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Tin Shui Wai Methodist College

瞎子與瘸子
從前，有一個瞎子在森林裡迷失了方向，走得又累又渴，忽然他被

一個不明的東西絆倒了，他摸索了很久，原來他跌倒在一個瘸子身

上。他們同病相憐的談起來，瞎子說：「我在這個森林裡走了很久，

因為看不見，所以找不到出路。」 瘸子說：「我也在這森林裡躺
了好久，因為站不起來，所以走不出去。」他們彼此悲嘆著自己的

命運。忽然，瘸子大叫起來：「對了！你把我背在身上，我來告訴

你怎麼走！」在彼此的尊重、互補與互助下，兩個人終於走出了這

森林。

成長與成熟
一位公司的總經理，指派幾位部門主管參加各項專業培訓班，其中

有兩位主管 A和主管 B學得特別好，可是兩人卻有迥然不同的命
運。主管 A學得太好了，但是成長而不成熟。他得到了許多專業
的學術與技能，但回到公司後，他變得狂妄而且目中無人，他看得

出公司人、事、物的各項缺點，給予無情的批評，在會議中常常打

斷主席的發言，與會的人認為他不尊重會議，對自己的下屬也常常

尖酸刻薄的對待，不懂得體諒，最後惹得上上下下都討厭他，他的

命運是不得志而黯然離去。另一位既成長又成熟的主管 B，他也能
夠看出公司人、事、物的各項缺點，但是他很感激總經理給他這個

進修的機會，讓他學習應用智慧去改善環境，用婉轉和有禮貌的言

語給意見，而不是無情又缺乏理性的批判。他尊重上司的決策，也

擅長利用適當機會，向上司作善意的建議，並且親自領導下屬，凝

聚共識，突破困難，完成任務。每次辦大事成功了，會用謙卑和欣

賞的心，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的上司，說：「這是我們總經理領導

有方。」他尊重下屬的專業，對下屬的態度是：「肯定他、讚美他、

成就他。」以謙卑和欣賞的心歸功於自己的下屬，說：「這是我的

下屬處理得當。」

本年主題
學校本年度的主題是

「尊重與欣賞」。尊重

是愛人愛物的表現，由

尊重自己、尊重別人，

進而尊重不同族群、

不同文化，以平等和

包容的胸襟對待身邊的

人和物。而欣賞是一門

學問，是一種襟懷，也

是一門藝術。欣賞他人的確很不容易。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

師焉。」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是自我欣賞。欣賞別人與自我欣賞會

產生兩種不同的結局，欣賞別人的人會汲取別人的優點和長處，會

不斷進步，而自我欣賞的人只會一直沉醉在自己的圈子裏而無法進

步。每個人都有值得欣賞的地方，當你學會真誠地欣賞別人之時，

就是你得到別人更多欣賞之日。

看別人比自己強
聖經教導我們要「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腓立
比書 2:3)。「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是甚麼意思呢？「謙卑」
就是「看別人比自己強」。如果你想：「我明明樣樣都比別人
強啊！我的家庭背景、學歷、才幹、財富……都比別人強，我
怎能看別人比自己強呢？」「看別人比自己強」的重點是「看」，
讓我們學習從每一個人身上看見一些值得我們學習和欣賞的優
點和長處。「看別人比自己強」就是尊重與欣賞。願天循同學
們在今學年一同學習「看別人比自己強」，讓我們能因此更彼
此相愛、更積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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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感恩邀請到兩位當年在天循分別擔任學生會主席和人才庫委員會主席的人才庫師兄師姐，於繁忙的大學生活中抽空回到母校，於訓練營中分享他們作為領袖的體驗，同學受益匪淺。

