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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年度不一樣的開學禮：
網上直播開學禮

20周年校慶啟動禮

20周年校慶大合唱

同學於小禮堂一聚

高中班際詩歌比賽

學

教

  亞里士多德說：「我認為克服自己欲望的人比征服敵人的人更為勇敢，因為最艱難的勝利是戰勝自我的勝利。」
我期望天循人都擁有克服及戰勝自我的勇氣與能力，在疫境中倚靠上帝突破自己，取得屬於自己的亮麗成績單。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影響了我
們的生活和生計。比如，學校上課模
式要轉變，在家辦公已成為常規，公
共設施，包括食店及娛樂場所等，亦
經常因疫情而停業。因為限聚令，人
與人的接觸少了。我們都是在逆境中
學習、摸索和鍛煉，並學習倚靠上帝
越過高峰，達至彼岸。 

聖經說「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羅馬書12:2)
  我們的經歷是編織生命成敗得失的關鍵，是否得到最後的勝利就

看我們有沒有堅持到底，不放棄初心。同學們經過了不容易的一年，
在疫情下堅持學習，已不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了。聖經說「心意更

新」，我看到同學不滿的聲音少了，接受「變」的能力增強了，同學
那份孜孜不倦，篤志虛懷的學習心，正是轉危為機的力證。

聖經也說「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
事謝恩……」(帖撒羅尼迦前書5:16-18)
  事實上，同學們都經歷了在疫情下
的校園生活有多難；除了減少了同學間
的交流活動外，也失去留給日後回憶的
校園生活點滴片段。我隔着口罩能看到

同學「感恩」的眼神，你們的眼睛告訴
我，你們被老師那「不放棄任何一位學
生」的精神感染了，在疫情下仍堅持為
同學安排不同形式的網上活動，老師們
的團結及即時應變，相信同學也能感受
到的。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腓立比書4:13)
  疫情下，學與教的模式雖然變了，但學與教的
心沒有變。為了提高成效，除課堂外，每天均按需
要為不同級別擬定補課及線上輔導課，在學校大力
的支援下，讓同學獲得最好的學習平台。為聚焦照

顧中六級同學，今年特設「入U班」、「奮進班」
及個人升學的IEP (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 計
劃。第一階段完成後，從學生的問卷中顯示，整體
均表滿意。第二階段即將展開，我們的老師會繼續
為同學盡力，相信同學也會靠着上帝的力量走下去
的。

轉危為機

凡事感恩

疫情下的

與

聖誕崇拜之獻呈禮

環遊世界旅行日

學生於自學中心
進行網上課堂

各盡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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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
學生 團契 

陳天惠老師

同學繪畫對光的印象

僕人領袖帶領進行「收買佬」遊戲，
同學正在爭先尋找橡皮擦

清早於校門派發富喻意的宣傳品

  「漆黑中有光，一點光都使你嚮往……」是
本學年團契團歌的歌詞。疫情之下，學生不能跟
同學見面，每天在家抗疫或會孤單難過，遇見黑
暗，但感恩我們仍能在網上進行團契，高唱團
歌——《火柴人》，讚美上主在「疫」境之下，為
我們帶來點點光芒，是上主的恩典。

    這 個 學 期 ， 團 契 延 續 去 年 的 主 題
「I-Light」，由老師帶領學生查考福音故事內
容，讓同學看見耶穌如何為世界帶來光。我們透
過耶穌醫治瞎子巴底買（可10:46-52）和血漏婦
人（路8:43-49）的故事，讓同學思考惟有上主的
醫治才能為我們的生命帶來光。耶穌更主動來尋
找我們，就如耶穌尋找撒該一樣（路19:1-10）。
最後我們以十個童女（太25:1-13）的比喻作結，
勉勵同學在日常生活裡要儆醒，作光儆鹽，成為
「I-Light」。

  進行團契當天，老師會在早上先派發一些有
相關喻意的宣傳品，例如以膠布比喻醫治，也會
在團契開始時，設計一些輕鬆的小遊戲，例如網
上版《威利在哪裡﹖》（Where’s Wally），深入
淺出地讓同學體驗尋找的過程，窺見真理。最後
一次週會，我們更與學生一起製作手工燭台，體
驗為光作預備的過程，同學都樂在其中，並一同
認識真理，分享心情，這是天父給我們美好又難
忘的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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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崇拜一直都是學校著重的活動，因為一眾師生可
以同慶佳節，宣講救主耶穌基督為拯救世人而降生的好消
息。原本今年已邀請了一班中一學生合作演出天使報佳音
的話劇，但因為突如其來的「面授課停課」，我們要隨機
應變，將聖誕崇拜改為網上播放。為了吸引同學的專注及
投入，我們一眾老師就少不免粉墨登場了。簡單的話劇清
楚地表達主耶穌因愛世人而降生的大喜訊息。

