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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後排)

英華女學校籌款音樂會

(前排) 王小桃老師、關翰章校長及李晉欣老師

╭ 音樂為線 ╮

余柏慧、陳樂桐、陳瑩影及鄭諾晴

連繫跨代好聲音

由下而上 成就更美音樂會

繼 2016 年的春季賣物會後，今年 4 月 22
日舉辦的「 英華女學校籌款音樂會 」又
是另一項令人窩心的活動。關校長說：
「 今次的音樂會是一個由下而上的籌款活
動。」何解呢？原來最初的構思，是音樂
科主任王小桃老師想舉辦一個全校性的音
樂會，在校內禮堂舉行，除了是對深水埗
校舍的致意，同時有感羅便臣道新校舍的
音樂室亦是得到捐款重建而成，因此希望
在校內舉行音樂會籌款，為重建做點事，
小小的規模，可能是每張門票只收五元，
讓同學發揮音樂才藝之餘，校內的全體同
學亦可一同欣賞。關校長對此構想非常支
持，及後在校董蘇嘉惠 ('67) 的穿針引線
下，得到中華基督教會免費借出公理堂，
讓音樂會從校內移師校外一處交通便捷、
設備極佳的場地，供更多的持份者參與。
在人手安排上，美術老師和美術科的同學
負責設計及宣傳，行政及後勤亦得到多位
老師幫忙，群策群力，使小桃老師無後顧
之憂，可以專注於音樂的編排及節目的內
容上，而另一位音樂老師李晉欣 ('05) 則
負起初級合唱團的訓練。

社交媒體 負起聯絡組織

今次音樂會的另一特色，就是得到很多較
年輕的、已畢業的合唱團團員一同回來
參與。要聯絡一群離校日久而又各有各
忙的校友，在組織上可有遇到困難？小
桃老師輕描淡寫地說：「 沒有。」小桃老
師在英華任教廿多年，桃李滿門，她透
過 Facebook 發佈訊息，將不同屆別的校

2016 年的 11 月，英華重建計劃的籌款數字突
破一億港元！計劃開始至今，母校收到的捐
獻從未止息，各方的持份者，包括校友、老
師、家長和同學，在金錢及心思上，都對母
校投入百份百的愛護及行動。

比賽中的曲目，耳熟能詳，必定能帶來
美妙的集體回憶。沒有音樂劇視覺上的
炫目，但會是一次純聽覺的享受。
負責是次音樂會的在校同學，分別是管
弦樂團團長和合唱團的高音、中音、
低音組長，她們是陳樂桐 (4C)、余柏慧
(5B)、陳瑩影 (5E) 和鄭諾晴 (5D)。她們
有多次的演出經驗，據鄭諾晴同學說，
在《 Nightingale 》中她是王老師其中的
一位助手，工作很瑣碎但她必須話頭醒
尾，不能拖拉，當中她學到很多寶貴的
東西。而在《 Nightingale 》中只聽其聲
不見其人的幕後合唱團今次就躍升成為
主角，幾位同學都異口同聲說要加緊練
習，因為小桃老師的要求很高啊！

友串連一起，很快就得到 40 多位校友報
名，活動的受歡迎程度可想而知。

多元化節目 純聽覺享受

校友離校多年，各人發展不同，有些繼
續留在音樂路途上，成績斐然；有些可
能離校廿載都沒有再唱詩歌。今次的音樂
會給予眾人再展身手的機會，亦是一次跨
代的 Reunion。她們有的回校指導師妹的
樂器演奏，或大合唱，或合奏，就如小桃
老師所說，為母校出力，加強了大家的向
心力。這裡先來點節目預告，節目包括獨
唱、小組合唱、絃樂四重奏、中樂合奏、
無伴奏合唱 A Cappella 及校友會合唱團
的表演等，歌曲包括多首在校或是音樂節

「我可以為學校多做一些甚麼 ? 」

回歸原初，能夠成就今次的音樂會，全
因小桃老師不斷的問自己：「 我可以為
學校多做一些甚麼？」
「 既然學生有這樣
的能力，我便找機會給她們發揮，讓有
潛能的同學有機會表演，提升她們在領
導才能、音樂造詣及技巧方面的能力。」
「 無論將來她們走不走音樂這條路，都能
找到自己的強項和信心。」教育的目的和
價值不正是如此嗎？
謹在此呼籲各位多多捧場，落力捐輸，
並 祝「 英 華 女 學 校 籌 款 音 樂 會 」演 出
成功！
巫敏如 ('78)

