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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半世紀的恩情

英華兩載 銘記終身

從四歲開始，我就和英華結下不解緣。
當年與母親途經般咸道，我指著高聳半山
的英華學校說希望能夠入讀，終於如願
以 償，更 能 親 身 體 驗「一 條 龍」的 敎 學
特色，由幼稚園一直讀到預科畢業。

始自髫齡之年，我已有從事醫務工作
的心願，要成為一位醫生。在英華就
讀的兩年，是我建立人生目標的開
始，也是踏出實現我理想的第一步。

在英華對我影響最深的兩位人物是趙鈞鴻
老師和蕭覺真校長。當年的幼稚園收男女生，透過遊戲學習
模式，開創活動敎學的先河。趙老師對我們的讚賞仍然深印
腦海，令我從小學會如何欣賞別人。我很認同以兒童為本的
敎學方針，所以先後送我兩名子女往趙老師開辦的靈糧堂
幼稚園接受學前敎育。
蕭覺真校長是我就讀小學至
中五級的校長，她隻身從英國
到香港傳敎，終生獻身敎育，
實事求是，以生命影響生命。
通過她的敎導，我從小立志
加入敎育行列。我在2005年退
休，因為機緣巧合，接任上水鳳
溪第一中學校長，今年九月再度退休。
「身 遠 心 莫 離」，離 校 匆 匆 數
十載，三年前我參加校友會
舉辦的「師友計劃」，對母校
發展增進認識。適逢今年三
月校友會執委會大部分委員
任期屆滿，需要新血加入，
深感這是回饋母校的時刻，
便毅然擔當校友會主席及籌辦110周年校慶晚宴。感謝神的帶
領和保守，同心同德，積極推動會務發展。
2010年3月27日是母校110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假蕭覺真禮堂舉
行，晚上聚餐設於灣仔會議展覽中心。期望校友能踴躍參加，與
母校保持緊密聯繫，繼續支持母校發展優質敎育。

學校生活的點滴，不時引起我愉快的回憶：女校男生，令人羨
慕，但一直在男女校就讀的我，進入了女校，仿如變成了「少數
民族」，舉手投足，備受關注及「監視」。男生們唯一感到最自
由自在的地方，只有男更衣室，亦即是男生洗手間。那時全校只
有兩個男洗手間，另一間是老師專用的。
學校生活中，最令我津津樂道的，就是聖誕前的慶祝活動。男生
被邀到每一班去參加慶祝會，女生們熱情的款待，至今難忘。
我和我太太廖羨齡('72中七畢業)也是在
英華時認識的。一九七一年我離開母校
進入港大醫學院後，因英華理學會參加
聯校科學展覽而被邀為其中一個有關
毒品的參展項目提供技術支援，而負責
這個項目的正是廖羨齡，因緣際會，我們
得以重遇。現在我們擁有兩個可愛的
子女，他們亦已長大成人，服務社會，
衷心感激母校賜我良緣！
今年我有幸獲選校友會的副
主席，工作充滿挑戰。前屆
委員建樹良多，成立基金並
贊助各項學生發展活動，今
屆我們將致力於籌辦110周年
校慶活動，工作真是不輕。
我深信在校同學與校友都會
珍惜及懷念在英華的快樂日子，亦會支持及踴躍參與母校的
發展和活動，令母校的辦學理念得以順利推展，英華精神歷
久長存。在此謹祝母校的校務蒸蒸日上，校譽日隆。

陳平權主席

周明德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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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讀英華幼稚園
中七畢業

在大學主修地理，畢業後曾服務於聖公會呂明才中學、皇仁書院、
上水官立中學、何東中學、敎育署輔導視學處、觀塘官立中學及
鳳溪第一中學。現任鳳溪第一中學及鳳溪創新小學名譽校董。

就讀英華女校
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
任職瑪麗醫院放射科顧問醫生，專業是超聲波
診斷。近十年參與醫院行政工作，現兼任副醫
院行政總監。

