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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情誼

有天陳曼卿老師坐巴士回校，快要到車
站 時 她 情 急 下 大叫 ： 「 落 堂 呀 ！ 」
(instead of 落車)。有天鍾錦新老師(校友)
在學校附近候車很久，突見 3B 巴士出
現，喜極忘形地高叫：「三乙來了！」
按：這兩位老師真的是「學校常在我心中！」
+++++

林遂心老師(校友)數年前和我閒談時笑問：
「你知道我的雅號(豬咀林)的來源嗎？我在教
小學生"sh"發音時示範所引起的」。
按：可見林老師教學認真，為人豁達、大
方和風趣，她不怪學生，至今還自動樂樂
道來，亦揭了多年來的謎底。
+++++

蕭校長有天氣沖沖的去教員室找陳良烈老
師提出些有關學生行為事。那好好先生恭
敬的答道：「我知，我知(他意思是"是，
是")。蕭校長誤會說：「怎麼會你知而我
不知？陳先生，你舂我一錘！」陳老師大
驚失色說：「不敢，不敢。」
按：原來是蕭校長的"Give me a blow"的
中文譯本！
+++++

有天蕭校長經過教員室時突然走到鮑瑞馨
老師前問：「鮑先生，你是否喉痛？」原
來鮑老師習慣每天向人叫「早晨」。那天
可能看不見校長，沒有招呼而引起誤會。
按：可見校長對人的關懷，鮑老師的有
禮，值得我們學習。
+++++

有天有位師範實習老師進教員室說：「我
找湯先生」。我們說沒有這個人，她張望
後遙指Mrs. Tsang(教DS和翻譯)說：「那
位便是」引得我們大笑，原來Mrs. Tsang
最愛說「 e你你」，故我們叫她
「亞 e」。故大擺烏龍。
+++++

年資深的校友還記得在一個慶祝聖誕會上
由Staff表演的短短英文粵劇「肥將軍VS
瘦將軍嗎？」肥將軍關若蘭帶領一隊肥
兵，由Miss Jenkins擔著粗大旗，而瘦將
軍李清詞則帶領一隊瘦兵，由 M i s s
Silcocks擔著長幼的旗，兩軍對壘時鍾錦
新作鼓手，演出有規有矩，但因「肥」，
「瘦」懸殊，加上沒有音樂伴奏的自撰英
文直譯粵曲曲詞很有趣，引至台下笑聲如
雷。演員也自笑彎腰，而鼓手亦笑過不
停，一不小心便滾到台下去，她立即爬上
來，停了一兩分鐘才能繼續。這個英文趣
劇演出十分成功，恐怕在英華歷史上是
「空前絕後」吧！？

1941、2005、鄭蘊檀、何淑真，中
三宗教科—看似毫不相關，卻又體
證了「英華女校薪火相傳的精神」。
鄭、何兩位資深校友在1941年中五
畢業，在六十多年後，機緣巧合，通
過校友會的安排，接受四位英華中三
學生的訪問，為宗教科的「專題報
告」。小師妹吳惠麒、何熹彤、梁梓
忻及謝寶兒戰戰競競赴會，結果深深
感受師姐們對母校的懷念。

任副院長。她亦由1951年開始在花
園道聖約翰教堂任司琴及指揮詩歌
班，極受推崇。二○○五年四月十五
日，聖約翰教堂為以蘊檀命名的慈善
教育基金舉行籌款音樂會，英華校友
會歌詠團亦參加演出，場面感人，成
績美滿。

何淑真當晚亦有出席，她和蘊檀在小
三一同考進英華，是鄰座，至愛數
鄭蘊檀離開英華後往英國修讀宗教 學，為執業會計師。她倆畢業逾半
教育及教堂音樂，回港後於葛量洪 世 紀 還 能 定 期 每 週 聚 首 一 次 ，
教育學院教授音樂，1978年退休時 「友誼堅韌」令師妹們羡慕不已。

WANTED. YEAR COORDINATORS
Year Coordinators are invaluable to the Alumnae Association. Thanks to
their tireless efforts, the 105th Anniversary Dinner in March was a sold out
event. They are the ambassador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we are in dire
need of new blood. It does not take much time as the work is shared by a
team. If you are interested, please contact Florence Liu at 6122 0044, or
fliu0044@yahoo.com.hk.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Thirty-one Form 1 to
6 students had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add great colours
to their lives in their
summer vacation this
year – to be away
from the sizzling heat
in Hong Kong and fly
down to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the
YWG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They joined a two-week study
tour to Australia organized by EF Education, an organization for
English Learning.
The YWGS girls stayed in Sydney from 18th to 31st July 2005, and
lived with local families. This arrangement has provided 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practise their English on one hand and to
widen their exposure to a foreign culture on the other. In the first
week, they took English lessons in the morning with the local
students, and paid visits to the famous tourist spots such as the
Featherdale Wildlife Park and the Aborigines culture exhibition hall
in the afternoon. In the weekends, they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