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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工程 恩典處處

關校長說，學校早已啟動了預備工作，為約
一年後重返羅便臣道努力。當中的工作非常
繁瑣，需要細心的策劃，單單是添置家具如
師生的桌椅、禮堂的投影機、資訊系統的器
材、學生的儲物櫃，都需要按將來的教學模
式作構想，而且也涉及很多招標工作。為的
是希望好好預備各樣前期工作，令搬回羅便
臣道時更順利。
那在重建過程中感到最困難的又是什麼事
呢？鍾校友說是兩度到立法會爭取撥款，此
等情况在一般政府建築工程中較為罕見；及
後在工程開展期間，發覺地底水位比預期
高，因而須重新設計有關部分，無可避免地
拖延了工程進度；另外，在重建中有不同的
持份者，包括老師、家長、學生、校友，也
有住在羅便臣道的鄰舍、立法會議員及區議
會議員等，他們都有自己的意見及擔憂，於
是學校也需要面對及釋除他們的疑慮。

關校長說，雖然困難處處，卻又恩典處處！
因著學校重建，凝聚了各方校友，一個充滿
愛的群體在不同職份上支持着重建，有些如
像鍾校友一樣，為重建工程給予專業意見；
有些以禱告守候學校重建的事工；也有些為
學校構思各種創新的籌款方式，如Spring

鍾校友及關校長最後衷心寄語小師妹，要愛
惜新校舍，也要為此感恩。校舍是因着學
校、校友及各方支持才得以成功重建，得來
不易；希望她們傳承這份「非以役人，乃役
於人」的精神，或許幾十個年頭後，她們會
成為籌備另一個學校重建計劃的主力。

▶

英華女學校的新校舍，依山而建，
教室位置遠離羅便臣道，以減低
噪音，同時也提供多層有視覺交流
的公共空間，給師生享用。

新校落成後的羅便臣道新貌

▶

Bazaar；有些則身體力行，參與學校各樣
為重建舉辦的活動以表達對學校的支持。不
單如此，在整個過程中，教育局一直給予很
大支持，這一點十分重要；英華書院鄭鈞傑
校長更曾帶同學生為我們清潔深水埗校舍；
英華小學林浣心校長也帶同學生來Spring
Bazaar表演打鼓。這一切都是天父的供應！

劉紹基('79 S7)、徐慧珊('90)、甄妙琴('90)

小檔案
關翰章校長
中學時就讀聖保羅男女中學，畢業後往加
拿大升讀大學，主修電腦，副修音樂。
他於1989年到英華女校任教，2000年起
擔任副校長，至2015年接任校長一職。

鍾炫珊校友
註冊建築師，退休前為政府建築師、建築
署的工程策劃總監。擔任重建計劃建築小
組主席，從2008年起一直為重建計劃提供
專業意見。現為建築師規劃師團契有限公
司創辦人及董事。

英華女學校羅便臣道校園

▶

面對我們單刀直入的問題，鍾校友以優雅的
氣質，不慌不忙地告訴大家雖然現階段重建
的進度未如理想，但各方正努力趕工，預計
可在今年內完成地盤平整、地基及上蓋工
程，朝著 2018/19 年回歸羅便臣道這個目標
一直進發。大家可以瀏覽地盤 A（ https://
www.altizure.com/project/5961a51e7d
bf5a3e14e2de14/model ）及 B（ https://
www.altizure.com/project/596244327dbf
5a3e14e75e18/model ）的三維照片。

英華女學校卑利士道校園

▶

鍾炫珊校友

那一年，2008年，英華女校正式踏上了既令人興奮卻
非常艱巨的重建旅程。由策劃、爭取立法會通過撥款、
釋除不同持份者的疑慮等，至克服工程中的技術問題，
關翰章校長
逐步展開建築工程，至今幾近踏入第十個年頭，校友們
想必關心學校重建的進度吧！我們很高興在今年七月訪問
了重建計劃建築小組主席鍾炫珊校友(Uson)('70)及關翰章
校長，希望為大家帶來多一點「啟示」。

強颱風「 天鴿 」及強烈熱帶風暴
「 帕卡 」在八月廿三日及廿七日
相繼襲港後，Uson 與地盤承建
商跟進，並作以下的簡報：

關校長在颱風過後拍攝

新

• 地盤內的樹木幸無大礙。
• 早前政府關閉地盤對面的羅便臣道路面清理
倒塌樹木，很快已經回復正常。
• 校舍建築進度影響大致輕微。

忙策劃賣物會、李牧師感恩晚宴等多項活
動，更常常在活動中擔任攝影師，每次活
動都盡心服務。記者笑問，為何不升做會
長﹖他說自己很享受參與，大家落手落
腳，互相扶持，很開心。此時，他乘勝追
擊，提出在徐會長的英明領導下，校友會
將闖出一番新景象。