  往年聖誕祟拜後，各級便會進行班會聖誕聯歡及
校內聖誕攤位遊戲嘉年華，但今年在疫情下不能如
常進行。為讓同學仍可感受聖誕的氣氛及喜悅，
今年改為在網上進行「聖誕禮物來了」的級本網
上問答遊戲活動。中一至中五級同學，透過由級社
準備的網上問答遊戲及抽獎環節，獲得豐富的聖誕
禮物，為他們帶來聖誕節的喜悅。除此以外，各級更
分班進行撰寫心意卡的「感恩行動」，雖然未能親身
見面，但同學仍可透過心意卡向老師、同學或身邊人
表示感恩，為他們帶來另一份不一樣的聖誕禮物。

  中六級同學則可親身回校進行「聖誕祟拜」及「聖誕禮物來了」的聖
誕活動，同學們在佈滿聖誕裝飾的校園，進行「班相拍攝比賽」，讓中六
級同學在畢業前在校園內留下難忘的聖誕回憶。 

不一樣的 聖誕崇拜 

李紹良老師

  雖然是不一樣的聖誕崇拜，但仍不能停止我們作出愛心呈獻，疫情下更需要
將主耶穌的愛與有需要的人分享。今年仍然繼續有全校師生參與的「聖誕愛心獻
呈」，奉獻的對象為「『一杯涼水 』失業緊急援助基金」。該基金由「教會關懷
貧窮網絡」成立，為受2020肺炎疫情影響而失業的基層家庭或人士提供一次性的
援助金，以解他們燃眉之急，舒緩其經濟壓力。是次呈獻得到同學的積極回應，
今年共奉獻$9870予援助基金。

同事粉墨登場宣佈耶穌基督誕生的大喜訊息

由宗教組老師代表全校師生作愛心呈獻，以獻上一杯杯的涼水
用師生獻上的涼水砌出一個
十字架以象徵將愛心呈現 聖誕愛心獻呈詩歌大合唱

「感恩行動」心意卡
中六級同學參加「聖誕班相拍攝比賽」

師生一同在網課中寫上「感恩行動」心意卡

校牧李牧師透過短片
轉播為同學帶來聖誕
祟拜的祝福

不一樣的聖誕嘉年華

聖誕崇拜錄影製作過程花絮

黎彩燕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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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影響下，離港旅行變得遙遙無期，天循本學年的
旅行日亦未能如常進行。為了讓同學在疫情下仍能體會到旅
行的樂趣，課外活動組的老師特別為同學準備了一個「非
常」旅行日——「環遊世界旅行日」。

環遊世界 

    李展鴻老師

反轉「巴黎」鐵塔

同學到了「泰國」旅行

  在「環遊世界旅行日」活動中，同學們都藉此舒
展一下身心。他們除了為爭勝而全程投入外，更培養
了互相合作和支持的精神，使這特別的旅行日成為一
個難能可貴的體驗式學習經驗。

  在「環遊世界旅行日」中，共有十多個以世界各
地著名城市命名的攤位遊戲，讓同學們分級以班際比
賽形式，仿如遊歷世界各地名勝般參與攤位遊戲，在
認識世界的同時，也為同學帶來非一般的旅行樂趣。

旅行日 

到「巴西」一遊

課外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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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學 界 田 徑 比 賽
中獲獎無數的6C 潘嘉
嵐，憑著田徑場上的優
秀表現，於屈臣氏集團
所 舉 辦 的  「 香 港 學 生
運動員獎2020-2021」
中，獲頒發獎狀及港幣
$500獎學金。