資優組人才庫
學生委員會成立及領袖訓練營
本校資優組為培育校內尖子追求卓越以應付未來的挑戰，除了透

過校內外的資優課程培訓及鼓勵學生參與各項校內外的服務、比

賽及活動等，亦透過讓學生組織人才庫學生委員會，凝聚初中及

高中人才庫學生，建立更強大的學生領袖團隊，讓委員於實踐中

學習。

為了進一步培育學生委員發揮領導才能及促進委員會的運作效

能，資優組於 9月尾進行了兩日一夜之人才庫學生委員會領袖訓
練營，透過籌備及進行各項團隊建立、突破自我的培訓活動，加

強他們的凝聚力、領導能力及執行能力。

葉雅琳老師

總主席 4D  陳鈺琪

我認為領袖最重要的質素是投入，因為當自己投入

到領袖的身份和角色，便會知道應該負上什麼責

任，更會全心無私地為這個身份和角色付出。

副主席 4D  虞鑫怡

經過訓練營，我體會領袖最重要具備良好的溝

通能力，因為一個大家庭中需要有效的溝通來

彼此合作。

2019-20 人才庫學生委員會，加油！

22位人才庫成員於 9月中周年大會，經全體人才庫成員學生投票通過，正式

成為 2019-20學年之人才庫學生委員會，於本學年負責推動和籌劃各項與人

才庫相關的活動和服務。

大伙兒在學校留宿，真正體驗「天循是我家」！

同學在分組比賽中接受多元化的挑
戰，

有勇有謀及具百般武藝方能致勝。

專業教練悉心指導同學各項
安全細則及遊繩下降的技
巧，同學既緊張又雀躍。

廚藝比賽的作品成為當晚十餸一湯
的美味晚餐，師生們大快朵頤。

人才庫的遊戲當然少不了學術元素
，

同學們寓學習於遊戲。

教練鼓勵同學拿出
勇氣，跨越心理障
礙。成功挑戰遊繩
下降就好比於人生
中勇敢踏出安舒
區，面對困難不逃
避，迎難而上。

人才庫委員會成員於領
袖訓練營中，藉隨機
分組的廚藝比賽提升創
意、應變、協作及領導
能力，同學樂在其中。

周年大會中，黃校長對人才庫成員作
出勉勵和寄予期望，同學獲益良多。



我們在向老師及高中同學招股籌集資金時，大家的反應並

不熱烈，所以在招股的開初，我們屢受挫折，我們定下的

目標無法達到。我們只好把招股目標降低，結果我們達到

新的招股目標，有足夠的營運資金。我們面對的商業挑戰

是在場有攤檔售賣同類產品如捕夢網，而且價錢比我們便

宜，飾品亦較華麗，令我們起初的銷售量不高。後來我們

想出其他策略如進行減價及多宣傳我們的特點如手工製作，

吸引客人更願意購買我們的產品。

 5D 梁巧瑩、6C 李欣蒨、6C 朱慧恩

「學校起動」計劃趁墟做老闆是讓學生有機會體驗經營一門零售生意

的整個過程。本屆已於 2019年 3月 22至 24日假荷里活廣場舉行順
利完成。我校推薦了 14位修讀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的學生參與，
他們從中體驗了營商的各個環節，包括網上推廣策略、產品研究、市

場研究等，以下是學生們在計劃後的學習心得：

我們觀察到其他參展者的內容極其相似，競爭可能增大。以見

及此，我們決定把眼光放在捕夢網上。捕夢網製造需時，平均

每個可花費高達 45分鐘時間製作，預計其他學校會因為時間成
本，而選擇放棄以捕夢網作為商品， 因此競爭變得沒有想像中
激烈。 此外我們在制定捕夢網計劃時，實踐了 SMART GOAL 
（具體、可量度、設有時限、具挑戰性又可達到、針對公司表現）

