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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	Buddhist	School是澳大利亚第一和唯一的佛教
中学。	在其起源时，佛教不属於宗教。佛佗也不认
为自己是一个神明	。本校所用的佛教反映佛佗的道
德和教导。我们是一所非宗教独立男女中学，欢迎
来自所有宗教和背景的七至十二年生。



校长信息

佛佗明白教育对平等居功至伟。在他的时代，社会分为六种姓，由管理员到王族

再到高级僧侣婆罗门。当时社会认为人们先天注定是奴隶还是王者，但是佛佗清

楚坚持:

没有人生为贵族，

只有做善行才是真正高贵。

佛佗的僧伽拥有数千阿罗汉，包括了乞丐、窃贼、杀人犯、王子、小孩等等。他

们都有接受佛佗指导的权利和福分。佛佗的教育为他们扫走黑暗，带来光明，促

使他们找到终止人生痛苦的通路。	 作为历史之中最伟大的老师，	 佛佗显示

了只要有机会接受教育，不论世间用甚麽称号，任何人也能够达到完全的启蒙。

今时今日，在这个非常和平和幸福的社会内，您会发现非常有益的教育者和学

校。我们知道每个学校体团都有一个故事。Pal	Buddhist	School是佛佗所创的

佛法教育的新一页。优良的学校不是因为财富或设施(例如足球场、游泳池健身

房或悠久的建築物)而闻名。优良的学校拥有团体意识、对成功的决心、对每

个学生和家庭坚定不移的承诺、还有对提供所有学生最高级教育的信心。Pal	

Buddhist	School为社区带来主重每个人的保證。这是本校故事的基本原理。

Principal

校长

	

佛教徒知道佛佗是历史之中最伟大的

心灵工程师。可是对我来说，佛佗的

第一职业明显是老师。我们知道这一

点，因为今时今日他的佛法仍然正在

指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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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PANHA PAL
Principal



经过智慧、
道德和勤勉
达到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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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	Buddhist	School的格言,“经

过智慧、道德和勤勉达到启蒙”,

是本校的教育哲理。

源自佛佗八正道的启发,本校不仅

传授学术知识,而且利用戒(sīla)

．定(samādhi)．慧(pannā)叁学培

育整个人。

*	sīla、samādhi和pannā是巴利

语,	意为戒、定和慧。



本校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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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	Buddhist	School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受澳洲教育
部认證至高级学校證书(HSC)。
本校是教育科技先驱者,	少数利用无纸教室的学校之
一。我们称这斩新的学习方式为四维学习经验。学术充
满信息和变革。把良好的作法和效率结合於学生的生活
习惯。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得到同学或老师的扶助。
身为澳洲第一和唯一的佛教中学,本校把佛教哲学融
入日常教学,	以助传授德行、人格和智慧。在Pal	
Buddhist	School,	学生以行动学习这些伦理。他们在
校外校内都积极从事慈善和领导活动。经过精心选择的
机会,	学生学习到以下（来自佛佗教导的）五德：

慈,	悲,	喜,	捨,	慧

本校是一所非宗教学校。我们不会只因信仰或教条保持
任何想法,也不认为信仰是打垮道理的
王牌。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科学学校,旨在培植对追求一
切真理的喜爱。

上图：学生参加年度的体育会和露营,	焦点在於团队

技能、户外体育活动、欣赏自然和生命的要素。

上图：学生为弱势人士和长者,以及公共利益提供积

极勤密的服务。

Mettā

LOVING 
KINDNESS

Karunā
COMPASSION

Muditā
SELFLESS JOY

Upekkhā
EQUANIMITY

慈

悲

喜

捨



传统的课堂粉笔是和讲课为主。一个优良

的课堂需要让学生对内容感到兴趣,	使得

他们保持注意。本校面对的挑战是如何为

学生做得更好。

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科技改变了学校施

教和学生学习的方法。科技会继续使得

教育经验加速改变。	 在Pal	Buddhist	

School,	我们的四维课堂以学生为中心,	

每课各有特徵,	充满了来自合作和探索的

创意。在教导不断变化的数码世界所需要

的科技、分析和适应技能的同时,这种方法

促进学生对学习采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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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四维学习模式

老師可以...

	省时间随时随地批改学生笔记本。功课
反馈瞬间与学生电脑同步,	能够即时存
取。

	把一切科目内容组织成一个数码文库,	
让学生更方便跟随课程顺序。

	监测和判断学生个人需要,以便定制学
生学习,	设计个别活动来提高学生表现

学生可以...

	在课内外与同学或老师合作完
成团队习作或专题式学习。

	安心,	因为所有信息和笔记本
都备份到安全的云端伺服器。

	随时存取他们所有的学习,	包
括往年的学科。

直接反馈

收藏习作

大脑的入口..

