 ， 我 遇 到 諄 諄 教 誨 的 老

師，認識了最好的朋友，學習中訓練我有堅毅

的精神，過程中也有很多開心難忘的片段；曾

於開放日留校至深夜準備表演、代表學校參加

比賽、在天台種菜、課後於球場打球、於運動

會上落敗、在教員室外罰企、欠交功課、考試

不 及 格 、 和 老 師 意 見 不 合 、 跟 好 友 鬧 翻 … …

這些片段仍然歷歷在目，每次想起我也會心微

笑。

當中有次經驗更成為我一個難忘的回憶。

就讀中二的時候曾擔任圖書館管理員一職，幫

忙 籌 備 不 同 的 活 動 。 那 年 舉 辦 了 班 際 問 答 比

賽，當然我沒有機會代表我班參加比賽，但我

擔任了一個重要的任務，成為「歡樂小姐」。

老師負責發問，我負責留意哪一班最先按燈，

再告知老師。我班最後能晉級參加準決賽，我

的 情 緒 也 十 分 高 漲 。 當 老 師 讀 出 決 勝 負 的 題

目：「佛陀又名什麼？」我本應讀出最快按燈

的班別，可是緊張的我卻大叫「釋迦牟尼」。

台上台下傳出陣陣笑聲……

中學階段在我成長中佔很重要的一環，各

位老師鼓勵我從失敗中學習，給我機會作不同

的嘗試，培養了不同興趣，無論是學術學會或

興趣小組，我相信校內三分一的活動也曾有我

的踪影，老師也笑著對我說：「陳幗慧，又是

你呢！」我的中學生活真的多姿多彩！

校友陳幗慧博士（1997年畢業）

現職政府化驗所化驗師

在梁植偉中學，我認識的老師不只教導我，

還成為了我的好友。當中不只一位老師曾跟我分

享，在佛梁作老師，不只是為學術的教導，而是

希望培養每一位學生成為有用的人，這想法真的

令我十分感動。更令我感激的是，在我無心向學

的日子，有位老師跟我說，不要令他失望，叫我

不要放棄。我真的很感激每一位佛梁的老師，沒

有你們，沒有塑造現在的我。

我在學其間曾遇到很多困難挫折，到現在長

大後遇到的問題亦不少，氣餒過傷心過，最後

還是要努力面對。相信你們在這階段一定遇到不

少難題，可能是健康、家庭、學業或感情……但

你們要知道，任何問題總有解決辦法，讓自己喘

喘氣休息一會，讓時間沖淡，找合適的人幫忙，

千萬不要放棄，更加不能傷害自己，不能放棄生

命。生命得來不易，有很多人為你付出而你們不

察覺，有很多人愛你們而沒有說出來，為自己也

為愛你的人努力，不要放棄！

人生是非常美好的，希望你們能好好享受

年輕的時刻，青春的活力，不要計較得失，投

入參與每次試練，有苦有甜也是一個美好的人

生，能感受生命中的苦樂也是幸福。

祝福你們平安喜樂！

少欲無為 身心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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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時間推到一九九六年，二十一年前，我加

