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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秀蓮校長

校訊序言
  天循在新冠肺炎疫情下踏進了二十周年，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時
代，這是一個考驗人心及智慧的年代。周年校慶主題為「恩典之

路」，因為創校至今正如主題詩歌所言，無論「高山或低谷，都是祂

在保護」，是上帝一直保守著學校的人和事、危與機、順或逆，在數

不盡的恩典下度過了每一天。

  過去幾年，學校在不同層面上作出優化以提升教育質素及成效。
從校園建設上，去年已完成全校光纖網絡及WIFI鋪設工程；電子教
學設備的添置豐富了學生的學習資源；圖書館及自學中心的改變有

助讓學生進行自主學習；校園電視台設備的改善及STEM室的增設促
進多元化學習。同時，「巴士再生夢」的設置亦加添了語文學習機

會及展示學生成果的場地。另外，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撥款二百多

萬提升了校內運動場地的質素，透過更換全校課室冷氣、紅外線音

響系統及中央廣播系統等基建，改善了學生的學習環境。學校亦藉

著設置三維地畫、福音壁畫、綠化校園及學生休憩區等，讓同學在

優美的校園中學習。

  從課程及課時規劃上，上課時間表內延長了
班主任課節的時間以進行功課輔

導、簡短測驗及班

級經營

活動。在上課天的恆常簡短

測驗，配合了上、下學期的

統一測驗及考試，有助同學

鞏固日常所學，增強學習效

益。近年，初中通識科已分

拆為中國歷史、歷史、生活

與社會及地理科，使之更有

效銜接新高中課程。

  從班級結構及班主任的安排上，本年度中一級加開一班（共五
班），初中級的中、英、數三科主科每級各設一班尖子(STAR)班，高
中級的中、英文科每級各設一班尖子班，數學科尖子學生會選修M2
課程，針對性培訓各科高能力的學生。除了中一級每班設三位班主任

外，大部分班別均有兩位班主任，同時亦加設人才庫班主任、運動校

隊班主任、非華語學生班主任及特殊教育學生班主任，以更適切照顧

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學校更增聘一位外籍老師，與教育局所提供的

外籍老師共同協作，其將會擔任中六級班主任及教授校本英國語文藝

術課程等，以增潤本校英語學習環境。

  感謝6D班劉泳桐同學為校慶創作了口號「天循創校二十載，主恩
帶領放光彩，恩典之路常滿愛，師生攜手創未來」，學校會繼續以信

心倚靠上帝，在聖經的真理及「傳道、授業和解惑」的教育框架下，

一步又一步走在上帝所賜的恩典之路上。天循必如校慶主題經

文所言「從他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

上加恩。」（約翰福音 1:16）

電郵：mail@tswmc.edu.hk
網址：http://www.tswmc.edu.hk



港足球星張國明先生
  本校於 19-20學年下學期，再次成功申請由民政事務局主辦的「退役運動員轉型計劃  學
校體育推廣主任」，委派了前香港足球隊代表、前港超聯著名職業球員張國明先生，加入天循出

任學校體育推廣主任，並帶來更多政府資助以進行體育發展。張先生足球球技精湛，曾代表香港

出戰多個國際足球賽事，亦曾效力多支香港足球超級聯賽的勁旅。天循中有張先生「坐陣」，足

球隊及全校的體育發展定必可更上一層樓，揚名學界。

蘇嘉欣
  上學年甫於本校畢業並身兼香港田徑隊及女子籃球隊隊員的蘇嘉欣同學，憑著
在學界體育比賽的驕人成績，於 19-20學年榮獲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9-2020」，並獲得獎狀及獎學金。

優化體育場地、孕育精英運動
  天循成功申請「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主要基金 ) 特別計劃」撥款，獲資助港幣二百二十五萬，以田徑運動場的泰坦膠
粒重鋪本校手球場地面及新建一個標準跳遠沙池，讓天循同學們能在更優質更安全的環境下進行體育活動，提供更專業的訓

