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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校訓：「你們是世上的光。」(太 5：14)光有照明的作用，在黑夜裏，光顯得特別珍貴。如果你

經歷過停電，就知道備有蠟燭的重要。有了蠟燭，儘管是一丁點光線就能引導我們前行，不致跌倒。我們

的校訓要同學成為光，除了為自己照明外，也是要為他人引路。怎樣才能成為光呢？關鍵是「教養」。聖經

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 22：6)孩子們像一張白紙，我們成功地教

了甚麼，這「白紙」上就會顯現甚麼。 

 

    香港大學一項「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的研究指出，12至 19歲的年輕人，有近四成是在家人或親友

的引導下開始第一次賭博的。印證了孩子們的不良習慣如撒謊、懶惰、貪婪、鬥嘴等等，不僅不是一朝一

夕形成的，而且不少是在家庭裏「養成」的。我們的孩子正處於價值觀、道德觀混淆、混亂的世代，在這

互聯網訊息氾濫的年代，他們的價值觀、道德觀很容易被扭曲，對一生影響深遠。當大眾傳媒裏把「Gambling」

當作「Gaming」、 「賭博」被美化成「怡情」的時候，教育就是引導我們的下一代還原事實真相和建立正

確價值的最重要手段了。 

 

    言教、身教同樣重要。成年人有責任示範該怎樣生活，示範是「教」的一種模式，聖經說的教養是一

種對生命的培育，重點在生命，而不是純知識的教。知識裏必須包含生命的教育。一個吸煙的父親，如何

教孩子不要吸煙呢？一個愛發脾氣的母親，如何叫孩子不要亂發脾氣呢？愛看電視的父母，如何叫孩子不

要追看電視節目？若父母對信仰不冷不熱，如何叫孩子對信仰火熱呢？ 

 

   聖經說：「使他走當行的道」，有譯本譯作："train up a youth in the direction of his duty"，

就是訓練孩子盡責。學校該引導同學、培育同學負責任，這是生命教育的根基。作為學生，有責任努力「讀

好書」，盡力做好本份，盡子女的責任，不讓父母掛心，孝敬、報答父母。作為老師，有責任「教好書」，

管教好學生。管教是一種能力，是上帝所賜予的。有不足時，我們就向上帝求，因為我們必須靠着上帝的

力量，才能完成聖經所說的，引導同學一生走正確的路，就是到老都不會偏離。這就是西英的教育理念了。 

 

 

西英的教育 

聖經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 22：6)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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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周年校慶 

11 月 11 日為本校迎來創校三十六周年校慶。校監李日誠牧

師及校長陪同邱慶平校董伉儷、葉樹根校董及林張玉嬌女士

主持剪綵儀式後，校慶步行籌款隨即展開，其後舉辦了「邱

慶平伉儷平台花園」、「數理教研室」及「輔導閣」三項校園

設施的捐贈及揭幕儀式。這些新的設施及各項擺設為師生帶

來新氣象，為校園添了幾分書卷味。 

 

到校展覽及講座 

10 月 7-8 日本校與政府規劃署在禮堂舉辦了城市規劃展覽，展示出多個展板，

讓同學從中學習城市規劃的原則和如何珍惜資源，建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在 10 月 8 日的周會，更邀請了政府規劃署的規劃師劉偉雄先生和梁佩珠女士

前來與同學分享城市規劃的理念。劉偉雄先生同時分享

自己的經驗，鼓勵同學努力學習，為社會作出貢獻。 

 

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教授專題講座 

10 月 9 日的「國事、港事，你我關心」專題講座，本校邀請了全國人大

代表劉佩瓊太平紳士與同學分享中國和香港的近代經濟發展。劉教授除

了著作多本與經濟有關的暢銷書籍外，更熱衷於青少年人的工作，認為

認識國家是掌握未來世界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劉教授的

分享發人深省，在場老師與同學也踴躍發問。最後，她亦

勉勵同學需努力學習和把握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機會，展

現自己的才能和回饋社會。 

 

教育局邀請我校分享 

「全方位學習課程」 

本校洪靜安主任獲教育局邀請擔任「全方位學習課程」嘉賓講者，與出席者分

享本校經驗，如何讓同學經歷卓越成就。本校一直致力培訓同學學習課本的知

識外，同時也十分重視他們的課外學習。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同學得到全方

位的學習，配合社會多元化的需要，建立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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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邀請我校分享經驗 

