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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為了塑造生命

Alumnae

香港教育學院在 2005 年 11 月的畢業典禮上頒授了榮譽博士銜予
三位對香港教育作出莫大貢獻的人士，其中一位就是英華女校的
校友及現任校董張黃韻瑤女士。

Homecoming Day
on 19 Nov 2005

Angela在本校的小學及中學肆業，後就讀於香港大學。Angela 曾任教聖士提
反女子中學，為該校首位華人副校長。在 1979 至 1997 期間擔任東華三院學
務總主任，先後創立了32 所學校，包括幼稚園、小學、中學、特殊學校及職
業先修學校；並成立首支由教育心理學家組成的專業支援隊伍提供到校服務。
在 1990 年代， Angela 參與制定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四至第七號報告書。 1991
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並多年擔任教育學院校董至今。

Association News
Around 100 alumnae with family
members, guests and student helpers
attended the function.

這位看似嚴肅莊重的師姐，在談起母校，
談起理想時眉飛色舞，口若懸河。
『我喜歡一切美的事物。當老師，能建立
一段段和諧的人際關係，陶造青少年的
心靈，沒甚麼比這更美好了。
我有七兄弟姐妹，由於父母看重教育，
所以都把我們送到英華來。英華的老
師，特別是傳教士，直是人的典範， 信
仰的楷模。 M i s s S i l c o c k s 對學生的關
懷備至，在我而言，除了是一份感動
外，還是一種精神感召，誘使我及後投
身教育事業。

左起：麥珍秀、葉瑞蓮、張黃韻瑤、張翁偉儀、陳尚欣

英華的老師從不惡罵人，但眉宇間已能令
我們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我有咬手
帕的壞習慣，一次下課時， M i s s
Silcocks請我出課室，跟我說： ”If I were
you, I won’t do that at all.”
她沒給我訓話，
沒當眾譏諷，我頓時明白過來，從此再不
那樣做了。
中二某次作文，我們寫作自由題，我鬧著
玩，寫了一個愛情故事。老師沒因此大
怒，寫下了這樣的幾句評語：「20 世紀
的青年為何如此頹唐？別無病呻吟。」我
想來有理，從此沒再胡來。

Alumnae stayed behind to attend the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and the
following three resolutions were passed
without any objection:
我最記得教英國文學的Miss Fenn 邀我們
每個星期六到她的宿舍去。我們圍坐那
兒，喝她為我們預備的咖啡，聽莎士比亞
的劇作，一起唸，一起討論，真是人生一
大享受。
我最懷念英華的國文老師，他們的學問根
底很好，像陳曼卿、胡少初、陳良烈等幾
位都教我敬重不已。老師很用心批改作
文，有眉批，有總評，看見派回來的文章
滿紙「孖圈」，直教我們樂上老半天。如果
文章得到老師在課堂上大聲誦讀，更是光
彩至極。我們全班都很喜歡作文，尤以蘇
恩佩寫得最出色。 我當時是「壁報組組
長」，負責甄選同學好的作品。』
在訪問結束前，張博士特地向從事教育事
業的師弟妹吐露肺腑之言：「教師不是一
項職業，它是你的終身事業。人家將孩子
交付你，任你陶造，你的責任很大。這份
特權，這份信任，其實是老師的光榮，要
慎而重之。每個孩子都很獨特，都有美麗
動人的一面，但你得用心去發掘，切忌把
學生看成為沒個性，沒差異的群體。教師
最大的成就不在於金錢或地位上的酬報，
而是看著學生不斷成長，受著你的價值觀
薰陶、啟迪。這就是薪傳!」
葉瑞蓮 ’76