去年十一月十九日晚上，英華的校舍
仍透著光亮，溫暖動人的氣氛瀰漫著
深水埗。這天是我們舉行感恩節盛宴的
晚上，也是我們慶祝李清詞牧師 ('50) 按
立五十週年的日子。
在這值得紀念的時刻，我們特地選擇在
學校禮堂內設宴，除了是因為表達感恩
滿英華的意思，更重要的是李牧師為英
華服務多年，在英華內慶祝她按立五十
週年倍有意義。
在未正式開始晚宴前，各位校友、
嘉賓都忙於在特設的拍照區裏留下
倩影，又或與久沒碰頭的同窗、摯友互
相寒喧問暖，甚至與餐宴的服務員都打
成一片，為這晚的感恩節晚宴再添幾分
動人。

感恩節晚宴
晚宴正式開始時，先由三位校長周馬佩堅
校長 ('53)、李石玉如校長 ('72) 及關翰章
校長分享一下他們經歷校舍重建的心路歷
程。關校長亦交代了重建的進度。如今的
進度理想，大家都為著此事而感恩。
當日的另一個焦點當然就是李清詞牧
師。兩位師姐陪同李牧師在台上「 話當
年 」，分享大大小小的趣事，李牧師的
妙語連珠亦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其中的
競猜活動，更令現場的氣氛非常熱
烈，大家都從中得知關於李牧師的小
趣事。另外，大家還一起和李牧師
唱了數首她喜愛的詩歌，場面非常溫馨。

最近臉書上校友間紛紛分享一則「 女校男生 」報
導，女校同學是從中二級由心光盲人學校轉到英
華就讀的蔡樂詩同學 (4E)，而「 男生 」是指去年
八月時成功與樂詩配對的導盲犬 Bene。自配對
後，牠就跟着樂詩生活，更和樂詩一起上學 ( 而英
華也成為第一間有導盲犬的中學呢！)！
Bene 這位女校男生在樂詩上課時
會乖乖地坐在課室一角「 聽課 」，
午飯時面對各種美食誘惑也不為所
動。牠只會在樂詩的命令下，才
被帶到一旁大小二便。牠也被訓
練到只需吃早晚兩餐，在學校時
完完全全是樂詩的左右手。
雖然學校裡也有怕狗的同學，但似乎 Bene 是令師妹們放下戒心
的唯一「 男生 」呢！不說不知道，當初樂詩向學校申請帶 Bene
一起上課時，校董會和一眾老師同學們都是全體贊成的啊！

用餐過後，我
們還邀請了李
牧師上台進行
了一個切蛋
糕儀式。儀式
雖然簡單，卻
充滿了祝福與愛。最後，校友們與李牧
師合照後，便魚貫離開了。特別值得一
提的是，校友為響應李清詞牧師呼籲而
籌到的重建款項超過二百八十萬。這體
現了各位英華校友「 身遠心莫離 」，愛英
華、常存感恩的心依然熾熱。
蘇月珮 ('08)

導盲犬訓練員、
樂詩與 Bene

話說回來，雖然 Bene 看似在各方面都能幫助
樂詩，但問到樂詩和 Bene 一起生活最大的變化是甚麼時，她
不禁說到覺得香港人對導盲犬有不少誤解，以為導盲犬是一個
活生生的導航器 ( 即 GPS)，現在樂詩走在街上，人們以為她已
有 Bene 為伴就不會像以前她只拿手杖時般「 熱情 」的幫助她。
樂詩更舉例說，導盲犬也要人帶領才知道怎樣去一個新地方，
假如她都不曉得路的話，只有導盲犬而沒有路人協助時，其實
也絕不能成事的！就是說，即使樂詩帶着 Bene，視障人士在生
活上也是需要其他人熱心的協助的！
面對未來，活潑好動的樂詩已有不少大計，其中一個願望便是
與 Bene 衝出香港到各地旅行呢！
鄺慧渝('05)、麥穎軒('08)

（ 左起 ）李牧師、蘇恩覺與羅曼華

“ 你地講咁多嘢讚我，好似安息禮拜咁。”
李清詞牧師 ('50) 語畢，深水埗暫遷校舍禮堂座上二百人
馬 上 哄 堂 大 笑 。 CC ( 我 們 對 她 的 暱 稱 ) 在 慶 祝 她 按 立 牧
師 50 週年的感恩節晚宴上風趣幽默的致辭及分享，使大
家都沈醉在當年早會的歡悅回憶。CC 由 1946 年入讀英華
中一，到 1954 年起回校任教師、校牧、副校長及校監至
1997 年退休，緣繫半世紀。至於樂頤居三劍俠的故事，則可
由「 八姝會 」說起。