的概念，使我們團隊的目標更加清晰，士氣更高昂。雖然初次

試賣的時候結果不太理想，但因我們團隊有預先制定完善的財

務計劃，令到實際的收入與預計的收入差距不是太大。

 6D 譚子軒、6D 鄺卓賢

在這次展銷會中，我們能夠達到預期目標之一 
── 能夠「回本」。在展銷會的第二日，所賺取
的收入已經能夠「回本」，因此第三天所賺取的收

入都是利潤。三天的總銷售額為一萬多，這成績比

我們預期中理想，令人振奮，喜出望外。除了有良

好的業績之外，為了有更多顧客購買我們的貨品，

我們落力宣傳及推銷，我們的CEO更被主辦單位
賞識而獲得「最佳推銷員獎」。同時，我們也獲

「最佳攤位設計 」。這些獎項帶給我們更多鼓勵

和美好的回憶，超乎預期之外。                                                                            

6C 黃菲

趁墟做老闆
我們的攤位叫青春夢，而我們的售賣貨品有五樣產品

包括捕夢網（大、小）、鎖匙扣、貼紙（語錄、動物、

食物）、耳環（大、中、細）和福袋（所有產品各一）。

我們選擇「青春夢」作攤位名稱，是因為現在我們是

中學生正值青春的時期，而這時期我們要為夢想去奮

鬥。而我們選擇這些物件作為銷售産品是因為我們希
望能夠融入手工藝的元素，一手一腳製造出屬於我們

青春夢的產品，並能夠透過製作過程中創造青春的回

憶和體驗到「努力是成功的回報」。                                               

6C 蔡倚芯、6C 葉嘉怡

趁墟做老闆試賣日籌委努力製作產品
有幸獲獎

謝謝商界顧問指導我們
謝謝老師的循循善誘

實戰日

謝謝支持



我們很榮幸獲九龍倉集團和學校起動計劃邀請參與無止橋雲南美樂村項目

(2019年 8月 3日至 11日 )，我校共有八名師生一同參與。以下是部份學生
在參加後的學習心得：

5D 陳天恩

參加無止橋有很多事、情、人、物都無法在香港經歷的，也體驗了很多的「第一

次」，我很慶幸和珍惜這次和來自內地、香港全不認識的大學生們共同完成一件

很龐大的工程。在旅途當中，對比於大學生們，我知道自身知識的貧乏和力量的

不足。與大學生們的相處過程中，隊長們能運用自身的專長指揮一群人按進度去

完成指定的工程。看着他們，我也自問自己當上了大學生後或到了職場以後，我

也能像他們一樣以自己的專長去帶領一群人嗎？我與他們只相差了幾歲，但能做

到的事卻相差了幾個層次。我也能像他們一樣能得到後輩的尊敬嗎？

5D 賴銳俊

我是主耍要幫忙球場規劃和校園牆體美化的工作。一開始被分配在這組時，我感

到非常迷惘，心想自己畫功不好，為什麼會被分配到這裏？最後也是咬著牙關去

嘗試。原來這些工作並沒有想像中這麼難，只是不停向牆或地添上顏料。在項目

中會遇到不同的困難，包括顏料不足、手震，而最大的敵人是大自然，在雲南接

近每天都在落雨，難以在球場上添上顏料，令整個行動因此不斷延遲。雖然面對

不同的困難，但我們亦沒有放棄，在地下面一半濕一半乾時，我一邊抹乾地一邊

添上顏料，真是手腳並用呀！

6D 林家欣

我被安排負責全部人的三餐膳食，每次都

要煮 60多人的飯菜。由於我不會煮飯，所
以都是主要切菜洗菜，還好隊內有一個大

廚特別厲害，各樣的大鍋菜式都難不到他，

所以到煮菜環節，我基本都是站在旁邊圍

觀學習，感恩也掌握到一些煮飯的小技能。

當地人特別淳樸，我們去小賣部買東西，

阿姨會熱情地邀請我們一起吃飯，有時候

還會送些小禮物給我們。他們很熱衷地與

我們聊天，每個人都是非常快樂的。

無止橋雲南美樂村建橋計劃

全港中學生短片創作比賽季軍

由香港器官移植基金會及香港電台第一台合辦的「愛．延續」全港中學生短片創作比賽已經圓滿

結束，其頒獎禮亦於今年 7月 13日舉行。本校校園電視台有幸憑著作品《眼界》在這比賽中獲
得季軍。頒獎禮當日星光熠熠，分別有歌手許廷鏗和曾樂彤即席獻唱，參與同學都感到十分興奮。

是次比賽甚具意義，而我校學生在參與過程亦得著良多。在拍攝過程中，大家雖然曾經遭遇種種

困難，但最終能夠完成並得獎，實在令人感到欣慰。

如果想重溫我校得獎短片，歡迎前往校園電視台 YouTube頻道觀賞。由本年度開始，校園電視
台和 AV Pro已經合併並統稱為校園電視台。盼望可以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和創作給眾師生，請大
家繼續支持。

何嘉誠老師
得獎同學名單：
3D陳芮淅　3D李語希　3D羅楚縈　5C鍾蕎宇　5D鄒謹謙
特別鳴謝 6B黃樂嬈及 6C李豫言參演本劇

「愛．延續」

理工大學聽簡介會

我們在小學的第一餐

一起準備物資

大合照

《眼界》劇照

再也不洗這件衫了 !