校友會共有17位幹事，簡介載於本會網頁(http://www.ywgsaa.org.hk/excom1.htm)

校友會慈善信託基金
今年六月一日，四位新血 [ 陳平權 ( '67 ) 、周明德 ( '71中七 ) 、鄭燕莉 ( '78 ) 及吳育芝 ( '76 )] 獲委任為信託人，他們和林麗冰 ( '59 ) 、禤
桂芬 ( '72 ) 及梁曼屏 ( '83 ) 的任期一樣，至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基金的簡介載於本會網頁（http://www.ywgsaa.org.hk/trust_fund/tf_index.htm）

校董會

傳統、創見

2010年是母校110歲大
這一錘鍊百載的傳統，孕育
壽，是英華大家庭的一
出一代又一代有堅持、有抱
大盛事，校內已在兩年
負的學生，默默奮力承傳基
前開始籌備各項慶典
督「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 請參閱本通訊末頁及
的敎誨及「寸陰是惜」的校
隨本通訊郵寄的單張)。
訓。英華學生有實幹、認真
校友會近年來成功凝聚
及謙虛低調的素質，更重要
為數不少的熱心校友，
的是我們亦同時受校祖無
今次亦肩負多項重任，
懼在封建歧視女性年代開
而校友會通訊亦趁此難得
拓女子敎育的崇高理想所
機會，邀請七位校友校
感染，欣然接棒以建設家
董作訪問，藉此讓各位
庭、社會為己任，勇於獨
關心及愛護母校的校友
立思考，培養創見，為信
接觸及了解這群勞心奉
念而努力，不爭朝夕之榮
獻，只問耕耘，不問回
耀，點滴灌溉開墾世上的
報的有心人。英華校董
荒田，讓美善開花結果，
前排左起：
阮華珠、趙麗霞、蘇嘉惠、汪曼華；後排左起：石玉如、麥齊光、林麗冰、黄韻瑤
會的成員有十六人，其
豐盛每一事、每一人。
中六位是校友(三位為
校友會代表，三位由學校邀請)，八位來自中華基督敎會(辦學團
本校在1915年已由學生成立華光團為社會服務，1949年始創學
體)，一位為英華書院校長，石玉如校長 ('72)則為當然委員。主
生會，今年剛慶祝成立60週年，栽培歷屆學子由團隊精神到獨
席為林麗冰 ('59)，其餘成員名單載於本校網頁(http://www.ywgs.
當一面的修為。以無盡感恩的心，走出校門，服務社會。回顧
edu.hk/SchoolCouncil.html)。校董會每年開會不少於三次，領導校
這些歷史，我們不禁佩服前人的勇氣及「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政及長遠發展。
的毅力，為女子及幼兒敎育開創新局面。這份敢於創新的精

引以為榮

神，正是我們在恪守優良傳統之餘，展望前路的動力。

作為百年老校，少不了要回緬一下過往的成就。究竟各校友校董
心中最引以為榮的是甚麽呢?

廿一世紀
在《英華女學校校史》第三章「尋找女性新角色的先驅」中記述
(46至47頁):

優異成績可斗量，傑出校友人材輩出，宏偉校舍及先進設施可比
劃，這些公認的評級準則亦為一般大眾所追求。難能可貴的是英
華兒女所推崇的，卻不局限於此。我們所珍惜的成就，沒法量化，
或可言傳；但若非在英華受業的莘莘學子，實在難以十足領略。
我們引以為榮的是先賢創校的愛心及遠見，校祖牒喜蓮女士及
多位前倫敦傳道會傳敎士為香港這遙遠之地的女子敎育作出無私
的奉獻，或任校長，或任敎師，付出寶貴的青春及畢生的心力。

英華女校創立於1900年，傳敎士引入新觀念如反對纏足、
反蓄婢、推動女子敎育等，推動了思想和價值觀念的
改變……擔負著先行者的角色，開拓中國婦女在家庭及
在社會上新的空間，參與這項沉默的革命。

