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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王玉慈校監、黃秀蓮校長、李紹良助理校長   編委：田秀茵老師、駱可盈老師、劉翠青老師、潘偉燊老師、曾芷芊老師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篇 65:11）

天循二十周年校慶在反覆的疫情下進行，當中波折重重，在復課、網課、停

課等不穩定因素下，需要順應變化作出各項應變方案。雖然環境難以預測，

全校教職員並沒有放棄，最終於上學年年終期間舉行了簡單而充滿恩典的二

十周年校慶活動，包括感恩崇拜暨第十八屆畢業典禮、學術週暨嘉年華及音

樂才藝表演「廿載蒙恩樂循蹤」，還有紀念校慶的禮物及刊物等。縱然部份

計劃如校慶感恩晚宴未能順利進行，上帝仍教導我們在遺憾中要凡事謝恩。

感謝主，疫情下的二十周年校慶成為了天循人難忘的回憶及成長的經歷，上

帝從沒有應許天色常藍，卻讓我們在主手中生活有力，常存盼望。

進入第三個十年的天循以「謙虛、

互勉、共建」為本年度的學校主

題，意念是來自二十周年校慶感恩

崇拜中主禮嘉賓陳崇一醫生的訓

勉。他鼓勵同學們在面對廿一世紀

的挑戰時，最需要學習的是謙虛及

倚靠上帝。在天災人禍及科技發展

下，人類會變得越來越渺小，只有

謙虛的人才能在VUCA（多變、不

確定、複雜及混沌不明）的世代下

看到恩典，這才會常存感恩的心態

去活好每一天。

感謝2C班何璟怡同學創作了冠軍口

號「互勉包容展笑臉 謙虛共建愛相

連」，激勵同學們除了要學會謙虛

外，更要懂得互相支持及勉勵，才

可同心合力共建美好的群體。願天

循人都蒙主喜悅，並「從他的豐富

裏，我們都領受了恩典，而且恩上

加恩。」（約翰福音1:16）

校校訊訊
2021年2021年

黃秀蓮校長



二十周年校慶表演最
終能夠誕生，完全是因
為有一群不計報酬、不
辭勞苦的舊生和他們
對天循滿滿的愛。

二十周年校慶表演
是體現「天循精
神：尊重、自律、投
入」的最佳例證。

統籌老師分享統籌老師分享

天循二十周年
校慶表演最重要
的元素是「學生」
。因為你們有想做的
事；老師就傾力陪

伴你們去做。

天循最寶貴的，
是擁有一班好瘋
狂、好有愛的老師；
一班好有潛質、好願
意嘗試的學生；還有
好愛天循的校友。

許如鈺老師

葉以琳老師

何嘉誠老師

姚偉業老師

校慶表演周
年

師生大合照師生大合照

校友無伴奏合唱校友無伴奏合唱

音樂劇音樂劇

學生舞蹈表演學生舞蹈表演
學生舞台劇演出學生舞台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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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時候，我有幸成為二十周年