正副會長
結伴同行
由學生到老師，再到會長

相信很多校友對徐慧珊 (Anita)('90) 會長
並不陌生，她 80 年代至 90 年代就學英
華，1995 年至 2007 年在母校任教物理、
數學、綜合科學及電腦科，2017 年成為
校友會會長，跟英華結緣逾廿載，可謂見
證英華校友會的成長。
Anita 說﹕「 我回母校教書的時候，已是
負責校友會的老師，當時校友會的成員都
比較成熟，聚餐都以簡單的到會為主。」
於是，當時她和周小鳳老師 ('82)( 現為副
校長 ) 便會早點到達學校的健身室，一起
「 擔凳仔 」，負責到會的擺設。她笑說﹕
「 每次『 擔凳仔 』都會弄穿絲襪，所以我
們都會帶備一對絲襪替換呢！」
此 後 ， 她 和 小 鳳 老 師 都 想「 搞 搞 新 意
思 」，決定衝出校園，第一次到金鐘舉行

▲ 積極參與校友會通訊的編輯工作

副會長 Clive

會長 Anita

校友會聚餐。在英華 100 週年的時候，校
友會更設立 Alumnae Assistant 一職，由
中六同學擔任校友會助理。除了讓年輕一
代協助處理校友會事務外，更希望由此延
續英華精神，讓不同年齡層的校友互相認
識，彼此交流。
Anita 雖然在 2007
年離開英華，專心
照顧家庭，但與
校友會仍然保持聯
繫。2016 年慶祝
李清詞校牧 ('50)
按立五十周年的感
恩晚宴，Anita 不
單親手製作 Snoopy
蛋糕，更擔任大會
司儀，真是「 入得廚
房，上得舞台 」。

連任副會長，不求「 升職 」，
但求一同參與，盡心服務

至於連任副會長的劉紹基 (Clive)('79
S7)，相信有參與過去數年校友會活動的
朋友，一定也曾看到他的蹤影。他不但幫

本身為昆蟲專家的 Clive，被問到「 如果要
以一種昆蟲形容英華，您會想到什麼﹖」
此時的他眼睛一轉，但未有提供答案。
訪問的幾星期後，Clive 對記者補充，
英華給他的印象是「 雍容華貴、温柔、
聰 慧 」， 但 昆 蟲 卻 充 滿 暴 力 、 狡 猾 、 善
變、營營役役等等 ……，實在不能跟英華
女子相比呢！

哈哈！親愛的校友，您們對 Clive 的答案
滿意嗎﹖

未來新動向

兩位表示，校友會將計劃重整校友會網
頁，也會多舉辦戶外活動，在此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踴躍參與。
張明意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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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ER

meeting

Prayer meeting organized by the Prayer Subcommittee was held in the Shamshuipo decanting
campus on Saturday 29 April 2017 attended by
alumnae, par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Saying hello and greeting each
other at the start of the prayer
meeting

Prof. Rebecca Chiu ('74)
updating us on the progress of
the redevelopment project

The Alumnae Choir
leading participants
in praising and giving
thanks to God

Praying for God's guidance, protection and blessings

期待已久的籌款音樂會終於在今年四月廿
二日晚上完滿結束，音樂會得到校友和家
長鼎力支持，共為英華籌得約七十八萬
元。當晚，高級和初級歌詠團、無伴奏合
唱團、管弦樂團和校友會歌詠團的表演相
當精彩，他們齊心為英華的熱誠亦感
動在場的每一位觀眾。
初級歌詠團的表演尤其令人印象深
刻，小師妹精彩的演出背後當然有
著一位厲害的領軍人物，她便是校友

李晉欣老師（ '03 ）！李老師
在母校中七畢業後於中文大
學修讀音樂系，其後回英華
任教音樂科。學生時期的李
老師早已鍾情音樂，亦
是學校歌詠團的成員。這些年
來，李老師和歌詠團的師妹走
過大大小小的比賽和表演，
訓練縱然艱苦，但靠著神的
帶領，同學們的經驗和使命
感亦有所增長。李老師希望同

學從過程中學會享受音樂和明白多勞多得
的道理，師妹們都有著無窮的潛力，只要
努力，付出的汗水也必定會得到回報。大
家都期待著您們下一次的表演啊！
麥穎軒（ '08 ）