八姝會

八姝會在 1995 年成立，成員為英華校友及好友，每月相聚
祈禱，二十二年來從未間斷。在大約 2000 年，八姝會熱心
發起為 CC 籌謀安穩的晚年，屬意由成員羅曼華 ('58)( 註一 )
及蘇恩覺 ('59)( 註二 ) 照顧年長的 CC，於是分頭四出尋覓
適合三人同屋共住的居所，但無功而回。後經校友介紹，
結果由 2003 年開始，她們三人分別入住香港房屋協會轄下
將軍澳的長者屋「 樂頤居 」，成為鄰居，方便照顧。她們

三人都是英華校友，而 CC 亦是
曼華中一時的體育老師；三人均
委身宣教工作，卻路途各異；性格不同，卻互相扶持。

俠骨仁心

轉瞬十多年，曼華和恩覺先後抱恙，打亂了原先由較年輕
的她倆負責照顧 CC 的盤算。CC 平生很怕往醫院，但在曼華
患病時卻常常陪她往醫院覆診。恩覺在獲悉須接受手術治
療後，不想取消赴加拿大探望兄長的計劃，向醫生申請將
手術延期至在探親完畢後才進行。可幸她倆都復完得很好。
精力充沛的 CC 每天定必出外逛逛，不時為對飲食甚為謹慎
的曼華採購有機蔬果。三位慈祥智慧的英華兒女，互相關
愛扶持，俠骨仁心，是神所賜的美好
安排，照耀「 樂頤居 」。我等後輩讚歎
之餘，起了「 樂頤居三劍俠 」這稱號。
陳尚欣 ('71)

註一：羅曼華在校時活潑好動，活躍於歌詠團、籃球隊、福利扶貧等工作；一生在不同領域致力宣教工作。
註二：蘇恩覺在校時為話劇社、宗教部及學生福音團契的 中堅份子；早年投身學生福音工作，曾在日本作宣教士。

2013 年曾芷君在文憑試中獲得佳績（ 見本通訊二零一三年十月號 http://www.ywgsaa.org.hk/
eng/news/document/1310.pdf ），進入中文大學修讀翻譯。這位衝破自身障礙、努力不懈的小妮
子，這幾年的生活又是如何呢？
芷君說，生活既平凡又特別。平凡的是，每天上課、做功課、追進度；特別的是，有不少
新嘗試、新突破。
她在大學一年級的暑假，參加了新亞書院舉辦的英國交流團，親身體驗當地生活及文化。
這次體驗不單在她心中播下渴望出國升學的小種子，更令她深深體會到機會是要主動努力
爭取的。二年級暑假，芷君首次到一所私人公司實習，賺取了人生第一個工作經驗。三年級
的暑假更見精彩，她先參加了中文大學在北京舉辦的普通話課程，後更到勞工及福利局實
習，擔任行政和翻譯工作，局長張建宗先生也撰文表示欣賞（ http://www.lwb.gov.hk/blog/
chi/post_28082016.htm ）。實習中她更有機會探訪不同機構，對推廣傷健共融加深了解
和體會。最特別是 2016 年末在香港教育大學，向在職老師就「 照顧課堂上的個別差異 」分
享，她身為融合教育學生，感到有一份使命感，更樂見愈來愈多教育工作者關心融合教育。
談到將來，芷君計劃修讀碩士課程或到外國升學，好好裝備自己為共融社會出一分力；
然而，她也顧慮到自身限制和家庭的經濟負擔。
踏入 2017 年，芷君希望大家健康平安，享受生活，體味生活的意義；她會繼續努力，一
步一步實踐計劃。筆者在此也衷心祝福芷君願望成真。
甄妙琴 ('90)

訪談

曾芷君

OVERSEAS
NEWS

Besides updates from the five AA overseas chapters, the 4th issue of the overseas

http://www.ywgsaa.org.hk/eng/news/document/
overseas_newsletter/OAN_1702.pdf ) has a cover story on the Thanksgiving

alumnae newsletter (

Dinner on 19 November 2016 in Hong Kong, and an array of articles covering news from
Taipei, London, Oxford, Genoa and Beijing. Though alumnae and past teachers maybe far
away, their hearts will never leave Ying Wa. Thank you also to our Principal, Mr Francis Kwan,
for writing on the legacy of the late Mr Lee Chik Fong, who taught Chinese in Ying Wa.

