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資優教育組積極為學業出眾的學
生提供多元化課程及活動，從多元智
能發展方面進一步發展尖子學生的潛
能，使其更上一層樓。

張鎮傑老師、余敬強老師、
李知行老師、葉雅琳老師

■ 為尖子學生提供增值課程或培訓活動，拓闊視野。
■ 建立尖子學生的學習社群，互相砥礪，追求卓越。

■ 於全年考試考獲全級首十名優異成績的學生將成為學業成績人才庫成員。

■ 或於個別範疇上表現出眾，獲老師推薦為科本人才庫成員，範疇包括中文、英文、
　 數學、通識、科學、音樂、藝術、體育及資訊科技。

■ 或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永久會員。

■ 為中一至中三級人才庫成員舉辦資優培訓課程，
　 包括拔尖增潤及品德情意課程。
■ 推薦課程表現優異的學生參加比賽或活動，增加
　 他們的成就感。
■ 曾舉辦過的課程包括天文學入門、法語課程、德
　 語課程、哲學入門、餐桌禮儀、辯論課程以及英
　 語演講課程等。

■ 為中四至中六級人才庫成員舉辦資優培訓活動，
　 包括了品德情意活動。
■ 鼓勵他們參加校外活動及展覽，認識職場，為將
　 來升學及就業作準備。
■ 曾舉辦過的活動包括創科博覽、生涯規劃活動、
　 東坪洲考察、十字路會體驗活動、馬鞍山礦場考
　 察、參觀飛機師學院等。

初中人才庫恆常課程 高中人才庫活動

人才庫班主任帶
領四位人才庫學
生出外參加英語
演講比賽，成功
進入半準決賽。

人才庫學生在辯
論課程中學會了
基本的辯論技巧
，即興來一場比
賽，大家都雄辯
滔滔。

中三人才庫學生
到會展參觀職業
博覽會，加深了
他們對不同的職
業的認識，提醒
他們開始計劃未
來。

高中人才庫學
生與STEM學
會的學生一同
到會展參觀創
科博覽會，獲
益良多，更滿
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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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眾人皆領袖聖誕嘉年華』是『中三眾人皆領
袖計劃』的成果展現，是天循的周年活動，目的是讓
中三級學生接受基礎領袖技巧培訓，裝備於高中時成
為學生大使，負責帶領及統籌各學生活動。
經過數次的領袖技能訓練的課堂，同學會於聖誕嘉年
華中把學到的領袖技能從統籌各攤位及表演活動中實
踐出來，而級社幹事更是整個活動的總統籌，讓相關
同學可透過實踐活動加深對領袖技巧的掌握，從而加
強同學的學習成效。

在這次的聖誕嘉年華中，除中三級的同學負責的攤位
遊戲及表演外，更首次邀請各科組大使負責攤位遊戲
，如英文科的『Candy land』、中文科的『成語遊戲
』及健教組的眼睛檢查攤位，更是令嘉年華會生色不
少。

而今年最特別之處，是我們開放校園讓附近居民一同
前來參加嘉年華活動，不少街坊表示享受此活動，且
有不少鄰近小學的家長參加『升中簡介會』，加深了
對『天循』的認識。



五天福音週活動中都有午間活動的部分，每天各有不同的主題。當中包
括邀請嘉賓作午間茶聚講座、服侍活動、棉花公仔製作、感恩咭等。

我跟李兆賢老師和曾月明老師主力
負責今年福音週，在籌備的過程中
，大家都很同心，有清晰的方向。
我們都經歷過主耶穌不離不棄的愛
，所以，願將之融入活動中。

其中最感動我的是曾月明老師的
早會分享，她以穿越時空的訪問
及角色扮演來帶出耶穌對撒該的
愛。同時，這也讓我們感受耶穌
對人不離不棄、徹底的愛。

中六聚餐時，一位姊妹分享她性
傾向的掙扎，並帶出人不須先處
理自己的問題才返到神面前，相
反，神願意接納不完美的我們。

 

 

第一天活動是午間茶聚講座，邀請
了嘉賓「一團火義補計劃創辦人」 
梁啟業先生分享生命見證。當天的
活動反應熱烈，當梁先生分享完畢
後，很多同學都有提問，梁先生亦
一一分享和解答。