本校獲邀出席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分享會，校長陪同袁達

榮及洪靜安兩位主任擔任演講嘉賓，分享與姊妹學校交流後

的心得和經驗。內容主要圍繞如何把參觀深圳「美中學校」

時的啟發，用作改善本校的軟硬件配套和提升同學的學習動

機。分享得到肯定，亦成為本校老師的鼓舞。 

 

國際文化校園 

 

在 11 月 4-7 日，美國路德會差派了 4 名「The Lutheran Church 

Of Webster Gardens」的義工前來本校，除了與同學一同上課

外，更一同享用午膳。本校希望透過參與「國際文化校園」

計劃，讓同學能在日常上課的日子，有更多機會使用英語與

外國人士進行交流，了解外國文化，也能在交談中提升英語

語文水平及建立自信心。 

 

 

 

泰國學習遊 

旅遊與款待科同學在 11 月 21-24 日到泰國曼谷及芭堤雅進行 4 日 3 夜的交

流之旅，體驗當地的社會文化。是次交流讓同學參觀了當地不少歷史古蹟，

擴闊視野。同學表示獲益良多，親身的體驗比只是閱讀課本有另一番的滋

味，特別與當地人溝通時，體會到學習英語的重要性。 

 

中一中二黃埔軍訓營 

本年度安排了中一與中二兩級同學參與 3 日 2 夜的黃埔軍訓營，希望透過軍訓讓

同學經歷不一樣的生活，體驗軍人在訓練期間的紀律精神。是次活動，同學透過

步操、體能訓練、軍旅生活和歷奇活動等等，學會如何

有規律的管理自己。在三天裡，同學付出了汗水，甚至

是淚水，卻領悟到紀律和團隊精神的重要。回港後，各

班代表在周會期間與同學分享自己的感受和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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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平—同根同心之旅 

在11月20至22日，中三同學於開平進行了三日兩夜的交流，

讓同學能更認識我們的祖國。同學在開平參觀了多個著名的

景點，如聞名遐邇的碉樓、陳白沙紀念館、五邑華僑人博物

館和赤坎古鎮等等。同學在參觀後了解到當地的歷史，並且

認識更多不同地方的文化和特色。 

 

內地升學考察團 

本校袁達榮主任及曾文偉牧師隨內地升學考察團先後參觀了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西南大學、武漢大學、重慶大學、湖北

中醫藥大學和華中師範大學，了解內地大學學習環境。考察

過程除了有課程講解和參觀校舍外，更有本港留學生分享感

受和學習經歷。回港後，他們在升學講座中與中六同學分享

這次考察的心得，讓同學能了解更多升學的機會和選擇。 

 

基督少年軍—校園大追蹤 

本校在 12 月 15 日，讓基督少年軍的隊員及參與體驗基督少年軍的

中一同學回校一同參與崇拜。崇拜後，校長與同學分享，教導同學

要有得體的表現和鼓勵同學努力學習。下午同學在享用完豐富的午

膳後，便一同唱詩和進行集體遊戲，更在全校進行尋寶和校園定向

追蹤。在整天活動中，讓同學認識信仰，彼此建立，在主內學習互

助互愛。 

 

 

生物科淡水溪流考察活動 

中五修讀生物科的同學在 12 月 30-31 日，到了長洲和大嶼山進行兩日的考察

活動，了解淡水溪流的生態環境。他們走進冰冷的河水中，記錄溪流附近出

現的生物，量度溪流流速、深度、闊度等非生物因素，亦收集水樣本和生物

樣本回實驗室檢驗，以了解溪流的生態。完成考察後，同學便學習如何分析

數據、作匯報和撮寫報告。是次考察讓同學能親身了解自然環境及學習野外

考察技巧，同學更表示提升了他們對生物和科學的興趣，喚醒對環境和可持

續發展性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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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專欄—讀書樂 

大公報記者在聖誕假前，來校採訪老師和同學對本校新圖書館的感受，並把訪問內

容分別在 1 月 8、15、22、29 日刊登於報章上。同學在接受訪問時表示，本校圖書

館在翻修後給人煥然一新的感覺，環境也更適合進行閱讀。同學最愛在每天的放學

後，相約一起到新建的榻榻米平台上溫習和閱讀圖書。老師亦表示在新圖書館啟用

後，同學也較以往喜愛前來圖書館，因為藏書種類和數量也較以往豐富。現在圖書

館每天平均人次約有 130 人，較往年多了近 40 人。校長認為圖書館便像一個「試點」，

希望在圖書館建立良好的閱讀氣氛，吸引更多同學翻閱不同書籍，進而愛上閱讀。 

 

