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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秉承校訓「明智顯悲」的精神，以佛化教育學生德、智、體、群、美、靈六育並重，慈悲關愛，令學生知自愛、明責
任，建立正確人生觀，發揮潛能，學以致用，與時並進，服務社會，貢獻國家。

學校資料
校長
呂恒森先生（理學士、理碩士、教育文憑、電腦工程師）
（附學歷/資歷）
學校類別

資助

辦學團體

香港佛教聯合會

校訓 明智顯悲

宗教

佛教

學校佔地面積 約5000平方米

男女

創校年份 1978

家長教師會

有

學生會

有

舊生會/校友會

法團校董會

2021/2022 學年開設科目

以英文為
教學語言

核准編制教師職位數目

全校教師總人數

47

48

學歷及專業培訓（佔全校教師人數百分比）

校監 / 校管會主席 釋衍空法師

以中文為
教學語言

2021/2022學年教師資料
（包括校長）

有

已成立

教育文憑

96%

學士

100%

碩士、博士
或以上

50%

特殊教育
培訓

46%

年資（佔全校教師人數百分比）
0至4年

5至9年

10 年或以上

15%

18%

67%

2022/2023 學年擬開設科目

中一至中三：中國語文、普通話、數學、科學*、 中國歷史、 生活與社 中一至中三級：中國語文、普通話、數學、科學*、中國歷史、生活與社
會、設計與科技、家政、音樂、體育、視覺藝術、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電 會、設計與科技、家政、音樂、體育、視覺藝術、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電
腦；中三級：歷史、地理、商業
腦 中三級：歷史、地理、商業

中
一 英國語文
至
中
三

英國語文

按班別 /
組別訂定
教學語言/
校本課程

-

以中文為
教學語言

中國語文、數學、通識（中五、中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中四）、化 中國語文、數學、通識（中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中四、中五）、化
學、生物、資訊及通訊科技、體育、視覺藝術、地理、歷史、經濟、旅遊與 學、生物、資訊及通訊科技、體育、視覺藝術、地理、歷史、經濟、旅遊與
款待、倫理及宗教、「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
款待、倫理及宗教、「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

以英文為
教學語言

-

中
四 英國語文
至
中
六

按班別 /
組別訂定
教學語言/
校本課程

英國語文

-

-

* 有英語延展教學活動。

2021/2022 班級結構及全年收費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班數

3

3

3

3

3

3

學費

-

-

-

-

-

-

-

-

-

$340

$340

$340

堂費
非標準項目的核准
收費

$310

家長教師會會費

$30

其他收費/費用

-

學生會會費

備註
中四及中六應用學習課程開設科目：美西式食品製
作、航空學、電影及錄像。

$20

中一入學、迎新活動及健康生活
中一入學 本校接受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本校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統一派位（適用於2022年9月升讀中一）。學業成績40%、面試表現30%、操行20%、其他
學習經歷及獎項10%。

迎新活動 迎新活動：本校於7月中舉辦為期一星期的中一迎新活動，透過多元化活動，讓中一級家長及學生了解學校政策、成長支援措施及自主學習的果效等。此
及健康生 外，在暑假期間，舉辦中一新生適應課程，包括禪修體驗、團隊訓練、自主學習技巧訓練及班級經營活動等，協助中一級學生及早融入校園生活。
健康生活：透過不同學科課程、成長課、講座、工作坊及參觀等，推行健康教育、藥物教育及性教育，提高學生健康生活的意識。監察小食部售賣之食物種類
活
及午膳飯盒之質素，為學生提供均衡飲食，並提高學生的健康飲食意識。定期巡查校園，杜絕蚊蟲滋生，減低傳染病爆發的機會。