從英華到英國
從懷疑到肯定

我在英華完成中四後到英國布萊頓 (Brighton) 就讀預科，
現在是牛津大學的化學系二年生。

The Road Not Taken

貿然離開英華到外國留學，捨得嗎？我也有懷疑的
時候，這時我總會憶起中三時學過的一首詩“ The Road
Not Taken ”。我當時把詩讀了數遍仍無頭緒，於是媽媽
（ 黃賽芳 '81 ）建議我請教她英華時代的英文老師 Miss May
Lo。我總算明白詩講的不是 The Road Less Travelled。在
人生的分叉路上，誰也都只能選一條路。到最後，選擇是
對是錯終歸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這首詩竟在三年後成為
了我迷茫時的照明燈。

「 英華 」、「 英國 」大不同

面對着新學校差點能以華而不實來形容的辦事作風以及各
種名門富豪出身的同學，我不禁感到詫異。憶起媽媽在我
選中學時曾警告我：「 嗱講明先呀，英華啲女仔比較薯㗎，
可能同社會脱節㗎。」可能早已預言了我會遇到這種情況
吧。宿舍內的同學朝夕相對，但能深交的始終是在英華時
結識的幾位好友。在英國吃的各種貴價食物，也不比在深
水埗校舍時代與同學結伴買的十元一隻鹹肉粽來得滋味。

The Road I Took Years Ago

我很慶幸能在英華渡過四個寒暑，對我而言，「 母校 」永遠
是英華女校。如果在意媽媽的警告而沒進英華，我說不定
會較懂得圓腔滑調，不會那麼大驚小怪。可是，與“ The
Road Not Taken ”的主角不一樣，我認為十一歲時報讀英
華的決定，是我最值得自豪的決定之一。
王笑盈 ('13 S4)

（ 編者按：此文為節錄本，原文刊於校友會通訊海外版 http://www.
ywgsaa.org.hk/eng /news/document/overseas_newsletter/
OAN_1702.pdf ）

2015 校祖日聚餐

Editorial Board

2016 春季賣物會

高中化學部為慶祝聖誕
而製作的Chemistree

義務參與收割橄欖

與家人慶祝猶太新年（ 品嚐蘋果和
蜜糖，祝願有甜蜜的一年 ）

來自以色列 的 英華女兒
相信以色列對大部分的香港人來說，都是個陌生的國度，既滿
載宗教的傳統文化，又盛載著戰火的傷痕。然而，對基督徒來
說，這裡是個神聖的地方。

前校長李石玉如 ('72) 退休
後到這遙遠的國家旅行，
機緣巧合，得到一位來自
香港的導遊接待，大家相
當投契，後來更發現她都
是來自英華 — 在以色列擔
任導遊達五年之久的陳惠
琳 ('95)。惠琳在中學時認
識了神，中二開始參加學校團契，隨後在校外教會參加團契，
成為基督徒。畢業後，她曾擔任編輯的工作，因為想看看世
界，所以辭去香港的工作，成了背包旅客，四處遊歷。在印度
認識了一位猶太人，就是現時的以色列籍丈夫，隨後她便跟丈
夫到以色列定居。
惠琳說：「 從前還以為以色列是個傳統的國家，科技落後，人
民比較保守。其實以色列十分國際化，尤其是耶路撒冷這大城
市。」
「 當地的猶太人十分尊重每個人的宗教自由，不會強制
自己的子女成為猶太教徒，更不會孤立其他宗教的教徒。他們
的家庭觀念非常重，這點與我們中
國人很相似。」
惠琳去年九月回港並探訪母校，
她寄語小師妹們：「 應該要敢於挑
戰，主動爭取，勇於表達意見，不
要把自己劃在一個框框之內。」

巫敏如('78)、陳潁瑜(5B) 及
司徒紫瑩(5D)

CHAN Seung Yan, Sonja | CHENG Yee Chun, Sabrina | CHEUNG Ming Yee, Joyce | CHOW Siu Fung | KWAN Hon Cheung, Francis | KWONG Wai Yu
LI Tin Nok, Tina | MAK Wing Hin, Christy | MO Mun Yu, Donna | SO Yuet Pui, Polly | TSUI Ka Seen, Leslie | WONG Choi Fong, Fanny | YAN Miu Kam, Vivian
YAU Shu Ying, Josephine | CHAN Wing Yu, Sharon (5B) | CHEUNG Ka Wing, Grace (4C) | LO Sze Yu, Elsie (4C) | SZETO Tsz Ying, Crystal (5D)