1 To resolve that the name of the
Association be changed from "Ying
Wa G i r l s ’ S c h o o l A l u m n a e
Association (英華女校校友會)" to "Ying
Wa G i r l s ’ S c h o o l A l u m n a e
Association Limited (英華女校校友會
有限公司)".
2 To approve and adopt the (draft)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M&A) of
the Association, in substitution for,
and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the existing
Constitution of the Association.
3 To approve and adopt the (draft) Deed
of Trust of the Charity Trust Fund of
the Ying Wa Girls’ School Alumnae
Association Limited.
The YWGSAA will proceed with the legal
procedure to set up the YWGSAA
Limited and the Trust Fund. The seven
Trustees are:
Rev. Lee Ching Chee 李清詞
Ms. Lam Lai Bing, Alison 林麗冰
Ms. Chan Seung Yan, Sonja 陳尚欣
Ms. Lee Man Shiu, Margaret 李聞韶
Dr. Huen Kwai Fun 禤桂芬
Ms. Lai Yuk Fai 黎育輝
Ms. Chow Siu Fung 周小鳳

◤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校長專輯

潘梁學賢校長
◤
潘梁學賢校友，一九六五年中
七畢業後，入讀港大地理系。
曾在聖士提反女子中學任教達
十年之久，之後分別擔任聖公
會曾肇添中學及聖公會林裘謀
中學的創校校長，現任聖公會
鄧肇堅中學校長。

英式會所。潘太指蕭校長有遠見、辦事有效率、凡事以學生為本，所
以她對蕭校長十分尊敬和懷念。當年每班的人數較少，只有二十多
人，師生的關係融洽，老師非常關心學生。
回顧多年的教育生涯，潘太指出蕭校長和聖士提反的白居雅校長
(Dr. Barker)，對她的影響尤為深遠。她希望學習以上兩位校長，以基
督的精神培育學生，教導他們要關心及尊重別人，發揮自我的潛能。

除擁有事業的成就外，潘太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丈夫潘鎮球亦是一位
問及她在英華有甚麼難忘的事 校長，現已退休。兒女成材，分別在香港和加拿大工作。談到她的工
情，潘太笑著說：「太久了！ 作及生活態度，她認為最重要是「做好目前的工作，享受每一個過
潘校長與廖安如同學攝於國泰城
已忘記了！倒有一兩椿軼事至今仍記憶猶新。記得中四的時候，有 程」。最後，她選了以下一段禱文與各校友及師妹共勉：
一天，我們一班同學在花園捉到一條小毛蟲，便放在一個小盒子
God grant us
內，拿到教員室找生物科老師Mrs. Lin 研究。當時Mrs. Lin 正在
與其他老師交談，她以為我們遞上一盒餅乾，便伸手到盒內一摸，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t hings we cannot change
即時嚇了一跳，但老師並沒有責罵我們。這些事情仍然歷歷在
Th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we can
目。」此外，潘太課餘喜歡參加由李清詞牧師當顧問的基督徒團
And the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契，上課前常到「舊翼」禮堂側的靈修室靈修。而她印象最深刻
Amen
的，可算是中二那年，以基督徒團契班代表身份參加團契職員會，
Rehinhold Neibuhr 嚴燕珠 ’81
到校長宿舍開會。那時的校長宿舍，就是現在學校旁邊那幢豪宅的

陳呂令意校長

鄧薇先校長
◤

◤
陳呂令意，一位深得教育界尊重的女士。
她多年來默默為教育加入很多啟發和改革
的元素，是師資培訓的先驅，又致力推展
家長教育。此外，她熱心參與公職，如擔
任「傑出學校」評審委員會委員等。
呂師姐在中文大學英文系畢業後便於伊
利沙伯中學執教，其後出任長洲官立中
學及何文田官立中學校長，更帶領後者
成為全港第一所學校榮獲美國IAIE頒發
「啟發潛能學校」大獎。 2005 年 1 月，
她獲委任為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候任校長，為該
校發展擬定方向和策略。
雖然呂師姐在「英華」僅修讀了短短一年(65-66中六)，當年學校生
活點滴仍歷歷在目，例如時常與薛華懿同學一起從般含道跑回學
校，從舊禮堂遠眺優美的維港景色、李清詞牧師及李直芳老師教學
時的神態，更認為西史老師Miss Jenkins是優雅與智慧的化身。她
很欣賞母校實而不華，默默地為社會培育不少人材。回憶中的「英
華」沒有強迫學生學習，但因提供了優良的學習環境，透過潛移默
化，成功加強了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和動力。這與她的教育理念不謀
而合。她認同教育必須有"Root" 及"Wings"，一方面要強化學生的
根基，另一方面要提高他們的上進心去追尋夢想。此外，她認為現
在很多學校的學生個別差異很大，
所以一刀切是教育的大忌，應盡
量提供不同機會給不同學生，讓
他們得以發揮各方面潛能，脫胎
換骨。
呂師姐謙稱自己並不是甚麼成功
人士，只憑著「一步一步全力以
赴」的信念做事，並勉勵我們遇
到挫折時要知道每個人也有不
足的地方，並常懷感恩心。
黃賽芳 ’81, 吳惠麒4Y