資料由學校提供及核實，如欲進一步了解學校的發展，可直接向有關學校查詢。

修訂日期：6/12/2021

學校特色
學校管理
學校關注事項：
1. 培養學生良好學習習慣、自學能力和學習技巧。
2. 建構健康關愛校園，以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責任感及勇於承擔的公民。
學校管理架構：
實施校本管理，秉持以學生為本之方針，在法團校董會之下，由校長領導3大部門
及9個委員會管理全校事務，並設行政會議商議校政，各委員會分別統籌不同專責
事務。另外，學校以8大學習領域統籌20多科組發展，以學習圈形式發展科務工作
及訂定工作計劃，以配合學校發展方向，並定期進行評估，以期自我完善。
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
已成立法團校董會，成員包括辦學團體校董、獨立校董、校長、家長校董、校友校
董及教員校董。
環保政策：
透過早會分享、講座、展覽及參觀等活動，提升學生節能及環保意識。
教學規劃
全校語文政策：
1. 在校園內張貼中、英文告示和標語、在溫習區內設置英語閣、安排英文早
會、英文早讀及舉辦中國文化周、英文周等體驗式學習活動、中英文科均設立網上
學習及閱讀平台；2. 語文科每年均會因應課程及學生學習需要安排多元的全方位
學習活動，例如透過中英文周活動與工作坊、辯論比賽、文化考察、作家講座、作
家專題探究等，以啟發學生在取之不竭的生活情境中多讀、多問、多見、多聞，豐
富語文學習經歷，增進語文學習的深度和廣度；3. 教學語言微調政策下，科學科
推行英語延展教學活動，讓學生多接觸英語；4. 部份英文課堂由本地英語教師與
外籍英語教師進行協作教學，加強照顧學生學習需要及提高師生在課堂上互動。
學習和教學策略：
學校六育並重，旨在培養具終身學習能力及良好品格之公民，重視啟發學生思
考、培養學生自學精神和良好的學習方法和態度：1. 初中重視基礎課程訓練，由
中一級開始採用自主學習教學模式，訓練學生各種共通能力，並於中一及中二級開
辦「同創共學」課程；2. 安排初中中、英及數三班分成四組，以加強照顧學習多
樣性並鞏固學習基礎；3. 各學科設獎勵計劃、拔尖保底措施、筆記及溫習策
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4. 各學科透過課程調適、分層工作紙設計、教學法調
適、課後補課及增潤課程、評估調適等，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5. 高中各科均設
拔尖班及保底班，為學習能力高於一般水平之學生提供課後培訓，亦為學習能力稍
遜之學生提供額外支援。6. 設高中精英培訓計劃，並參加教育局及其他學術機構
之校本支援及資優培訓計劃；7. 課堂內外恆常運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工具、平台及
教學法進行教學，促進學生自主學習，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及學習效能。
校本課程：
1. 選修科目：2X。學生可從10個科目中選修2科，並可按自身能力和興趣報讀應
用學習課程。
2. 課程重點：A. 因應學生的學習興趣、性向及需要，增設應用學習課程及日語
課程供高中學生修讀，以照顧學生的需要及銜接不同的升學及就業途徑。B. 運用
不同的策略推展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包括在正規課堂內編訂體育及佛學課；又在
課外時間舉辦跨學科活動、研習、服務、參觀、海外交流和宗教體驗活動等，以豐
富學生的學習經歷。C. 高中增設拔尖保底課程，鞏固及提升學生在核心科目的基
礎能力。
四個關鍵項目的發展：
1. 專題研習：在初中開辦同創共學課程，通過專題研習形式由老師與學生一起發
掘圍繞生活中的社區難點或問題，並以系統化的方式協助學生塑造出學會學習的認
知及元認知行為與氣質，藉此提升學生獨立學習能力及共通能力。