3,2,1,Action! 導師和學生同享喜悅

我們與紀女士及沈教授對話出發前的工作坊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組與師生的大合照

高中藝術大使到香港教育大學
學習製作懷舊玩具工作坊

感謝神第二屆的天循藝術日於 2019年 6月
27日完滿舉行。同學能從中體驗更多元化的
藝術學習，盡展藝術潛能，以普及藝術教育。

今屆主要邀請了香港教育大學的同學協助帶

領懷舊玩具手工藝工作坊及身體彩繪藝術視

藝工作坊。音樂部份邀請了本地創作樂隊表演

及音樂紀錄片的播放與分享。另外，家政老師

精心設計了手繩掛扣及布扣帶製作工作坊與

美味的木糠布甸烹飪工作坊。我們還邀請了香

港演藝學院到校進行戲劇互動表演及講座，而

鮮浪潮的員工亦帶領本地獲獎的短片導演分

享其反映社會文化的得獎作品。

蘇少嫻老師

今屆藝術日的特色是參與了香港教育大學的藝術教

育計劃，帶領了高中藝術大使到教大學習不同的視

藝工作坊，然後同學將所學再回校在藝術日及社區

中心以輔助者的角色協助帶領視藝工作坊。學生可

藉參與校內藝術日及校外的義工服務，將所學習得

的技巧和校內師弟妹及社區中心的弱勢社群分享，

促進彼此的溝通及社區共融，實是一大裨益。

天循藝術日

從藝術學習到
社區藝術服務

身體彩繪藝術工作坊

布扣帶製作工作坊

又整又玩得的陀螺工作坊

香港演藝學院到校演藝戲劇表演

同學精心製作的懷舊玩具陀螺

木糠布甸烹飪工作坊

藝術大使到循道衞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
屯門朗逸居帶領藝術工作坊的義工服務本地創作樂隊表演

手繩掛扣工作坊



元朗區學界女子再度總錦標稱后
天循運動健兒表現出眾，獲得空前的佳績，於元朗區學界賽事中，共

獲得十六項團體獎項，當中獲得團體冠軍的更達十項，女子手球隊更

首次奪得女子團體冠軍，創出天循創校至今最輝煌的成績。

而在學界比賽中最高榮譽的「全年總錦標」中，男子組獲得季軍，女

子組更再次獲得冠軍，稱后於學界比賽中。

體育科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分會學界比賽成績 2018-2019

「元朗區學界全年總錦標」

男子組 季軍

女子組 冠軍

男子田徑隊  團體總亞軍

女子田徑隊  團體總冠軍 （連續第十年）

兼「大滿貫（Grand Slam）」（連續第二年）

女子手球隊  團體總冠軍

男子甲組田徑隊 冠軍

男子乙組田徑隊 優異獎（第六名）

男子丙組田徑隊 季軍

男子甲組越野隊 季軍

男子甲組籃球隊 冠軍

男子甲組手球隊 冠軍

男子乙組手球隊 優異獎（第五名）

男子丙組手球隊 殿軍

男子甲組排球隊 優異獎（第五名）

男子丙組排球隊 優異獎（第五名）

男子甲組羽毛球隊 優異獎（第五名）

女子甲組田徑隊
冠軍

（連續第二年）

女子乙組田徑隊
冠軍

（連續第三年）

女子丙組田徑隊
冠軍

（連續第三年）

女子甲組越野隊 優異獎（第七名）

女子丙組越野隊 亞軍

女子甲組籃球隊 季軍

女子乙組籃球隊 季軍

女子丙組籃球隊 亞軍

女子甲組手球隊 殿軍

女子乙組手球隊 季軍

女子丙組手球隊 冠軍

女子甲組羽毛球隊 優異獎（第五名）

女子乙組羽毛球隊 季軍

女子壁球隊 新界區季軍

男子隊獲得學界「全年總
錦標」季軍

女子隊再次於學界「全年總錦標」封后

女子手球隊首獲學界「團體總冠軍」

快訊



18-19年度畢業生 6A 盛楚殷及 6D 梁承希憑著優秀的運動表現，分別獲
得「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員獎 2018-2019」新界地域的「最佳女子運動
員獎 (Sports Girl of the year)」及「最佳男子運動員獎 (Sports Boy of the 
year)」，各人並獲得獎狀及港幣 $10,000獎學金，成為首間中學同時囊括
Sports Boy及 Sports Girl的獎項，開創學界先河，揚威全港學界。

