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五零年代洗塵大和尚，金山大和尚為了續佛慧命，在香港堅道開闢道場弘揚佛法，定名為「妙法精舍」。

　　隨著精舍弘法工作的開展，信眾護法大增，弘法信心更強。陳呂重德居士最先發動，邵黃志儒，潘關瑞卿兩位居士同願發心，倡議
購買新界藍地張苑，於一九六一年開闢十方道場，定名為「妙法寺」。

　　妙法寺創立第二年，與大嶼山敏智法師合作，將內明學院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由山上搬下來，改名「妙法寺內明書院」，由敏智法師
出任院長。設佛學預，正，專三科，學生名額六十名，供給膳宿，不分性別，學院基金由江瑞雲居士及陳呂重德居士等成就供養。並蒙
周俊年爵士夫人、佛聯會正會長筏可大和尚、副會長黃允畋居士、覺光法師、陳靜濤居士、東蓮覺苑林楞真苑長及妙法開山大德等發弘
願協力護持。

        我校校歌由敏智老和尚親自填寫：「巍巍內明，佛化所宗，育智育德，乃包乃容⋯⋯繼往開來，克始克終，虛空有盡，願力無窮。」
文字淺白，意義深邃，歷久常新，成本校最珍視的精神遺產。

　　一九六五年為配合社會需要，增辦英文中學，招收六班學生，連佛學大專共七班。時學生急速增加，課室不敷應用，獲政府免費撥
出土地籌建女校，一九六七年由新界政務司剪綵啟用，功德芳名以勒石紀念。學生增至十班，計中學九班，大專一班，總數四百餘人。

　　一九六八年停辦大專，敏智老法師退休後到美國弘法。一九六九年，洗塵法師兼任院長，人數增至七百餘人，共十七班。本校一貫
奉行佛陀慈悲喜捨的宗旨，志在興學育才，雖是私立學校，不在牟利，所收學費極為廉宜。

　    隨著香港適齡兒童入學的急劇需求，政府在一九七七年又准許學校將私立中學轉為「按位津貼中學」。教育當局更於一九八六年讓
學校轉為津貼中學，學校得到進一步發展。方濟民先生出任本校首位津貼中學校長，致力提升教學質素，更新校園基礎建設。為讓莘莘
學子享有更優質的學習環境，政府批准學校於一九九三年由屯門藍地遷校至元朗天水圍天瑞邨現址。本校創校校董陳呂重德夫人，興學
利群，不遺餘力，對本校貢獻良多，校董會藉遷校而將「妙法寺內明書院」易名為「妙法寺陳呂重德紀念中學」，以彰其德。

　　二零一二年四月，經教育局批准本校的辦學團體由妙法寺轉移至圓玄學院，繼續弘揚佛化圓融教育，校訓為「明道立德，慈悲喜捨」，
育智育德，學校發展踏上新的台階。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 農曆甲午年三月廿六日 )，陳呂重德居士子嗣圓玄學院主席，校監陳國超博士榮譽勳章太平紳士秉承先慈
職志，繼續捐資助校。際茲金禧校慶，為彰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傳承偉業，冠名為「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校董
會勒石以誌其盛。



28/11/1966 華僑日報
有關妙法寺內明書院的報道

　　妙法寺內明書院於一九六三年八月向教育司署申請註冊，十月獲得教育司通知辦理書院一

切註冊手續，包括課室及教師等項目。至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獲得教育司署批准為合法

書院，關於註冊一切事項，均仰賴名譽院長陳靜濤居士多方輔導。

　　內明書院共設專、正、預三科，每科修學兩年，課程包括佛學及普通課，供給學生膳宿，

四眾兼收。凡十六歲以上，具小學六年級程度，有志向學者，均可報名投考。全院教師共有十人，

全日上課，由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星期日例假也得居院自修。

　　書院創辦之初，是以研究讀佛學為主體。一九六五年，有感適應社會需要，使畢業生能容

易進身社會，另一方面為佛教培養人材，乃決定擴張，增辦英文中學，招收六班學生，連佛學

大專共七班，學生共四百多人，皆為女學生。學生可選擇走讀或在校內寄宿。



　　內明書院附設中學，因教導有方，蔚為佛教學府。一九六七年四

月，馬來西亞佛教總會主席竺摩法師蒞港，內明書院師生籌備歡迎。

竺摩法師於一九五二年曾在港澳教授佛學，後至泰緬星馬各國弘法，

應檳城菩提學院聘為導師。

學生列隊歡迎竺摩法師到校演講
右為校監洗塵法師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馬來西亞佛教
總會會長竺摩法師蒞院說法

