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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尊重顯愛心
 和諧共融表關心
  我們身處在香港這個大都會，常常被人覺得人與人之間關係疏離、
冰冷，有種「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理他人瓦上霜」的感覺。加上傳統
中國式家庭教育對我們有「嚴於律己」的要求，事情做得妥當是理所
當然的，不需刻意獲取別人讚賞，所以團體中較少出現互相欣賞的
文化，反而互相批評、找不足處的多。

  在這種氛圍下生活，人們都像穿上了保護衣，或是像長滿
了刺的刺蝟，人與人關係變得表面及疏離，你喜歡這樣的生活
嗎？你願意生活在這樣的一個城市嗎？人類是群居生物，不
能單靠物質延續生命，也需要靠精神健康來維持生命素質，
如果人與人之間缺乏愛，相信生活會變得苦澀無味。

  回想過去，你曾經被別人欣賞過嗎？當時你感覺如何
呢？你心裏會覺得溫暖、甜絲絲嗎？當人被欣賞時，確
能加添個人生活的動力。你千萬不要輕視這份力量產
生的影響力，因一句欣賞的說話可以成為一個人的生
命轉捩點，可以激勵他人去改變處事的態度、人生
的價值觀，甚至生命的方向。

  聖經中也記載了上帝如何欣賞衪的僕人。祂
欣賞挪亞，稱讚他是眾多邪惡人中的義人，完
全正直，與主同行。祂也欣賞所羅門王，稱讚
他不自私求財富，卻求為治國所需的智慧。
聖經也教導我們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
自己強《腓立比書2：3》，意思不是要我
們看自己比別人差，焦點是要以謙卑的
態度去欣賞別人的長處。

  願大家靠着那加給我們力量的上
帝，活出更喜樂的生命；並帶着仁
愛和平的心，以欣賞的角度、尊重
的態度看待別人，共同建構一個
和諧共融的社會。最後，以經文
祝福大家：「弟兄們，願你們
喜樂。要追求完全；要接受鼓
勵；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
睦。如此，慈愛和平的神
必與你們同在。」《哥林
多後書13:11》



終生學習，豈只是同學呢？
—「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簡介 李知行老師
  常言道，「言教不如身教」。一所學校要成功地推動同學不斷學習，以應付社會所需，教師團隊也需要是終生學習，追求持續專業
發展，以滿足社會對教育專業的期望。本校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持續籌辦本校及聯校教師培訓活動，讓教師通過不斷學習，彼此分享專
業知識、教學法，以及身心發展，從多方面提升教師專業能力，使學與教更有效能。

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亦會舉行營會及不同活動，協助教師發展平衡的教學生活，適時舒展筋骨，以保持身心靈健康。我們深信，充滿正
能量的教師團隊，定能為同學成長帶來積極的幫助。

這一站：錦田。教師也齊齊考察，
學習香港本土歷史文化承傳

教師齊拉筋，身心皆健康

  本校在今學年成為由香港
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優
質學校改進計劃」(QSIP)的
夥伴學校，計劃團隊為教師舉
行了兩次工作坊，主題為「提
升評估素養」，讓教師更能緊
扣學習評估、教學及學生學習
三方面的關係。

  或許一些天循同學有以下疑問：「為什麼我們上課的時候，
除了看見科任老師外，其他老師也在課室進行觀察，難道我們較
頑皮嗎？」原來仍有同學不知道天循老師間寶貴的的觀課文化！
本校已經進行「教研循環」多年，以推動科任老師間的專業交
流。四大科於各級均善用共同備課節擬定不同的課題，並就學生
學習難點及學校的關注項目設計課程，共同研發新課題或優化現
有教材，然後老師參與觀課及評課。高中選修科目則以開放課室
模式讓其他老師觀課及評課，以提升老師教學交流的機會。



張秀雲老師
  目標：本著全人發展教育的方針，學校不只重於學術層面的教育，更想建立學生多
方面的能力。因此於2019-2020年度起，為中四全級學生提供急救課程。校方全數資助
課程費用以學習機會均等為前提，為學生提供多元且專業的培訓。課程教授基本急救知
識和技術，使他們於有需要時為傷病者進行急救，以致日可為家庭及社會作出貢獻。除
此而外，亦為學生建立多一種能力及認可，為他在職場上建立優勢。今年，中五、中六
學生若對課程有興趣，亦可報名參與。

急救課程一連三日在學校進行，120位學生一同
參與，完成15小時的課堂並進行考試。

實習起來，無論胸部按壓還是人工呼吸，同學們都做得有板有眼。

去到考試環節，多位考生一同進行，除左技術知識
外，注專力也是急救過程中重要一環。

考試時，學生更加認真，有如真實
救助過程，不容有失。

真正的知識是透過考驗展示出來，從舉手表示完成考試，可見同學自信心增加不少。

4D 黃籽舜

  非常感謝學校今年提供資助，
可以讓所有中四學生有機會學習急
救。急救的目的意義重大，正所謂 
「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看到
他人生命有危急時，可以作出適當
的援助， 讓傷者可以在救護員到場
前，減低傷勢惡化的機會。當中我
最為深刻的是學習心肺復甦法， 因
為我認為這是在整個課程中最重要
的，當生命遇到危險時，可以減低
傷者死亡機率。感謝學校今年讓我
們可以有學習急救課程的機會。