入了佛梁。那年，我只有十七歲。

由於我是「半途出家」—預科時才加入佛

梁，起初很不習慣新環境。現在回想起來，那是

我學業生涯最充實、最快樂的時光。

當年學制未改，預科生目標明確，都是為了

考好高級程度會考，從而跨進大學的門檻。在

那一年半裡，大家都是為了準備高考而每晚挑

燈夜讀。

在學習過程中，佛梁有很多亦師亦友的良師，

中文科的梁Sir及Miss Ho、英文科的劉Sir、中史科

陳偉華校友（1998年畢業）

現職警務總督察

的Miss Wong、經濟科的許Sir及地理科的霍Sir。記

得當年預科生已被視作成年人，乃學校裡的大師

兄大師姐，故此老師們一方面會鼓勵我們在學習

過程中要自己尋找難題的答案，藉此提升學習的

動力；另一邊廂他們其實也在密切注視我們的學

習進度，並授以適時的督促及鼓勵。猶記得當年

各科目的小測十分頻密，老師們經常會在我們的

試卷上寫上短評或鼓勵的字句，提點我們或對我

們的努力表示認同。這一點一滴，對一個成長中

的青年人有很大的鼓舞。

體育科及課外活動方面也是多采多姿的。記

得當年體育科有網球訓練、騎術體驗(是真的騎

馬！)、高爾夫球訓練，以當年來說是十分創新。

另外我也有跟隨校內的國術隊學習國粹獅藝及武

術，為緊密的課堂提供了上佳的調劑。

今年是佛梁的三十周年校慶，我先對師長們

多年來無私的教導表示衷心的謝意及尊敬。你

們教過我們的、說過的，我們到踏進社會工作

也未敢或忘。順祝校長及師長們工作愉快，同

學們學業進步。

成為第一批香港人參觀了伊朗的醫院和軍衣

工場，而最大感觸的事情，是我一直被誤以為

在其他中學畢業的舊校友，而藉今次機會，我

向大家說出我是在佛教梁植偉中學畢業的，可

能說出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分享就是很

難得的事情。

出來社會工作之後，生活上或工作上的高

低起跌很大，遇過很好的事情也遇過很壞的，

但回頭一想，我的堅強動力其實一早在梁植偉

中培育出來了。有一個青少年問我是在哪裡讀

書，我說在屯門佛教梁植偉，當時有一個可愛

的男孩衝口說出不相信，原來他們認為以前在

屯門讀書的人不會這麼心口有個勇字，當然大

家也當成一個笑話。我跟他們說，我在屯門梁

植偉讀書的時候並不是一個很好的學生，中一

至中三的成績很好，之後因為家事成績一落千

丈，但人品從來沒有變，因為屯門梁植偉的山

明水秀，雖然未必有其他香港或九龍區的學校

般的五光十色，但絕能對訓練出我們潔淨的心

靈，從而不怕困難，面對一切，因為當心靈上
容家敏校友（1998年畢業）

現職顧問（公關／香港澳門酒店）、

製作公司合夥人及私人助理

有潔淨的空間，才能面對更多的挑戰。在當晚

討論中，我百感交集，突然重新認識了自己的

中學生涯和身份，同時和他們分享了不少在社

會做事後的心態。我們時常說分享成功的事和

面對失敗的事，可能當真正面對時總會受到四

面八方的阻礙，但自我的堅持真的十分重要，

亦因為今次的行程，我可以用梁植偉舊生身份

把愛的種子散播，真正實踐了覺、正、行、儀

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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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入讀佛梁中一級，直至中七畢業。非常感謝母校七年的栽培，給予我一

個愉快及有意義的中學生活，並令我由一個渾渾噩噩的小伙子，脫變成一位能為目標下

少少苦功的年輕人，更因為受到校長及老師們的用心教導的影響，令我立志成為一位老

師。轉眼間，本人已在一間中學任教超過十六年了。

回想中學生涯，老師的教導令我獲益良多，尤其在學業上，老師們用心佈置課堂、

付出私人時間安排課後練習、耐心解答學生問題等等，全部都令我們佛梁的學生在學業

上得到悉切的照顧。以下是一些我從老師身上學到的心得，與各位師弟妹分享：

1.看遠：我記得以前老師會常常介紹一些課外書給同學，課外書內容涉及哲學、自

然科學、勵志故事等很多方面。透過閱讀，我漸漸懂得思考人生、宗教哲學、社會時

事等事情，眼界亦開闊了。

2.立志：「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想想DSE後的自己。問自己你有什麼理

想？不要妄自菲薄，放膽定立目標。

3.學問：學問，就是學識去問。讀書上要懂得發掘問題，嘗試解答。最後要請教老

師或同學。當時，我常常打擾物理老師吳sir，他十分耐心解答我的問題，令我對物理學

產生濃厚的興趣。

4. 恆心：恆心或毅力是最後能夠完成目標、成功的關鍵。

今年是佛梁三十週年，祝母校老師身體健康，工作愉快，桃李滿門；師弟妹找到自

己目標，向理想進發。

勞國樑校友（1993年畢業）

現職中學副校長

心清淨故 世界清淨 心雜穢故 世界雜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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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不倦 毋忘初衷 ─ 

