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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今年多了一些新老師，真好啊！沙循又加添了些朝氣和活力了。」這是
暑假期間，由一位資深老師的口中說出來，對我來說很是欣慰，可見沙循正面、積
極、關愛，與接納彼此的文化。
隨著有幾位老師榮休，學校本年的中一級有五班，加上學校額外調撥了資源，故
此這兩個學年，學校真的多了不少新老師和教學助理。這些老師充滿活力與朝氣，經
常一起討論教學，又一起使用不同的資訊科技作為電子教學的平台，當然，年輕老師
與學生更相處融洽，關係亦師亦友。
薪火相傳也是沙循的傳統文化。我們的學生會、領袖生、兄姊計劃、英文大使，
在每個學年的九月，均會在早會舉行交接、分享及授章儀式。上一屆的學兄學姐，每
每關心著接任的同學，時有交流、時有分享。最近和兄姊長的余東浩同學交談，他告
訴我，兄姊會特別照顧和關心中一的學弟妹，在測驗前也會教他們一些溫習的方法和
技巧；測驗後，還會安排一些實體活動給中一學弟妹，希望他們感受到兄姊的關愛和
支持。娓娓道來的一番話，可見沙循兄弟姊妹的情誼。
開學不久，新一屆的家長教師會、校董會、校友會亦接任了，並且承傳著、開展著學校的各樣活動，在不同的向
度和平台上，為著學校的發展、學生的學習和成長，彼此一起努力。在這兩個多月以來，學校的活動一項接一項，既
豐富又充實。
作為校長的我，有時也會聯絡著前任
校長們，與周校長電郵問候近況，與劉校
長談談沙循的生命教育和沙循小故事，與
何校長和循道衞理屬會的校長們聯誼交流
一些校長心得，知道何校長喜歡下廚，品
嚐過他烹調的牛腩煲，果然名不虛傳呢！
沙循的薪火相傳，不單是傳道、授
業、解惑；一代一代的沙循人，以基督的
精神，更傳遞著溫暖與亮光，以愛傳承，
發揮著沙循精神：「相信．愛．服侍！」

張翠儀校長
2021年11月
校長與一眾新晉老師在教師發展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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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新老師專訪
人師難求」

「經師易遇

黃浩俊老師除了喜歡中國文學之外，還喜歡玩璀燦寶石和卡坦島等
桌遊，因為這能讓人沉浸在精心設計的規則和故事背景中，其中更甚的
是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流。他的另一個愛好是看科幻電影，此類電
影雖然建立在科學上的幻想與假設上，但電影當中的人文精神，能啟發
他思考。黃老師歡迎同學在閒暇時與他一起玩桌遊和討論電影。
黃老師深信：「憑一口氣，點一盞燈。有燈就有人。」除了教導學生書本上的知
識，更重要的是傳遞人生道理。黃老師笑言，他想傳承這股信念—傳道、授業、解惑，
以生命影響生命。黃老師曾在沙循擔任中文助敎，因此曾參加沙循陸運會，當中的班舞
比賽猶如飄色巡遊的慶典，讓他有深刻的印象和留下美好的回憶。
黃老師期望同學除了學習之外，亦要豐富自己，擴闊眼界， 多多表達自己，畢竟世
黃浩俊老師 ( 右 ) 與同學
在陸運會上合照。

「誨人不倦

界很大，知識的海洋很廣，希望同學能享受這趟知識浩瀚之旅。

循循善誘」
張嘉敏老師除了喜歡中文之外，最喜歡的是大自然和攝影，她閒時會上

山下海，也會利用空餘時間研究不同的動物如昆蟲、飛鳥和植物，了解牠們
的顏色和構造。此外，她也喜歡到海灘划艇和在溪澗游水。
因着對中文的興趣，張老師在中學時萌生成為教師的念頭，並在大學
時藉著幫人補習和義教的經驗，讓她知道自己嚮往教導學生，傳承知識，因而成為了老
師。教授學生知識令張老師感到喜悅，而學生在學養和做人方面的提升亦令她有成功感。
張老師已加入沙循一年多，在沙循最有趣的片段是她一次「甩轆」的經歷，她有次
教導中三學生時，一走進教室，看着一張張略顯疲憊的臉孔，她無意識的一句：「同學
再見」，令同學笑逐顔開，疲倦一掃而空。她認為同學與老師之間的相處十分有趣。
張老師十分欣賞沙循學生受教且勤奮學習，不過較被動和安於現狀，希望各位同學能
主動發揮自己，對未知的領域抱持好奇心，勇於發掘潛能。