英華女學校 ﹣校友校董小檔案
姓名

課外活動/校友會職務

職業

成為校董年份

黃韻瑤 J.P. '54

1. 學生會壁報組組長
2. 學生長
3. 乒乓球、排球、壘球校隊隊員

敎育行政

11/2004

林麗冰 '59

1. 學生會會長
2. 學生會副會長 3. 體育部部長
4. 生活部音樂組組員 5. 校友會主席
6. 校友會顧問
7. 校友會合唱團成員

曾任職於播道神學院

11/1995

汪曼華 '66

1. 學生長團副團長
2. 基督徒團契主席
3. 學生會幹事會職員

退休校長
曾任敎於英華女學校
(1972-1977)

6/1997

蘇嘉惠 '67

1. 學生長
2. 美術學會會長

印刷公司執行董事

6/1994

麥齊光 J.P.
'70(中七)

1. 學生長
2. 圖書館管理員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

11/1994

趙麗霞 J.P. '74

1. 學生會幹事會職員
4. 出版部(校報總編)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
城市規劃及設計系副敎授

5/1992

阮華珠 '74

1. 詩歌班成員

曾任職於公共運輸機構
(投標事務經理)

9/2002

)
華 '66 (右二

汪曼

2. 學生長
5. 校史總編

3. 校刊編輯委員
6. 校友會幹事

這些宏大的理想，放眼廿一世紀，在校友
校董來說又有甚麽體會呢？

永恆、更新、蛻變
英華校董會在仔細考慮下，決定如情況許
可，仍會以公營學校模式貫徹創校有敎無
類的理念。堅持永恆信念的同時，英華亦
時刻反思更新，與時並進，確保優質敎
育，以免在時代的洪流下遭淹沒，更不能
令愛護英華的人失望。在“三三四”新學
制下，學生除德、智、體、群、美、靈
“六育”並重外，更需兼收並蓄，具備國
際視野、活潑幹勁、信心及溝通能力，並
放眼世界，破除保守，擇善而變；不只獨
善其身，更要學以致用，在家庭、事業及
社會每一崗位上都積極發揮影響力；不亢
不卑，竭力使基督的光得以照耀，令基督
的愛得以傳揚。
最後各位校友校董衷誠表示感謝校友會近
年多方鼓勵校友懷著感恩的心，眾志成
城，回饋母校，在人力及經濟上大力支
持，對學校幫助很大，是與學校同創未來
的好夥伴。校董誠邀各校友多給意見和批
評，並冀能在2010年3月聚首一堂慶祝110
週年紀念。
後記：#這次採訪氣氛輕鬆愉快，這批大
忙人難得放下嚴肅議程，開懷憶述英華點
滴，特別令記者印象深刻的，是他們毫不
吝嗇分享在英華快樂的回憶，深厚的師生
情誼，及作為「英華人」的一份自豪。

校友對母校的思念，豈僅是優雅的校園、與她們關愛同行的師
長和一起奮鬥成長的同學？縈繞著她們思絮的還有她們最
親密的戰友—學校裡一些極不顯眼的傢具和器材。就是那些沾滿

木馬
在英華七年的中學生涯中，
母校培養了我對運動的
興 趣 ， 間接使我現在投身
體育敎學。現在返回母校，
間中會看見有學生在健身
室作體能練習，此情此景
勾起了我那時練習的回憶。
回想起當年身為校隊的我
在健身室經常使用木馬作
腰腹練習，而練習後往往
會與隊友坐在木馬上休息。
看著這殘舊木馬，已經不知
陪伴我們過了多少個寒暑，
也不知培育了多少師姐和
師妹。木馬就像母校用心地栽培我們，見證著我們成長，讓我們得到全人發展，
鍛鍊得一身好武功，使日後能貢獻社會。
畢業已踏入第六個年頭了，雖然人面全非，但是木馬仍在，而我對英華的感情依
然深厚，更希望每一位英華學生都能記得「身遠，心莫離」這個道理。
康嘉文 ('02)
現為中學體育敎師，2007年10月至12月於英華敎學實習
（當時就讀於香港敎育學院體育系四年級)