學 界

6B 潘嘉
嵐

之 星

「虛擬運動獎勵計劃」-線上

虛擬划槳賽

「虛擬運動獎勵計劃」-

跑.online

「虛擬運動獎勵計劃」

同學在網上會議訪問屈旨盈

小姐的馬拉松訓練經歷

  除了嘉賓分享，同學亦即時參加了網上「運動冷知識」
問答比賽，增加同學對運動的知識，及獲得豐富的體育用品
禮物。

  全方位網課外，亦設計了四個「虛擬運動獎勵計劃」，
讓同學及老師一同參加，鼓勵師生們留家抗疫期間，亦可進
行合適的運動以強健身心。

  疫情關係，天循全方位課的傳統體育活動「環校跑」未能如期舉行。為使同學仍可
在疫情下接觸運動，以獲得喜悅及健康訊息，體育科老師為同學準備了一個名為「運動
全接觸」的全方位課活動。

  在「運動全接觸」中，我們邀請了去年陸運會主禮嘉賓，2018亞運會香港女子馬
拉松代表屈旨盈小姐，透過短片為同學分享她參加長跑運動的趣事及進行長跑訓練的要
訣。另外，亦邀請了業餘長跑好手梁鳳儀師姐，分享她接觸長跑運動的故事及參加世界
六大馬拉松比賽的難忘經驗。

2018亞運會香港女子馬拉松

代表-屈旨盈小姐

長跑好手梁鳳儀師姐
師姐遊歷世界，參加「世界

六大馬拉松比賽」

運動 全接觸 
李紹良老師

課外活動組

5



葉以琳老師

  對很多同學來說，「高中班際詩歌
比賽」是每年難忘的活動，同學可以藉
此機會發揮創意，在台上一展音樂才
能。可惜本學年疫情嚴重，在網課及課
時縮減的情況下，「班際詩歌比賽」不
得不作出改變。讓同學在疫情陰霾下，
仍能享受與同學一同創作及一同錄唱的
過程。

  適逢本學年是天循二十周年校慶，
音樂科大膽嘗試，把一年一度的「班際
詩歌比賽」改為「班際唱作大賽」。
同學須先在指定詩歌中選定一首，再
以「二十周年校慶主題-恩典之路」為
題，重新填上廣東話歌詞。完成填詞作
品後，每班須以影片形式繳交作品，當
中包括作品簡介及全班演唱兩部份。

  很感恩，雖然高中級學習繁忙，而
在半天課下老師也沒有太多時間與同學
相處，但眾班主任和同學都努力嘗試，
認真創作，完成作品。在此，感謝郭世
民副校長及黃萬雄副校長抽空擔任是次
比賽評判。我相信，每班的作品都是送
給上帝和天循的最好禮物。

天循廿載恩典之路
 (原曲：恩典之路)

耶穌的懷抱 引領我再前行
在高山或低谷裡 主一直在看顧

誠心的祈禱 讓祢垂憐心聲
耶穌一生的恩賜 這祝福 有祢多好

如果多一步 讓主恩鋪滿路
遵循 主道 常常陪伴關心

途中的每步 就是跟主傾訴
守護 關懷 造就了我的新導向

最美麗的角落 
(原曲：最珍貴的角落)

望著夜空憶舊時 讚頌主的恩典
即使最痛黑暗時 感恩有祢在身邊
世界縱使多變幻 祢卻從不撇下我

只因有祢的愛護 深觸到我心的深處
如在我這一生中 依靠天父 

歌唱仰慕祢不必痛悲
走出了崎嶇陰森處 經得起跌或幽谷

齊來同頌主恩深 祢定當看顧
經過每段日子有着祢 多少風波都不必理

身邊總有主必跨過

亞軍及最佳填詞大獎：6B

季軍及「我最喜愛班別大獎」：6C
亞軍：4B

高中班際
唱作大賽

冠軍及最美音色大獎：4D

  6A 郭昱行是天循體委會主席、女子籃球隊、手球隊及田徑隊的
主力隊員，在校內的領導崗位及學界比賽中均有優秀表現。除此以
外，她更常在校內活動中擔任司儀，口才伶俐；她亦曾在校外機構舉

辦的體育比賽中擔任司儀，其出
色的表現獲校外人士肯定。

  憑著以上傑出的領導才能及
優秀的司儀表現，她獲得由歷屆
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組成的傑出青
年協會，所舉辦的「明日領袖
選舉 2020」「明日領袖」卓越
獎，成為全港十名獲獎中學生的
其中一位。

明日領袖選舉  
李紹良老師

6A 郭昱行同學獲獎心聲
    我很榮幸可以獲獎，十分感謝支持我的
人。天循是一個給予學生許多機會的地方，
師弟妹宜抓緊每一個機會，發掘自己的潛能
並訓練所長。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自
信，自然就會表現得輕鬆自若，發揮極致。