校慶演員組的主角之一。當時中一的

我，第一年成為天循的一分子，就有如此

寶貴的演出機會，實在教我非常緊張。這次

的演出很難忘，也令我更認識天循中。我的

角色是一個學生會成員，也是主席的弟弟。這

次的話劇內容圍繞我們學生會的事務，總務幹

事因為沒有提醒同學而釀成意外，從而發展

成一場爭執，但最終大家都冰釋前嫌，和好

如初。這次演出令我感受到話劇的趣味，

亦希望在下一次的演出的時候，可以有

更好的發揮。

這次台前幕後的師

生都盡心盡力！我非

常感謝老師和其他演

員的付出。

主要演員分享主要演員分享

2C 余浚韜

2B 林馨彤

在二十周年校慶的演出中，發生了好多出乎意料的事！

我從沒接觸過演戲這回事，全賴姚老師的邀請，才成就了這趟有趣的旅程！我從沒想過

演戲是一件十分開心，令我十分享受的事！不過，有時也令我很累。我亦因此認識到師

弟師妹。自中一開始，我較常與同級同學遊玩，但這次演出促成了我與師弟妹的「跨級友

誼」，是一件十分值得高興的事！教我演戲的何老師，讓我學會了「一位演員可以有不

同的演繹方式，不只有一種」。有一次練習的時候，他要我飾演不同年齡、身份、處境的

人，以此教我詮釋劇本，打破刻板印象，就如他說：「沒有人說老人家一定要駝背的。」

他還教導我，演戲不是只局限於劇本，不是只有劇本中的對白，其實角色之所以有這樣的

心情，他一定經歷過一些事才會這樣，所以每次看劇本時，我都會想這個角色為何會有這

樣的想法、情緒，然後再自己「腦補」一下。二十周年校慶演出過後，我發現了其實自己

十分喜歡演戲，所以我會在這個中五生涯中參加戲劇學會！我希望自己可以將每一個角

色演得淋灕盡致！

5A 黃凱琪

我對演戲一直感興趣。適逢學校二十周年慶

典，我除了找到一展所長的機會，也正好藉此慶

祝學校生日。這一次的二十周年校慶活動中，我真

的很榮幸可以獲得主演的機會。剛接到這個角色時

很擔心自己是否能勝任，因為這個角色在戲中可謂舉

足輕重，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剛開始時，我的口音

成了最大的問題，但幸得老師的指導，每天也練習咬

字，讓我日益改進。排戲時，我也NG過不少次，不是

忘詞就是笑場：節奏快慢，走位態勢，均蒙老師指點

才見進步。我最開心的，是跟同學一起排戲演出。

很感謝何老師傳授很多演戲心得，我到現在還記得

呢！這次活動我很開心難忘，我也從中學懂積

極嘗試！

4D 周彥智

中一級無伴奏合唱中一級無伴奏合唱

合唱團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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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週 學術 週       

二十周  年校慶二十周  年校慶

李紹良助理校長、郭偉達老師

師生一起參與英文科活動師生一起參與英文科活動教會天水圍堂的攤位遊戲設計精美教會天水圍堂的攤位遊戲設計精美

具環保訊息的中四級服務學習攤位遊戲具環保訊息的中四級服務學習攤位遊戲

中三級社攤位同學的暖心手作小禮物中三級社攤位同學的暖心手作小禮物

中三級同學多才多藝中三級同學多才多藝

學生會DIY禮品學生會DIY禮品 學生盡獻所長學生盡獻所長4



學術 週 學術 週       

為慶祝天循二十周年校慶，本校於

21/6-25/6/2021期間，在校內舉

辦了學術週，讓各級學生參加。學術

週內容豐富，由各科目老師為學生設

計「寓學習於活動」的特色級本活動，

讓學生透過參加學科活動，增加對學科知

識的認知，加強學習的成效及趣味。

在學術週中，亦有舉辦「中三眾人皆領袖」及「中四服務學習」的攤位嘉年華會，當中除

了有中三級及中四級學生負責的攤位遊戲及表演外，更有不同科目及組別的攤位，共為學

生提供二十多個攤位遊戲，令學生可透過參加攤位遊戲加強對各科組的認識，亦令他們可

在疫情下增加生趣。

在疫情影響下，校慶活動需由原定的上學

期11月改期到下學期的6月才可舉行，

活動中亦因防疫要求，需要設計特別的

活動安排、人流控制及消毒清潔等額外

工作。但為慶祝天循二十歲生日，天循

師生群策群力、眾志齊心地把困難一一

解決。期望天循在往後日子可繼續前

行，為老師及學生帶來更好、更豐富

的校園學習生活。

二十周  年校慶二十周  年校慶

李紹良助理校長、郭偉達老師

班本攤位，手作的遊戲用具非常精緻班本攤位，手作的遊戲用具非常精緻家教會攤位大受歡迎家教會攤位大受歡迎

同學認真研究STEM同學認真研究STEM

攤位的機械模型攤位的機械模型
樂在其中樂在其中

中史科攤位遊戲展現中國版圖中史科攤位遊戲展現中國版圖

學術週精彩活動內容學術週精彩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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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U班及奮進班
為加強中六同學的考試信心及栽培學業成績出眾