陶黃彥斌徑

陶黃彥斌原名黃麗麗 ('62)，
學名黃彥斌，結婚後被稱為陶
黃彥斌。她在英華就讀中學，
中三時在一次夏令會決志信
主。1974 年，她與全家移居
溫哥華，抵溫後加入中僑互助
會，往後年間亦於蘭里市參與
建立與管理精神殘障人士護理
康復設施，並積極倡議促成
了環境再造中心的建設。她
自 1986 年起出任中僑互助會
行政總監，其後再升任行政
總裁。
從新移民服務擴展到護理安老
院，到長者可以有社交機會的
日間護理中心，整條上海巷正
見證著陶太的貢獻。她對公務
盡心、無私奉獻的精神，實在
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崔嘉倩( '06)

秋風起 登高期 校友會關愛隊
漫遊

相信大家之
前看新聞，
都會知道早
前溫哥華市
政府把華埠
中僑大樓旁
的上海巷 (Shanghai Alley)，
增 添 命 名 為「 陶 黃 彥 斌 徑 」
（ Lilian To Way ），這亦是溫
市首條以華裔人士命名的街
道，目的是表彰已故中僑互
助會行政總裁陶黃彥斌 (Lilian
To) 畢生致力協助新移民，推
動多元文化融合所作的貢獻，
但大家知道陶太是英華女校的
校友嗎？

(左起)梁家猷老師、楊國標老師、
文昌盛老師、林綺麗老師、黎育輝
老師和張永雄老師

大潭水務文物徑

秋風又至，最宜郊遊。一行五十多名校友由楊國標老師帶領，
於 2016 年 10 月 29 日漫遊大潭水務文物徑。同行的還有林綺
麗老師、文昌盛老師、梁家猷老師、張永雄老師以及黎育輝
老師 ('72)。

當日校友們由中環出發，由於人數眾多，幾乎佔據了整架巴士上
層，很有昔日學校旅行那種既興奮又期待的感覺。當大伙兒到達
陽明山莊的起點時，竟然下起毛毛雨！幸而不久之後天公造美，
使旅程得以順利進行。
大家應該都知道楊國標老師是一位地理科老師，既然來到郊外，
當然不忘為各位同學送上一堂地理課！由山勢地形、各類岩石、
樹木植物，到各式水務文物，楊老師都一一為大家講解。他更貼
心地為各位團友準備了六頁工作紙，猶如瞬間重回學生時代！
原來楊老師不時也會與一眾舊生組織郊遊活動，希望下次看到您
的身影吧！
程德盈 ('05)

YWGS Hikers 26.11. 2016

鹿頸 • 雞谷樹下 • 鳳坑 • 谷埔

大潭篤水塘4座石橋，建於
1907年

大潭篤水塘2座石橋，很有
羅馬水道feel

筆者與温哥華師姊劉駱惠慈('71)

郊遊樂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奪得與 Mr Yeung ( 楊國標老師 ) 郊遊的矜貴席位，興奮！

是次取題：英華「 女 」遊多「 鷺 」數，尋「 雞 」問「 鳳 」兼探「 天使 」
「 谷 」。
老師問：地圖上這裏對開是甚麼島？同學答：「 睇唔島！」老師回應：「 無睇島？」
在雨中老師仍然樂此不疲，逐一解題！學生借雨水洗耳恭聽！

老師冒雨拍燈塔合照、校友會副主席 Clive 細說民情，夫人
打傘，夫唱婦隨！Miss Lily Chow ( 周美莉老師 ) 與家人開心
相伴，英華姑爺們背負汗水雨水，熱心參與！
Mr Cheung ( 張永雄老師 ) 襯雨稍停來個大合照、英華校服
熊體驗大自然、蝴蝶小姐路旁避雨、小蘑菇牛糞上亭亭玉
立！紅樹林生態、人為的環境禍害、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大家無所不談，樂甚！走在一起便是開心，何懼風風雨雨！
天不會常藍，主必保守看顧！支持跨年代「 英華人 」共聚！

葉潔雲 ('82)

這一、兩年，英華成立了一些新的學會和團隊，它們有一個共同點 — 由個別同學或老師發
起。基於對某項活動的熱愛，他們願意克服挑戰和重重困難，申請成立新的課外活動單位，
為同學們開拓新的學習領域。感謝李莊月明學生發展基金為部分圑隊提供資助，購置航拍飛
機及球隊制服，給予她們滿滿的支持。同學和老師的熱誠、勇氣和努力，值得我們欣賞，盼
望他們的努力，能感染同學，為校園生活更添色彩 !

