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是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轄下的八間中學之一，「本基督精神，發展全人教
育；藉宣講福音，培育豐盛生命」是本會學校教育
使命宣言；我們期望學生能獲得全面而均衡的發
展，也能培養優良的生命素質，成為別人及社會的
祝福。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除了透過開辦學校，也藉著
堂會及社會服務部的工作以服務及侍奉地區人士，
讓不同階層及背景的人走在一起，互相關懷及支
援，共同建立充滿主愛的「循道衞理社群」關係。

　　學校校訓「遵循主道 愛己愛人 積極盡心 各展
潛能」內展現了「循道衞理人」的素質，讓學生能

聽從聖經的教導，學效耶穌基督的捨己精神，並要
愛護自己及身邊人，凡事都盡心盡力而作，努力發
揮及發展各人的能力造福社會，令世間變得更美及
更溫暖。校園內，同學們要學會天循人的三項重要
素質「尊重、自律、投入」，承傳著創校至今的良
好校風及文化，並走進社會以正面態度感染他人，
以生命影響生命。

　　本年度學校主題是「強化循道衞理人素質」，
透過悉心的策劃及活動的安排，目標在提升同學們
的品德素養，培訓天循人成為社區、香港、國家及
世界的鹽和光(馬太福音第五章)。

環校跑

老人院探訪

領袖訓練
中史科砌圖比賽得獎

黃秀蓮校長



日期：二零一六年七月二日至七月四 (三日兩夜)

地點：大埔愛丁堡公爵訓練營

帶隊老師：劉潔美老師、許國豪老師、張鎮傑老師、許如鈺老師、劉祖兒老師

籌委學生：6E 陳瑞軒、5E 黎小玉、4C 吳卓峰、4D 鄺帆那

　　資優教育組於本年與港澳
信義會慕德中學合辦三日兩夜
資優訓練營，並邀請另外四間
中學資優學生參與，包括聖公
會白約翰會督中學、東華三院
盧幹庭紀念中學、將軍澳香島
中學及葵涌循道中學，共約90
人，藉此讓不同學校資優學生
互相交流和學習，擴闊視野，
提升領導才能。

　　整個活動由六間學校資優
學生主導籌劃，並進行了兩次
聯校籌備會議，學生從分工、
匯報、統整、檢討等項目，建
立自信，學懂承擔。此外，營
內活動以不同學校學生分組形
式進行，透過活動及比賽，培
養資優生的合作能力及建立團
結精神。

　　資優教育組為擴闊
學生視野，促進資優生
之間的交流，於試後活
動舉辦「廣州、番禺三
天文化考察團」，藉此
讓 學 生 明 白 到 我 國 的
文化特色及社會發展趨
勢。為讓資優學生發揮
所長，學會帶領他人共
同成長，故是次考察活
動除讓人才庫學生優先
參與，亦讓他們帶領一
位夥伴同學參加。

日期：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三日兩夜)
帶隊老師：劉潔美老師、許國豪老師、張鎮傑老師
參與學生：人才庫成員或獲人才庫成員推薦學生

那一天，我們會飛

由飛機師講解飛機的飛行原理，並講述成為飛機師的歷程

籌委學生對當天活動作出檢討，亦為翌日活動作出準備

各校學生大比併，學生表現投入

邀請教育署課程發展資優教育組主任卓惠芳女士為頒獎嘉賓

各校老師們也有份參與飛機模型製作，與學生們比併一 番

6E 陳瑞軒
　　能參與籌辦此營十分難得！是次活動的
規模之大，挑戰之大對於我來說都是一個突
破。在眾多活動中，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學生籌備的話劇比賽令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們在籌備會議中作細心和充足的準備，表
現積極盡心，我相信普遍中學生欠缺的就是
這份熱情。

5E 黎小玉
　　最令我難忘的是大家於午餐為我唱生日歌，更
於晚上舉行了小型生日會，很感恩自己能與好友一
同體驗中國最新社會發展，並學到不少中國文化知
識，如木雕及骨雕藝術等。即使考察只有短短的三
日，但已成為我們難忘的回憶。