張嘉敏老師靜如處子，
動如脫兔，興趣多樣。

「以溫暖作伴 與學生同行」
黃惠嫻老師是今年新加入沙循的其中一位中文老師，
我們很高興能邀請她進行訪問。與同學相處一段時間後，
當被問到教學感受時，黃老師笑著告訴我們同學上課都積極
投入，而且在課後也會主動與她分享其學習生活。面對新老
師，同學都活潑友善，師生相處融洽，使她覺得這個校園十
分溫暖且親切。
令黃老師她成為中文老師的原因除了是因為個人興趣，更重要是因為一個人—
她的中學中文老師。那是一位和藹可親的老師。無論在課堂上或是課後，她都與學生
相處得非常愉快。她著重的不僅是學生的成績，更是學生的品格修養和身心靈成長。
黃老師以她為榜樣，希望可以像她的老師一樣，在教學的路途上陪伴學生成長。
黃老師期望能與我們一起共同承傳沙循的關愛文化，讓這關愛文化得以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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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惠嫻老師很樂意陪伴學生成長。

「堅持理想

砥礪前行」

自強不息」

「開卷有益

任教中文及中史科的梅俊
傑老師於去年加入沙循，除了
喜歡玩戲劇(drama)、看電影
之外，令人意外的是他還會吹
色士風，梅老師是因為看到一
條影片後，被色士風那充滿磁

梁中英老師喜愛

性的音色所吸引，因而愛上這

閱讀，特別鍾愛歷史

種樂器。

和有關世界奇聞的

梅老師對中文的興趣，教
梅俊傑老師希望同學能成為 學的態度和創作的熱誠都是受
一個更好的自己。

不同的中文老師啟發，在耳濡

目染下令梅老師立志成為一個好老師。雖然梅老師因為疫情

書。她認為閱讀這類
型的書籍能夠增廣見
聞，認識不同地方的

梁中英老師希望能透過閱讀豐富同學的人生。

風土民情。

與同學相處的時間不多，但他還記得有一次舉辦班內的戲劇

中學時期的梁老師數學成績並不理想，很擔憂會因此影響升

比賽，同學在課堂上互相比拼自己的道具多寡，令梅老師笑

學，幸好她遇到一位友善及盡責的班主任。這位老師不但給予她

言好像尋回自己失落了的童真，亦感受到沙循學生的凝聚力

鼓勵與支持，更努力幫她提升數學成績。梁老師深受感動，明白

和團結精神。

到老師能夠影響及幫助學生，因此她便想成為一位老師。

最後，梅老師寄語大家要勇敢追夢和

她已加入沙循這個大家庭一年多了，令她頗為驚喜的是她

堅持自己的理想，不要為自己做過的決定

沒想到沙循同學無論是假期還是上學的日子，都會在圖書館溫

後悔。「十隻手指有長短」，做不到一個

習。看到他們為學業而努力準備的樣子，令她深深明白到沙循

好學生，也要做一個好人，對自己負責

同學為何成績會這麼優異，這都是他們勤奮的成果。

任。希望各位同學能在沙循擁有愉快的校

她希望沙循同學不要只專注於學業，可以多參加一些校外

園生活！

活動，結識更多不同的人，作多方面發展，這樣才能令同學的
中學生活更多姿多彩。

「文學魅力

不分界域」
石堯丹老師是中文科的教學助理。他曾應徵多間學
校，最後能夠加入沙循，他感到十分幸運，因為自己住
在沙田，加上弟弟是沙循校友，因而對這裡有特別的親
切感。
石老師平日喜歡行山和彈結他，但更喜歡創作新
詩。他的啟蒙作家是也斯先生，在大學時期接觸他的作品時亦因而愛上了香港文學。
其中一篇他最喜歡的作品是《東西》，當中討論中方和西方的文化差異，多方面的思
考令他覺得很有趣味。石老師認為也斯先生是一位很聰明的作家，由新詩、小說到舞
評都有涉獵。因為也斯先生涉獵的範疇廣泛，所以他的心境也很廣闊。
石老師希望能在校內推廣香港文學，他認為香港文學有其獨得之處，但得到的關
注卻很少，例如文憑試中的範文多選取台灣及中國內地作家的文章，令同學較少接觸
香港作家的作品。因此他希望透過舉辦工作坊和講座，加深沙循同學對香港文學的認
識。除了提升閲讀及寫作能力，更可以加深他們對人生的認識。