二十一屆「最受歡迎教師」黃美娟老師專訪
有一位老師曾多次獲得本校「最受歡迎教師」的榮譽，究竟她身上有些什麼特質讓她得

到全校師生的支持？

她身軀嬌小，面容慈祥，「教訓」學生時卻是非同小可，但她的「教訓」並不是一般老師

那樣破口怒吼，而是循循善誘的感化學生，也許這是其中一個使她受佛梁學生愛戴的原因吧。

她，是我校蟬聯21屆「最受歡迎教師」的黃美娟老師。

曾考慮成為社工的美娟老師，憑著自小對教師行業的好感、加上大學修讀中史科，在香

港出路不多，便順理成章地當了老師。回想當時「棄社工、擇教師」的原因，美娟老師表示

是因為當初她老師的建議，如果她樂於與學生接觸、喜歡與學生溝通交流，希望引導學生向

善，而非在他們犯錯後才跟進補救，教育工作會更適合她。因受老師的影響而成為老師，美

娟老師的選擇也許除了「順理成章」外，亦有點「因緣際會」。

最終她在1989年加入了佛梁這個大家庭，並一直任教至今，現在轉為任教中文科及通識

科。談及當中的轉變，美娟老師表示她任教這兩科，均為她帶來得著。透過批改中文科的作

文，她能與學生有更多溝通，促進師生關係；任教通識科，則令她需要多留意新聞時事、世

界變化，這些都是任教中史科時較少有的機會。所以美娟老師對於任教科目的轉變，亦算是

樂在其中。

順理成章   因緣際會

相信大家都知道，每天批改堆積如山的課

業、處理繁瑣的學生事務、安排各式各樣的學習

活動，都是老師的「家常便飯」，但美娟老師認

為，只要對學生有幫助，一切的「苦」都是值

得的。例如，批改作文除了可得悉學生的學習進

度，更是一個讓學生敞開心窗與老師交流的機

會，用文字打破彼此隔膜，令雙方距離更接近，

所以即使面對大量學生作品，美娟老師都能「苦

中作樂」。

教學生涯   有苦也有樂

那 什 麼 是 真 正 的 「 苦 」 ？ 從 美 娟 老 師 分 享 的 一 段 經 歷 ， 或 許 我 們 可 以 感 受 到 何 為 

「苦」。美娟老師被問到於教學路上有什麼深刻的經歷時，她提到在佛梁的教學生涯初期，

她遇到了一位初中的女學生，這位學生本來成績優異，但後來因家庭因素，中途輟學，更染

上不良習慣。過程中，作為班主任的美娟老師，甚至有想過接這位學生到自己的家中居住，

但因各種原因而未能成事，亦礙於當時通訊科技不如今天那樣發達，她們最終亦失去聯絡。

直至今天，美娟老師對她依然有所牽掛，希望得知她的消息。也許，老師真正的「苦」，就

是看見自己的學生誤入歧途，而未能將他們帶回正路，心中憂慮，久久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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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長時間從事教育工作，想必然能從中得到快樂，方可堅持二十多年。問及美娟老師教