2. 運用資訊科技：課堂內外恆常運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工具、平台及教學法進行教
學，促進學生自主學習，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及學習效能。循序漸進發展全校自攜
裝置（BYOD）計劃，令學生學習更「以生為本」。本校已在全部課室鋪設無線網
絡、購置平板電腦及設立校園電視台。
3. 從閱讀中學習：本校重視學生從閱讀中學習，增強他們的學習能力，以達致終
身學習和全人發展，因而推行不同的閱讀活動及獎勵計劃，如早讀課、好書推介
等。圖書館與各科組合作推行主題閱讀、午間及主題書展等活動，讓學生接觸不同
的讀物，廣泛地涉獵知識。圖書館自學閣為學生提供多元化學習資料，培養學生自
學習慣，並進行跨科協作，讓學生能融通各科知識。
4. 德育與公民教育：透過不同的活動，如「一國兩制」及《基本法》標語創作比
賽、到訪廉政公署等，讓學生對國家及本港的法制有更深入的了解。另外，亦會透
過佛化教育活動，如無煙新世代講座、名人講座等，讓學生體會自覺自利的精
神，讓學生明白成為一個優質的人的重要性，以及要懷著慈悲的心去關懷社會大
眾，學會反思自然環境與自身和社會的關係，以助學生建構及鞏固其本地、國
家，以及世界公民的身份與身份認同感，探索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路向。
生涯規劃教育：
1. 透過佛化教育及生涯規劃教育，讓學生明白生命的價值和生活的意義，讓學生
體會自覺自利的精神，了解自身的能力和限制，從而加強對學習和成長的掌控
感；2. 設立校本初中生涯規劃課，協助學生及早認識自我，訂定人生目
標；3. 為中三及中六進行小組及個人輔導，提供升學及就業資訊，讓學生更了解
自己；4. 邀請校友作行業分享，讓學生了解職場實況及資訊；5. 與非政府機構
緊密合作，提供多元化課程、職場考察及工作體驗，讓學生充分掌握職場資訊及認
識基本職場技巧；6. 安排學生參觀職業訓練局和專上學院及組織大學遊學團，讓
學生規劃未來；7. 參加「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建立優質的生涯發展。
學生支援
全校參與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1. 重視班級經營，在班主任的促導下，營造同班同學之間的溫情和敬意，並多從
明白別人想法開始，繼而成就共同的幸福。大部份班別採取雙班主任制，透過教師
之間的協作經歷，強化教師團隊的團結力量及專業發展。2. 透過各項班際比
賽、社際比賽、陸運會及壁報設計比賽等活動，建立共融文化。3. 融合教育組由
融合教育統籌主任負責統籌，按校情制定校本融合教育政策，透過融合教育支援主
任、教育心理學家、學校社工、班主任及科任教師之協調，為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
生提供適切支援。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
本校已設立學生支援組以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成員包括融合教育統籌主
任、融合教育支援老師、教育心理學家、校本言語治療師、學校社工、融合教育助
理等，透過「全校參與」及「照顧學習多樣性」的兩個原則，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
學生提供支援。通過個別面談、小組訓練、校外活動體驗及課程調適，提升學生的
學習效能感、學習動機和能力，也可照顧學習多樣性及增加校園歸屬感。
非華語學生的教育支援：
本校為錄取的非華語學生提供額外支援，幫助他們學習中文：增聘額外教師／教學
助理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及舉辦文化共融活動。
測考及學習調適措施：
因應科目性質及學生能力設計多元化課業及評估。各科設持續評估，計算平時
分。另每學年舉行兩次考試及家長日，使家長能按時了解子弟的學習進度。