學生代表致謝



　　 一九六九年山門牌樓成就功德。恭請圓玄學院創始人趙聿修先生剪綵入門儀式，

趙先生為表揚妙法寺辦學及對社會福利事業的貢獻，率先每年供養大米兩千斤，維持

兩年，亦成就了妙法寺與圓玄學院未來「慈悲喜捨，明道立德」五十年的因緣。

石建的牌樓為「妙法寺內明書院」的所在地

妙法寺山門開幕太平紳士趙聿修先生剪綵 左起：太平紳士趙聿修先生、
時任政府理民官、釋洗塵法師

師生在學校大合照學生見證妙法寺內明中學動土禮 由元朗理文府薜文長官主持妙法寺內明中學動土禮

政府在一九七七年又准許學校將私立中學轉為「按位津貼中學」



妙法寺校舍

教務處外實驗室

前方為球場     後方為三層村屋型課室前 層

釋洗塵法師兩旁平房為課室

圖書館

地下為課室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妙法寺內明書院舉行第一屆專科生

畢業典禮。畢業典禮蒙諸山長老、各界嘉賓、各位院董、諸位家長

惠臨指導。更蒙佛聯會長筏可大和尚親臨主持授憑頒獎及致辭。

妙法寺內明書院第一屆畢業同學與院長
釋敏智法師 ( 左 ) 及董事長院長釋洗塵
法師 ( 右 ) 合照

校董周俊年爵士夫人接受同學獻花

校董陳呂重德居士題辭優曇法師題辭校董釋覺光法師題辭

副董事長金山法師題辭

校董黃允畋居士題辭

名譽院長  筏可大和尚題辭　
太平紳士蔣法賢醫生致辭



洗塵法師致辭

演講比賽

體敬長老頒獎佛聯會副會長黃允畋居士頒獎

上殿

過堂

　　院方為訓練學生演講技能，每學期舉行一次演講比賽，藉以鼓勵

同學發奮向上，可見同學功課相當繁忙，不容許有疏懶懈怠的機會。

　　為使學生解行相應，書院一方面注重學習，一方

面更重行持。學生每日必上殿，過堂，晚上禮佛，念

佛，逢星期日參加息災法會誦經。出家學僧半月誦戒

一次，每逢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日，九旬結夏安居，

依律行持。「戒為無上菩提本」，「戒能出生一切諸

功德」，在諸導師循循善誘下，學生對於戒律，是謹

持不敢毀犯的。

演講比賽



佛教故事

救死扶傷，當仁不讓

多行不義必自斃

　　每年佛誕都會舉行話劇比賽，主題多樣：或以佛陀誕生為題、亦有佛陀弘法事蹟、更多的是佛教故事、歷史時事等，透過話劇說明因

果報應，宣揚慈悲仁愛等訊息。

教主釋迦牟尼佛聖旦，校監洗塵法師說法

佛教故事

救死扶傷 當仁不讓

多行不義必自斃

當仁不讓

同學虔敬浴佛

三藏師徒取西經



鄧潤棠校長與同學旅行時合照

校慶拔河

1974-75 台灣士林成淵排球隊來校表演

慶祝校監華誕友校比賽 籃球隊英姿



　本校校慶定於四月二十八日，七八十年代與校監華誕一同慶祝。校慶的活動豐富多姿，令人目不暇給。

學校慶典校監釋洗塵法師致辭

榕樹頭下的霓裳羽衣 榕樹頭下的演講比賽

榕樹頭下的集會 1975-1976 校慶放生儀式



校慶歌詠團獻唱

1975-1976 舞龍

校慶籃球賽

1975-76 校慶，同學代表向
校監呈獻壽桃包 校慶齋菜烹飪比賽 爬山比賽爬山比賽



歌唱比賽

化妝比賽



運動會上洗塵法師頒獎



早期的畢業典禮，內明書院與劉金龍中學聯合舉行
校監釋洗塵法師帶領嘉賓進場

1975-76 內明書院與劉金龍中學聯合舉行畢業典禮
80 年代畢業典禮 主禮嘉賓張有興太平紳士，
旁為陳呂重德夫人 ( 右一 )