而同是 18-19年度畢業生 6B 倪力勤亦獲著於室內划艇中的傑出表現，亦獲
得「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員獎 2018-2019」新界地域「室內划艇傑出運動
員獎」，並獲得獎狀及港幣 $1,000獎學金，一起為「天循」締造驕人歷史。

於本年 6月於香港舉行的「香港城市田徑錦標賽 2019」，「天循」共有四位校友
及學生入選香港田徑隊，代表香港與來自 28個國家、地區的田徑健兒比拼，分別
是校友賴志鑫、校友謝達萬、6A盛楚殷及 6B倪力勤。而當中謝達萬師兄為香港
取得男子鏈球銅牌、6A盛楚殷為香港取得女子 100米欄銅牌及 6B倪力勤為香港
取得男子鉛球殿軍，承先啟後以「天循人」身份為港爭光。

被稱為「學界欄后」的盛楚殷，於 8月獲選代表香港田徑隊參加於中國山西太原
舉行的「第二屆全國青年運動會」，並於女子 100米欄中獲得全國第七名。而她
的傑出運動成就，更吸引了香港電台電視節目「體壇無極限」(影片連結：https://
youtu.be/s88yw33WkXM)，蒞臨「天循」校園為她進行訪問，為「天循」爭光不少。

田徑精英承先啟後為港爭光

囊括「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員獎 2018-2019」
Sports Boy 及 Sports Girl 創歷史

梁承希

大專田徑 MVP—
大師兄賴志鑫代表香港田徑隊出戰

倪力勤及謝達萬師兄同為香港
田徑隊擲項猛將

倪力勤代表香港田徑隊參加

「香港城市田徑錦標賽 2019」

倪力勤、盛楚殷、梁承希揚威全港學界頒獎禮Sports Boy 及 Sports Girl - 梁承希及盛楚殷

盛楚殷代表香港田徑隊參加「第二屆全國青年運動會」



 18-19 6D 賀湘 

計劃工作內容頗豐富，包括日常協助課堂、放學功課輔導及個人的培

訓。我很高興能夠進入 3D班，受到同學們的歡迎，並與他們一起迎
接期末考和 TSA。班裡面同學之間差異很大，能力較強的同學，能很
快就完成課堂練習和課後功課。速度較慢的同學，就需要不斷的重複

和提醒。當他們向我提問時，對應能力不同的同學，我會給出不同的

提示。例如，對於能力較弱的同學，解數學題時，就要一步一步給出

提示，並要不時提醒正確的公式，以幫助他們慢慢地去拆解題目，並

非一見到高難度的題目就打退堂鼓。透過莫姑娘的教導及幫忙，我第

一次接觸遊戲治療、反映式聆聽及追蹤。這些終身受用的技巧讓我受

益良多，尤其是反映式聆聽，在日常生活中同樣可以運用。

During the summer vacation, I worked in Clarity Medical 
Group as an operation assistant. I learnt more about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in the medical industry via this internship 
experience. 

Job Tasting Programme
Students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ies to join summer 
internship program, as they  can have an insight of what 
real life working environment is like. 18 students were 
recommended to join different internship programs last 

summer, such as Project WeCan- Job Tasting Programme 
, Yuen Long District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Internship 
Program organized by Hong Kong Coalition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etc.  The following are some of students' sharing.

循小師友計劃   

5D Zhao Tong

I worked for finance department. In this program, I've 
realized how to actually work as an employee,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finance and some practical life skills for the 
workplace. I would like to give special thanks to my mentor 
Henry. He was really busy, but he was always willing to 
share his experience with me.

6C Li Yan Sin

Sharing

Stephenson Harwood

The Wharf (Hodings) Lim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