鄧薇先，一個響噹噹的名字。她是
「英華」69 年的中七畢業生，71 年
加入教育界， 83 年晉升至校長。
她多年來不斷進修，是香港中文大
學第一屆小學教育學士及第一屆教
育博士，亦擔任不少公職，包括教
育委員會委員。她精明能幹，深具
教育抱負和熱誠，勇於承擔責任，
處事積極開放，難怪她主理的小學
一直是沙田區內的名校。
鄧師姐十分享受在「英華」的13年中、小學生活，她認為師資十分
優良，所以畢業生的水平也十分高。她在「英華」領略了不少做人處
世之道和教學原則，而多位傳教士校長及老師的無私奉獻精神更深深
感動了她。她說「英華」是一所傳統但創新的學校，而Miss Silcocks
更是活動教學法的先驅者。校訓「寸陰是惜」成為她的座右銘，使她
可以完成一般人難以完成的事。她對神的信心堅定，知道人的能力有
限，而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鄧師姐把許多「英華」的優良傳統帶入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中，例如感恩節活動和早禱，透過潛移默化，幫助學生培養正確價
值觀。她也說她是被人評擊得最多的校長，例如不少人非議她在校
內興建觀光升降機和室內恆溫泳池，但她堅持只要是對學生好的，
雖千萬人吾往矣。這種精神，在現今隨波逐流、明哲保身的社會中
著實難得。
本著「沒有孩子是教不懂的，只有不懂教的老師和家長」，「生命
即教育」及"School really makes a difference"等宗旨，鄧薇先欣
然面對每日的挑戰，榮神益人，造福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學子。
黃賽芳 ’81, 呂賽梅4Y

為替老師們打氣，校友會聯同家長教師會及學生會在1月24日
致送精心製作的生果籃及心意咭給他們，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www.ywgsaa.org.hk)

我在
姚穗珍校長
◤
初訪姚穗珍校長(
‘72)，
剛踏進她那文件堆滿
桌 面 的 辦 公 室 ，她
就立刻為我 們奉上
茶水解渴， 這無微
不至的關 懷，令 我
們深深感 受到她 對
學 生 的 愛 是 多 麼的
無條件。
中學畢業後， 姚校長遠赴加拿大修讀心理學。 回港後，
她曾任教於女拔萃和擔任學生輔導主任。 最後在神的召
喚和朋友的鼓勵下，姚校長選擇了一份充滿挑戰的工
作，擔任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的校長。當校長難，當特
殊學校的校長就更加難。姚校長事事親力親為，希望為
學生爭取到最好的教育和學習環境。在職期間，姚校長
仍好學不倦，考了兩個碩士學位，希望藉此提供更優質
的教育予她的學生。姚校長覺得現時的工作給她很大的
挑戰，學生種類不同，許多更曾被欺凌或被歧視。她
說：「我的學生或許沒有其他人來得聰明，但這所學校
求的不是成績，而是建立他們的自信心，引發他們更多
方面的潛能。」而面對一些學生做錯事時，姚校長亦有
自己的一套處理方法。她會請學生做社會服務，如去老
人院服侍老人家及賣旗等，在做這些有意義活動的同
時，給他們反思的空間，真是一舉兩得！
談及與「英華」的淵源，姚校長四姊妹都就讀於英華女
校，而哥哥則就讀於英華書院，爸爸亦在英華書院執教
鞭。在求學時期影響她深遠的有李清詞牧師和蕭覺真校
長。「李牧師是我的好榜樣，她為人風趣幽默，有見
地，且十分愛學生，令我十分欣賞；而蕭校長亦十分痛
錫我們！」在緬懷過去的同時，這位師姐亦寄望小師妹
們能珍惜在學校裡的生活，踏實地做人，秉持著英華學
生純良謙厚的傳統！
通過這次訪問，我們發覺當教育工作者是一件十分偉大的
事！姚校長全憑自己的堅持和好學不倦的精神，帶領著學
校走到今時今日，她這一種態度十分值得我們學習。
4: 6-7 應當一無憂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帶著感恩的心，把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這樣，神所賜超過人能了解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思意念。
腓立比書