  多謝學校給中四同學機會參與紅
十字急救課程，雖然只有短短兩天的
實習課，但我獲益良多。我們學了心
肺復蘇法、外出血急救處理以及骨折
急救處理。兩種急救處理都有很多種
包紮方法，所以在上課時都要加倍留
心，聽導師講解。我覺得這個課程對
我日後會有很大幫助，因為日後有人
遇意外，可以進行急救，或者日後工
作亦可能有幫助。雖然急救不是每個
人的興趣，而且考試時的氣氛的確非
常嚴肅，但也是個相當深刻的經驗。

4B 林寶茵

  這個急救課程對我來說真的
是獲益良多，課堂上老師用心地
教導我們的。雖然只有短短約十
多個小時的實習課程，但我可以
學到急救應有的態度，更可以真
的去扮演一個急救員去幫助別
人。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是不能做到
的。對我來說，參加這個急救班
是充滿樂趣，既可以充實自己的
生活，又可以有一技之長去幫助
別人，真是一舉多得。

5D 徐梓珊

第二個部份的實習
課程是包紥，由頭
到腳，學生也要自
己一手包辦。



  本校田徑隊於元朗區學界田徑賽再次獲取佳績，男子
組獲得「男子團體總殿軍」，且女子隊更連續第十一年獲
得「女子團體總冠軍」，為天循田徑隊延續傳奇。

女子田徑隊連續11年封后冠

學界停擺  佳績不絕
  雖然本學年下學期的學界體育比賽因疫情而取消，但天循運動員在
上學期已完成的學界比賽中仍表現優異，佳績不絕。

男子甲組田徑隊 季軍 女子甲組田徑隊 冠軍
（連續第三年）

男子丙組田徑隊 殿軍 女子乙組田徑隊 亞軍
女子丙組田徑隊 季軍

男子田徑隊 團體總殿軍
女子田徑隊 團體總冠軍（連續第十一年）

男子甲組越野隊 優異獎
（第五名） 女子甲組越野隊 殿軍

男子丙組越野隊 優異獎
（第七名） 女子丙組越野隊 冠軍

男子甲組游泳隊 優異獎
（第五名） 女子甲組游泳隊 優異獎

（第六名）

男子甲組羽毛球隊 優異獎
（第五名） 女子甲組籃球隊 季軍

男子甲組手球隊 殿軍 女子甲組手球隊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分會學界比賽成績 2019-2020

女甲羽毛球隊女甲排球隊

女甲籃球隊男子乒乓球隊

男甲羽毛球隊

男甲手球隊

女子甲組田徑隊連續3年獲得團體冠軍!!!

游泳隊主將： 6 D蔡文軒
（雙金得主）及 5A陳嘉懿

女子田徑隊獲得學界「女子團體總冠軍11年霸」

女甲手球隊

男女子游泳隊



獨木舟、龍舟隊揚威四海

  水上運動代表獨木舟隊及龍舟隊同學亦為天循爭
光，在本港的獨木舟、龍舟比賽中，亦揚威四海，奪
獎而回。

比賽名稱 組別 成績
百仁基金香港龍舟錦標賽 2019 中學混合小龍200米錦標賽 冠軍
第十七屆夏日活力小龍賽 2019 學界/青少年組 金盃賽 季軍

第四十六屆吐露港獨木舟大賽 2019
單人無舵艇男子公開組 亞軍
單人無舵艇男子少年組 季軍
單人無舵艇男子少年組 殿軍

全港獨木舟馬拉松半環島賽 2019 男子青年組雙人艇 冠軍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9-2020
6A蘇嘉欣 憑著在學界運動比賽的優異成績，獲得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9-2020」，並獲得獎狀及港幣$500獎學金。

田徑新秀出戰大灣區
  本校田徑隊，聯區本港學界田徑勁旅
拔萃男書院及聖保祿學校，獲邀參加在東
莞市舉行的「2019鄒振先盃粵港澳大灣
區青少年友好運動會」的田徑賽事，衝出
香港與粵、港、澳三地健兒比拼，獲得驕
人成績。

「2019鄒振先盃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友好運動會」田徑比賽成績
組別 班別 姓名 項目 名次