石堯丹老師希望能在沙循推廣香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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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新老師專訪
「堅持不放棄

必有新氣象」
張嘉汶老師是本校的英文老師，雖然這是
她第一年加入沙循，但其實這已是她踏入教育
生涯的第十一年。她自從一七年搬進沙田後，
便很喜歡這個社區，後來對沙田產生歸屬感，希望能出一分力服務這裏的年輕
人，因此她便選擇了沙循。張老師認為沙循學生都是很有禮貌，很乖巧的。在校
內尊重老師、友愛同學；在校外，她亦見過不少同學的善行，令她留下深刻印
象。

學生對張嘉汶老師而言
一個都不能少。

閒時，張老師喜歡遠足，但自從女兒出生後，她的閒餘時間便是帶她四處遊
玩，她坦言已經兩年沒有遠足或露營了。

張老師認為每個學生都是能教的，只要他們不放棄，沒有一個學生是失敗的。她見證過不少即使
學業不好，但沒有放棄自己的學生，最終都能在自己的舞台上發光發熱，令她感到十分欣慰。張老師
希望沙循同學能夠永不放棄，因為她也絕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學生的。

「互相溝通

友情常存」

身為英文及歷史科老師，曾皓軒老師很喜歡去旅行，
增廣見聞。很可惜在疫情下，大家不能到處遊歷，他亦因
而愛上看別人記錄旅行點滴的網誌（travel vlog），讓他
能了解每個國家的人民生活狀況。
他之所以會成為老師，是因為在求學期間，他遇到很多關愛學生的老師，而
真正啟發他成為老師的是他的大學教授，令他更確定未來的方向。已經在沙循任
教一年了，令他最難忘的是上年最後一次考試前，他不慎弄傷了腿，儘管醫生極
力勸喻他要好好休息，但他還是咬緊牙關，與學生一起準備考試；在弄傷期間，
曾皓軒老師喜歡四處遊歷，增廣見聞。

學生都很愛護他，例如會拜託其他老師把功課放在他的教師桌上，令他感到十分
窩心。

曾老師希望沙循學生能彼此溝通多一點，尤其在疫情期間大家能面對面溝通的時間真的屈指可數，所以趁
現在復課，大家能再次面對面接觸，希望大家能珍惜共處的時光，建立更深厚和真摯的友情。

「累積經驗

充實自己」

今年英文科迎來新面孔—李芷茵老師。動靜皆宜的李老師除了喜
歡看電影、閱讀和聽音樂以外，即興藝術(art jamming) 也是她的喜好之
一。李老師會和好友一同去畫室進行art jamming，嘗試田園風的油畫和
以映月照為主題的水彩畫。李老師亦會在閒暇時間與朋友遠足，相信這
也是讓她遠離塵囂，紓解壓力的方法。
李老師喜愛英國語文。剛從大學畢業的她，知道教導英文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所以她希望透過擔任教學助理一職，與英文老師一起工作，累積製作
教材和教學的經驗，從中學習如何成為一位可以幫助學生學習之餘，同時亦
可以令學生喜愛英文的教育工作者。她亦希望同學能藉著英文與世界各地的
人交流，擴闊視野，活出豐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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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芷茵老師閒暇時
喜歡繪畫創作。

數學科新老師專訪
「相信自己

跨過難關」

余碧菁老師是一位數學科老師，加入沙循大家庭一年，面對全新的環境，最令余老師驚喜和深刻的，是這裏
的一切人和事都令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純樸風氣，不論是老師，同學和校工之間都相處融洽，校園每一個角落
都充滿歡笑聲。同學辦事能力高，例如收功課和處理班會事務都令余老師刮目相看。
余老師之所以立志要成為老師，動機很單純，只是因為她希望能夠幫助別人。余老師在中學
時期，數學科成績優異，眼見身邊的同學在學習數學科時需要協助，余老師便毫不猶豫地耐心教
導他們。就是這顆助人的熱心，一步一步引領她成為一位數學老師，開展了她的教學生涯。
踏進家門，同學的功課和學校的文件都會從余老師的肩膀上暫時卸下，陪伴她五歲的女兒就
是她最大的樂趣。每逢假期，她都會帶女兒到郊外遊玩，親近大自然，享受家庭樂。在與女兒相
處的過程中，余老師體會到無論對任何人，特別是小孩，保持耐性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她會耐心
地對待每個學生，希望能與學生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
「不要害怕挑戰，只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地學習，最終就能跨過難關。」這是余老
在公餘時間，余老師最愛與女兒相處。 師一直以來的座右銘，她也希望同學能夠銘記於心，在學習路上抱著堅持的態度。