練場地給校隊精英進行訓練。

想知張SIR有幾威？可透過
此QR code一睹風采！！！

學校體育推廣主任

跳遠沙池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9 - 2020」
—雙料港隊代表

跳遠沙池助跑跑道

手球場

手球場



上海杭州創意藝術交流團
蘇少嫻老師

  為擴闊學生的藝術視野，加強中港藝術文化交流，視藝科在
2019年 11月 27日至 30日帶領了十位高中選修視覺藝術科的學生參
加了由教育局主辦的上海杭州藝術交流團。此團是教育局首辦，行程

包括從上海及杭州認識藝術與科技、藝術與建築、藝術與商業及當代

藝術等。

家長教師會活動 —— 二手教科書買賣及捐贈
（家教會主席）謝艷玲女士

  家教會體貼家長的需要，經多番努力終成立了網上二手教科書買賣及捐贈
的社交平台。一方面，可以讓有需要的家長得到所需要的教科書；另方面，亦

可教育子女環保的意識。剛過去的暑假，家長們都踴躍地進行二手教科書買賣

或捐贈，買賣雙方均得益，這是我們樂意見到的努力成果。謝謝各位家長的鼎

力支持。

  因疫情緣故，原定 7月 3日的第三屆藝術日需暫緩，只可於當天先安排中
四全級參與半天的藝術體驗，邀請了「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進行的「看得

見的記憶」建築藝術的講座及工作坊。當中還配合 AR技術，透過 iPad程式，
讓同學個別體驗 AR形式的建築藝術展覽，實踐 STEAM的藝術教育理念。
  藝術活動的第二部份，邀得「成長希望基金會」前來帶領藝術治療講座及
工作坊。中四選修視覺藝術的同學得以體驗忙碌中一息間輕鬆減壓的美妙。同

學在導師帶領下，自由地以不同的繪畫形式表達情感，他們表現投入，還製作

了不少佳作。

第三屆藝術日
參觀獲獎建築

參觀 K11獨特內外設計的商場

到重點中學交流，認識藝術與科技

同學受到參訪中學

影子學生的熱情歡迎

成長希望基金會導師

帶領藝術治療工作坊

參觀凌空 SOHO認識藝術與建築

同學在自選材料及主題下輕鬆自由的創作中四選修視藝同學的

藝術治療工作坊作品

建築藝術展覽先安排在圖書館展出，

其後展品已擺放在巴士下層展覽

在重點中學觀課及交流



Introducing the New NETs

Greetings, everyone! My name is Vincent Hannas and I am a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NET) at Tin Shui Wai Methodist College. I am from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but have lived in Tin Shui Wai for over 18 years! When I am not teaching, I enjoy activities 
such as spending time with my family hiking, swimming at the beaches in Tuen Mun or our 
estate's swimming pool, cooking (I'm a foodie) , playing games, reading or spending time on 
my hobbies which include collecting stamps, banknotes, coins and various antiques. My two 
favourite activities are fishing and travelling. Many years ago I caught a four metre shark! 
I was both very excited and very scared. When I travel I like to learn about the nature and 
cultures of the places and countries I visit and of course trying the local foods.

不一樣的班相
  本年度的開學日與別不同。雖然學生沒有機會參與實體開學禮，但仍能安坐家中，透過 Google Meet 網上平台參加網上開學禮
及進行網上課堂。同學們雖身處家中，但大家都穿著整齊的運動服，在家認真地迎接新學年。開學禮後，每班師生都透過 Google 
Meet 打破地域限制，拍攝了「不一樣的班相」。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r. Anderson. I am one of the new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s (NETs) this year at Tin Shui Wai Methodist College. I am incredibly grateful and 
excited to be here. I was originally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moved to England when I was 
very young. I did the majority of my education in England but finished my secondary education 
here in Hong Kong. I completed my undergraduat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my Mast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o far, I have been overwhelmed with the warm 
welcome I have received from both staff and students. I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learning 
alongside such bright minds and I cannot wait to see the growth I know will occur this year.

Mr Vincent W. Hannas

Mr James Alexander Ander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