清暉園古色古香，是拍照好地方

珠江上「小蠻腰」的裝飾與晚霞爭奇鬥艷

一眾師生於廣東省博物館新館門前合照

嶺南印象園讓學生體驗中國傳統嶺南文化，他們
「馬上返尋味」



　　望著學生的背影，看著他們的笑容，
手上捧著的滿足，為兩天的中學體驗畫上
了句號。

　　為了讓一條龍小學的小五同學做好升
中準備，今年六月在中學舉辦了中學生活
體驗，讓他們知道中學的學習與小學有甚
麼不同之處，好讓他們能在新學年及早預
備。因此，這兩天的活動內容都真實地將
中學現有的狀況展現出來。除早會外，同
學還可從中英數通識科學、音體藝家政和
3D打印中選取六個活動作體驗，當中涵
蓋了成語話劇、思維分析、創意審美和團
隊建立等元素。這樣安排除了讓同學從中
展現自己的才華和發掘自己興趣外，也希
望同學能夠努力學習，為迎接中學生活而
奮鬥。希望下一年能夠在天循中再遇見你
們！

老師再見⋯⋯

黃校長為小五同學分享中學生的生活

同學透過遊戲積極用心地創作英語話劇情節中學大姐姐協助學妹利用平板電腦尋找方向 見到中學的小賣部十分雀躍

我們成功啦！科學如此多ＦＵＮ

你能嗎？還原六面扭計骰

同學努力地拼湊成語

排排企，學音樂

我要變身大隻佬

沙畫好好玩，看看我的成果

男孩子都可以入得廚房，出得廳堂

你看，你要用這個工具才能繪畫出3D圖像

余敬強老師



社工 James

5B 鄧鈞源

5D 盧翠儀

4D 羅彩嫦5E 鄧鴻勝

張秀雲老師

　　作為「朋輩輔導計劃」的負責社工，回顧
整個計劃，的確會令人會心微笑。「朋輩輔導
計劃」不只是單單去協助中一同學適應中學的
活動，更是培訓中三至中五同學的好機會。看
見中一同學有所適應，中三至中五同學有所成
長，總有種老懷安慰的感覺。「朋輩輔導計
劃」之所以成功，全賴一眾中三至中五朋輩輔
導員的協助，在他們的積極，投入，盡心的付
出之下，成功進行一個又一個的活動。相信一
眾的中一同學都見證到你們的付出，你們的關
愛，你們的用心！
　　很多中一，甚至中二同學問我，何時再有
「朋輩輔導計劃」？何時我可以成為朋輩輔導
員？那一刻告訴我，朋輩輔導員們，你們有多
成功，成功俘虜中一同學的心，成功將我們引
以自豪的關愛文化傳承，成功讓參與者渴望成
為你們朋輩輔導員的一份子！來年希望「朋輩
輔導計劃」再進一步！讓更多人受惠！讓天循
的關愛文化繼續傳承下去！

　　「朋輩輔導計劃」在本校只屬起步階段，
身為負責老師的我有幸參與其中。雖然計劃仍
然有著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但社工、學生、
老師都本著關愛的心，盡力做好各人的角色，
照顧中一新生，這最令我欣賞。在平日的活動
中，中一新生與師兄師姐在午膳小聚，吃飯玩
棋，分享彼此在學校的生活。還有宿營、燒
烤等，使他們之間的隔膜逐漸減低，由陌生變
得熟識，他們偶有玩得過份瘋狂的時候，我會
問他們是否過了火？然而當我再細心回想的時
候，這不是我渴望師兄姊與師弟妹無分彼此的
關係嗎？每每在回想起他們一幕幕的相處，實
在使我感動。
　　學生們的相處，不論對高年級或低年級
的學生都是互相學習的一種。中一級學習與不
同人的相處，高年級學習策劃實行，培養領導
力。在整個活動中，大家能彼此欣賞與建立，
是我最渴望此計劃能實現到的價值。