學生涯的樂事是否獲得「最受歡迎教師」的榮譽時，美娟老師表示得到全校師生認同當然開

心，而談及箇中原因，美娟老師認為自己是輔導組老師，又是中文科老師，能透過不同途徑

與學生交流接觸，雙方距離更近，彼此更易建立關係，並為她帶來友善的形象。她認為佛梁

每位老師都盡心盡力教導學生，她當選是因為身分上有「優勢」。而在我們的眼中，美娟老

師的和藹、慈祥、用心，是每位接觸過她的師生都能親身感受到的，「最受歡迎教師」，她

當之無愧。

然而，問及美娟老師最難忘的一件「樂」事，她向我們分享了另一個經歷。

在她多年的教學生涯中，教學宗旨不曾改變，認為學生德行遠重於學業成績。她認為，

良好的品德是學生成長路上最重要的因素，學生在吸收知識、明白事理前，更需要有良好的

品格，方能貢獻社會。直到今天，美娟老師依然每日實踐這個信念。她透過與學生聊天，進

入他們的內心世界，了解更多，交流更多，然後一步一步的感化學生，使他們能自我反省。

美娟老師更會透過批改學生文章，從而進一步了解學生想法，並適時作出回饋，扶助他們成

長。遇到一些頑劣的學生，美娟老師表示她亦會痛罵他們一頓，但她會令學生明白老師是為

他們著想才動氣，最終學生定會明白老師的苦心。

談到對佛梁學生的忠告，美娟老師寄望同學能擁有堅毅不屈的精神，並且能夠給予自己

充足的信心面對難關，她舉例說，過往有不少佛梁畢業生於公開試失手，但只要有毅力、肯

付出，最終都能透過不同途徑升讀大學或找到自己的出路。她確信，佛梁的學生是有能力面

對不同挑戰。對於一些計劃投身教育行業的的學生，美娟老師寄語他們要有「教育能改變學

生」的信念，並願意與學生溝通，更重要是「捱得苦」，因為老師的工作量是頗多的。

三十年過去，除了美娟老師外，佛梁的老師在教導學生的過程中累積經驗，學生亦在學

習中成長。在未來路上，本校師生定能創建更好的將來。

年年月月的過去   風雨不改的教導

5A何惠淇、5A劉凱渝

她 曾 任 教 一 位 中 三 學

生 ， 起 初 他 的 中 文 能 力 較

弱，美娟老師於是在課後跟

他補課，過程中除了要求他

背誦問答題，亦會與他交流

溝通。最後在美娟老師的悉

心教導下，這位中三學生在

該次的中文科統測中考得全

級第一，看見自己與學生的

努力沒有白費，學生學有所

成，當中取得的成功感，非

筆墨所能形容。學生的進步

就是美娟老師教學生涯中的

快樂泉源。

先學自正 然後正人



118

2017-2018年度全體教職員合照

第五排 李鋆奡小姐 莊鈴鈴小姐 毛志興先生 李耀輝先生 劉倩雯小姐 趙俊杰先生 姜文蕾小姐

吳洪萍小姐 陳約希小姐 毛淑嫻小姐

第四排 徐林波老師 何志敏老師 梁柱安老師 徐國良老師 連亨禮老師 潘冠球老師 戴賢斌老師

Mr. BELL 陳永康老師 黃學凱老師 戴朝枝老師 郭浩斌老師 張仁軒老師 賈傑偉老師

吳喜安老師 尤學賢老師

第三排 郭燕芳老師 馬雪琴老師 黃穗珠老師 朱雯敏老師 劉靜雯老師 黃潔儀老師 鄧劍萍老師

何家杰老師 黃煜榮老師 黃文朗老師 許炎嬌老師 屈敏思老師 潘秀雯老師 羅英萍老師

鄧淑儀老師

第二排 王秀虹老師 譚迪芝老師 林仙妮老師 黃秋怡老師 賴燕鳴老師 何穎雅老師 鄧青欣姑娘

胡家瑞老師 何楚萍老師 吳鳳霞老師 吳秀嫻老師 程煥芝老師 黃小瑤老師 溫玉菁老師

蕭桂珠老師 張劍雄老師

第一排 張嘉賢老師 郭雄輝老師 劉少偉老師 陳穩橋老師 吳偉明老師  江澤老師 甯志剛老師

黃秀儀副校長 趙淑媚校長 霍兆霖副校長 趙崇和老師 張建新老師 黃美娟老師 何志賢老師

黃邕暉老師 胡永國老師 許富強老師

 職工合照 

李秀琼女士 葉鳳玲女士 黎遠珍女士 鮑潤華先生 何浩光先生 馮蓮好女士

周世妹女士 余佩娟女士 趙淑媚校長 毛淑嫻小姐 葉瑞琼女士 蔡鳳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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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梁菁英

佛歡喜日 僧自恣日 供盂蘭盆 彰顯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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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賴燕嗚老師、程煥芝老師

1B 張嘉賢老師、黃潔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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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潘冠球老師、許炎嬌老師

1D 羅英萍老師、黃文朗老師



2A 林仙妮老師、張仁軒老師

2B 甯志剛老師、蕭桂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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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趙崇和老師、黃煜榮老師

2D 黃小瑤老師、連亨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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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吳秀嫻老師、戴朝枝老師

3B 郭燕芳老師、吳鳳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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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黃邕暉老師、胡志敏老師

3C 何志敏老師、屈敏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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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劉少偉老師

4B 尤學賢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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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 黃學凱老師

4C 陳穩橋老師

4D 胡家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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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江澤老師

5B 郭浩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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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溫玉菁老師

5C 戴賢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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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黃美娟老師

6B 潘秀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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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何家杰老師

6C 吳喜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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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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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梁照相館

我們的集體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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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校慶

134



135



廿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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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周年校慶典禮及素宴聚餐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佛梁HAPPY BIRTHDAY

校友與老師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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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愛珍 (冼詠樂)（1987）