粵港姊妹學校締結儀式 

本校在 1 月 21 日，與深圳市北環中學簽約，共結為粵港姊妹學校。兩校的互相交流

和分享，讓同學能在學習上得到更好的配套。在當天，兩校的老師進行了初次的交

流，互相分享教學上的經驗和困難，北環中學更贈送了一些數理科的教材給予本校

作參考。 

 

上帝的看顧—黃燕霞校長 

2 月 10 日，本校邀請了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點蟲蟲熱線的黃燕霞校長親身前來與

同學分享自己患病的經歷，在病困和無助中如何倚靠神。黃校長的分享成為同學面

對困難時的鼓舞，因為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卻能。最後，同學更與黃校長合照，

並同意用於黃校長撰寫的新書內。 

 

 

呂祥光中學到校參觀 

2 月 13 日，袁達榮和梁劍雄兩位主任陪同呂祥光中學的同工，參觀本校的校園

環境及圖書館建設。本校兩位老師亦分享了建設的意念與如何結合圖書館推動

閱讀及本校的閱讀環境如何能建立同學的良好閱讀

習慣。是次交流不單加強了本會友校的了解，亦為日

後交流鋪路。通過交流幫助同學在主裡學習成長。 

 

中文科—情詩遊蹤‧共度元宵 

2 月 14 日，中文科在午膳期間舉行活動，校園擺設多個攤位，讓

同學認識中國節日，並輕鬆學習中文。老師為同學準備了美味的

湯圓，增加節日的氣氛。當天同學踴躍參與其中，一同探究中國

文化的真善美，活動在溫馨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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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校監新春茶敘 
2 月 14 日我校一行約 10 人到包美達社會服務中心與校監新春茶

敘。校監除了與我們分享巧克力外，更重要的是介紹了中心內各

項事工，讓我們了解路德會的社會服務工作。茶敘後，校監安排我們參觀整座大樓的

設計與服務項目。我們都驚訝路德會的社會服務原來是如此多元化，當中家教會的教

師委員更計劃安排家長參觀包美達大樓，讓家長更認識我們的辦學團體—路德會。 

 
 

基督徒教師的召命 

校長鼓勵及陪同本校 16 位基督徒教師，參加協同神學院師範部舉

辦的「基督徒教師的召命」課程。期望八小時的學習，讓老師再次回憶、思考上帝對基督徒老師的心意和

召命。通過生命的操練，將嘗過主恩滋味的經歷與同學分享，積極引領同學歸主，讓同學同樣擁有豐盛的

生命，並能透過信仰，得著力量，將來成才。 

 

中六試前自習班 

本校首次為已停課的中六文憑試同學安排回校自習時間，讓全體集中禮堂溫

習，同學互相幫助和鼓勵，有不懂解答的地方可隨時向老師查問，老師亦可

隨時為同學補課，幫助同學在文憑試中獲得更好的成績。這措施得到同學、

家長歡迎，老師亦感到這嘗試可取，有正面評價。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親臨指導中文科討論技巧 

本校十分榮幸能邀請黎耀庭先生(教育局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 中文教學支

援)，親臨本校擔任「中文科 DSE 小組討論技巧講座」的評審嘉賓。黎先生

除了與同學講解如何審題和處理考試中常見的問題外，更即場觀察同學在

台上進行小組討論時的表現，分析同學的優點和需注意改善的地方。是次

講座讓同學更了解小組討論的評分準則，更重要是建立同學的自信心，這

對同學的考試表現有重要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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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少年軍之友獎學金 

本學年學校積極推動基督少年軍的發展，通過活動，引領同學認識信仰，追求積

極人生。本校小隊長 2D 余宗恒自參與基督少年軍後學業成績表現優良，在考試中

名列前茅。本年度更獲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頒發獎學金，鼓勵同學繼續努力及通

過在基督少年軍的服務，學習奉獻精神，將來為社會和國家作出貢獻。 

 

本校機械人創作再獲獎項 
本校的設計與科技隊在「2013-WRO 國際奧林匹克機械人香港區選拔賽」中獲得驕人成績，先後在創意組

別奪得一等獎，常規組別獲得兩個二等獎。 

 
曾向鑒同學獲頒交通銀行獎學金 

5C 曾向鑒同學學行優異，屢獲殊榮。本年度再獲交通銀行頒發品學良好獎狀及獎學金 2000 元。 

 

2013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獎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獎由香港文匯報與九龍總商會聯合舉辦，同學透過網站、郵寄、傳真等方式選

出他們認為最具影響力和最關心的「政府施政十件大事」。本校同學在這活動中獲得豐富獎項，分別是： 

2D 陳日曦 二等獎 (平板電腦)   