老师笔记本

学生笔记本

专题式学习



在Pal	Buddhist	School，我们明白学生的能
力和发展来自学生、家长和学校之間的密切
关系。科学研究显示，如拥有家长的积极参
与，学生会更有动力、更加集中和旨在更高
的目标。	因此，本校鼓励家长参与学生的
教育。使用智能手机或电脑通过网络家长入
口，可以方便地觏看学生的分数、级别、功
课提交率、成就、学校活动等等。	老师与家
长可利用网络入口直接通信，让家和学校之
間更加透明，价值教育更有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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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学习风格帮助我安排记录，在有需要时复习，不像

容易掉失或损坏的纸簿。我享受上课，因为课程乐趣不枯

燥！」

--	Jia	Man	Lee

学校

学生

学校

家长



我们的课程。您的机会
课外活动计划和学生俱乐部

人人都知道成功是来自头脑、

身体和精神的健康。在Pal	

Buddhist	School，我们鼓励学

生有说有做。我们不仅提供世

界级的教育，而且用多样的学

生俱乐部促进身体和精神的健

康。

精神丰富数学俱乐部

我们的数学俱乐部采用师徒模

式。师傅鼓励徒弟解决陌生

的问题，演示如何把一条大

问题分成数条小问题。师傅

耐心地给予学生时间和空间

来探讨和思考。学生领悟到

数学是一个工具，用于解决

复杂的问题，不只于学术问

题，还有生活中的问题。数

学俱乐部也旨在挑选最优秀

的学生参加高声望的州内和

国内比赛。

国际象棋俱乐部

国际象棋的棋盘是个八乘八

正方網格。然而数学家证明

了每个遊戲都有无限的可能

性。这不是与人生的问题相

似吗？对自己和对手的战略

洞察和远见是可以从下棋学

到的技能。国际象棋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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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本校学生在Cabramatta中秋節節慶日
为超过一千人表演

Photo:	Students	receiving	NSW	Chess	League	trophies

也培训学生参加比赛。

編程俱乐部

在Pal	Buddhist	School，我们知

道现在只是信息时代的初期。电

脑、自动化、机器、自驾车和飞

机只是这个时代的开端。这个时

代的核心是精于电脑編程的人力

资源。編程俱乐部给予学生机会

体验电脑的语言-	-程序代碼。

我们相信伟大的世界领导人能够
使得其他人做到他们不相信能做
的事。这些领导人使用创造性
智能来解决困难的挑战。我们相
信音乐、艺术、游戏和戏剧表
演可以帮助发展创造力。在Pal	
Buddhist	School，我们树立了以
下团体：

School	Choir	&	Stage	Band	
合唱团与舞台乐队



Pal	Buddhist	School严谨按照以下认证培

养学生：

Australian	Curriculum	&	NSW	Curriculum	

澳洲课程和新南威尔士州教学大纲

Record	of	School	Achievement	(RoSA)	

for	Year	7	to	10	

中学肄业證书(RoSA)-	-七至十年级

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	Course	(HSC)	

for	Year	11-12	

高级学校證书(HSC)	-	-十一至十二年级

本校提供广泛的学科，由通过严格挑选的老

师带领。老师是学科内容和学生管理的专

家。	Pal	Buddhist	School的老师不仅是教

育家，而且是对学生学术和精神充满关怀领

导者。

本校提供的学科包括：

English

英语

Mathematics

数学

Science

科学

Biology

生物学

Physics

物理

Computing

电脑

Humanities

人文

History

历史

Geography

地理

Modern/Ancient	History

现代/古代历史

Society	&	Culture

社会与文化

Creative	Arts

创意艺术

Music

音乐

Visual	Arts

视觉艺术

您的课程

公开演讲指导计划

著名的世界领导人都具有精
巧的公开演讲能力。领导人
的效率来自清楚和自信的发
言。Pal	Buddhist	School的
老师相信未来的领导人可以
通过练习和个人经验来增长
自信。老师每周指导学生在
集会公开演讲。我们相信实
际的公开演讲经验能够减少
忧心和加强自信。

其他学生俱乐部与计划

环境俱乐部

运动：田径、游泳、篮球、
乒乓球、羽毛球、足球、橄
榄球、板球等等	

慈善与志愿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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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

戏剧

Photography

摄影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

Legal	Studies

法律

Business	Studies

商学

Economics

经济

Commerce

貿易

Languages

语言

Japanese

日本

Chinese

中文

Sports	&	Technology

体育与科技

Design	&	Technology

设计与科技

PD/H/PE

健康教育

The	Creative	and	

Performing	Arts	

(CAPA)	Club	

创意与表演艺术(CAPA)

俱乐部

			

佛佗提倡用抱负、不断努力和规

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因此，在接受每个人具有不同潜

力的同时，我们唤醒学生对达到

最好的渴望。	我们庆祝在学术

和体育方面的高成就，并遵守严

格的纪律标准。

我们也是一个鼓励友好竞争的

学校。	虽然战胜自己是最重要

的，但是参与友好的竞争可以带

出自己最好。

PlaySpace	Games	Club
游戏俱乐部	

AcaPals	Music	Club	
無伴奏合唱俱乐部

图：学生参与2015年CAPA晚会



带出潜力

佛佗提倡用抱负、不断努力和规
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因此，在接受每个人具有不同潜
力的同时，我们唤醒学生对达到
最好的渴望。	我们庆祝在学术和
体育方面的高成就，并遵守严格
的纪律标准。
我们也是一个鼓励友好竞争的学
校。	虽然战胜自己是最重要的，
但是参与友好的竞争可以带出自
己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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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学生参与2015年CAPA晚会