家校合作及校風
家校合作：
班主任會定期聯絡家長，讓雙方可以全面了解學生的校內學習及生活情況。另
外，家長教師會會透過「沈中家長學堂」舉辦家長講座、親子工作坊、興趣班、敬
師日等活動，藉此促進教師、家長及學生之間的溝通，培養學生懂得承擔、仁民及
愛物的精神；亦鼓勵家長與時並進，終身學習。
校風：
本校秉承校訓「明智顯悲」的精神，以佛化教育培養學生慈悲關愛，在
德、智、體、群、美、靈六育上得以均衡發展，令學生知自愛、明責任，建立正確
人生觀，發揮潛能，學以致用，與時並進，服務社會，貢獻國家。
未來發展
學校發展計劃：
1.提升學生對學習的動機和能力及照顧學習多樣性。
2.針對學生的自我設限，增強學生的自信從而發心珍惜當下。讓學生懂得承擔、仁
民及愛物的精神。
3.培養學生覺他利他的佛化教育精神關心社區，學習服務社群。師生共建校園的嚴
謹而關愛文化。
4.豐富教師協作經歷，強化教師團隊的團結力量及加強教師專業發展。
5.積極推廣家長教育，鼓勵家長終生學習。
教師專業培訓及發展：
1.制定教師專業發展指引，以配合教育局教師專業階梯及學校發展的要求；
2.每年設四次教師專業發展日及最少四次教師專業發展時段，為特定課題進行專業
研修；
3.建立以行政委員會及學習領域為統籌單位，設立恆常會議及共同備課節，加強各
行政組及科組內外的經驗分享及專業交流；
4.加強教師專業發展，各學科每年制定科本教師專業發展計劃及進行科本專業發
展、委員組推動組員進修及分享、專業發展組有系統安排科組參加教育局及各大專
院校的校本協作計劃，裝備教學團隊，藉以進一步提升學與教效能及強化照顧學習
多樣性，提升專業能量；
5.舉辦日營或團隊活動，加入共同協作的事工和任務，以提升團隊的互信及工作默
契，加強中層管理。
全方位學習（包括透過各學習領域、課外活動、聯課活動等，提供五種基要學習經
歷）
1.透過不同跨科組協作，教育與深化學生堅毅、感恩的價值，協助學生建立環保校
園及健康的生活模式。
2.鼓勵學生參與多元化聯外活動，透過體驗學習，培養學生的堅毅精神。並舉行活
動成果展，展示學生成就及努力，提升學生的領導才能及自信心。
3.通過服務學習體驗，培養學生自我完善的奮進精神。透過持續性領袖培訓計
劃，聚焦發展學生領導才能，裝備自己成為學生領袖。
4.推動學生幹事組織社際活動，從而培養學生自我反思及力求進步的態度。
學校設施
學校設施：
本校設有禮堂、英語活動室、實驗室、多媒體學習中心、圖書館、地理暨學生活動
室、科技與設技室、視藝室、音樂室、禪修室、家政室、學生會室、家教會室、校
園電視台節目製作室、籃球場（兩個）、排球場、雨天操場、溫習區等，配合六育
發展。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設施：
語音轉換文字軟件及硬件。
其他
1. Microsoft(微軟)「AI4Good」領航學校、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優質教育基金(Quality Education Fund)：成為微軟「AI4Good」領
航學校，以人工智能推動創新教學；本校成功申請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獲得百多
萬元教學資助，為學生提供創業及職場實習的機會、語文能力培訓課程及創意體藝
活動。另外，本校亦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修建科技與設技室、家政室與多媒體學習
中心。
2. 服務學習體驗：通過服務學習體驗培養學生自我完善的奮進精神，如透過高桌
晚宴提升學生社交能力、餐桌禮儀及社會認知；成為STEM LEADER暑期領袖小導
師，帶領工作坊及比賽，以提升學生溝通技巧與應變能力。
3. 領袖訓練：設領袖培訓計劃與製服團隊訓練，包括男童軍、女童軍、紅十字
會、校園大使及銀樂隊等。
4. 創建成就，本校積極發展學生的潛能，歷年所獲獎項甚豐，舉例如下：
傑出學生：本校學生於屯門區傑出學生選舉中，多次獲選為屯門區傑出學生及屯門
區優秀學生。
學術：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英文及普通話各組多次獲得冠、亞、季軍；第十屆大
學文學獎少年作家獎；星島全港校際辯論比賽乙組冠軍；電台演講比賽中學組冠軍
及最佳演繹獎；港澳青少年網絡技能大賽中學組銅獎。
體育：屯門區學界女子高級組排球比賽冠軍；「屯門區校際田徑比賽」女丙
組400米季軍；長跑比賽10公里冠軍及15公里冠軍；屯門區校際游泳比賽男丙
組100米及200米自由泳金牌。
藝術：輕鐵情繫社區三十載繪畫比賽高中組冠軍；預防肺塵病及間皮瘤四格漫畫比
賽冠軍。
音樂：第四屆香港國際音樂節少年民樂彈撥（一）組傑出金獎；第70屆學校音樂節
高音直笛獨奏榮譽獎狀及第二名。
獎學金：本校校友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獎學金及創新科技奬學金、明日之星上游獎
學金、領展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等。
直達學校的公共交通工具
巴士：66M、66X；輕鐵：61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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