陳呂重德夫人於第二屆大專畢業典禮上與學生合照

釋修智法師宣讀學生致送母校紀念品



1990 畢業典禮老師合照

1989 畢業典禮  
左為妙法寺劉金龍中學梁剛校長
右為妙法寺內明書院方濟民校長

1
左
右

方濟民校長迎接陳國超校董與陳呂重德夫人出席 1989 畢業典禮

1989 畢業典禮1988 畢業典禮 主禮嘉賓教育署署長
李越挺太平紳士為畢業生授憑



　　內明書院步操樂隊及交通安全隊表現卓越，獲獎無數。

1983-84 運動會開幕禮，交通安全隊步操進場

1986-87 交通安全隊與黎同輝老師、方濟民校長及鄭惠貞老師

1981-82 運動會步操樂隊表演

1986-87 步操樂隊與教練黃柏勝先生、方濟民校長及吳發業老師



1990-91 年度老師於妙法寺前合照1990 91 年度老師於妙法寺前合照

1989 校慶攤位遊戲 1989 師生球賽

1989 畢業班敬師活動

1988 歌詠團表演



　　一九九三年，新校舍竣工，學校由屯門藍地遷至元朗天水圍天瑞邨現址，為紀念本校創校校董陳呂重德居士，「妙法寺內明書院」

易名為「妙法寺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佛像開光儀式，覺光法師率眾上香

覺光法師為佛像主持開光

覺光法師為佛龕灑淨

1992 巡視施工情況。左起刁綺蓮老師、
方濟民校長、黃麗群副校長

15/12/1992 由房署職員陪同視察工程

16/12/1992 校監釋修智法師及方濟民校長簽收校舍校監釋修智法師及方濟民校長簽收校舍
覺光法師為佛像主持開光

覺 師為 龕灑淨

視施 情 左起 綺蓮 師

校監、校董及教職員見證新校舍交收

校監釋修智法師、李宏輝校董及方濟民校長巡視新校舍



新校舍位於天水圍天瑞邨第一期新校舍位於天水圍天瑞邨第 期

禮堂禮堂

電腦室電

家政室家政室

實驗室實驗室

美術室美術室圖書館

音樂室

物理室



剪綵嘉賓校監修智法師歡迎教育署署長林煥光太平紳士蒞臨主禮

女童軍列隊歡迎到場嘉賓剪綵儀式

　　一九九三年教育署批准本校由藍地遷往元朗天水圍天瑞邨現址，校董會為表彰已故校董陳呂重德居士對本校的關懷建樹及其有教無

類的精神，乃易校名為妙法寺陳呂重德紀念中學。一九九五年四月廿八日舉行新校舍開幕典禮，恭請時任教育署署長林煥光太平紳士駕

臨主持揭幕典禮。

主禮 賓客滿堂

樂隊助慶

剪綵儀式

樂隊助慶



新校落成，恭請林署長主持揭幕

揭幕禮後，嘉賓合照留念

覺光法師為陳呂重德居士紀念碑揭幕

揭幕禮後，嘉賓合照留念



　　本校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日及十一日舉辦千禧資訊科技教育展，邀請教育署首席教育主任 ( 資訊系統 ) 馬紹良先生蒞臨主禮。會場

擺放不同攤位，介紹最新資訊科技教材或軟件；又開放教室，展示本校各科如何利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學效能，促進學習。