男子初中組
2C 朱浩然 跳高 殿軍
2C 鍾棹熹 100米 第五名
3A 黃利汶 跳高 第七名

女子初中組

3C 杜文靖 100米 第六名
3D 劉晞怡 跳遠 第七名
4C 羅心妍

4X100米 亞軍
3A 姚美如
3C 杜文靖
3D 劉晞怡

男女子
初中混合組

4C 羅心妍

男女混合接力
4x100米 第五名

3C 杜文靖
2C 鍾棹熹
2D 黃胤儒

男女子初中組團體獎 優異獎
（第五名）



  本年度校友日「校友和你食Buffet」已於2019年11月9日順利完成。由
於社會運動的影響，本年度校友日改在下午舉行，約有70位師生參與，氣氛
溫馨。當天還通過2019-2021年度的校友會理事名單。能夠在畢業後再次與
老師、同學在母校相聚，互相關心，實在非常難得。期望日後的校友會有更
多老師、校友參與。

1. 陳巧如 2012畢業
2. 陳偉燕 2012畢業
3. 鄭祖如 2012畢業
4. 張潔儀 2012畢業
5. 蔡韋麟 2012畢業
6. 林祉彤 2012畢業
7. 李詠怡 2012畢業
8. 吳嘉琦 2013畢業
9. 敖棹珩 2014畢業

10. 鍾世鈺 2018畢業
11. 徐奕強 2013畢業

天循2018-2019度畢業生分享

葉以琳老師

徐煒立  
  人人的學習模式也不一樣，但對我而言，最有效的讀書
方法便是不停「操卷」。只有「操卷」我才會知道自己錯了
些什麼，然後記住那些錯處，提醒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同樣的
錯，這個方法能有效減低自己再答錯的機會。

  除了技巧，讀書的心態也十分重要。我認為讀書不需太
在意最後的成績，這樣反而會為自己添加更多不必要的壓
力。文憑試只是人生其中一個的里程碑，我們日後還會遇上
比文憑試更加重要的人生關口，所以只管用平常心去面對便
可以。各位師弟妹，祝願大家能達成自己的目標及夢想，走
出一條堅強前進的道路。

  曾經埋怨過功課堆積如山，因而被責罵而感到忿忿不
平，轉瞬間，仍帶著稚氣的我，去年已步入大學一年級。大
學生活的確很「自由」，即使欠交功課，不上課也沒有教授
責備你，亦沒有教授會花時間了解你的學習進程。不過學習
步伐大概要比中學快至少十倍，經歷過大學生活，才知文憑
試所謂的辛酸不過是過眼煙雲。

  中學，確實是不可比擬的時光，多姿多彩的生活，悠悠
六年，轉眼即逝。願你們揮灑青春汗水的同時，亦不忘學
習，永不言棄，確信知識能改變命運。願你們珍惜現在擁有
的一切，努力以赴。

溫依琪

2019-2021年度天循校友會理事名單：

校友日

2019-2021年度天循校友會理事



停課 停不了的生命教育
  自農曆新年後，老師及同學皆面對一段前所未有的長時間停課安排。面對不能在學校教學、談天說地的日子，我們學校的生命教育
組團隊也在思考如何「停課不停生命教育的工作」。

傳統但不過時的生命教育方法
  在疫情下，我們面對很多無常和失去，其中最多的失去就是人與人的面對面接觸。同學不
能回校上課、不能與同儕友好在課餘下傾談嬉戲、不能參與興趣班。在減少日常社交、長困在
家中及只對著螢幕的日子下，同學很容易迷失方向。於是，我們用傳統的方法聯繫同學。

  我校的班主任在二月中旬，用「Warm Call」聯絡每一位學生的家長，了解學生的身心靈
需要和學生的作息情況，班主任亦親自向家長和學生預告三月開始的即時網上教學安排。同
時，生命教育支援組的成員為每一位學生寄上本校自家設計的心意卡（圖一），並親筆寫上鼓
勵和慰問的說話。這些方法雖是傳統，但卻永不過時。

與時並進的生命教育方法
  生命教育往往要與時並進。我們生命教育支援組的成員在停課期間建立了「青年抗疫日常」影片頻道及「生命教育組與你共渡疫
境」Google Classroom平台。透過網上的平台，逢星期五推出由生命教育組自編自導自演的短片，觸碰同學的心靈。同時，亦鼓勵同學
創作短片參與「青年抗疫日常」短片創作比賽，讓同學可以在停課期間有一個另類的課外活動。最令我們鼓舞的是我們所做的也得到家
長的認同及讚賞。

疫境馬拉松  攜手實踐生命教育

本校自家製「神是我們隨時的幫助」心意卡給每一位同學的「情」信愛的鼓勵

第一集《中學停課五件事》 第二集《抗疫前後之日常》 家長對本校生命教育的回饋

  過往，我校每年都會舉行一年一度的環校跑，希望學生藉着長跑的比賽中學會堅持不放棄的精神，今年這一場長跑改戰為「疫境
馬拉松」，這的確是好不容易的長跑！然而，我們很感恩在跑道上有一眾師生和家長們，我們既是選手，又是啦啦隊隊員。在疫境馬
拉松中，攜手實踐生命教育。

（短片連結：shorturl.at/ivMV7）



就職典禮

和你打打氣

To someone speacial

陸運會

家教會就職典禮
學生大使就職

領袖生就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