「學習有時

玩樂有時」

林文琪老師成為沙循的一分子已超過一年。在她的印象中，沙循除了是一所基
督教學校，校風純樸，學生亦大多品性純良，乖巧聽話。面對嶄新的環境，以及全
新面孔的老師和同學，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沙循人學習能力高，面對着如潮水般湧
現的知識，同學都能一絲不苟地整理所有筆記，而更令她佩服的是沙循人堅毅的精
神，即使功課如何繁重，他們都會為自己的興趣或理想奮鬥和努力。
在成為正式老師之前，她在大學的課餘時間曾擔任數學科補習老師，每次成功地教導學生逐
步解決數學難題時都帶給她很大的成就感。也許是補習老師的經驗，令她明白到學生的困惑，因
此當她成為老師後，她先了解學生的困難和需要，從學生的角度出發，循循善誘，才能令學生在
學業上有進步。

林文琪老師勉勵同學努力追求夢想。

打網球是林老師由大學至今的興趣，從中她體會到興趣可以成為我們最大的推動力，即使遇到任何困難，只要靠著一股毅
力，一定能取得成就。" Work Hard，Play Hard"是林老師的座右銘，也是她想與沙循人分享的說話。希望大家能在繁忙的學習生
活下，找到自己的興趣和目標，全力以赴，為自己的生命添上色彩。

「不忘初心

新的開始 」
喜愛球類運動的劉肇源老師，平日會打籃球、排球、璧球等。在中學時，他參加了
多個球隊，如：壁球校隊，排球校隊。除了進行球類運動，他也喜歡觀看球賽這類的靜
態消閒活動。八個月前，劉老師回到母校任教數學及電腦科。其實他在中學時，並不擅
長在一大群人面前說話，所以當時沒有想過要成為老師。直至大學時，他為別人補習，
發現「講數」是自己唯一一樣能夠表達清楚的事情，因此便立志要成為老師。
被問到在沙循任教有何深刻的經歷時，劉老師表示自己曾遇到一位不愛學習的學生。那位學生在他的
開導下，專心上課，努力溫習，更訂下在數學考試中及格的目標。雖然那位同學最終並沒有成功，不過他
看見這位同學在學習態度上的轉變，仍深感到欣慰。
最後，劉老師希望同學們能夠專心上課，交齊功課。他也衷心希望同學們能夠找到自己的興趣，體驗

劉肇源老師中學時期所屬的壁
一個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球隊在學界比賽中屢獲佳績。

「竭盡全力 問心無愧」
許晴老師是我們沙循的師兄，任教數學和STEM，今天以老師的身份再次回到沙循這個大家
庭，令他有不同的感受。最令許老師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就是在開學日時唱校歌，以前作為學生時
沒有太大感受；但如今聽來，感觸良多，畢竟這裏帶給自己很多青春美麗的回憶。
許老師本來是沙循閃避球隊的教練，多年來致力推動閃避球的發展。他發現身為教練可以幫
助和了解學生的時間並不多，因而決定跳出自己的舒適圈，嘗試以老師的身份去接觸和改變更多
學生。許老師認為教學是非常有意義的，看見學生在學業上有進步會令自己很有滿足感。除了教
學外，他希望自己可以與學生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
提到許老師的興趣，他說自己的興趣也是和運動息息相關。放假期間，他會以義工的身份去為香港閃避
球總會舉行各種活動，例如學界比賽、聯賽等，幫助推廣閃避球的發展，可見許老師對於閃避球的熱愛。最
後許老師希望沙循的同學能好好珍惜時間，中學時期和同學之間的關係是最純潔真摯的；其次，他盼望各位
沙循同學無論做任何事情都要盡力，問心無愧，不要浪費自己的青春和時間。

許晴師兄盼望自己
能與學弟妹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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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科新老師專訪
「不拘平庸