　　中五新學年在同學口中得知學校將舉辦「
朋輩輔導計劃」，因感興趣所以向社工報名參
加。在入選後，在一眾組員中要挑選六位核心
朋輩輔導員，我自薦參與，很幸運地我成功入
選了。在計劃開始前，我很擔心自己不能勝任
職位，但在一眾輔導員及導師幫助下，計劃順
利進行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在入營後
的第一個晚上，我們所有人在活動場地上進行
遊戲，一開始時我很擔心同學們不聽從我們的
話，但他們都很合作，亦很投入活動。
　　這計劃的原意是要輔導員以朋輩身分帶領
初中的同學適應中學的生活，但在整個活動完
結後，我們卻像朋友一樣熟悉，很開心我能參
與這個活動。

　　第一次參與朋輩輔導計劃時，其實並不太
了解自己的角色，只希望能夠幫助中一同學提
升成績，對當時的同學亦沒有太多的關懷。但
在第二年參加「朋輩輔導計劃」，並成為核心
朋輩輔導員時，我很期望與他們成為朋友，以
朋友的身分去幫助他了解及熟悉這個陌生的校
園。除了我們能夠向他們提供幫助外，其實與
他們相處的過程中，我們都有所得益。從中我
們亦能放鬆自己的身心，享受與他們一起生活
的過程。

　　第一次參加「朋輩輔導計劃」，亦都同時
成為核心朋輩輔導員，我十分開心能看到中一
的師弟師妹很快地融入校園生活，讓我有種老
懷安慰的感覺。可惜因為自己的健康問題，能
與趨照顧的組員共享午膳小聚的機會不多，自
己亦感到內疚。在最後一次的集會，他竟然沒
怪我，現在見面時亦會打招呼或者閒聊數句。
此外，其他的中一師弟妹在飯堂見面時亦會主
動打招呼。我認為此計劃不但協助中一新生們
融入校園，同時亦幫助朋輩輔導員學習什麼是
責任感，亦拓寬我們的社交圈子！在我仍是中
一學生時，當時並沒有朋輩輔導計劃，那時見
到師兄師姐會有種自動避開的想法，相反，
現時師弟妹們會主動與我地打招呼，感覺很開
心。希望「朋輩輔導計劃」可以繼續舉辦下
去，將來策劃得更出色！

　　「朋輩輔導員計畫」是一個具生命教育意
義的計劃，在過去參與了兩年與中一新生同
行，除了認識到新的師弟師妹，我亦從中慢慢
學習到包容、耐心及關懷他人等。當中有著不
少難忘的回憶及經歷，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兩
日一夜的宿營，大家都透過當中的活動，手牽
手的建立著愉快的回憶，不論是導師、men-
tor、mentee，互相扶持，互相理解。此外，我
與另外五位核心mentor帶領大家進行不同的活
動，當中雖有難處但獲益良多，如領導力、解
難能力等。兆豪和澤文是我在這兩年的men-
tee，很高興能幫助他們熟悉中學環境，他們同
時亦教導了我有耐心及責任感，我不僅是他們
的導師，他們亦是我的導師。



透過此計劃，學校能把發展健康校園的理念及實踐方法與區內的學校分享，
並透過活動，把健康及正向思維的信息推廣到社區當中，凝聚力量共建健康社群。

城市定向
社區推廣活動

優 質 教 育 基 金
健康校園網絡計劃「學

生健康軍團獎勵計劃」旨在
鼓勵學生參與促進校園健康，藉

有效途徑分享如何推廣健康生活
訊息。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健康
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統籌，本

