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循自創校以來，秉持「全人教育」的理念，用
心營造全人發展的教育環境，無論教學、活動、
體驗、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或其他學習經歷等
，都以「全人教育」為出發點，致力於培育身、
心、靈健全發展的「天循人」。

每個同學都是上帝按着自己的樣式親手創造的，
既獨特，又珍貴；有的同學在學術方面有傑出的
成就；有的同學在體壇上跑出自己的人生；有些
同學在藝術發展方面揭開了自己新的一頁；有一
些同學能夠透過科學創造為社區帶來新貢獻⋯ ⋯
誰能說同學不「閃亮」呢？

我們深信每一位同學都有潛能未展的一面，因此
在新的三年計劃中，我們願意透過不同的培訓計
劃，讓同學浮才、培才及展才。我們期望年輕的
同學們能在中學的求學階段中發掘並肯定自己的
潛能，加以發揮，突破自己的限制，展現自己的
才華，因為「尋夢」是年輕人的專利。有人曾說
：「與悲哀的人訴說悲哀，悲哀倍增；與喜樂的
人分享喜樂，喜樂倍增。」一言以蔽之，能夠正
面積極的分享，會成就更多的可能。我們希望同
學能分享成功，互相砥礪，拓展各自的可能性。

知識是智慧的開端，是開啟未來生活的鑰匙。知
識力量的鍛練，是學校生活的重心之一。我們透過時間表的改動，增設功課輔導時段，讓班主任與同學一起溫習、一起經歷學習、一起創建愉快的
校園生活，讓同學在「關懷」與「被愛」的氛圍下得以成長。透過「天循人獎勵計劃」，同學在課堂學習及學術表現做得好時，獲得師長的肯定，
多一份獎勵，多一分成就，以此建立同學「正向」的人生觀。為營造學校的英語氛圍，讓同學善於「聽」，敢於「說」，本年學校更額外增聘外籍
老師人手，讓同學增加接觸英語的機會。教育界一直倡議「終身學習」，目的都是讓莘莘學子能跟上時代巨輪的步伐，成為一個具國際視野的成年
人。為配合教育的需要，本校為學生創造機會，讓他們透過考察、交流、探訪等實際體驗中學習，幫助同學在不斷變化的社會中，實現全人發展的
目標和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以提升學生接軌未來的意識及能力。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我要教給你智慧的道路，引你走上正直的途徑」——這樣的教導，是天循
老師們的共同方向。

舞臺劇女主角鍾嘉恩

暑期新生英文畫劇表演 香港學校戲劇節評判推介演出獎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金獎

釜山國際龍舟比賽 課外活動匯演-基督少年軍



香港教育大學
數學及資訊科技學學士

香港教育大學
科學教育學士

學會分配每日的學習時間，學
習時間要連貫，比如每日溫書
1-2個小時，期間內應集中精
神學習，選擇不會被打擾的時
間學習。

學習新知識前將課本內容快讀
一次，達到對知識有大概的印
象。課堂結束後，將知識用大
綱圖整理到筆記簿，從而加深
記憶和方便考試前溫習。

和朋友一起溫書或者到圖書館
溫習時發現有好多人和我並肩
作戰，見到其他同學都全力以
赴學習及準備文憑試，我會更
加有動力去溫習。

學習的前提是興趣，學習過程需要專注，由淺入
深，從興趣出發，一步一步弄清問題，相信能有
助同學長遠的學習進程。

若然你決定要認真讀書，你要覺悟要做好排除其
他不相關甚至令你分心的事物，真正享受在讀書
的氣氛當中，心無旁鶩。

或多或少，在溫書的時候總有些時間很氣餒......但
是，仍為學生身份的我能做些什麼呢? 倒不如趁
著美好的青春歲月拼搏一把! 挑戰自己，看看自己
的能力會在哪一片天空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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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Programme for Immersion in Communicative English 2018) was a 
confidence building English summer programme targeting economically 
underprivileged children in Tin Shui Wai. The programme was co-organised 
by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and JUST Volunteers!, conducted in English 
and the ultimate goal was to make the children see learning English as fun 
and fulfilling in its own right, and not just a way of passing exams.
The activities were comprised of interactive fun games, competitions, team 
sports and role plays. They were run by volunteer teachers who came from a 
university in the UK and a local university. A total of 80 children, from 5 
different schools, was divided into 5 classes, with at least one teacher from 
the UK in each class. After the programm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had 
higher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class and had more confidence in 
using the language.