1A 黃漢杰、1C 姚嘉敏 三等獎 (手提電話) 

 

視藝科再獲「星星河」全國美術獎 
本校同學在第 13 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中表現優異，再次獲得多個獎項，成績如下： 

12 人獲「美術壹等」獎、17 人獲「美術二等」獎、35 人獲「美術三等」獎、22 人獲「美術優秀」獎， 

此外全校獲得「集體壹等」獎，而視覺藝術科招鳳萍主任更獲得「壹等輔導」獎。 

 

本校同學奪泳賽獎項 
元朗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得獎同學： 

2C 周卓賢(50 米蛙式季軍)、3C 許文婷(50 米蛙式季軍) 

 

多位本校校友在大學獲優異成績 

本校四位畢業生陳懿文、鄭展恆、鄧樂然、王詩凱，在浸會大學成績優異，並登上 12-13 年度學院成績優

異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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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劉達偉 
我已加入家教會委員三年了，在這期間知道了更多校內資訊，給予我與兒女有多

一些話題。本人上班，要出外工幹，雖然時間分配很緊密，但希望可以多陪家人，

也多支持家教會，從而可以令家校更加緊密合作，使子女的校園生活更加充實和

愉快。 

 

副主席—譚錦儀 

我是譚錦儀 Jenny，從事公共關係及傳訊工作，視學習為其中一個終身的目標。以往在與

工作相關的範疇不斷學習，自兒子出生後，親子及培育變成了我追求的另一重要學問。

現在對下一代的培育，需要家校合作，所以自孩子讀小學開始，我已參與家教會的工作。

今年是我第一次參與西英家教會的工作，兒子在西英學習之餘，自己也一起學習，與時

並進，從中得到不少的樂趣。 

 

司庫—陳惠端 

本人現任職家教會司庫一職，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能為家教會出一分綿力。我的興趣廣泛、

喜歡讀書看書、聽歌、行山、游泳、踏單車、瑜珈、入廚等等。我個人的格言是「人生最

光榮的時刻不是在你取得成功的時候，而是當你感到沮喪和失望，面對困境時對自己和人

生升起一種挑戰，並且努力去做到最好，向自己保證將來會取得更加大的成就。」這一格

言在我苦難時陪我渡過，願與各位分享、互勉。 

 

文書—吳燕妮 
因為機緣今年參加了家教會。中學生活，令兒子轉變很大，每當我看見孩子愉快地上學，

帶着笑臉回家，獨立處理功課和測驗，這給了我一個肯定，孩子在學習環境中健康成長，

同時也找到了努力的目標和方向。本年家教會的工作，令我體驗到孩子正在一所充滿愛

心、關懷和鼓勵的學校裡學習成長，希望藉此機會表達心聲，感謝校長，所有老師和教

職員對孩子的照顧，感謝你們的努力，成就了一所用心關愛孩子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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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黃美芬 

大家好，我叫黃美芬，小女就讀本校中四級，加入教師會是第三年。我的嗜好跟一般主婦

沒兩樣，追韓劇、上網購買平靚正的東西，最喜歡是和女兒一起搵美味食物，從中也可增

進母女感情。興趣是做義工，可以學習新的事物，增進人與人的溝通。 

 

公關—張偉馨 

本人平日喜愛閱讀，每日也從報章中關心時事。有感學校的事務也為本人所關心的一環，

希望能透過委員一職，藉此能盡綿力，貢獻學校。 

 

康樂—陳詠芳 

本人從事幼兒教育工作已 18 多年，已取得幼兒高級文憑証書，現正修讀幼兒學士課程。

本年度，有幸獲選為西門英才中學家教會常務委員，能參與不同項目的籌劃和執行工作，

當中獲益良多，期望未來一年，與校方共同配合，能夠繼續服務家教會，為學校、學生、

家長盡一分力，將家教會工作做得更好。 

 

總務—蕭美玲 

本人現有兩名子女就讀本校，在過去兩年曾擔任家長教師會總務一職，今年有幸仍可繼

續為家教會服務，希望未來兩年可配合學校新的運作，得到更多家長支持，使學生得到

更多、更好。 

 

 

參觀啟聾學校 

在 12 月 20 日，校長陪同中四和中五約五十位同學及兩位家教會家長委員，前往探訪

校的同學，為他們身心靈帶來溫暖。同學在交流過程

熱愛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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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佈道及報佳音活動 