林藏誼4B

編輯後記

編委在去年十一月擬定以教育為本期專
題，希望藉此分享校友在作育英才這一事工的承擔與抱
負。一向以來，校友亦踴躍執筆訪問現任或離職的師
長，師生情誼洋溢，老師對我們的成長影響深遠。新年
伊始，即傳來兩位前線教師輕生的噩耗，實在令人痛
心。很多英華校友都是十分盡責的人，有些更是完美主
義者，但現今香港社會是公認工作壓力驚人之地，而教
育界的苦況亦眾所週知，我們又應如何面對呢？
或許，承認自己不是萬能；認清教育是百年大業，不能
一蹴即至；明白應先好好照顧自己才能好好照顧他人；
知道求助不是弱者行為；可給我們一些啟示。試問，沒
有快樂的老師，又何來快樂的學生?
身為校友，我們定必關心在校師生的情況。我們可否出
點力呢？
謹願各校友在服務社會之餘，抽點時間為自己減壓，做
運動、參加文娛活動或享受與親友相聚之樂，活出整全
人生。共勉之。

的日子
的日子

很土的一個題目，但很興奮能在
這裡和大家見面！我是 98 年入
學的楊啟恩， 2004 年完成中六
課程後考取華潤獎學金，被北京
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取錄，現為二
年級學生。當初做這個決定時十
分勇敢，因為前無古人，報名手
續倉促，又和期末考試重疊，踏
入北大校門那一刻心情還是很忐
忑的。離開了熟識的家園，面對
一個全新的環境、語言，來自大
江南北的同學，我的成長和進步
要比留在香港升學快得多。北大
又給我不少見識的機會，不論是
假期遊覽名山大川，接待外賓，
聆聽國家元首演講，接受傳媒訪
問，到耶魯交流…都使我獲益良
多，深受鍛鍊。一年半過去了，
離家在外的生活有悲有喜，可幸

的是我沒有後悔這個決定。英華
對我的栽培，尤其是從籌備課外
活動中學會的解難和溝通能力，
為我打了一個穩固的基礎。機會
只留給平日準備充足的人，勉勵
師妹珍惜在校的日子，好好充實
自己，預備人生的挑戰。
楊啟恩 ’03

1985 Class Reunion
On 21 Oct 2005, the Class of 1985 held their 20th Anniversary Reunion at a
gospel restaurant in HK. About 50 classmates, teachers and families joined
theparty……..
It was a wonderful night!
From time to time we may have chances to see some former classmates,
but the beauty of the reunion is to bring back many more of us to
rekindle our friendships and share our collective stories.
Our Ying Wa school days are still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lives. The
friendships we established 2 decades ago seemed as fresh and vibrant
as they were when we were at Ying Wa. Teachers become friends.
Everybody looked great. The class of 1985 has "aged well". But the
first prize belonged to Ms. May Lo (our English teacher) who looked
even younger than before! Joan Tsang was honored with a different
kind of award for her distinctive change of style from an NBA player to
an American Top Model! Everyone was happy to see each other and
find out what they have been up to in their lives. Absent friends were
fondly remembered. The slide show and accompanying recounts of
anecdotes was a lot of fun. Mrs. Ruth Lee, Dr. Huen Kwai Fun & Miss
Rosa Lai gave us an update of the development of Ying Wa and the
AlumnaeAssociation. Many things change, but there is one permanency,
we are the Class of 1985!
Gigi Chen on behalf of the 1985 Reunion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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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聖誕綜合表現當天，學生會和聯社合演的話劇叫人
難忘。窮小子「容易發」和富小姐「洪白藍」的愛情和誤
會為我們帶來很多歡樂，當中舞蹈環節和比武招親一度令
學生熱血沸騰，歡呼聲四起。接著由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有
獎遊戲延續同學高漲的心情，家長們還悉心為每班預備豐
富的禮物。
最後是老師
們的獻唱，
同學都為他
們 打 拍 節
奏，師生感
情洋溢，為
聖誕綜合表
演寫上完美
的句號。
吳惠麒 ’4Y