2020

6A郭昱行同學與「傑出青年協
會」主席周定宇先生(左)及常務
副主席陳健強太平紳士(右)合照

6



  

轉眼間，英語閣的透明窗戶已張掛
上紅艷艷的賀年裝飾，美侖美奐，散發著

濃濃的節日氣息。若移玉步走近升降機大堂，你
有否驚訝這裡已搖身一變成為小禮堂，這是誰的傑作

呢？再步行樓梯穿梭各樓層，環顧四周，你可曾發現你所
屬的科組，壁報板已靜悄悄地換上新裝? 新設計、新相片、

新內容，期盼刺激同學的新思維嗎? 同學們，你們又曾否要為
協助老師在校園內開啟各式各樣的燈掣而感到猶豫? 現在校內
已加添一些開關掣的標示貼紙，讓場地使用者看得清楚明白。
還有那看不見的塗層殺菌工序，亦有賴工友們的日夜辛勤，他
們為校園每個角落作事前清潔、執整，希望有助促進校園的整
潔及衞生，讓各師生可更安心回校上課。

  尚有工友、技工、教學助理、實驗室技術員、家教會的家
長義工；校園電視台、壁報組、資源管理組及校務處同工、
專業的清潔消毒人員、油漆師傅及畫師等不能盡錄，感謝你
們的默默付出。同學們，如果你都認識這些幕後的「無名

英雄」，而你又很欣賞他們，請不要吝嗇，向他們說句
「多謝」，因為你們的認許，就是對他們最大的鼓

勵。

疫情下的 英雄
無名

學校行政主任 李家耀先生

全校進行塗層殺菌

天循的校名和校徽已粉飾如新，為迎接20周年校慶作準備

2D班陸同學和陳校友合力創作
的電子聖誕卡

家教會家長義工張掛上紅艷艷的
賀年裝飾，美侖美奐。

  

新冠肺炎疫情的陰霾覆蓋全球，天
循的正常校園生活大受影響。恆常的面授課

堂、喧鬧的課外活動、親密的師生交流，都流失於
幻變的日程表中，似有還無。與此同時，有些人卻默默

耕耘，把握這個時機進行大大小小的校園建設工程，為節
日喜慶、日後全面復課、天循二十周年校慶等作好準備。

  從天富商場前往校園的路上，抬頭仰望，除了陽光和空
氣，你可曾察覺天循的校名和校徽已粉飾如新? 昂首闊步進入校
園向左拐，花圃牆壁經已繪上連綿不絕的萬里長城，你能否想
像自己穿越時空回到唐朝盛世，聽著詩人王之渙吟誦名作《涼
州詞》絕句? 地下飯堂入口豎立著高大的電子宣傳板，正播放著
校園電視台由老師悉心剪輯的早會分享片段及振奮人心的音樂

影片，提醒莘莘學子
應迅速行動，努力向
上，切勿拖延。還有
那一張由陸同學和陳
校友合力創作的電子
聖誕卡，正透過網絡
平台和電郵向各位
愛護學校的持分者
廣傳福音。

花圃牆壁已繪上連綿不絕的萬里長城，見證著歷史長河。

全新小禮堂是崇拜聚會的好地方。

全校各科各組壁布板已靜悄悄地換上新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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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 許漢權 2018畢業

  感謝神帶領天循踏入20周年，為鼓勵同學及本校校友共同慶賀母校的二十周年校慶，並發揮創意，特邀請本校學生及校
友參與20周年校慶標誌設計比賽，主題是「恩典之路」。感恩同學參與踴躍，優秀作品甚多。茲分享獲獎作品如下：

校慶二十周年標誌設計比賽
 蘇少嫻老師

亞軍 周彥智 3B 

冠軍 蔡雅媛 3D

亞軍 郭珮瓏 2D

季軍 元國權 1A 初中組

優異 周海童 3A
優異 馮泳潼 3D 

優異 古子悠 2C

優異 黃胤儒 3D

亞軍 何凱倩 2016畢業

冠軍 林宜靜 2017畢業 季軍 何悅鳴 2019畢業 季軍 王穎睛 2014畢業

公開組

亞軍 陳珈莉 6B冠軍 鄭俊軒 6D

季軍 陳心諾 6B

高中組
優異 曹婉婷 5C

優異 歐陽雅雯 5C

優異 邱嘉熙 6B
優異 李嘉琪 6A

優異 郭昱行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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