練習航拍

航拍 及
科技隊

於本學年 (2016-17) 成立的航拍及科技
隊由四位中三同學組成。成員除了要掌
握航拍技術外，也有機會接觸其他高科
技技術，包括 3D 立體打印、mBot 機械
人，以及 VR 虛擬實境技術等。

陸愛

靈 隊 長 ( 前 右 三) 與

隊

員

四位成員當中，蔡紫瑩 (3D)、馮穎蓉
(3D) 和謝詠沁 (3D) 主要負責航拍。她們
指航拍技術不難掌握，但如何運鏡，將
景物拍攝得好看，才最考驗實力。正是
如此，才讓航拍具挑戰性。至於喜歡解
難的劉穎潼 (3A) 則主力編寫程式。相比

女子足球隊

女孩子踢足球，暫未成氣候，但在英
華，有些熱愛足球的同學主動向老師表
達籌組新校隊的意願。於是，英華便於
上學年 (2015-16) 成立了足球隊。
現任隊長陸愛靈 (5E) 有份籌組足球隊。
她坦言當時曾遇過不少困難，而人數不
由學生發起的動漫學會於本學年成立。
幹事當初打算成立學會，皆因熱愛動
漫，希望能聚集更多同好一起交流，
並消除別人對動漫的成見，宣揚動漫
文化。
學會的成立過程令幹事們非常難忘，她
們尤其感恩當初外籍老師 Ms. Mainey
答應擔任顧問老師，及其後獲課外活動
組老師們通過議案。招攬成員時反應熱
烈，十五分鐘內滿額，更使她們喜出
望外。
學會本學年共有四次常會，首次常會邀

mBot機械人

(左起) 主力負責航拍
的馮穎蓉(3D)、蔡紫
瑩(3D)、謝詠沁(3D)

主力負責程式
編寫的劉穎潼
(3A)

起航拍，她認為編寫程式更具挑戰性。劉
同學以前曾接觸其他機械人，今學年首次
為具更多功能的 mBot 機械人編寫程式，
乃一新嘗試。

羅便臣道校舍
重建地盤 (Sites
A 及 B)

發起成立這隊伍的柯俊達老師希望它能提
升同學對學習科學與科技的興趣。隊伍除
了會在學校的大型活動進行航拍外，更會
為重建計劃作紀錄。隊伍每星期均會在學
校附近練習航拍，俯瞰暫遷校舍，亦會定
期於羅便臣道拍攝正在興建的新校舍。
利天諾 ('14)

足是最大難題，幸好後來還是發掘到一
群熱心的足球愛好者，加上梁學修老師
願意成為球隊的負責老師，這支破天荒
的足球隊才得以順利成立。足球隊的成
立，除了讓陸愛靈進一步發展自己的興
趣和所長，更令內向的她有更多機會與
不同的人溝通，認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
友。
現時球隊雖沒聘用校外教練，但隊員亦
相當自律，從基本功做起，努力練習傳
球及走位。憑著她們的努力，球隊於上
學年的第一次公開比賽中取得殿軍，成
績令人鼓舞。足球隊希望未來能吸引更
多同學嘗試踢足球，同時也希望能再次
在比賽中奪取佳績。
司徒紫瑩 (5D)

請了顧問老師作分享。在澳洲長大的 Ms.
Mainey 少時喜歡看美少女戰士和忍者
龜，禮服蒙面俠更曾是她仰慕的角色。
可見動漫無分年齡和背景，透過翻譯，
作品可傳播至任何地方；而且不同年代
都有作品能引起共鳴，成為大家的集體
回憶。而梁家惠老師分享時發現有同學
不明白的詞彙，也向同學講解，例如
“ subtext ”，意思是潛台詞，即字面以外
的意思。
幹事說目前進展還算順利，會繼續努力。
鄭以津 ('14)、陳潁瑜 (5B)

深水埗暫遷校舍

足球隊在第一次公開比賽中取得殿軍

足球隊練習情況

請多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