英華女校
校友會
專業灌錄 CD (2009)

110 周年校慶聚餐 (2010)

歌詠團

110 周年校慶聚餐 (2010)

演的 機會
團的 運作 ，經 常提 供不 少表
，歌 詠團
和練 習的 地方 。為 回饋 母校
重建 各項
校舍
落力 參與
舍重建籌 除表 演外 ，更
每逢校祖日、校慶及近年校
員更 集腋 成裘 ，集 資捐
會歌詠團 籌款 活動 ，團
校友
見到
都會
大家
動，
款活
音樂練習室。
的歌聲。 贈新校的一間
的蹤影，並欣賞到她們美妙
包括跨屆
你對她們認識有多少？團員
的大師
團員心聲及展望
別的師姐師妹，由 50 年代畢業
大家志同
姐和現就讀中三的小師妹；
，練習時能放下一切的
感恩的心 • 唱歌最能減壓
歡愉
懷着
德，
心同
、同
道合
。
煩憂，以一顆赤子之心詠唱詩歌
友，真是
參加，由不相識到成為好朋
！
步了
巧進
• 有樂理學，我的歌唱技
一份難能可貴的緣份！
石玉如
• 能同敬愛的周馬佩堅 ('53) 及李
！
('72) 校長一起唱歌，真是開心呢
5) 和指揮
歌詠團的司琴王婉怡 (YY)('6
CD。
當音樂造 • 希望出第二張
劉淑恩 (Ruth)('77) 都是有相
歌詠團。(*)
參加
服務 。 • 招募更多校友
詣的「 音樂 人 」，衷 誠為 團員
不同的曲
為安排演岀，她們精心挑選
團負責人：
電影插曲 * 歡迎聯絡歌詠
譜，包括敬拜詩歌、民謠、
張小屏校友
；更不時
及流行曲，中 / 英 / 外語都有
(alumnae@ywgs.edu.hk)
笛等，令
、長
洲鼓
如非
，例
樂器
配以
支持合唱
表演更多采多姿！校方非常
輝（ '72 ）

在加拿大領事館演唱國歌
(2013)

一個不一樣的歌詠團

105 周年校慶聚餐 (2005)

聖約翰座堂音樂會 (2005)

100 周年校慶音樂會 (2000)

黎育

115 周年校慶聚餐 (2015)

九龍城獅子會活動 (2017)

歌詠團練習 (2017)

羅曼華
生命禮讚

今年 1 月 15 日我參加了一個名為「 生命禮讚 」的聚會。眼可見的
「 主角 」是校友羅曼華（ '59 ），其實真正的主角是她所相信、愛
慕、敬拜、和事奉的神。這聚會是她以前的學生替她安排的，讓
她能在被接返天家前能「 享受 」一下她與神合作的成果；也叫人得
見神在她身上的作為，將榮耀歸於神。曼華於 2006 年被確診患上
肺腺癌，當時群醫給她八個月的性命，那已是 11 年多前的事了。
期間她以神給她的智慧，恆久、積極地以食療調理身體，「 與癌共
舞 」！更難得的是她一直持守著從神來的呼召和異象，認定神祝福
她的生命，為的是要藉她祝福萬民。數十年來言教身教，現在喜見
有接班人，怪不得曼華當日笑不攏嘴。她送給每位赴會者一本《 羅
曼華生命禮讚 》，由她自己及摯愛的親友、學生、主內弟兄姐妹執
筆，分享曼華活出榮神益人的真諦，以生命影響生命。近日得悉她
的身體狀況轉差，但她的心境仍是平靜安穩，歡喜快樂等待被接到
榮耀裡，與主同在，好得無比！
林麗冰（ '59 ）

Miss Evelyn Jenkins

Miss Evelyn Jenkins was sent by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to teach
History and English in Ying Wa in 1956, and became Deputy Headmistress
in 1962, then Headmistress in 1967 on the retirement of Miss Vera Silcocks.
She was Ying Wa's fifth headmistress.
Miss Jenkins was
my headmistress
when I was in Form
2. She retired and
returned to her
native England in
1972. I am lucky
to have been able
to keep in touch
with her after 45
years through
Miss Jenkins received a scarf
M i s s W i n n i e Ya u
from Miss Yau, and was quite
Ping Wai ('59) in
happy with the chocolate
Toronto. During
and cookies
one dinner meeting
with the alumnae
in Toronto, Miss Yau told me that she regularly
received Christmas cards from Miss Jenkins up to
the recent years. Since my daughter is now working
in London and I go to see her once or twice a year,
I asked Miss Yau for Miss Jenkins' address so that I
could plan a trip to see her.