校作為資源學校獲邀成為新
界西區地區支部。

過 去 兩 年 來 自
六所學校共四十多名學

生參與本校舉辦之健康軍團
培訓活動，活動包括健康軍團領

袖訓練、精神健康知識培訓、健
康宣傳短片製作工作坊及城市定
向社區推廣活動。另經由本校

提名獲嘉許之健康軍團人數
超過三十名。

各區支部學校
負責統籌區內健康軍

團培訓活動，並責負審核
各校提名之健康軍團，表揚
他們對實踐朋輩教育和參與
校園健康促進所付出的努

力和熱誠。

過去幾年，本校共有十六位同學獲得健康軍團獎勵計劃
嘉許，表揚她們於健康推廣方面作出的努力

完成任務後，與街坊一起合照

與長者一起歌唱，並送上禮物

到路邊派發有“無煙”貼紙的紙巾

同學們悉心製作帶有健康或正面信息的
禮物

健康軍團領袖訓練：包括團隊建立遊
戲、學習健康知識等同學在活動中學習如何面對壓力，分組討

論減壓心得並匯報成果

邀請路人抽情緒卡和分享

整裝待發，預備透過活動把正向思維及
健康的信息與鄰近街坊分享

健康宣傳短片製作工作坊：由拍攝前的準
備工作，到拍攝過程，同學們都十分投入

與鄰近街坊一起做護眼操

胡嘉嘉老師



　　本校音樂科致力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並提高他們的音樂素
質。除了課堂上的學習，學生還能透過參與音樂校隊，發展音樂才
能。2015-2016年度，本校學生參與了大小不同的音樂演出及比賽，
成績優異。學生除了能擴闊視野，提升自信心外，亦能陶冶性情，與
一班同樣喜愛音樂的同學建立友誼、一同成長。感謝神，過去一年，
天循手鐘隊已增至兩隊，合唱團人數亦增至50人，新學年亦會增設音
樂劇隊及無伴奏合唱隊，盼望更多同學能享受音樂的樂趣。

手鐘隊A隊
4A 李梓雯、黃子芸
4D 簡希峻、包得辰 
4C 戚紀茹、周令知、林穎彤、
      李嘉媚、李穎昕、梁軒童、
　  沈家雯、冼頴姿

手鐘隊B隊
2A 丘柏謙
2B 張智歡、黎嘉敏、梁智珊
4D 張安生
5A 盧凱晴  5B 陳靖婷  5D 羅彩嫦

4D 秦哲節
　　我感恩及榮幸可以擔任合唱團司
琴這一職。開始時我覺得頗大壓力，
因為彈錯一個小節或「一粒音」也會
阻礙合唱團的進度，但慢慢我便開始
懂得學習享受其中。感恩自己可以為
合唱團伴奏，與合唱團一同練習及經
歷比賽後的喜悅及成功感。
　　合唱團司琴的經歷是我中學生涯
中難忘又美好回憶。

3A 陳少倩
　　我自小喜歡唱歌，但一直沒有參
加合唱團。直至中二時，葉老師邀請
我加入合唱團，我才發現合唱的樂
趣。合唱團的同學來自不同班、不同
級，大家由陌生人變成好朋友，也越
來越有默契，我覺很快樂。能夠在合
唱團建立友誼，又能提升自己的唱歌
技巧，真的獲益良多。

4C 梁軒童
　　我從小學開始接觸手鐘這樂
器，至今已超過四年。這些年，無
論是校內表演、校外比賽、還是商
場演奏，手鐘隊都給我滿滿的愛和
回憶。感謝 Miss Ip 在百忙中仍然抽
空跟我們練習，陪伴我們成長，也
感謝她給我機會，學習帶領隊友練
習，甚至讓我學習作指揮。去年，
我們在「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比賽」中，在外國專業評判手中獲
到金獎，給我們很大的肯定和推動
力，使我們變得更加團結。
　　今年，我們當中一些隊員更有
機會參與校外的手鐘訓練課程，使
我們的手鐘技巧得以再提升。手鐘
這樂器就好似拼圖，需要互相合作
及緊扣才能夠奏出美妙的樂章。感
謝手鐘這樂器，讓我學習更多做人
道理。