非常老師「歐潤森」

1971年，歐老師初進英華執教，迅速樹立鮮明的學者及誨人不倦
的形像。他的書桌比其他老師大一倍，在教員室遠遠一角，堆上
逾百本參考書，活脫脫是一座城堡。每逢小息及午膳，他在教員
室外常被同學們團團圍著請教，三十多年來教學熱誠高企，是學
生心中的良師典範。
「歐老師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老師，無論曾被他教過或沒有教過的
李細鳳 ’77
同學，都非常尊敬及愛戴他。」

參觀「國泰城」
「師友計劃」
不經不覺已
經踏入第三
個年頭，今
年籌備委員
會特別挑選
「國泰城」作
為眾師友第
一次面見的
地方。一百
二十多位師友於 1月14日浩浩蕩蕩地來到位於赤 顙云滌
泰城參觀，而籌備委員會已體貼的首先預備一張問題紙給車
上的師友作為打開話題的活動，使她們互相了解。到達後，
師友們隨即參觀，大家都對國泰航空背後所付出的大開眼
界：上至所有完善的設備、下至所有員工待人接物的態度，
我們都感受到國泰這個大家庭的溫暖。而不少同學都表示兩
位主持的熱誠令她們有衝動加入這個大家庭呢！
潘梁學賢學長：感受到國泰成為一個成功機構的背後，員工
的重要性及他們為公司、顧客服務的精神；而今次活動亦有
充足的準備工作。
廖安如同學：員工都十分親切，有問必答，他們的熱誠令我
有衝動加入這個大家庭！
何惠芬學長：聚會之餘，能體會到國泰員工熱心誠懇對待所
有人的一面。
黃曉君同學：這裡的服務人員很友善，非常感受到他們所宣
揚的「一家人」的精神。

歐老師嚴師出高徒，對學生的功課常狠批「不知所謂，答非所問」。
「在我中三的數學功課上， M r . A u 給我的評語總是離不開
"Clumsy"累贅二字，幸好我不是班裡唯一的一個。老實說，我真
的很欽佩他在數學及物理學方面的知識，更幻想移植他的腦袋到
我的頭上來，哈哈……」
鄧紫菁 ’98
對於不按步就班的學生，更加「肉緊」得：針step
死你！

x

慼K針針針

Mr. Au 也傳授另類求職祕笈：第日出 竤砟u，人 弘搳K你個性
別， D 學生就答undefined；想要 舅H工，infinity；你個名，
rejected；你住邊，meaningless。
數學、物理造藝精湛非凡的Mr. Au，是百年難遇的良師，他今年
暑假要退休。
「Mr. Au對教學全情投入，他經常不吃不睡，「 魒迭v教書。我
希望他退休後，可以吃多點及睡多些，好好享受退休後的生活。」
梁曼屏 ’83

最後，瀟灑的Mr. Au寄語大家：「人生幾何，何必學幾何；學了
幾何又如何，不學幾何奈我何。」
陳尚欣 ’71, 嚴燕珠 ’81, 周小鳳 ’82

陳蘊芳 老 師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九 月 歡
渡百歲大壽。眾多親友、英華校友
及學生歡聚加拿大多倫多與陳老師
慶祝。謹在此祝願她老人家老當益
壯，壽比南山。