校監釋修智法師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馬紹良先生

校監釋修智法師及方校長與嘉賓留影

以電腦剪綵揭開序幕

向嘉賓講解如何利用資訊科技促進教學 方校長 嘉賓留影



優質教育基金 -多媒體學習中心開幕剪綵　
左起：家教會主席朱芝華女士、校董紹根法師、校監修智法師、
校董麥浩麟居士、方濟民校長

經濟日報記者訪問陳煜禮博士如何推動資訊科技教育

董熾輝老師向友校同工講解伺服室管理系統 老師介紹如何使用資訊科技教學同學介紹如何使用教學軟件



方濟民校長致送紀念旗予廣州市 109 中學校長

 老師交換觀摩 彼此學習

方濟民校長帶領四十多位老師探訪廣州市 109 中學

本校外籍英語老師Mrs.Cooker 亦一同前往訪校



學生會上屆主席叶暢平回顧一整年經驗所得，並勉勵接棒的學弟學妹

學生會選舉答問大會上，陳慶源舌戰其他候選內閣 2002 元朗區數學競賽 ( 小學 )

畢業校友捐贈校友盃與師弟作籃球比賽



方校長帶領大家參加比賽

龍獅齊賀新春

教職員參加新春長跑  獲獎大合照 家教會主席朱芝華女士頒獎

張崇樂先生、陳煜禮博士、何玉蓮老師參加比賽



模特兒穿上同學設計的新意念環保服飾 黃麗群副校長頒獎

環保時裝設計比賽模特兒各自將衣服的特色表現出來



香港童軍知友社王麗賢社工頒獎 校董釋紹根法師為畢業生授憑

校監釋修智法師、主禮嘉賓中聯辦新界工作部林武副部長與嘉賓合照 方濟民校長陪同主禮嘉賓中聯辦新界工作部林武副部長授憑



視藝大使魏珠玲送上親手製作的手工藝迷你蛋糕祝賀方校長 

每一位學生代表送上鮮花多謝方校長及送上祝福，場面溫馨

方濟民校長在陳呂服務了二十年，貢獻良多。校慶正值他生日，師生在他榮休前為他慶祝六十大壽

方校長及老師於校慶日合唱英文歌曲



11/10/2006 校友賴寶雯 ( 左一 ) 與同學分享病歷經過，勸喻同學珍惜生命31/3/2007 元朗區小學數學競賽  各小學帶隊老師大合照

17/10/2006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女士 ( 左四 ) 訪校，與郭劉麗影校長
( 右四 ) 及全體老師合照留念

29/3/2007 鄧清河先生 ( 右三 ) 夫人 ( 右 ) 頒發第一屆美國一年全免交流生
獎學金，至今共贊助了六屆學生於美國入讀中學一年。2013-14 年度因配
合新高中學制，改為每年贊助兩位中四學生於暑期到美國交流學習三星
期。本校感謝鄧清河先生夫人造福學生，增加他們的體驗。



24/1/2008 日新慈善教育基金嘉許禮 - 李紹康老師 ( 左一 ) 及何玉蓮老師
( 右二 ) 獲頒愛心天使獎， 郭劉麗影校長 ( 右一 ) 與學生為老師打氣

28/10/2007 運動會   社際比賽出現歷史性第一次雙冠軍   友誼第一

20/8/2007 教師參加正面文化工作坊  以正面態度面對教學 22/6/2008 中二訓練營  齊心就事成



畢業典禮上校監釋修智法師頒獎

 2008 領匯 非常學堂 -馬賽克設計協助美化天瑞商場  回饋社會

畢業典禮上正利工程有限公司吳彩華先生頒獎

2009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優秀教師 ( 關愛組 ) 刁綺蓮老師商商場場 回回饋社饋社會會商商



28/11/2009 家教會及學生會辦事處開幕典禮

13/5/2009 妙法盃健康人生繪畫比賽暨視藝青苗展於中央圖書館展出，
主禮嘉賓：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 ( 家校合作 ) 何鄭玲女士
       元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名譽顧問田北辰太平紳士蒞臨主禮。

18/4/2010 本校獲卓越關愛校園之「最積極推動關愛文化」主題大獎

11/2/2009 敬師週光輝彩帶活動



17/10/2009 濕地公園 「鳥類與濕地」畫作繪出了最長健力士大全世界紀錄
本校中四全級連同視藝大使共 200 人參與創舉

2010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優秀教師(教學管理組)冼振東老師、刁綺蓮老師、
陳兆榮老師、林美英老師、李紹康老師、梁珍妮老師、廖敏婷老師