椅子
英華的家具有一特色，
就是很「木」，平常人
說「木椅」，是指背靠及
坐墊的部分是木板，其餘
的，都是用金屬支撐的那
種。英華的木椅，是全部
用木造的，只是用幾根釘
把木條接合，用以支撐背
靠及坐墊的部分。

趙淑芬 ('70)、陳尚欣 ('71)
巫敏如 ('78)、翟燕華 ('78)及周小鳳 ('82)

英華大家庭
兄弟姊妹：
1. 黃韻琦 '56
3. 黃時強 (幼稚園畢業)

2. 黃韻璇 '55
4. 黃時光

1. 妹妹：林麗明
2. 堂姊：林麗娟 '59
3. 堂妹：林麗霞 '60
1. 父親：汪彼得牧師 (校監1973-1985)
2. 母親：梁瑤林 (家敎會主席)
1. 母親：周艷屏 (1941年唸初中時因戰亂離校)
2. 妹妹：蘇嘉華 '68
3. 姨 ：周孔屏
1. 弟弟：麥齊明 '70 (中七)
2. 妻子：王麗 '73
3. 女兒：麥樂欣 '03 (中三)

有時候，釘子鬆了，木椅
搖搖欲墜，我們都要自行
把釘子鎖緊。
初春時，潮濕的天氣把木椅弄哭了，同學一不小心坐下椅子，看見自己的長衫沾
滿了木椅的眼淚，急得自己都哭了。
我在腦海中摩挲著日漸老去的椅子。是誰把它原本清晰的木紋擦得亮麗光滑?
是她，也是你和我！
木椅老了，學校開始不斷買入一些新椅子。木椅退休在即，容我向它說聲多謝。
張明意（ '99)
校友會幹事、現於香港中文大學擔任行政工作

徵求舊照
為慶祝母校創校110年，校友會將聯同學校舉行一連串活動。如果
你有任何有趣的、富紀念價值的英華校園生活舊照片，歡迎跟校友
會幹事張明意聯絡 (電郵: mingyeecheung@hotmail.com)。謝！

阮華珠 '74

了她們的手印和汗水，伴著她們上課或魂遊太虛，與她們一起經歷了無數次的測驗和考試，分享了她
們的喜與憂，見證了學校發展與歷屆校友奮鬥故事的木書桌、木椅、課室裡的一排木櫃、健身室的木
馬、縫紉室的皮帶腳動衣車……等等。這些傢具，因年事已高、破損或不合用而退役，校園內已漸漸
失去了它們的蹤影。喜聞曾有校友「收養」了一批木書桌和木椅，擺放在她經營的私房菜餐廳中，不
但保存了母校的文物，也留住了校友不少美好的回憶。
趙淑芬 ('70 傢具器材攝影：凌沛怡 ('97)
)、

長櫃

書桌

在課室中伴我渡過每堂課的，除了我的鄰座外，還有那擱在
課室一旁的長櫃。這個長櫃不僅是我和同學們的「非法雜物
櫃」，更是盛載著我們無數的回憶。

記得來到英華女校的第一天，已被『你』深深吸引著，你就
是在課室內默默為我們服務的『揭背式』可上鎖書桌，感謝
『你』提供一個安全的地方，讓我們可以安心地把書本及個
人物件放在課室內，不用每天背著沉重的書包來上學。我更
要謝謝『你』讓我學會保護自己的私隱及尊重別人的私隱，
我們人類本是群體生活，沒有人能獨自長大及生存，我們要
學會彼此尊重、合作，才能令社會變得和諧。

雖然它總是無條件地借出空間讓我們偷偷放課本，但有時它也
會鬧別扭。大概與學校歷史悠久有關吧！櫃門不是拉不開，就
是關不上；一不小心更會被鏽跡斑斑的釘子刺到。
我也曾埋怨長櫃的不合作和所帶來的不方便。但是，不知從何
時起，我對這不完美的長櫃的感覺從純粹的依賴和埋怨，逐漸
演化成包容和喜愛。現在，每當回想起中學生涯，這長櫃總會
從我腦海裏浮現，心中亦會隨之而泛起一種淡淡的懷念。雖然
以往我總是挑剔它這、挑剔它那，現在長櫃的不完美卻總令我
會心微笑。
有機會的話，真想看看它們現在怎樣了。