的中六同學，以順利踏入大學門檻，去年學校舉

辦中六級「奮進班」及「入U班」供同學參加，

由科任老師根據同學的成績作出估算及推薦，再

按同學的能力作出小組式針對支援。該計劃共分

兩個階段進行，平均出席率達95%。從第一階

段的學生問卷調查顯示，近80%學生滿意此計

劃的各項安排，認為能針對及聚焦性地增強他們

的應試信心。令人鼓舞的是在眾師生共同努力

下，中六同學在2021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成

績比往年大有進步，特別是Star班的成績更見顯

著（見附圖）。在符合資格升讀教資會資助大學

學士學位的同學當中，11位同學是額外參加了 

「星期六中文、英文加強班」而成功達程度3或

以上成績；各科奮進班同學取及格的成功率平

均接近75%；符合升讀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資格

（5科合格，包中英文）有63.6%；所有科目

的及格率比上學年大幅上升。

入U班 奮進班 Star班 

強化各科科本尖子（Star班）
學校近年全面優化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通識科拔尖班（Star班）

的教學進度及課程設計，有系統地建立或完善縱向的拔尖班課程，藉此

設計適合高能力學生的學習內容。無論在各科各級的課程、工作紙或小

測設計上都滲有拔尖元素，加深、加快、加廣學生的學習效能。

學校的全力支援
為支援中六同學的溫習情況及需要，學校額外

增聘人手，延長圖書館的開放時間。中六同學

十分歡迎及感謝學校能照顧他們的學習需要。

此外，為進一步協助及加強中六級中下能力同

學的學習需要及自信心，於學校假期由科任老

師推薦及邀請個別同學參與小組補課活動，增

強同學應付公開考試的信心。同學整體反應良

好，明白及感謝學校的全力支援。

再一次引用亞里士多德的說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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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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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學生學術成就」是學校近年關注事項之一，以下為學校的其中

三個校本計劃。

黃萬雄副校長

2021 DSE Star班成績達標率2021 DSE Star班成績達標率2021 DSE Star班主科成績2021 DSE Star班主科成績

英文科Star班上課情況英文科Star班上課情況

中文科Star班上課情況中文科Star班上課情況

學生專心整理筆記學生專心整理筆記

學生專心上課學生專心上課

為入U及奮進班加油為入U及奮進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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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暑假期間，為初中學生舉辦了「暑期初中活

動及體育培訓課程」。

工作坊包括︰聯校英語活動、沙畫藝術、木箱鼓、

保鮮花製作及中一級運動能力及健康測試工作坊。

培訓課程包括︰NIKE男女子精英籃球訓練課程及

男女子精英排球訓練課程。

培訓課程包語言、含藝術及體育範疇，讓初中學生

善用暑假發展潛能，受疫情影響下，亦能在暑假中

找到樂趣及知識。

暑期暑期初中初中活動活動
及及體育培訓體育培訓課程課程

暑期精英籃球訓練暑期精英籃球訓練

暑期精英排球訓練暑期精英排球訓練

中一運動能力測試中一運動能力測試

為入U及奮進班加油為入U及奮進班加油

李紹良助理校長

香港籃球隊代表蘇伊俊先生，為天循籃球隊進行五天的香港籃球隊代表蘇伊俊先生，為天循籃球隊進行五天的

「NIKE暑期精英籃球訓練課程」「NIKE暑期精英籃球訓練課程」

表現出眾的同學，表現出眾的同學，

獲頒發MVP獎項。獲頒發MVP獎項。

暑期藝術活動暑期藝術活動

利用不同運動科學測試利用不同運動科學測試

器材，為同學進行運動器材，為同學進行運動

能力測試能力測試

敏捷度測試敏捷度測試

跳躍能力測試跳躍能力測試

中一級家政保鮮花製作中一級家政保鮮花製作
中二級音樂木箱鼓工作坊中二級音樂木箱鼓工作坊

中三級視藝沙畫創作中三級視藝沙畫創作

前中國奧運女子排球國家隊名將孫玥女士，為天循排球隊前中國奧運女子排球國家隊名將孫玥女士，為天循排球隊

進行為期六天的「暑期精英排球訓練課程」進行為期六天的「暑期精英排球訓練課程」

Here comes to our SPICE PROGRAM from 9 Aug to 
17 Aug! About 80 students from TSWMC, TSWMPS 
and some other primary schools participated in this 
program to learn English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such as flying drones, classroom games, magic 
shows and doing gym. Students had so much fun!  