最後一天活動是中六福音聚餐，當
天邀請了「後同性戀者」阿君，分
享了自己的生命經歷，以及當中的
掙扎和得著。

第二天活動是Shoulder Massage
和Free Hug，校長和多位老師都為
學生按摩，或大家自由擁抱，希望
透過彼此服侍，見證耶穌基督不離
不棄的愛。

第三天和第四天活動是製作綿花公
仔和感恩咭，同學們和老師們都把
自己的感恩事項寫上，並送予家人
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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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校友日，我是必定會抽時間參與的。吃什麼不是重點，重要的是能
互相知道大家的近況，互相鼓勵關心，為自己心靈打氣。今年，更有幸
成為籌委，在時間趕急的情況下，跟其他伙伴及老師們一起完成這個大
計劃，由本來恐怕連100人目標都達不到，到最後有200多人參與，那種
滿足感是工作上找不到的，也讓自己回想起以前成為學生會幹事的種種
。感謝母校，感謝老師們的信任，讓我畢業後也能繼續為母校服務，回
饋母校。

校友日義務籌委   校友張潔儀

感恩，我們有一班很有心的老師及主力籌委的同學，令校友日
得以順利進行。當天參與的校友數目是令人喜出望外，氣氛亦
相當好。最開心是看到校友濟濟一堂、相聚時的笑臉，最感動
更是他們都說「捨不得走」、「下次一定會出席聚會」的說話
。能陪伴學生成長是我們作為老師的福份，能見證已長大成人
的學生「回家」及訴說「當年情」，實在欣慰。期待明年再見
到他們！

校友會負責老師   周詠妍老師

作為應屆畢業生，最後一年能夠以AV PRO學生成員身份出席校友
會聚會感覺十分有意義。當晚為師兄師姐拍照的時候，見到他們能
聚首一堂，深深體會到天循這個大家庭的強大凝聚力。

應屆畢業生   6C 張嘉傑

今屆的校友日已於2018年11月10日舉行
。當天有超過250人出席，一同在有許多
回憶的飯堂「打邊爐」，非常熱鬧。當
年的校花校草、領袖生、學生會幹事、
運動健將……甚至久未露面的面孔都聚
首一堂，非常難忘。

校友日老師問得最多句是：「食物夠不夠？夠不夠飽？」其實，可以
跟同學老師聚舊已經足夠了，有那麼多精心預備的食物怎會不飽呢？
這一晚真是又飽又暖又滿足！

校友  譚舒琪

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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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循男子田徑隊、籃球隊及手球隊於本學年
的元朗區學界比賽中均獲佳績，三隊天循健
兒均獲得冠軍，成就『三冠王』歷史!!!

天循男子籃球隊及手球隊，分別取得元朗區代表資格，參加
『NIKE全港學界精英籃球比賽』及『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賽』
，雖未能奪取住績，但6D 梁承希憑著在『NIKE全港學界精英
籃球比賽』的出眾表演，獲傳媒訪問及被邀成為兩位於決賽開
賽前發表感言的學生代表，並且在 on.cc 全港直播。

天循田徑隊在本年度元朗區學界田徑賽成績出眾，當中男子甲
組重奪多年的『男子甲組田徑團體冠軍』，而女子隊更締造歷
史，連續十年獲得『女子田徑團體總冠軍』並連續兩年以女甲
、女乙及女丙三個分組團體冠軍，以『大滿貫(Grand Slam)』
獲得此獎項，冠絕元朗區。

於本學年元朗區學界田徑賽，天循健兒共打破三項大會紀錄，
令『天循』於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的田徑比賽共
81項大會紀錄中，增加至26項均由本校學生所保持，破紀錄
資料如下：

天循女子壁球隊於全新界學界壁球比賽中，連續第三年獲得
『全新界季軍』，威震新界區!

天循田徑創歷史

力戰全港精英賽

壁球女將打出名堂

組別

男子乙組 4x100m

跳高

跳遠

43.35

1.60米

4.72米

女子甲組

女子丙組

班別

3C

3D

2A

2B

5A

1C

姓名

鄭凱陽

林冠禧

譚梓弘

吳權洋

蘇嘉欣

陳理彤

項目 成績

(相關報導：https://www.sportsroad.hk/archives/231552)

(相關報導：https://www.sportsroad.hk/archives/233432、
　　　　　 https://www.hk01.com/Jumper/2736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