陳珮瑩 ('06)
現於香港中文大學主修食物及營養學(大二)

文鳳儀('85)於英華讀畢中六後，以暫
取生身份獲中大藝術系取錄，
展現其藝術才華。憑藉細緻敏銳的觀察力及
獨特的天份，她很快便嶄露頭角，參與多個
重要藝術展覽，歷年來獲獎無數，更是蘇富
比首個本地藝術品系列拍賣邀請名單中的唯
一女性藝術家。

本地藝術氣候
對於本地藝術行業至今仍未獲得專業肯定，
文鳳儀坦言與本土的藝術生態環境不無關係。本地藝術家缺乏
「時空」—「時間」和「空間」，香港寸土是金，寸陰是金，
他們得在有限「時空」裏大量創作以求得到最多的認同和回
報，然而這樣不但窒礙了他們的長遠發展，更大大扼殺了他們
的專業性；另一方面，無論是社會還是藝術家的圈子中，有一
套不成文的定律把男女藝術家分門別類到適合男或女的藝術
範疇，例如雕塑是男性所長，油畫是女性所長等，大大限制了
他們的自由發展。更重要的是，機會不足拖慢了藝術發展的進
程，以本地畫廊為例，展出的作品大多均非本地藝術家的創
作，令本土藝術家雪上加霜。

主動探索不同領域
文鳳儀修讀了多項碩士課程，從宗敎到西方抽象主義新意義均有心
得。就是這種不斷探求，不斷開拓的精神，讓她的作品不斷蛻變，從
早期主題較為深邃，到現在多以記錄個人經歷為主題，多姿多采。

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的同班同學在『你』的背後貼上奮
鬥二字來鼓勵自己，每當她把書桌打開，『你』就把奮鬥的
訊息傳送給我，時刻提醒我要不斷奮鬥，努力向上。
最後，我要向『你』送上我無限的感激，感謝你多年來為英
華女校所作出的貢獻！
翟燕華 ('78)
在小學工作已有25年，現擔任訓育主任一職，一直工作的信念是：『欣賞
每一個學生獨有的長處，讓他們按自己的能力在學校裏發熱發光！』

除了專注於高檔藝術創作外，她也不遺餘力推動公共藝術，本
校飯堂的《一片天︰空間的隱喻之重構校園》便是出自她手
筆。本校慶祝一百週年時，她亦擔任駐校藝術家，為學生舉辦
了一連串的工作坊，啓迪她們繪畫裝飾品，在面向羅便臣道的
走廊展示，項目主題為“轉化”。她認為，在公共空間放置藝
術品是一種發聲權，讓藝術家表達其所想的同時，亦能間接訴
諸群眾的同樣想法。她和丈夫莫一新共同創作了多項户外展列
的巨型雕塑品，其中逾六呎高不銹鋼造成的“智慧之泉”在銅
鑼灣的中央圖書館作永久展出。她表示，在學校推動公共藝術
的主要目的，是要向年青新一代們灌輸嶄新的藝術概念，希望
他們明白，藝術在審美標準以外，更重要的是創意。