4C 戚紀茹
　　今年已經是我第四年參加手鐘
隊，好開心可以有一班好好的隊員一
齊練習。手鐘並非想像中簡單的，它
講求團隊合作，亦好需要我們互相協
調和聆聽。過去，我們參加過很多比
賽和表演，每一次的經歷都好寶貴。
雖然練習非常頻密，但為了有最好狀
態，讓人欣賞到最美的音樂，我們都
願意努力。感謝手鐘隊的隊員，也感
謝 Miss Ip 的教導，令我們不斷進步
和成長。 

4C 李嘉媚
　　15-16年是我在天循的第一年，
感恩自己能夠成為手鐘隊的成員。我
們都是熱愛手鐘的一群，我們會珍惜
每次的練習和比賽，在過程中，我們
一同經歷、一起成長。感謝葉以琳老
師，她雖然有很多事情要處理，但仍
然願意花時間教導我們打手鐘的不同
技巧，與我們同行。在手鐘隊裏，我
看見滿滿的愛和恩典，希望往後仍能
繼續把美妙的音樂帶給大家。

4C 冼頴姿 
　　雖然我中二學期中才參加手鐘
隊，但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我已經
感受到大大的愛。去年，我們在「香
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手鈴大賽」中奪
得金獎，真是可喜可賀，更加證明我
們一直以來的努力沒有白費。

同學分享

葉以琳老師



　　七月十六日我與八位
學生 - 梁光宗、周文健、
林錦均、林穎雄、林峻
朗、郭皓泓、譚子軒和馮
瑋然 - 以獨木舟由香港東
涌出發划去澳門黑沙灣。
是次活動是參加了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舉辦的「鵬程慈
善基金OB（A）A港澳獨木舟遠征2016」，目的是為「青少
年外展訓練基金」籌款。實在的，能夠跟隨一班外展訓練學
校同學會前輩出征澳門是一個既難得又難忘的經歷。
　　早上八時三十分，東涌一個小碼頭，銨聲響過，二十三
隻雙人獨木舟艇齊齊輕快地划槳。在我旁有天循學生陪伴
著，划著獨木舟。頭頂上有正在起飛中的飛機向我們微笑點
頭，太陽伯伯和微風小姐也向我們打氣，爽！十時許，在茫
茫大海中望見珠海澳大橋指向澳門，心裡興奮無比。 
　　划進珠江口，風、浪、流都巨大起來，阻擋前路，只能
拼勁向前划，每當停下來集合，海流便將我們推回大嶼山
邊，心裡暗嘆無奈。縱使間有下雨、間有大風浪、間有艇隻
翻沉，但在強大的支援隊伍照應下，我們可以在夕陽西下平
安地在橙黃色燈光下的黑沙灣登岸。
　　這一切……心中不能不說一句：感謝神！

熱愛獨木舟的我，在西貢海、赤門海峽、維多利亞海港、

澳門湖海等都划過，只是由香港划向澳門對我而言

卻只是個夢……今年暑假卻是夢想成真。

蔡老師與同學一同出發

東
涌
出
發

出
發 
前
留
影

大海中划舟 海中集合艇排

晚宴中領取証書

蔡少燕老師

　　　　　　　　　　　　　　本校戲劇學會在上年度參與
　　　　　　　　　香港學校戲劇節，成功獲取多個獎項，並爭取
　　　　　　到於元朗劇院公演的機會。當中每一個角色、崗位都同樣重要。
　　　　猶記得在劇院後台等待出場時，所有台前幕後的同學一同屏息靜氣，輕聲互相
　　鼓勵的畫面實在叫人難忘。那一刻，各人融為一體，為同一個目標而努力。戲劇的
魅力正在於此。我為大家感到自豪。

何嘉誠老師



學界比賽成績

全港及元朗區
傑出運動員獎

第六屆�亞洲兒童運動會

世界跳繩
錦標賽2016

中國山東、濟南、青島及濰坊
學界代表交流團

運動校隊暑期海外交流團2015-2016－台灣

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計劃

男子甲組田徑隊 亞軍 女子甲組田徑隊 冠軍
(連續第六年)