尽管是一所年轻的学校，本校学生在HSC的成就中有好表
现。	我们的学生和教师的一些伟大成就包括：
	> 新南威尔士州*HSC生物学第一名
	> 新南威尔士州*HSC高棉语继续者的第一名
	> 新南威尔士州Junior国际象棋联盟都市西南地区的		

	 亚军
	> 2015年全国作家竞赛的亚军
	> 在Write4Fun年度书籍登载诗歌
	> 我们平均有84％的学生在全国NAPLAN考试中的英语		

	 素养水平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
	> 我们平均有80％的学生在国家NAPLAN考试中获得最		

	 高级别的数学能力
	> 麦格理大学全球领导力入学项目的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新南威尔士州平均每年有八万名十二年	
级学生。

每年，本校学生都获得大学早期录取和奖学金。
我们的业绩证明，我们的整体教育体系建立了全面
和成功的学生。	自从我们2014年第一次毕业班以
来，我们的学生每年都收到大学奖学金，并提早进
入他们想要的大学课程。	我们的学生进入顶尖的
大学，如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大学和悉尼科技大
学。此外，从这些顶尖大学接受领导性奖学金的。
在我们经验丰富的教学人员和学校行政领导者中，
我们纳入了许多课程和计划，使学生达到在州内
最好的成绩。	学生接受领导力培训并参与创业机
会：使学生具备非常适合大学的素质。

成功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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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从一
个73	ATAR（澳大利亚高校入学
排名）的学生，变成达到97.15	

ATAR」

2014年毕业生Andrew	Luong

图：Athena	Ho在田径嘉年华参加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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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思考、经验主义和理性
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	
它在全面的人格发展的土壤
播种，耕种和稳定。	作为
佛教学校，佛陀的教学是丰
富的资源。

发展全面人格的学校

佛陀在许多方面教导了良性行为的原则。本校采用二十
二个作为规则，政策和治理结构的基础。	它们如下：

避免： 和培育：

1 杀生和暴力 对所有生物从事和善的行动

2 不予取 满足心和慷的行动

3 邪淫 对异性的尊重

4 妄语 真实的说话

5 两舌 鼓励友谊和宽恕的说话

6 恶口 美丽和振奋人心的说话

7 绮语 有意义和应用的说话

8 贪心和物质主义 满足心和非物质主义

9 嗔心 同情心

10 邪见 对因果报应和承担责任的理解

11 喝酒 对清醒、明晰和智慧的喜爱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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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年举行两次的颁奖晚会中无私
地庆祝学生成就，无论是学术还是非
学术。

发展全面人格的学校

正念的学校爱和慷慨的学校
佛教教育的这一特殊方面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了
对日常压力的高效补救，并提高表现。	虽然正
念已被称为对一系列现代疾病的灵丹妙药，但
实际上，它只是从佛陀教导的生命训练中的一
部分。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正念训练的潜力，
我们首先通过佛法来研究和理解正念理论。其
次，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正念。

本校将护理院，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和
有特殊需要的学校的志愿服务纳入课
程。	目的是给予学生接触真正的人
类痛苦的机会，并根据佛教所教授的
四种爱情：善意、同情、欣赏和耐心
理解，来栽培正当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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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们的
Teach4Peace
计划复兴人
道

Our	Growing	School	Community	&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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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	Buddhist	School的Teach4Peace
是一项人道救援计划，其重点是向贫
困国家提供救济。	我们的救济主要
是以教育和资源的形式，但我们也捐
赠食物、医疗和货币供应品。

我们的Teach4Peace计划实现的一些
项目包括：

>	电邮朋友计划	(Email	Pals	
Program)

通过间接教授其他国家的贫困儿童英
语，我们的学生经历了一个相互丰富
的友谊，导致希望、欣赏、谦卑、同
情和文化意识的发展。

>	佛教图书馆柬埔寨计划
本校学生筹集资金支持柬埔寨计
划，年幼的儿童和孤儿获得免费
牙科服务、流动图书馆服务，建
造清洁水箱和免费英语课程。

>	赈灾

本校学生在周末志愿参加捐款呼吁，
募集资金用于救济受自然灾害影
响的世界各国。	在过去几年中，
学生在涉及台风，地震，森林火
灾和洪水的事件中为红十字基金
会，世界宣明会和慈济基金会做
出了贡献。

>	寻求庇护者中心
本校学生参加捐赠活动，其中诸
如卫生用品，食品，卫生产品和
清洁产品的物品由学生收集并捐
赠给寻求庇护者。

Our	Growing	School	Community	&	Support



本校谋求完美。	每一
天都带来新的挑战，我
们期待与您合作，实现
我们的志愿

Panha	Pal先生	
创建校长

演变中的学校

www.pal.nsw.edu.au
14	First	Avenue,	Canley	Vale	NSW	Australia	2166	

电话	+612	9755	7778
CRICOS	Provider	03398D

联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