賀

封美君學長：答問環節使同學了解更多面試的技巧，國泰員
工待人處事的態度對同學將來工作及做人亦有幫助；看得到
籌備委員會所付出的努力！
關穎霞同學：最大的得著就是能和學長互相了解，第一次見
面已經相熟了很多！
甄妙琴學長：很有規模的一個機構，它效發不少外國的公
司，興建一個「city」給員工，非常注重培訓員工的工作態
度，造就一個大家庭、親切的感覺。
林藏誼同學：這是第二次來到國泰參觀，看到國泰背後為顧
客所付出的努力，今後都會繼續以它為乘機首選！另外也有
衝動加入這個大家庭呢！
彭慧珊 ’03, 蔡美蓮 ’79
Editorial Board (2005-2006)
Lam Kam Yin, Trista Chan Seung Yan, Sonja Lee Shek Yuk Yu, Ruth Chow Siu Fung Huen Kwai Fun Lai Yuk Fai, Rosa Ng Wai Ki, Vicky (4Y)
Mo Mun Yu, Donna Yim Yin Chu, Florence Wong Choi Fong, Fanny Lai Chui Yiu, Patricia Lam Cheong Yee, Joey (4B) Liu Choy Mui (4Y)

張婉婷的星夢情歌
2005年是中國電影的百年誕辰，中央電視台隆重其事，製作創
新的舞台音樂劇「電影之歌」，以誌紀念。此萬眾觸目的鉅
作，由英華校友張婉婷擔當導演，2005 年 1 2 月 9 日在北京首
演。校長李石玉如偕老師、學生及校友一行九人特地前往觀賞
及向婉婷致賀。大家雀躍興奮莫名！

「第一次」
總叫人格外難忘
2005 年12 月 9 至 1 1 日，葉嘉希(中六理，學生會會長)和我有
幸得到兩位熱心師姐贊助，代表學校到北京欣賞由張婉婷師姐
執導紀念中國電影百周年的大型音樂劇「電影之歌」。
得到這般可貴的機會，第一次走到另一個城市欣賞中國原創的
音樂劇，我倆確是興奮不已！坐在北京保利劇院裡，看著臺上
華麗的佈景、奪目的戲服，陶醉在優美的舞蹈、悅耳的音樂、
動人的故事中，心裡的激動難以形容！每當想到執導此作的是
張師姐時，我們更不禁感到自豪！

「電影之歌」台前
幕後的鑽石陣
容，有張婉婷及
羅啟銳這「夢幻組
藉此機會，我倆代表英華女校向張婉婷師姐致以熱烈的祝賀！
合」任編、導；奧
我們都因你的成功而感到驕傲！
斯卡金像獎美術
此行除了欣賞音樂劇「電影之
指導葉錦添；樂
歌」外，嘉希和我更有機會遊覽
壇名宿李宗盛；
故宮、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門廣
現代舞宗師曹誠
場參與升國旗儀式，到北京崇文
淵；兩岸三地實 左起：陳尚欣、王小桃老師、張婉婷、羅啟銳、
石玉如校長和葉嘉希
門教堂參加主日崇拜。第一次拿
力派明星庾澄
慶、張信哲及房祖名等。婉婷是這千萬元鉅製的靈魂，只見她 著地圖去旅行，第一次用普通話 葉嘉希(左)和廖藹斯(右)攝於天安門廣場
笑意盈盈，溫文婉若，但統領近百名演員，穿梭於三十三場 跟計程車司機聊天，第一次坐北京的地下鐵…就在短短的三天
景、六百套服裝，游刃有餘，觀眾如醉如痴，對演出的高水平 裡，我倆經歷了許多「第一次」，嘗試了許多也學到了許多，
當然我們的普通話也進步了不少！
實在讚嘆不已。
在此，嘉希和我衷心感謝張婉婷、梁寶珠、蘇慧英、蔡志文、
婉婷說：「我希望用光和影、歌和舞、人和景，道出電影人那
霍奐枝及陳尚欣六位師姐的支持，更感激石校長和王小桃老師
種對完美追求的執著，他們風光背後的付出，瀟灑背後的脆
的帶領及路上照顧！
弱，孤絕臉龐下的赤子之心。「電影之歌」是我寫給所有電影
這次旅途上許多的「第一次」，將永遠留在我倆心裡。
人的一封情書。」
陳尚欣 ’71