2009 中一迎新活動  師生齊心合力砌出學校英文簡稱 9/3/2010 美國啟發潛能教育顧問Mr. Ken Wright 訪校



11/3/2011Mr Edward 
Gwazdauskas 與 Dr. Amy 
Gwazdauskas 訪校

1/2/2011 妙法盃健康人生繪畫比賽暨視藝青苗展於中央圖書館展出，
主禮嘉賓與得獎同學合照
主禮嘉賓： 戴傑文先生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 ( 藝術教育 )
         徐聯安博士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副主席

4/12/2010 刁綺蓮老師獲海華師鐸獎 馮金燕校長及師生出席頒獎禮打氣

 12/11/2010 美國教育家 
Dr. Betty Siegel 與 Dr. Richard 
Benjamin 訪校

9/7/2011 香港城市大學拉闊天空全接觸獎勵計畫 
2011-12 年度和諧校園比賽  本校獲最和諧校園優異獎 ( 中學組 )



校監、校董、校長及嘉賓於陳呂重德居士紀念碑前合照



校監、校董、校長與教職員合照



29/3/2012 日新慈善教育基金嘉許禮
傑出愛心校長 - 馮金燕校長 教育之光     ( 左三 )
傑出愛心老師 - 刁綺蓮老師 愛心天使獎 ( 左二 )

29/3/2012 本校獲「慈善校園獎」，學生與蔡惠華校長 ( 左一 ) 合照

校慶日舞林高手表演 校慶日攤位遊戲



19/4/2013 美國教育家 Dr. O'Connor 與 Michelle Lynch 訪校

自 2008 年度起連續六年榮獲「關愛校園榮譽」，繼 2009 年度獲「卓
越關愛校園」之「最積極推動關愛文化」主題大獎，去年更奪得 2012 
年度「卓越關愛校園」之「最關愛家校合作」主題大獎。學校將「關愛」
深化至家長層面，家校間的衷誠合作，進一步發揮團隊精神。

15/11/2012 啟發潛能教育國際會議，本校師生分享學校推動啟發潛能
教育心得。學校於 2013 年 10 月獲美國啟發潛能教育聯盟頒「啟發潛
能教育成就大獎 五年獎」。  

1/11/2012 中聯辦講座 -王秀杰博士及盧山博士座談分享會



校董湯修齊 , MH頒獎 校監陳國超博士 , MH, JP 致訓勉詞

寶鴻先生頒獎梁永義校董頒獎



校董湯修齊 , MH致贈紀念品予余羅少文女士 文靜芬校董頒獎

教育局元朗區總學校發展主任余羅少文女士頒獎 尤漢基校董頒獎



陳承邦校董訓勉同學 陳承邦校董頒發長期服務獎

陳承邦校董嘉許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優異的老師 陳承邦校董嘉許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的老師



畢業典禮主禮嘉賓合照

林子賢校董頒獎翁永漢校董頒獎

校董湯修齊 , MH頒發「關愛校園大獎」予馮校長及家教會主席冼漢芬女士



主禮嘉賓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 ( 新界 ) 容寶樹先生頒獎 馮笑嫺校董頒獎

文靜芬校董頒獎尤漢基校董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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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50周年啟動禮

50 周年啟動禮 50 周年啟動禮

中六級砌字 中一級砌字



校監陳國超博士 , MH, JP 與全體中六畢業同學暨師長合照



校監陳國超博士 , MH, JP 與全體教職員合照



2013 張菊琳老師 ( 左二 ) 及刁綺蓮副校長 ( 右一 ) 代表學校出席美國
IAIE 聯盟會議及領獎 - 啟發潛能教育學校成就大獎五年獎

2013-10-26 香港考評局「評核認證計劃」頒獎禮 - 本校獲頒認證獎2013 10 26 香港香港考評考評局「局「評核評核認證認證計劃計劃 頒頒獎禮獎禮 本本校獲校獲頒認頒認證獎證獎 2013 張張菊琳菊琳老師老師 左( 左二 ) 及刁及刁綺蓮綺蓮副校副校長 (長 ( 右右 ) 代) 代表學表學校出校出席美席美國國

開放日 - 健康人生繪畫比賽頒獎典禮 開放日 -  環保綠化智多Kid 頒獎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