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次與老同學兼前校長李石玉如
( ' 7 2 ) 的 通 訊 中 ， 得 知 母 校 重 建 計
劃督導委員會建築小組主席鍾炫珊
(Uson)('70)將於六月底來溫哥華探
親，心感雀躍，便馬上與她聯絡，試
看她能否抽空與溫哥華的校友們分享
母校重建校舍的始末。

很感謝Uson在溫哥華逗留短短三天
中，也非常樂意與我們共聚分享。我
們與她雖是首次會面，但並無任何隔
膜，且一見如故，因為我們都是「英
華一家人」。

Uson 很風趣健談，她透過簡報表詳
盡介紹及解釋新校舍。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個角落的設計，不單是注重實
用，也兼顧美感和與周邊的和諧。我
們得知箇中種種困難與挑戰，感到神
賜予母校的恩典與帶領，使用不同的
人，在各崗位上發揮最有效、最高

Vancouver

的潛力；處處都見精心巧妙的安排。
設計中看到當下的實用好處，又能預
留供未來發展需要的空間，真是嘆為
觀止。從整個過程中看到各方的群策
群力，師生間之鞠躬盡瘁，實在難能 
可貴。

在整個聚會中，出席的校友們得以重
溫當年在校的點滴，心中都泛起對母
校的思念。我們希望能在明年三月學
校的120週年校慶與新校舍的正式開
幕禮舉行時，回校一起共慶主恩。

惟願我英華，勿徒崇外貌！

惟願我英華，承先繼後，作育更多 
英才，服務人羣！

願英華兒女，發揮基督的香氣，輝耀
於山丘！

楊淩偉思 ('72)

▲ 分享環節中

▲ 謝謝你 Uson

▲ 大合照

On July 6, 2019, a sunny Saturday, a 
group of over 35 Ying Wa girls and 
guests gathered together in Gibson 
C e n t r e  i n  M a r k h a m  t o  a t t e n d  a 
presentation given by Uson Chung 
('70).  Uson is the Chairperson of the 
Building Subcommittee of the School 
Redevelopment Steering Committee.

We are so honoured to have Uson 
spending two hours with us during 
her visit to Toronto from Hong Kong.  
She did an amazing present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chool 
campus and its buildings throughout 
our history with a lot of interesting 
facts, which brought back many fond 
memories.  Uson's 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of all the design concepts 
and challenge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esentation on  
the New Campus 
by Uson Chung

process of the new campus was an eye 
opener for all of us.

We are so grateful for the chance to 
meet Uson and attend her sharing.  
Some of us may not have a chance to 
visit the new campus, but through the 
presentation, we can feel the pride 
and joy of being part of the whole 
redevelopment project. 

Co n g r at u l at i o n s  o n  t h e  m ov i n g 
back to the new campus, which is 
outstandingly beautiful and looks 
like a piece of art work.  At the same 
time, it ef f iciently provides better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to come.

Yolanda Shin ('77)

Toronto

▲ From left to right:
Emily Mo ('95), Yolanda Shin ('77), Lydia Ling('61), 
Miss Yau Ping Wai ('59) and Uson Chung ('70)

▲ Group photo

▲ Presentation of Thank-you gift to U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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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伴同遊弓湖 (Bow Lake)

        凌偉思（ 溫哥華 ）

2019 年 9 月收到旅居澳洲悉尼的同窗關慕芳和王家寳的信
息，知道她們會在月底來加拿大旅遊，其中一站是溫哥華。
我們約好了於 9 月 25 日見面，很期待。闊別多年，終於可
以見面了。

在她們來的前幾天，收到石玉如的信息，她會在往返卡加利
的路途上，在溫哥華轉機，也許可以見面。但她要 26 日才
到，所以會與慕芳和家寳緣慳一面，真可惜。 

9 月 25 日與慕芳和家寳午後到已故英華老師陳詠璇（ 賴太 ）
下葬的墓園，陳老師曾於七十至九十年代任教初中地理及中
文科。雖然我們有地址，但墓園的面積很大，要找也很不
容易。幸好有熱心校友霍瑞芬（ '75 ）慷慨引領，我們一行 4
人，在陳老師的墓前，想起了不少英華生活的回憶，其中最
令我們津津樂道的就是當年陳老師和周美莉老師在聖誕聯歡
會中扮演「 筷子姐妹花 」的片段，在墓前憶苦思甜，也叫人
驚覺時光飛逝。

當晚與慕芳和家寳一起吃飯，也有另外一位同學蔡淑瑛。當
天早上知道玉如改了機票，雖然在晚上到，但應該仍是趕不
及來吃飯吧！ 

結果 … 由玉如來接力吧！

       石玉如 （ 香港 ）

八月中旬從「 英國尋根之旅 」回港後，本來沒有打算再遠
行。但卻有從加拿大卡加利來的呼喚，真的有點躊躇。除了
是剛剛遠行才歸，也考慮到就算動身，也未必能妥善處理在
那裏要做的事情。兩難之間，懇切禱告，中間得著啓悟。決
定聼神的話，憑信心於九月下旬踏上信心之旅。整個過程，
其中不單看到神奇妙的帶領，上了美好的屬靈一課，還有很
多意外收穫。

因爲機票的限制，在來回路上要在溫哥華各停留一天，幸好
好友凌偉思慷慨收容，又因爲飛機比原定時間早了個多小時
降落，能和慕芳和家寳見面，加上偉思和淑瑛，好熱鬧。後
來知道慕芳和家寳也會到卡加利，所以也在那裏和陳愛香和
徐少霞聚面，我們 5 位老同學，連同家人，在初雪的晚上共
晉晚餐暢談，更一同唱起校歌、校詩和以前在早會常唱的詩
歌。那份在寒冬中的溫暖與情誼，畢生難忘。回程的一天，
在溫哥華與校友會幾位幹事吃晚飯，她們的熱情，叫我感
動。 

這次的旅程，有很多新的經驗，例如人生中第一次遇上大
雪、掃雪、夜間在雪地開車、採摘蘋果等等，原來只要憑信
心聼神的話，祂奇妙的引領，超過我們所想所求。

'72書友仔（由左至右）：徐少霞、石玉如、關慕芳、陳愛香、王家寳

自拍照 (由左至右)：蔡淑瑛、王家寳、關慕芳、石玉如、凌偉思

VANCOUVER 多年同窗，越洋奇遇
凌偉思、石玉如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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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iss Evelyn 
Jenkins

後記
1.  我們澳、加、港闊別四十多年的老同學能相聚，實在是  
 超乎想像，亦難能可貴。
2.  陳詠璇（ 賴太 ）老師在離開英華後，便旅居加拿大，
 2002 年離世。如有校友路過溫哥華而有心到她的墓園，
 可與溫哥華校友會負責人凌偉思聯絡    
 (audreywsyeu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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