男子乙組田徑隊 冠軍 女子乙組田徑隊 亞軍

女子丙組田徑隊 季軍

女子組田徑隊 團體總冠軍 (連續第七年)
男子甲組越野隊 亞軍 女子甲組越野隊 優異獎 (第七名)

男子乙組越野隊 優異獎 (第六名) 女子乙組越野隊 季軍

男子丙組越野隊 優異獎 (第七名) 女子甲組籃球隊 亞軍

男子丙組籃球隊 優異獎 (第五名) 女子乙組籃球隊 亞軍

男子乙組手球隊 冠軍 女子丙組籃球隊 亞軍

男子丙組手球隊 殿軍 女子甲組手球隊 季軍

男子甲組足球隊 殿軍 女子乙組手球隊 季軍

男子甲組排球隊 優異獎 (第五名) 女子丙組手球隊 亞軍

男子乙組排球隊 優異獎 (第五名) 女子壁球隊 新界區亞軍

男子丙組泳隊 殿軍

男子甲組排球隊 殿軍

男子乙組羽毛球隊 優異獎 (第五名)

女子組「全年總錦標」總冠軍
男子組「全年總錦標」殿軍

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
蔡文珊小姐

3D 盛楚殷 憑著在田徑、籃球學界及
全港賽事中的傑出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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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6–最佳女子
運動員 (Sportsgirl of the Year)」，獲
頒發獎盃及獎金港幣$10,000。

6C 黃奕賢 憑著在田徑學界及全港賽
事中的傑出表現，獲香港學界體育聯
會「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員獎(新界
地域)2015-2016–男子田徑傑出運
動員獎」，並獲頒發獎盃及獎金港幣
$1,000。

6B 廖嘉文 憑著在田徑、籃球、手球
及排球學界賽事中的傑出表現，獲
得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
2015-2016「全能傑出運動員獎」。

3D 林學雅 憑著在田徑及籃球學界賽
事中的傑出表現，獲得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2015-2016「全
能傑出運動員獎」。

3D 盛楚殷 於2016年7月7日至7月
17日代表香港，參加在俄羅斯雅庫
茨克舉行的「第六屆亞洲兒童運動
會」，於田徑賽事的女子100米欄
中獲得冠軍及女子跳遠第七名，成
功為港爭光，揚威亞洲。

3D 林學雅 及 3D 盛楚殷  於2016
年7月23至8月4日代表香港，參加
在瑞典舉行的「世界跳繩錦標賽
2016」。

3D 林學雅 於三人交互繩比賽及
4x30秒速度繩比賽中均獲得冠
軍；3D盛楚殷 於二人花式比賽中
獲得冠軍。兩位「天循」跳繩小
將，成功跳出香港，挑戰世界，
為港爭光。

6B 廖嘉文 獲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挑
選，成為「香港學界運動員代表
團」於本年7月15日至19日前往中
國山東、濟南、青島及濰坊，參觀
當地的國家隊訓練基地及國家體育
設施等等地方，與中國國家隊運動
員及當地學生運動員進行交流，加
深對中國運動發展的認識。

於本年8月14日至22日，本校3名老師及24名田徑隊
的精英運動員遠赴台中市，進行了9日8夜的暑期校隊
集訓，當中更邀請了台灣田徑隊教練及五權國中、長
憶高中及新民高中的精英田徑運動員，為「天循」田
徑隊運動員進行指導及交流，建立港、台學生運動員
互動交流的學習平台。

由本校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前香港壁球隊
運動員Connie帶領的女子壁球隊，本年是第二
次參加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新界地域中
學校際壁球比賽」，成績較去年大躍進，成功
獲得新界區亞軍，讓「天循」健兒可有更多不
同機會發展潛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分會學界比賽成績�2015-2016

在2015-2016的學年，「天循」運動員獲得豐收的一年，在全港及元朗區的學界賽事中，

女子組首次獲得「全年總錦標」總冠軍、男子組獲得「全年總錦標」殿軍，為「天循」寫下光輝的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