Eleanor Jones Jaron Borus



一年一度天循校友日又來了! 
2018年11月10日(星期六)18:30 禮堂 

今年校友日會活動是打邊爐，除了美食外，還有抽獎和精彩表演。
畢業生快些約舊同學跟老師圍爐聚舊聊天，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如有興趣可whatsapp聯絡徐奕強(5139565)或吳倩嵐(51620262)。

各班組同學成果展現，感恩見證同學的個人成長及突破

黃秀連校長致送感謝狀及DIY紀念品予豐盛護老院
（東涌）有限公司代表林茵女士及劉婉貞女士

樂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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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工作坊 同學好奇地進入藝術車

國際綜藝合家歡的話劇表演校方與籌委及藝術車到校的藝術家們合照

台上表演者與台下打成一片

視藝刮咭工作坊
紮染工作坊

很高興在中三學期末
能感受到藝術日的「
美」與「樂」！無論
是趣味十足的烹飪工
作坊，又或是震撼連
連的話劇表演，都能
展現藝術的廣闊與魅
力，彷彿讓我跳出傳
統的框架，使我大開
眼界。而藝術車的到
來，不但豐富了藝術
日，更為校園添加了
一種迥然不同的藝術
氣氛，希望下年繼續
舉辦藝術日！

4D 鄭俊軒

今年是學校首年舉辦
藝術日，我很慶幸能
參與其中。當日各級
輪流有不同的藝術體
驗，身為藝術大使的
我們就到不同地點擔
任工作人員，而我則
站崗於藝術車，從中
讓我近距離體驗到藝
術家對其作品的那份
熱情，共享創作心得
和熱衷於創新改造，
使我大有禆益。另外
，我也到紥染工作坊
幫手，過程中所有同
學都陶醉其中，可見
我校的同學對藝術都
抱有一定的興趣和在
藝術日中獲益良多。

6C 麥宣恩

感謝神，讓藝術教育組於試後活動 6月27日策劃
了本校第一屆的藝術日，使整體校園的藝術氣氛
更得以提昇。同學能在當天更能體驗多元藝術學
習的途徑及空間，以普及藝術教育。
當天場面熱鬧，本組邀請了不同範疇的表演藝術
團體及一些舊生到校參與演出及協助帶領工作坊
。分別有普劇場國際綜藝合家歡的話劇表演、鮮
浪潮的短片放映、舞蹈劇場放映及導賞會，以及
M+西九文化藝術車到校等等。藝術組亦分別在
不同級別設計了視覺藝術、音樂、烹飪及紮染工
作坊等，期望每級同學都能在藝術日當天體驗到
不同的藝術經歷。天循小也有30多位小四學生一
同前來參與藝術日豐富多釆的節目呢！

蘇少嫻老師



6B 倪力勤：
2017年香港田徑排名 --- 男子鏈球青年
組全港第三名及公開組全港第七名。
2018年香港田徑排名 --- 男子鉛球青年
組全港第三名及公開組全港第八名、
男子鏈球青年組全港第二名及公開組全
港第四名。

憑著在田徑、籃球、手球、羽毛球學界及全港賽事中的傑出表

現，連續第三年獲得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葛量

洪學界傑出運動員獎 (新界地域) 2017-2018-- 最佳女

子運動員 (Sportsgirl of the Year)』，獲頒發獎盃及獎金港幣

$10,000。

6A 盛楚殷：

6A 林學雅：

憑著在田徑、籃球及手球學界賽事中的傑出表現，

第二次獲得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

區中學分會2017-2018 『全能傑出

運動員獎』。

代表香港田徑隊參加『學界埠際田徑比賽2018』(廣州)，並於獲得男子三級跳遠冠軍、男子110米欄亞軍、男子跳遠季軍及男子4x100米接力冠軍。  2018年香港田徑排名 --- 男子跳遠青年組全港第五名及男子三級跳青年組全港第八名。

6D 梁承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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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高興今年能夠有機會代表香港參加海外比賽，能夠認識學校以外的朋友 增加自己在運動上的見識。在這次比賽中能夠獲獎，也特別有成功感，對自己在運動方面有更大的肯定。我可以成功的原因，最重要都是得到老師的栽培，運用學校內的資源協助訓練，令我今年進步很快。其次都要是靠自己的堅持，好好分配時間訓練，平衡學業和運動。未來我希望能夠再有機會代表香港隊出賽，到其他國家或城市比賽，跟不同地區的人在運動上進行交流。



對6A 盛楚殷來說，2017-2018這個學年可以說是『豐收』
的一年，因憑著她努力在跨欄訓練上獲得的成就，讓她一年
內多次獲選為香港田徑隊參加多個國際田徑賽事，獲得世界
中學運動會女子100米欄冠軍及以最細年齡參加『2018亞運
會(雅加達)，並在這國際成年比賽的大舞台中獲得亞洲第11
名，表現非常驕人，是『天循人』的驕傲。