對大家的勸勉
文鳳儀在訪問中寄語，忠於自己的理想，人生才會過得快樂。
她笑言當時升讀大學填寫志願時，三個志願也是填寫她喜歡的
藝術科。現在，藝術不僅是她的興趣和專業，更成了她生活的
一部份，堅持理想，尋找自己的方向，是她快樂的泉源。
最後，她在席間亦不忘為推動本土藝術出一分力，希望大家能
支持本土藝術家，推動本土藝術發展，讓藝術家能成為一個社
會認同的專業。
葉翠雯 ('03)及陳珮瑤 (7B)
文鳳儀和她丈夫的作品，載於他們的網頁
(http://www.chicstudioar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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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8日我和外子自多倫多回
港與同學齊慶祝中學畢業55週
年。最難能可貴的是與1959年畢業同學一起
慶祝。晚會設於九龍尖沙咀青年會。到會
者除兩屆校友及家人(姑爺)以外，還有母校
周馬佩堅、石玉如校長及關若蘭、李清詞
老師。筵開五席，喜氣洋洋。席間有說不
盡的話舊，不絕於耳的笑聲，和吃不完的
美食。好一個難忘的晚上！
是次回港是自84年以來首次逗留較長的時
間。我享受到一份無比的親切感。歸根到
底香港是自己的地方，生於斯、長於斯！
市內建設良多。最突出是效率高的地鐵
網，高聳入雲的建築物。更見到尊敬長者
的風氣，和清潔城市的習慣。真使我這位
老香港引以自豪！
4月6日我們回到母校參觀。一進門看到藍
布長衫的校服，便勾起我甜蜜的回憶。當
日得到兩位操雙語在校同學詳細介紹，
得知校務井井有條。校長和老師的辛勞耕
耘，由此可見一斑。
此次回港與同學聯袂到上海遨遊。5天的行
程，得鮑瑞美、陳幗英同學刻意的安排，
吃、喝、玩、樂，遊周庄、逛甪直、住同
里。亦能親身體驗到兩位同學在英華漁人
協會對祖國聾童敎育方面的貢獻。上海一
片繁榮，到處看到脈搏加速地以迎接2010
年的世界博覽會的來臨。
感謝神帶領我們已平安返回多倫多。此行
使我眼界大開，獲益良多。
願神祝福各位！

流金歲月:

無限的懷念

一九五九年級慶祝
離校五十周年後記
經過一年的籌備，期待已久的金禧大團聚
終於在今年3月20日至28日舉行。同學來自
香港、澳洲、加拿大和美國，盡顯「身遠心
莫離」的精神。
活動以海南島四日遊開始。25日參觀母校，
勾起縷縷回憶，昔日的校舍雖欠華麗，但我
們卻有幸得享一流的敎育。27日校祖日的早
會，我級代表（林麗冰、羅曼華、邱秉維、蕭
柔妙和我）應邀分享英華全人敎育如何影響
她們的一生，她們也勉勵小師妹要珍惜同學
的友誼及成為別人的祝福。28日的晚宴出席
者有本級同學27位、1954年級師姐5位、"
姑爺"12位，還有李清詞牧師、關若蘭老師、
前任校長周馬佩堅和現任校長李石玉如。
餐廳入口處同學們歡呼擁抱，湧現出「問姓
驚初見，稱名憶舊容」（唐詩．李益）的興
奮場面，畢竟有些同學半個世紀沒見過面
啊！當晚節目豐富，高潮是放映幻燈片，熒
幕上出現中學生活的片段、數十年來同學在
各地大小的團聚、同學家庭照等，連同已逝
同學和老師的照片和字跡也搜羅在內。最
後一張幻燈片上蘇武的詩句充份捕捉了我
們臨別依依的心情：「嘉會難再遇，歡樂殊
未央」。幻燈片完結後，在沉默中大家為已
逝的師友傷感，為以往的團聚喜悅，為同窗
可愛的兒孫欣慰，對自己青春的容貌感到驚
訝，對循循善誘的老師、校長由衷地感激，
一時百感交集。最後在「友誼萬歲」(Auld
Lang Syne) 的歌聲中，我們眼閃淚光，握手
擁抱，為難忘的大團聚畫上句號。