廖藹斯 6S學生長團團長

elements have already been 4 The consolidation of support
from parents and alumnae to
gradually woven into the
enlist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Education Reforms since 2000
New Development in the Senior Secondary and have become very strong new mode of education.
tenets that help set a firm
Academic Structure
foundation and solid platform for Among all these, we need the
Upon the formal announcement Learning Experiences” through
support from alumnae to
the new structure.
of the government in May 2005, which learning will take place
dovetail our endeavour in the
the academic structure of the beyond classroom walls.
In face of the new challenges, new reform especially the
s e c o n d a r y and t e r t i a r y
Ying Wa will focus on the provision of Other Learning
education of Hong Kong will go Not only does the academic
following in the years to come: Experiences. These learning
through a new page in a few structure change, the nature,
experiences may take diverse
years’ time. The next batch of p u r p o s e and quality of
1 T h e d e s i g n o f a s e n i o r forms and be attained through
students who will enter education will change as well.
secondary curriculum that various channels such as work
secondary One in September With much emphasis on the
meets students’ needs and place experience, social
2006 will be the first cohort to development of generic skills
helps realize the spirit of New s e r v i c e s o p p o r t u n i t i e s ,
study through six years of such as 3C’s (communication,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interaction with mentors and
secondary and four years of critical thinking, creativity), roteexposure opportunities through
tertiary education (the 3+3+4 learning of hard facts and pre2The formulation of new local and overseas exchanges.
system). There will be changes assigned texts no longer
strategies on teaching and
in the Senior Secondary contributes to nor guarantees
learning to develop students’ Apparently, there lies a vast
curriculum as well. With effect academic success. Instead,
core competency, generic piece of territories for us to
from September 2009, a Senior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ic
skills, proper value orientation venture into. In this critical
Secondary student will take a skills, proper attitude and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Hong
and life attitude.
core of four subjects (Chinese, capacity for life-long learning
Kong education, may I extend
English, Mathematics and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3 The preparation for teaching my sincere invitation to those
Liberal Studies) and a selection important.
and learning of new elements who have a heart for Ying Wa
of two to three other subjects
such as Liberal Studies and and the nurture of our future
(4+2x/3xModel). Besides there These latest developments are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generations to join this odyssey.
will also be room for “Other not brand new. In fact, key

MEET THE PRINCIPAL

Ruth Lee

For more details of 334, please visit http://www.emb.gov.hk/index.aspx?nodeID=4702&langno=2

亦

亦

12 月 7 日，我們一起踏進張永雄先生的
辦公室。眼前闊別廿多年，由當年初出茅
盧的年輕EPA 老師變了成熟穩重的教統
局總課程發展主任、兩個孩子的父親。隨
後張老師跟我們細說他跟英華的一段情。
早於他在香港大學唸書時，他每天乘 23
號巴士上課途中都經過「英華」的後門，
仰望這所傳統名校，覺得它高不可攀；下
課時途經「英華」的前門，只見放學後重
門深鎖，又添一份神祕。由於他喜歡傳道
授業，所以在78 年畢業時找工作，便自
然想到在「英華」執教，結果如願以償。