本校在平安夜當天舉行了聖誕福音佈道會，聚會期間除了與家長和同學一同唱聖

誕歌認識節日的主角和真諦外，更有證道聖經神學院的 12 名神學生分享自己的經

歷和得救見證。佈道會後，校方安排了豐富的食物，讓家長、同學和老師在聚餐

中互相了解。晚上更一同在學校門口唱詩報佳音，

得到街坊的掌聲和讚賞。 

 

 

家長—糯米糍打打氣 

1月 9日家長教師會代表與老師一同製作精美的糯米糍，

並在放學後親身前往中六各班派發，為留校自習準備應

考公開試的同學打氣。同學在收到家長這份心意後，感

到窩心和鼓舞。這次的行動除了為同學打氣外，更讓同

學知道家長和老師是關心他們的學習。 

 

校長與家長茶聚 

1 月 11 日校長與家長茶聚，在輕鬆氣氛下談論學校政策，說明學校與家長

的協作是非常重要。繼而校長與家長分享同學在考試期間，家長在家中擔

任的角色。另外，家長大為讚賞學校的設施

改變和鼓勵同學的積極學習措施，也從子女

身上看到明顯的進步。相信在未來，學校會

為同學建立更良好的學習環境和充足的配套，讓同學的學習事半功倍。 

 

 

逃出八仙嶺大火的張潤衡先生 

 1 月 14 日的初中周會，本校邀請了 1996 年八仙嶺山火倖存者張潤

衡先生前來與同學分享自己在信仰的領受和如何在逆境中信靠神，

最後鼓勵同學要勇敢面對困難和挑戰，並贈予同學在逆境中「主內」

得「平安」。在答問時間，同學與家長踴躍發問，之後張先生更抽空

留下與家長、老師交談，分享如何幫助同學建立良好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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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靄霖小姐到校主持親子講座 

2 月 22 日本校舉行了與別不同的家長日。首先一眾師生及家長移師禮堂，聆聽

香港電台親子節目「訴心事家庭」主持鄧靄霖小姐分享親子之道。從大氣電波中

不少家長老師對鄧小姐已有所認識，今次鄧小姐的蒞臨，以輕鬆風趣，抑揚的語

調闡釋了為父母親的該與不該、成功與不成功⋯⋯使家長們能多從𣎴同的角度去

思考「親子之道」。鄧小姐兩個小時的演講十分精彩，幾百位家長們毫不覺冗長。

鄧小姐教子之道：「不打、不鬧、不恐嚇、不黑面」成為與會家長的學效方向。

家長都滿載而歸，講座後家長與講者拍照留念，講座於充實中圓滿結束。 
 

家長向校長表達的心意 

本校校長簡加言博士除擔任校長一職外，亦在多個教育機構擔當不同職務，致力作育英才，得到學生、家

長及公眾人士肯定與認同。簡校長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 2013 年度「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表揚校長致力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貢獻良多，頒發獎狀以示嘉勉。家教會亦為校長準備禮物，表示對校長的肯定。 

 

 

 

 

 

第 36 屆運動會 

3 月 24-25 日為本校一年一度的運動會。校長在開幕禮演講時，提醒參賽同學要有體育精神。體育精神體現

在遵守賽事規則和向着目標努力前進不放棄。 

 

 

 

 

運動員在校長主持鳴槍儀式後便開展賽事，同學在比賽中努力挑戰前人所創下的記錄。 

 

 

 

 

 

在第二天的師生接力賽中，老師和同學在熱烈的打氣聲中合作爭奪最好成績，縱然落敗的隊伍也互相道賀，

樂也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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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我們邀請了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梁秀雯女士主禮，同時亦很高興得到路德會教育委員會統籌主

任丘芳濠女士及家長教師會副主席譚錦儀女士在百忙中到來擔任頒獎嘉賓，這給予全校師生很大的支持！ 

 

 

 

 

 

在閉幕禮，運動員代表及本校制服隊伍：升旗隊、基督少年軍和紅十字會也表現出色，在全校師生和家長

面前昂首挺胸地步操和站崗，並得到同學掌聲的肯定。當然，最引起全場矚目是愛社再度奪得全場總冠軍，

並舉起那「五連霸」的自製紙牌，展示了連續五年取得冠軍的驕傲。 

 

 

 

 

校長在閉幕禮發言時，勉勵同學要常常鍛煉，因為有強健的體魄，才能在八小時的學習以外繼續拼搏，將

潛能發揮。最後校長邀請同學以掌聲感謝各位嘉賓的蒞臨及全校教職員為打點陸運會付出的心力。第 36

屆陸運會就在這歡呼聲、掌聲等歡愉的氣氛下圓滿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