別了！她是
我們萬分珍
惜的同事，
又是我們永
遠懐念的摯
友--陳冼燕
文女士(19472009) 。
她原籍廣東
新會，在香港出生，和陳鑑泉先生
結婚後，育有二男一女，相夫敎
子，一家生活樂融融！
她於1967年至1977年在英華執敎英
文、歷史及地理科，盡忠職守，實
施愛的敎育。當她誕下第三個孩
子，便決定放下敎師的職責，專心
在家照顧小孩。隨後她和家人移居
美國，當兒女進入大學後，她協助
丈夫管理業務，直至1997年前夕回
歸香港。
原來在十多年前，她患了癌病，曾
兩次接受手術和電療。不幸十年後
又再復發，她勇敢頑強對抗連串艱
辛的療程，終於在2009年2月返回天
家。
陳冼燕文是一位熱愛家庭的賢妻良
母；她的堅強率直、不拘小節、積
極開朗、光明磊落的性格，凡認識
她的朋友，都會永遠思念她！
十年來每月一聚的老友霍煦熙
(霍老師於1972年至1996年在英華敎中文
及中史科並擔任輔導工作)

黃美露 ('54) 寄自多倫多

黃秀芳 ('59)

51

graduates of 1979 thoroughly enjoyed
an immensely grand reunion on 4 July
2009 to celebrate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our F.5 Graduation. The dinner party held at
the Joy and Joy Restaurant in the Melbourne
Plaza also celebrated our dear friendship
since our first encounter in 1974.
《情繫英華三十載》This big banner set the
tone for the evening. Everyone was involved
in some jovial group games. The highlight of the grand reunion was a slide
show, taking us back to our Ying Wa times. There were over 100 pictures
shown with background lyrics of “Those were the Days”, through which we reminisced
many memorable events, including our graduation day, graduation dinner, the first
sports day in 1974, inter-class sports events, dance and drama competitions, teachers’
performance in the school hall, teachers’ marriages, food and beverages at the tuck
shop, supplementary classes during holidays, and class pictures taken in the gymnasium,
on the roof top garden adjacent to the former teachers’ office on the 4th Floor, etc.
The class of 1979 is very prou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each other regularly and
by and large annually. We are keeping in touch with over 100 classmates. It is very
pleasing that a number of our classmates flew in from Beijing and Shanghai where they
work just for the weekend to join our grand reunion on 4 July.
MAK Chun Sau Dora (’79)

泮泉校友安息吧
人尊稱Miss
Wong 的黃泮泉
40年代與妹妹銘
泉一起在英華肄
業，廣州嶺南大
學畢業後回母校
秘書室工作，與
很多老師及學生
都熟識。1987年
投身金融業成為股票經紀，活躍股
壇，至70多歲才退休。泮泉近年健
康欠佳，但亦時刻和石校長及多位
舊老師保持聯絡。2009年7月不幸辭
世，泮泉，安息吧！大家十分懷念
你。
陳尚欣 ('71)

(註：Miss Wong 在2007年年底曾接受本
通訊訪問，請瀏覽本會網頁http://www.
ywgsaa.org.hk/ns_letter/0802/0802.pdf)

Inter-school Basketball
Competition (Division 1 HK
Island) A Grade- Champion

Most Outstanding Jing Ying
School Award in Basketball
1997-2009 – Secondary Girls

All Hong Kong Schools Jing
Ying Basketball Tournament
1st runner up

Sign Language

Chinese Calligraphy

Canoeing

Canoeing

Hip Hop

Hip Hop

Rugby

Ice-skating

Rock Climbing

Rock Climbing

Heritage Tour in Tai O

Cake making

Date

Event

Sep 2009 - Jun 2010 Homecoming Talk Series

Distinguished alumnae a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with the students

20 Nov 2009

Sponsored Walk

Alumnae & parents are invited to join the walk for
charity from school to the Peak

Feb 2010

Inter-class Notice Board Competition

Mar/Apr 2010

Beyond 110 – Marathon

Feb 2010

YW Cup

27 Mar 2010

Thanksgiving Service

Silcocks Hall

27 Mar 2010

Founder’s Day Dinner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24 Jul 2010

“Alice”

Nov 2010

School Magazine

A three-act theatrical performance with dance, music and
poetry in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APA)

Students, alumnae & parents are invited to join the 10km
race of the Hong Kong Standard Chartered Marathon
Inter-school Sports Competi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