感恩，今日回到母校，看見以前教導我的老師，回想過去真是懷念的。 

我的兒子將會升中學，我希望兒子就讀這學校，有一個愉快的學習生活。最後，

希望校長、老師、各位同學仔，健康快樂！

孔澤釗（2012）

佛梁30歲生日快樂﹗慶幸曾經在這裡留下足跡，祝各位老師工作順利，

身體健康！各位同學學業進步，前程似錦！

林國祥（2012）

祝母校三十周年校慶，各莘莘學子能圓其夢。

張子謙（2017）

作育英才三十載，春風化雨四海內。

黃美娟老師及戴世材先生：

佛法弘開三十載，教化莘莘學子明覺正；梁才謹念四無量，惠澤芸芸眾生顯行儀。

羅慧冰（2012）

母校三十周年了，祝各同學前程錦繡，各位老師能繼續享受在佛梁教學。

黃健琛(2001)

春風化雨，校譽日隆。

張嘉賢老師

師生同心，共創佳績。

張仁軒老師

化雨均霑三十載，樂育英才永傳承。

趙淑媚校長

夢想不嫌小。 用行動和正能量，成就自己，成就他人。

寧嘉敏（2010）

佛梁三十年春風化雨，培育各界人才，未來更多傑出學生，回饋社會。

梁彩燕（2005）

母校誌慶三十載，辛勤培育出人才，校友匯聚在一堂，慶祝母校創輝煌。

黃秀儀副校長

滿門桃李，佛梁未來更騰飛！

霍兆霖副校長

繽紛學習三十年載，自我挑戰珍珠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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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秋怡老師

生機盎然，朝氣勃勃！

黃潔儀老師

祝賀佛梁校慶三十周年！

胡志敏老師

Happy 30th Birthday BLCWC! My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wish you all the best and more fruitful years ahead!

賴燕鳴老師

佛法薰陶育英才，立德樹人三十載。

尤學賢老師

栽桃種李三十載，作育菁莪創未來。

黃煜榮老師

十年風雨，十年成長，十年辛勤，祝願佛梁歲歲芬芳！

鄧淑儀老師

祝佛梁校譽日隆，學生聽教聽話。

盧冠全（2011）

老師的種子讓我們茁壯成長，學校的栽培令我們懂得立身處世。祝賀母校成立三十周年， 

延續自利利他之大愛精神，弘法揚善，培育更多英才。

譚嘉豪（1997）

感謝當年老師悉心教導，成長的路上有您們在旁。

張誼靜（2006）

祝佛梁Happy Birthday!

何珈蔚（2012）

感謝江澤、陳穩橋和黃美娟老師的照顧和教導，祝願母校和各老師都愈來愈好，

邁向更多的三十年。

莫嘉穎（2013）

至今仍然記得中學六年的幸福時光，感激母校和老師的栽培。祝佛梁三十周年快樂，三十周年後更

加美好，延續成就自己，成就他人的精神，作育更多英才！祝老師們幸福安康，工作順利！

香敏儀（2012）

祝願母校及各位師長桃李滿門，繼續作育英才，春風化雨。

張家耀（2010）

祝賀佛梁屹立屯門三十載，一直以教育弘揚佛法，功德無量。

李松筠（2015）

恭賀佛梁三十而立，祝母校再育賢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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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俊豪（2013）

佛梁30歲生日快樂。母校之所以名為母校，皆因於當中有一份莫名既歸屬感。

在此恭祝佛梁校譽日隆，作育更多英才，感化更多青年尋找到自己的道路。

歐陽健權（2011）

恭賀母校成立三十周年，祝願佛梁繼續春風化雨，作育英才。

陳頌琳（2007）

希望佛梁將來有更多30年，培育更多出色學生！

許日峰（2014）

熱烈祝賀佛梁創校三十周年的巨大成就，衷心祝願佛梁再創輝煌佳績。

王得天（2010）

薪火相傳三十載，桃李春風千萬人。祝佛梁校譽日隆！

黃俊杰（2016）

十載樹林，新苗成材，桃李滿天下；三十育人，春風化雨，棟樑宏佛梁。

何楚萍老師

菩提上進、普施法雨。

羅英萍老師

三十載樹林，佛梁新苗成材，桃李滿天下。 有幸師生佛梁緣，恩深情篤共譜佛梁新篇。

何穎雅老師

春風化雨，誨人不倦。

郭浩斌老師

自強不息！

梁兆灃（2011）

春風化雨三十載，作育英才棟樑多！

屈敏思老師

Congratulat ions!