學校不是
職業訓練
所，教育
的目標是
培養學生
成為有品
德有內涵
的人，即
以 德 育
人。他對
香港學生缺少文化根基而感到可惜，所以
積極推展國情教育。總括而言，他非常珍
惜能在工作崗位上為社會盡一分力，雖知
在英華四年裡，張老師覺得「英華」的學生 道前路很漫長，但認為非常值得走。
很純、有禮貌、尊師重道、專心上課、有
主見，不少學生都會主動到三樓的教員室 Mr. Cheung雖然公私兩忙，仍堅持進修。他正
和他討論學科問題，這些「英華人」的特質 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的題目是品德情意教育。
推動了他更用心教學。至於校舍方面，他 Mr. Cheung還記得在離開「英華」的最後
很喜歡舊座班房外的走廊和Silcocks Hall 一天，在2B班寫下以下幾句：
對出的空地，這些地方都瀰漫著十九世紀
英偉人材從此長
學院感覺。Silcocks Hall 也令他感受到一
華人焉能不讚賞
份寧靜，他仍記得由老師輪流主講早會及
女子才能可培養
逢星期三由高年班學生主持的早會的優良
校風優良遍香江
傳統，更認為後者能培養學生的辦事能
力，事實上，當時的課外活動基本上由學 現在，每當他經過「英華」時仍有一種強烈的
生自己籌辦，所以訓練出不少獨立自主的 親切感，亦對曾在「英華」執教感到光榮。
人材。所以當他的姨甥女選中學時，他也 訪問結束時，他特別囑咐我們籲請現在的
毫不猶豫推薦「英華」，現在她已畢業了。 「英華」學生珍惜在這裡的學習機會。Mr.
82年，Mr. Cheung為了尋求事業上的突 Cheung，謝謝你對「英華」的關愛，你的
破，轉到一所官中任教，後來輾轉調任現 赤子之心與真誠一點也沒變啊!
職。他現在主理德育及公民教育，他認為
黃賽芳 ’81, 周小鳳 ’82

創意設計奪金獎
袁暗茵(5S)在「香港玩具創作設計比賽2005」的學
告
生組中學組別中奪得金獎，是次比賽由香港理工大
學及香港玩具廠商會合辦。
告
暗茵的五合一「隨意錶」，靈感來自她等候巴士時
渴望可以隨時隨地以遊戲來打發時間，在乘車及等人時解悶。「隨意錶」可調換的
遊戲盤，可以訓練平衡力、定力、節奏感、手耳配合、小肌肉運動…外型設計獨
特，便於攜帶，適合任何年齡的都市人，而且更可作裝飾點綴。
「這次可以接觸到這麼有趣的比賽，實有賴美術老師請來大會工作人員為我們進行
告
簡介會，想不到還有機會獲獎呢！」暗茵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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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上任的第十二屆家教會主
席麥德祥先生，現時任教於
英華男校，女兒麥浩欣是中
二學生。提及首次擔任家教
會主席一職，他謙稱珠玉在
前，所以有點惶恐的感覺，
幸好整個執委都是富經驗的
舊班底，群策群力，希望可
以將會務向前推進。

家教會的活動框架現時經已大
概訂定，籌備工作正在進行。
麥德祥說：「去年的澳洲遊學
團反應不俗，家長和同學都有
很多得著。今年家教會將再接
再厲舉辦遊學活動，暫定的地
點將會是紐西蘭。」家教會希
望校友會可藉此活動，為他們聯絡到
當地的紐西蘭校友，安排探訪或其他
活動，把家教會和校友會聯繫起來。

其實，家教會一直都希望可以多點與
校友會合作，雙方分享更大的協同效
應，為學校爭取更大的資源。家教會
亦正計劃舉辦一些閒談小組，例如好
「橋」分享，就某主題邀請家長發表他
們的心得，集合眾人智慧。更多的家
長參與活動，就更能夠明白學校的方
針及政策，凝聚更強動力，推動更多
有益學生的活動。
在此謹祝願家教會與校友會未來有更
多的合作空間！
巫敏如 ’78, 林藏誼 4B

詠嫦與我的邂逅始於七七年，其時我倆同
為英華女校中六理科班的學生。由於學
校提供了很好的課餘活動和自主空間，
預科生活是既多元化又充實的。這樣的
環境造就了很多同學間合作做事和互相
認識的機會，我就在這許許多多的接觸
之中逐漸了解詠嫦。
記得初到英華之時，成為少數族類的
男生，總是在一些事務上與一眾女同學
意見相左，甚或發生磨擦。期間詠嫦最是
能兩面兼聽，令男生們都感到備受尊重，自
己對她的好感亦油然而生。
進一步把我們扯在一起的因素是功課的壓力。為了幫助詠嫦應付學習上的
困難，兩人單獨相聚研討功課的時間變得更多。隨著互相支持、訴苦、說
心底話的時間不斷增加，兩人的感情便進入了互相愛慕的地步。最後，熱
戀於大學期間爆發。
馮振業

新婚時期

老夫老妻-結婚二十年後與兩子女攝於迪士尼樂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