力求進步」
任教通識科的鄭詠詩老師氣質優雅。事實上，她是一個愛貓之人。每逢
星期五和週末的時候，她都會去探訪商鋪的「貓店長」和餵養街道上的流浪
貓。除此之外，鄭老師亦喜歡觀賞綠色植物。在閒暇時間，她會到郊野公園
或郊外地方觀賞山水草木，讓自己保持心情愉悅，暫時把排山倒海的工作拋
諸腦後，舒緩壓力。
鄭老師加入沙循的大家庭已有一年多了，她從不介意自己的學生成績不是最出眾，但是
她期望同學能用心學習，全力以赴，不斷進步。此外，她亦鼓勵同學發掘自己的興趣和潛
能，向著目標進發，為自己帶來美好的回憶。
在任教期間，鄭老師累積了不少教學經驗。她發現每一班學生的能力不同，對學科的想

鄭詠詩老師酷愛貓，
閒暇時都會探訪街道
上的流浪貓。

法亦有異。假若她發覺自己的教學方法不適合某一班時，她便要隨機應變，改變教學方法，
務求為學生帶來一個適合和有趣的教學模式，看到學生的進步就會為她帶來最大的滿足感。

「師愛如春風 感恩到永恆」
任教地理科的楊曉瑤老師，小學時期是一個害羞內向的小女孩，
對自己沒有自信。她跟我們分享她幼時的經歷如何奠定了她想成為教
師的夢想。記得唸初中時，同學的寫作能力欠佳，於是老師就用誰能
寫一篇好作文，就請吃叉燒飯的方法鼓勵學生。每個孩子身上都有自
己的特點和亮點，如果在幼時能被好好發掘、培養，終有一日必能綻
放出屬於自己的光芒。是幼時老師的激勵、陪伴和指導，讓楊老師慢
慢變得自信。老師們從未放棄過任何一個孩子，楊老師表示從那時就
深深感受到老師的重要性，所以她毅然決定長大後也要做一盞孩子們成長路上的指路

楊曉瑤老師希望能成為同學路上一盞指路燈。

燈，以愛為根本，以教育為己任，通過生命影響生命。
楊老師的眼神洋溢著幸福，感嘆著說，作為沙循的舊生，在六年的中學生涯中，深受母校關愛文化的薰陶，才成
就了今日的自己。她一直銘記於心，想著有一日必定要報答這份恩情。所以她回到母校任教，期望將沙循的精神傳承下
去，讓沙循的學生感受到這間學校的愛。不但如此，更因為這裡充滿了許多她學生時期的珍貴回憶，令她懷念不已。

「相信自己

追尋夢想」
任教生物科的黃瓊慧老師是在沙田長大的，入職僅一個月的她已
感受到沙循學生十分乖巧活潑。作為F.1E班的班主任，最令黃老師滿
意的，除了他們活潑可愛外，他們都很有責任感，主動承擔不同的職
位。更令黃老師驚喜的，是在開學日已有六、七位同學自告奮勇，希
望競選班會主席，而且全都認真地籌備政綱。
對於跟自己一樣剛剛加入沙循大家庭的中一同學，面對新的環
境和學習模式，黃老師希望和他們分享自己的信念：「Believe you can and you are halfway
there。」同學總有着不同的目標和夢想，但當面對這些理想時，難免會認為遙不可及。黃老師

黃瓊慧老師熱愛大自然，
遊遍香港不同的島嶼。

盼望同學能相信自己，因為懂得肯定自己，就是向追隨夢想踏出一大步。

在課餘時間，黃老師會把握機會發展自己的興趣。身為生物科老師，黃老師喜歡探索大自然的奧秘，讚嘆大自
然的美麗。因此她經常在週末透過獨木舟、直立板等水上活動，遊覽香港不同的島嶼，更會以浮潛的方式，盡情欣
賞珊瑚及其他多不勝數的海洋生物。
6

「培養興趣

發揮潛能」
陳曉瑩老師是本校的體育科老師，同時是F.1C班的副班主任和訓導
組老師。她對沙循同學的第一個印象是純品、乖巧和受教；亦感受到沙
循老師對她的關愛和包容，直言很喜歡這裏的文化。她希望透過體育課
推廣不同的體育活動，讓同學在中學生涯裏尋找到自己喜歡的運動項
目，再慢慢發展自己的興趣。另外，她在去年已經想成立手球隊，但由
於疫情下有很多限制，所以今年才正式籌備，希望透過手球隊讓同學能
發揮他們在運動方面的潛能，發光發亮。
大家也許不知道，原來陳老師極度喜愛貓。她笑說自己是「貓奴」，她收養的第一隻貓是在
舊校遷校時看見的，自始她展開了「貓奴」的生涯，不經不覺，她養貓已有九年，最高峰時曾經