徐林波老師

服務蝴蝶30年，繼往開來，一路承傳。

吳喜安老師

建校三十，同歡共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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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佩琪（2013）

五年，覺正行儀，作育英才。

十年，堅持信念，成就未來。

二十年，面對轉變，勇於挑戰，敢跌敢錯。

三十年，良心事業，保持態度，再接再厲。

劉靜雯老師

誨人不倦，教澤綿延；言傳身教，智啟德弘。

朱雯敏老師

祝賀佛梁創校三十載，春風化雨，桃李滿門。

馬雪琴老師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

蕭桂珠老師

歡慶30周年校慶！

陳穩橋老師

校務蒸蒸日上，校譽昌隆。

梁柱安老師

爭取佛梁新優勢，打造佛梁新特色，實現佛梁新突破。

譚迪芝老師

In order to succeed, we must f irst bel ieve that we can.

黃寶儀（2001）

衷心祝賀母校三十年壽辰，願母校年年人才輩出，再創輝煌。

蔡海儀（2010）

回顧母校寶貴歷史，再鑄佛梁光輝未來。

李英眉（2000）

佛梁創校三十載，發光發熱育英才，師生情義深似海，薪火相傳創未來。

殷兆鋒（2012）

恭賀母校黃金30周年，祝佛梁繼往開來，作育英才，貢獻社會，造福人群。

戴朝枝老師

春風時雨三十載，一片丹心育英才。

彭愷欣（2013）

回望求學生涯，佛梁的六年時光是最快樂、青春，祝願母校桃李滿門、作育英材。

龔俊樺（2010）

恭祝佛梁成立三十載，以慈悲之心栽培莘莘學子，以弘佛法。

譚穗晞（2010）

恭賀佛梁成立三十載，繼續作育英才，培育社會棟樑。



特別鳴謝以下人士及學校慷慨贊助本校籌辦 

30周年校慶活動（排名不分先後）：

何國榮校監

梁紹安校董MH

陳明智校董

陳建源社董

傅永昌校董

高佩璇校董

劉啟智校董

吳麗芬校董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何滿添校長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李卓興校長

佛教榮茵學校 杜家慶校長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劉克薇校長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梁翠珍校長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方子蘅校長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 李啟明校長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林黃明慧幼稚園

鳴謝



香海正覺蓮社 社屬機構及學校名錄

1. 香海正覺蓮社 

   Heung Hoi Ching Kok Lin Association

2. 香港觀宗寺

   Hong Kong Kun Chung Temple

3. 佛教寶靜安老院

   Buddhist Po Ching Home For The Aged Women

4. 佛教寶靜護理安老院

   Buddhist Po Ching C&A Home For The Aged Women

5. 佛教李嘉誠護理安老院

   Buddhist Li KA Shing C&A Home For The Elderly

6. 佛教李莊月明護養院

   Buddhist Li Chong Yuet Ming Nursing Home For The Elderly

7. 佛教何黃昌寶長者鄰舍中心

   Buddhist Ho Wong Cheong Po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8. 佛教何李寬德耆英康樂中心

   Buddhist Ho Lee Foon Tak Elderly Social Centre

9. 香海正覺蓮社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HHCKLA Elderly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10. 佛教梁植偉中學

    Buddhist Leung Chik Wai College

11. 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Buddhist Ma Kam Chan Memorial English Secondary School

12. 佛教正覺中學

    Buddhist Ching Kok Secondary School

13. 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Buddhist Ching Kok Lin Association School

14. 佛教陳式宏學校

    Buddhist Chan Shi Wan Primary School 

15. 佛教黃藻森學校

    Buddhist Wong Cho Sum School

16. 佛教正慧小學

    Buddhist Wisdom Primary School

17. 佛教普光學校

    Buddhist Po Kwong School 

18. 佛教慧光幼稚園

    Buddhist Wai Kwong Kindergarten 

19. 佛教林黃明慧幼稚園

    Buddhist Lam Wong Ming Wai Kindergarten

20. 佛教慧光嘉福幼稚園

    Buddhist Wai Kwong Ka Fuk Kindergarten

編輯委員會成員

顧　問：陳明智校董、劉啟智校董、李年就校董、 

          趙淑媚校長

主　編：張嘉賢老師

委　員：賴燕鳴老師、黃煜榮老師、戴朝枝老師、

          張仁軒老師、尤學賢老師、江澤老師、

          戴賢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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