EDITORIAL BOARD

In May this year, I was able to connect with Miss
CHAN Seung Yan, Sonja
CHENG Yee Chun, Sabrina
CHEUNG Ming Yee, Joyce
CHOW Siu Fung
CHUI Wai Shan, Anita
KWAN Hon Cheung, Francis
LAI Yuk Fai, Rosa
LI Tin Nok, Tina
MAK Wing Hin, Christy

MO Mun Yu, Donna
TSUI Ka Seen, Leslie
WONG Choi Fong, Fanny
YAN Miu Kam, Vivian
CHAN Wing Yu, Sharon (6B)
CHEUNG Ka Wing, Grace (5C)
LO Sze Yu, Elsie (5C)
SZETO Tsz Ying, Crystal (6D)

Jenkins and met with her. Miss Jenkins now lives
in a small town outside of London called Meopham,
and her home is about 20 minutes' walk from the
train station. She goes to St. John the Baptist Church
every Sunday and she drives there herself. The
church is only a few minutes from her home.

Her house

We had lunch together in a restaurant and she drove
us there. She is doing quite well considering that she
is now 86. She needs a cane to walk and has limited
mobility. She has only 4 to 5 hours energy and our
meeting had to be limited to less than 3 hours. She
spends her other hours either lying in bed reading or
sleeping.

After the visit, she wrote to me and said that she
looks forward to my future visits. I plan to visit her
whenever I go to London again to see my daughter.
M i s s J e n k i n s d o e s n ot k n ow a n y t h i n g a b o u t
computer, so the old-fashioned way of writing to
her is still the best way. I am sure she would enjoy
receiving letters from her students.

Yung Wing Yin, Winnie ('71)

Her church

Contents of the fifth issue of the Overseas Alumnae Newsletter
include updates from our five overseas chapters, and sharing
by Ruth Lee ('72), Gloria Lee ('88), Cecilia Ng ('90) and Anita Ho
(Dec '90 S3). Please see
http://www.ywgsaa.org.hk/eng/news/document/
overseas_newsletter/OAN_1709.pdf

BENE 眼中的奧地利音樂交流團

大 家 好！我 是 英 華 女學 校 的 唯 一男生，
導 盲犬 B e n e。 今 年六 月廿三日至 七月
二 日， 學 校 音 樂 科
首次舉 辦 海 外音樂
交流團，我更是首次
跟 主 人 蔡 樂 詩 (5 E )
一同出國。
一開始我的訓練員
並不建 議 樂 詩 帶 我
一起去奧地利，一來
因為申請手 續複雜
且費時，二來我並不
熟 悉當地 環境。而且樂詩身邊會有團員
陪 伴帶路，我根本發揮不了引導樂詩的
作 用。 可 是 樂 詩 十 分 渴 望 能 帶 我 出 國
旅 行，所以 經 過導盲犬 協會、世界音樂
學堂和同行的兩位同學 Yoyo 和 Olivia 的
協 助，處 理申請手 續和聯絡當地住宿、
獸醫等繁瑣事務，最終我 和樂詩才可以
隨同王小桃老師和李晉欣老師 ('03) 展開
旅程。

讓 我 先 談 談我 的 有趣 經 歷 吧！上機 前，
訓練員要我跑得累透了，然後在機上長期
趴在樂詩的櫈下睡覺。我也要預先上洗手
間，以免四處走動騷擾其他乘客。
入住的酒店都預先為我準備了食物容器。
各 餐廳和旅 遊景點都 歡 迎導盲犬 進 入，
路人亦明白我正在工作而沒有逗我玩。

在兩個城市裡，他們都為我預先找了一位
獸醫，以策安全。在回港之前亦需要先接
受身體檢查。大家對我多好呀！

接 著， 再 談 談 今次 的 音樂 交 流團 吧！王
老 師用了整 整 一 年 的 時 間 來 籌 備 這 次
奧地利音樂之旅，既要考慮旅程的長短、
行 程內容和日期，獲校 方批 准落實計劃
後，還要招標格價和準備宣傳工作，實在
勞苦功高。為期十天的旅程踏足了維也納
和薩爾斯堡兩個城市，內容包含不少學習
歌唱技巧的課堂和與當地詩歌班學生的
交 流 活 動， 更 有 六 場 規 模 各 有 不 同 的