陳曉瑩老師勉勵同學
盡情發揮個人的潛能。

收養過六隻貓。她認為養貓較為容易，亦覺得自己在養貓後多留在家中與牠們一起玩，生活十分
充實。

最後她希望同學能享受在學校的時光，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舞台。同學不一定需要在學業上非常卓越，但希望同學能找
到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不要小看自己，因為每個人也有獨特的才能，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忘卻艱辛

樂在其中」
劉炬廷老師是我們的化學科老師，當問到他的教育理念時，他
說：「老師就是要以生命影響生命。」劉老師表示不敢妄言自己的
生命能如何激勵人心，只希望可以讓學生在校園裡愉快地學習，這
就是他對同學的期望。
劉老師本來從事癌症藥物的研究工作，但由於自己從小的志願是要當老師，因此他決定重返校園
從事教育工作。他笑言自己和沙循結下不解的緣分。因為他不但是沙循中學的舊生，也是沙循小學的
舊生。自懂事以來，他和循道衞理會有著密不可分的連繫，並建立了深厚感情。在中小學時期，劉老
師一直受沙循老師的悉心教導和呵護，令他不但在做人處事上獲益良多，同時也備受激勵，讓他不禁

劉老師希望以沙循老師
作榜樣關愛同學，令他
們健康成長。

萌生了想當老師的念頭，以沙循的老師作榜樣。
從前作為學生，常常聽到沙循的教育理念很重視學生的生命教育和全人發展，以為那只不過是紙

上談兵。但當自己以老師的身分重返校園，真切地以這個身分去體會時，驀然發現，原來老師們在對學生的教導下了不少苦功。
他們的付出，默默地培育學生成長，回想起當時的自己，原來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因此劉老師表示希望沙循這種關愛的精神能
一直傳承下去。

「研究歷史

放眼未來」
今年在沙循擔任通識科教學助理的龐浩賢老師本身是
修讀歷史的，他十分喜歡從事有關香港教育的研究工作。
平日十分喜歡看書、在網上搜尋資料，他希望透過廣泛學
習以充實自己。剛剛來到沙循時，龐老師最深刻的是沙循
的氣氛十分和諧，在沙循工作亦感受到被關愛，令人感覺
很舒服自在。
龐老師希望自己可以在教學上能做到以學生為本，關心學生，多從學生的角度出
發，思考如何幫助學生學習得更有效。龐老師明白同學可能對現時的教育環境或許感
到有點無奈及不習慣，但他希望同學能先做好自己的本份，專注於公開試，努力取得
好成績，入讀心儀的學科，做自己想做的事。

龐老師希望以學生為本，關心和教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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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沙循生活巡禮 ª
張校長 ( 右 ) 接受香港電台訪問，
分享個人的教育理念。

本年度學生會成員承諾會與同學同行，
傾力服務同學。

家長教師會努力促進家校合作，
共同營造正面和諧的氣氛。

沙循的關愛精神。
全體老師組成了一個心形，充份體現

沙循舉行中秋環保回收比賽，宣揚環保理念。

好準備。

資優班同學人才濟濟，為新的一年做

深水埗明哥透過自身的經歷，鼓勵同學踴
躍參與義工服務。

氣。

中一兄姊弟妹們團結一致為自己班打

中一同學在視讀比賽中竭盡所能，表現出色。

沙循舊生（右三）回到母校分享，向高班
同學傳遞沙循堅毅感恩的精神。

校監、校牧、正副校長為中一同學送

上祝福。

基督女少年軍穿上整齊制服，參與學校服務。

沙循生活編委顧問老師 :
王麗君老師、黃惠嫻老師、羅淑芳老師
沙循生活編委成員 :
左後 劉 懿、陶德格、劉昕彤、余東浩、夏穎進、周義鵬
左前 廖曉樺、符綺晴、蔡曉櫻、高 媛、何卓藍、何懿澄、蔡文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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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有需要的人。

同學踴躍參與捐血活動，盡一己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