．現役香港田徑隊女子100米欄代表
．以最年輕年齡，代表香港田徑隊參加『亞運會2018』(雅加達)女子組100米　　　
　欄賽事，並獲得第十一名。
．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2017---民政事務局局長嘉　　　
　許獎章。 (相關報導：http://sportsroad.hk/archives/184434) 
．代表香港田徑隊參加『世界青年(U20)田徑錦標賽2018』(芬蘭)女子組100米　　　
　欄賽事。 (相關報導：https://www.upower.com.hk/article/201152)
．代表香港田徑隊參加『青年奧運會2018 – 亞洲區田徑代表選拔賽』(泰國)　　　
　女子組100米欄賽事，並獲得第四名。 
．代表香港田徑隊參加『亞洲青年(U20)田徑錦標賽2018』(日本 岐阜)，並於　　　
　女子100米欄13.95秒獲得第六名。 
　(相關報導：http://sportsroad.hk/archives/202962)
．代表香港田徑隊參加『新加坡Flash Club國際田徑邀請賽2018』，並於女子　　　
　100米欄獲得季軍及新加坡幣$500獎金。
．代表香港田徑隊參加『台北國際田徑錦標賽2018』，並於女子100米欄以　　　　
　14.07秒獲得亞軍。
　(相關報導：https://www.upower.com.hk/article/201152)
．代表香港田徑隊參加『新加坡國際田徑錦標賽2018』，並於女子100米欄以　　　
　14.17秒獲得亞軍。
．代表香港田徑隊參加『全國青少年(U18)田徑錦標賽暨世少賽選拔賽2018』(　　　
　中國 遼寧 錦州市)，並於女子100米欄以13.94秒獲得『全國亞軍』。
　(相關報導：http://sportsroad.hk/archives/200291)
．代表香港學界田徑隊，參加『第十七屆世界中學生運動會(2018)』(摩洛哥)　　　
　，擔任開幕式香港代表團旗手及獲得女子100米欄冠軍。 
　 (相關報導：http://sportsroad.hk/archives/199247、http://sportsroad.hk/archives/198818)
．代表香港學界田徑隊，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十三屆學生運動會(2018)』(中國 
　杭州)，擔任開幕式香港代表團旗手、獲得女子100米欄殿軍及『道德風尚獎』。
 　(相關報導：http://sportsroad.hk/archives/167383、http://sportsroad.hk/archives/167072) 
．獲得加拿大安大略省頒發加拿大高中網上遙距課程學習獎學金，免費接受加拿大安
　大略省高中英語老師1對1的網上遙距教學，為香港兩位獲此獎學金的學生運動員中
　其中的一位。
．連續三年獲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員獎2017-2018 (新界地域) 
　– 最佳女子運動員獎(Sports Girl of the year)』，獲得獎狀及港幣$10,000獎學金
　。 (相關報導：http://sportsroad.hk/archives/203135)
．香港體育學院頒發『運動燃希望基金（運燃基金）傑出青少年運動員選舉2017年第
　二季頒獎典禮---「傑出青少年運動員(田徑)」獎狀及獎學金。
　(相關報導：http://sportsroad.hk/archives/169159)
．2018年香港田徑排名 --- 女子100米欄青年組全港第一名及公開組全港第二名、
　女子跳遠青年組全港第一名及公開組全港第七名。
．元朗區學界田徑賽女子甲、乙、丙組 100米欄、跳遠 及 4X100米紀錄保持者。

以最年輕年齡，代表

香港田徑隊參加『亞

運會2018』(雅加達)

2018亞運會(雅加達)

2018亞運會除了6A 盛楚殷代表香港隊出戰跨欄
賽事外，排球女將余映姿老師亦代表香港女子排
球隊參加是次亞運會，而李紹良老師亦擔任香港
女子田徑隊教練參加，為『天循』寫下在運動成
就上光輝的一頁。

能夠多次代表香港參加國際賽事
感到非常榮幸，亦感謝學校的支
持。而在比賽中獲得好成績是對
自己努力付出的肯定，此外，在
比賽中更可讓我增廣見聞，學習
及認識到各國不同的文化。我的
成功要訣是要有『目標』及『堅
持』，不可誤以為可透過一些付
出少的捷徑便可獲得成功，要明
白獲得成功的方法是要在成功的
背後努力付出，這樣自然便可完
成所有訓練或阻礙你進步的事情
。 在未來的日子，我希望可盡快
打破塵封了29年的香港女子青年
100米欄紀錄，及於2019年的
『第三屆全國青年運動會』中獲
得佳績。

憑在田徑上的出色成就，獲特首林鄭月娥邀請到禮賓府茶聚

代表香港田徑
隊參加『世界
青年(U20)田
徑錦標賽
2018』(芬蘭)
女子組100米
欄賽事。

獲得『世界
中學生運動
會』女子
100欄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