暗中夜宴
Dinner in the Dark

表演，讓同學體驗深刻，眼界大開。

不少參加的同學認為從旅途中見識到與
亞洲截然不同的東歐文化和特色建築，更
有機會在奧地利奧中博藝節表演，實在既
令人緊張又感到新奇。

旅程中亦能體現出大家的互助、團結精
神，五位隨團舊生的提點和照顧更讓師妹
們學會主動和有自信。
愉快又充實的旅程雖然已結束，但珍貴的
回憶已烙印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呀！
陳潁瑜 (6B)、司徒紫瑩 (6D)

置身於漆黑之中，伸手不見五指，即使桌上有美食佳餚，能將食物順
利地放入口中亦是一項挑戰。十多位老師、同學便於六月底接受了這
項挑戰，參與了在美孚黑暗中體驗館舉辦的「 暗中夜宴 」
（ Dinner in
the Dark ）。

該活動全長約兩小時，讓參加者有機會在黑暗之中共晉晚膳，設身
處地地體驗視障人士的生活。當日的菜單十分豐富，頭盤為煙三文
魚沙律，主菜是牛扒，甜品則為雪糕蘋果批。平日輕而易舉的動作如
斟水，這時也考起他們。參加同學憶述，黑暗之中，一舉一動也得小
心翼翼、戰戰兢兢，才能減低意外發生的機會。摸黑進食比想像中困
難，有同學最後竟連餐具也不用，索性用手進食。
更讓同學感到意外的，是夜宴的侍應生也是視障人士。但在漆黑之
中，他們的活動能力反而比一般人更高。靈活敏捷的動作，讓同學
們意識到視障人士的能力不一定遜於常人，相反，他們也有自己的強
項。相信活動完結後，參加者對視障人士的認識，定必更加全面。
利天諾 ('14)

Dinner in the Dark

Congratulations to
Ms Bow Sui May

Ms Bow Sui May ( 鮑瑞美 )('54),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and in particular,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 initially
in Hong Kong, and subsequently in the Mainland as well.
She was awarded the honorary degree of Doctor of Social
Sciences in March 2017 b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recognition of her contributions to Hong Kong society and
education.

Medal of Honour
2017 年 7 月本校兩位傑出校友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頒授榮譽勳章 (M.H.)。

( 為本校校舍重建計劃督導委
員會主席及法團校董會成員 )

積極參與公共服務，尤其在
郊野公園管理及環境影響評
估方面，貢獻良多。

90

82 屆校友聚會

周小鳳 ('82)

管胡金愛女士 ('72 S7)

積極參與公共及社會服務，
尤其在保險業界、婦女團體
及防止貪污的教育工作方
面，貢獻良多。

恭喜！恭喜！

舞蹈隊德國之旅
訪問黃蓉詩老師

今年六月，本校十九名中國舞及爵士舞舞蹈隊隊員連同黃蓉
詩老師及江鳳瑤老師代表香港到德國奧芬堡（ Offenburg ）
參加 Dance World Cup Finals 2017，並於 National and
Folk Dance (Mongolia) (Solo, Junior) 和 National and Folk
Dance (Mongolia) (Group, Senior) 賽事分別獲得第九名及
第八名的佳績。

出席是次聚餐者皆獲
贈 精 美 手作「 小 長 衫 」
'82 中五乙班合照
吊飾紀念品

▶

趙麗霞教授 , J.P. ('74)

0年
相識 4 餐
3聚

感激許多同學無私的付出，細心和窩心的
安排，讓我們 82 屆畢業生於本年九月三日
在「 相識 40 年 903 聚餐 」中一敘情誼。當
晚有七十多位同學出席，同度了溫馨難忘、
充滿笑聲的晚上 ! 回望往昔青葱歲月，滿是
美好的回憶，我們不忘數算恩典，期望在
新校舍落成後，再聚於校園。

這次出賽對
領隊黃蓉詩
老師來說意
義重大，是
她退休前帶
領同學代表
香港參與世
界級比賽的
珍貴旅程，
亦是一次使
同學開拓視野、超越自我的磨練。同學付出了無數心血，到
埗後又疲憊不堪；甚至礙於場地問題要在酒店房間練習。雖
然困難重重，黃老師卻認為這次比賽能磨練同學的意志力，
還能提醒同學團隊合作的重要。海外選手的高水準亦令同學
明白老師督促練習的苦心，將來會更加努力練習。英華舞蹈
隊在香港學界比賽表現一向不俗；但展望將來，黃老師希望
同學不會自滿於過往的成就；透過與國際參賽者的交流，同
學親身了解何謂「 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而且舞蹈在外國參
賽者眼中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不應怠慢。黃老師希望這
些寶貴的經驗最終能為舞蹈隊揭開新一頁。
鄭以津 ('14)、章嘉穎 (5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