Joint Schools English Summer Program  
Miss Winnie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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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文及文學系

2. 通識、旅遊與款待

3. 語文科是長期累積的科目，必須每天分配時間溫習中英

文，培養語感和訓練理解能力，並不能一蹴而就的。每

天把堂上學習過的概念釐清，切忌把不懂的部分不斷累

積，溫習的時候只會更吃力。而做多項選擇題都是釐清

概念的好方法，可以清晰看到自己哪個課題尚未明白或

者有混淆的地方，對症下藥才能事半功倍。

4.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望師弟妹能堅持

在求學道路上秉持這精神，不言棄 ，不放棄。

大學夢
成真 1. 你入讀的大學及學科？ 2. 你考得最好的科目？

3. 你有甚麼溫習心得？ 4. 你有甚麼說話勉勵師弟師妹？

1. 香港科技大學 工程學

2. 物理、數學

3. 中英文造詣需要時間浸淫，

故每天都應該抽時間溫習中

英文，培養語感。找到適合

自己的溫習時間及方法能事

半功倍。

4. 溫習過程一定會辛苦，但請

記住你身邊的朋友、老師會

一直陪住你，加油！

1. 香港中文大學 理學系

2. 生物、化學

3. 認清自己強弱，揚長補短，事半功

倍。不能忽略有休息的重要性，平日

的興趣，即使是「打機」，只要分配

時間得宜，亦能助你紓緩學業壓力！

4. 家人、朋友和老師是你們的最強後

盾，堅持！你都可以入「三大」！

1. 香港浸會大學 翻譯系

2. 英文

3. 考試前自己製作一份滿意的筆記，也

可借閱同學的筆記參考，把自己對題

目或概念的解讀寫進去，讓自己之後

會有興趣重新閱讀，複習時也會更易

回想起；考試前約束自己，找個沒有

騷擾的環境溫習。

4. 每人離考試剩下的時間是一樣的，

倘 若 要 追 ， 時

間 是 絕 對 足 夠

的 ， 不 要 製 造

遺 憾 ， 無 悔 便

勝利了。

1. 香港中文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

2. 中文及通識，都比我預期中的成績更高。

2. 首先要將自己不懂的地方及課題處理好，不要害怕重

複地發問會令老師不滿，因為要掌握好知識，才能將

它們運用出來。之後，我會建議同學們自己親手寫考

試筆記，在摘下課本重點時，也可加深自己的記憶。

3. 在此勉勵師弟妹們要堅持下去，在溫習的路上不單止

你一人在行走，也有你的同學、朋友、老師及家人等

同行。當感到疲憊時便休息一會，之後再重新出發。

1. 香港城市大學 會計學

2. 旅遊與款待

3. 沒有什麼特別溫

習方法是適合所

有人，我自己就

喜歡一大群人一

起溫習，互相鞭

策，讓自己無法偷懶，但又可以適時放

鬆一下。很多東西無法死背，大家要靈

活貫通！

4. 加油啦！適當的壓力就好，我自己就接

受不到太多壓力，但切記持之以恆！

1. 嶺南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

2. 中文

3. 除了溫習中文知識之外，最重要就是學習考試的技巧。例如寫作卷是中

文科中佔分最重的，若能在卷二中獲取好成績，那麼在中文科獲取好成

績的機會也會提升。我們可以利用不同的學習資源，如請教老師及同

學、網上補習短片、計時作文練習等學會一些考

試技巧、美文佳句、古今例子、考試心得等等，

幫助自己更了解中文考試的要求，獲取好成績。

4. 在疫情下，生活及學習都出現不同的轉變。但千

萬不要放棄，因為老師、家人、同學對你的支持

永遠不變。搏盡無悔！

楊安恒

李兆麟

梁巧瑩

劉家恩

周寶浚

徐梓珊

劉泳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