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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咪，存因為你 》
2018 年重建籌款話劇

英華的重建籌款活動，一向都是創意先行，2016 年的春季賣物會、
2017 年的慈善音樂會等都得到校友及各方友好的大力支持。
2018 年的重建籌款活動，則由劉兆璋 ('81) 有力出力，
用她自編、自導、自演的話劇回饋母校，為重建籌款添上新的一章。

生命、成長、感恩與愛

《 媽 咪 ， 存 因 為 你 》是 兆 璋 負 責 編 劇
及總導演的舞台劇。先來點劇透，那
是圍繞她與媽咪的故事，一個關於
生命、成長、感恩與愛的故事。兆璋在
英華就讀時已很有演藝天份，曾獲校際
比賽導演及演員獎，也常在學校活動中
演唱《 My Way 》而為同學津津樂道。
她是香港演藝學院第一屆畢業生，主修
導演，亦曾當演員，1990 年在黎明及
周海媚主演的電視劇《 回到未嫁時 》擔
任「 靚靚 」一角，角色深入民心，其後
她在新城電台主持深宵節目，需和不同
的部門協調溝通，加上滿腦的點子和
向前闖的個性，造就了她的一身本領。
不過，人生並不會十全十美，1997 年
2 月，兆璋在有線電視購物台工作，因
趕製廣告片而七日七夜不休不眠，到第
八日腦溢血中風，昏迷了三個月，共做
了八次腦外科手術，從此，失去了拳頭

般大的腦細胞，亦失去了左邊手腳的活
動能力，人生從此改寫。困難不是三言
兩語能說盡，然而她沒有放棄，出事後
依然積極面對，力求繼續發光發熱，例
如在 2000 年擔任母校一百週年校慶英
語音樂劇《 My Fair Lady 》的顧問導演、
在 2006 年翻譯及執導舞台劇《 晚安啦，
媽咪 》公演。2006 年她獲再生會頒發
第 10 屆再生勇士獎，以表揚她堅毅面對
長期病患。

哪裡跌倒，哪裡站起來

背後支撐兆璋這份不屈不撓的堅強均
源自一個人 ⸺ 兆璋的媽咪。
「 媽咪從小
就教導我，在哪裡跌倒，就要在哪裡站
起來，她十分聰明、堅強和果斷，亦肯
為家庭犧牲，對我的影響很大。」今次
她以個人的故事為創作藍本，由童年、
青少年（ 包括在英華的美好時光 ）說到
現在，除了要表達對媽媽的感情，以及
在英華學到的「 感恩 」之外，更希望將

個人的母女情提升至一個普世的視點，
讓觀眾可以得到更大的共鳴，亦藉此
鼓勵更多的朋友，「 生命是快樂的，活
著就是精彩，不要浪費人生。」是次的
製作，兆璋更會用特別的形式與觀眾
交流，是全新的嘗試和挑戰。
兆璋寄語年輕人，要珍惜身邊的人和
寸陰是惜，不要以為眼前擁有的都是理
所當然，現時很多年輕人動輒輕生，她
深感惋惜。如果可以多點檢視生命，對
未來放長眼光，就知道人生是變幻的，
您永遠都不能預測下一秒發生的事，
一時的難關並不代表人生就是失敗。
編者按：
如想更了解劉兆璋，請瀏覽
http://ywgsaa.org.hk/eng/news/
document/1802_phyllis_lau.pdf

巫敏如 ('78)、黃賽芳 ('81)、林樂婷 (5B) 及
羅婉婷 (5D)

《 媽咪，存因為你 》
公映日期 ：2018 年 6 月 29 日 ( 星期
五)
地點
：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主要演員 ：楊詩敏（ 蝦頭 ）
：飾演劉兆璋
		 謝月美：飾演母親
		 劉兆璋：飾演其中一角

敬請校友預留時間，鼎力支持，籌款
詳情
將於稍後公佈。

是時候回家了 !
左起：梁學修老師、關翰章校長及
馮穎賢老師

提起重建的校舍，校友們總是雀躍不已。究竟
新大樓會有甚麼「 亮點 」
﹖過程須要準備甚麼﹖
對學校的未來發展有何啟廸﹖…… 在 2017 年
11 月 10 日我們有幸訪問了關翰章校長、馮穎賢
老師及梁學修老師，且聽聽他們的心聲。

回家通訊

迄至 2017 年 11 月，「 卑利士道校園 」
（ Site B ）的基建已接近完
成，而「羅便臣道校園」
（Site A）尚在興建中，如一切順利，盼望
2018年12月可搬回新校舍，相信這是神送給英華的聖誕禮物。

搬遷的甜苦與辛辣
甜.苦

回想 2012 年由羅便臣道搬遷到深水埗暫遷校舍時，馮老師說最
苦是到深水埗場地視察的時候，由於新環境有很多層數，但當時
還沒有升降機設施，在上上落落、沙塵滾滾和氣溫達 30 度的情
況下，自然有點吃苦了。然而，因為對羅便臣道新校舍有很多展
望，所以當中的苦楚自然被盼望的興奮蓋過，這樣一來，甜又比
苦多了！
再者，全校師生齊心搬家作事工，要通力協作，彼此談談大家對
校內設備的要求和期望，過程中需要溝通和妥協，這是一個甜的
過程 ……
梁老師回顧過去數年的深水埗情緣，最捨不得是全校師生能圍觀
球賽的情境，這份Togetherness（一家親）
，也是校園生活的甜蜜。

辛.辣

兩位老師都異口同聲說是購買傢具及裝置的預算吧！因為新校舍
大了，所需設備也自然倍增，他們要平衡學校的需要和預算，絕
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新校舍的亮點

關校長提到，新校舍共有四個球場、一個攀石場、機械健身
室、小劇院、飯堂 …… 希望讓同學接觸更多不同的運動和活
動。除蕭覺真禮堂供全校早會外，更有露天劇場和舞蹈室，致
力發展同學在音樂及表演藝術方面的才能。此外，更著重環
保，每層都設有計算電量器，並設太陽能電池板，推行天台種
植及綠化校園。喜歡閱讀及藝術的同學，則能享用藝廊及圖書
館多媒體設備等等 ……… 還有，為配合 21 世紀教與學的新趨
勢，將設 Wi-Fi 網絡及流動學習裝置，希望嶄新的教學環境及設
施，能促進同學互動探究學習。

大家準備好了沒有 ?

大家對新校舍充滿期盼，但關校長語重心長說：「 我們須要準
備的，不只是新設備的安排，更重要的，是就此良機，重新檢
視我們的過去，並為將來作好的思想準備 (Revisiting the past
and connecting with the future)﹕Yes, We Go n Serve! 」

關校長進一步闡釋﹕「 Yes 是信心的表現。We 代表眾人，Go 是
希望放眼世界，培養國際視野，做個 Global Citizen ( 世界公
民 )，而 Serve 則是堅持事奉他人及社會。」
各位英華的兄弟姊妹，您們準備好了沒有﹖
張明意 ('99)、黎育輝 ('72)

18 November 2017
Weather: 24/26°C
Sunny Periods

Sponsored Walk 2017

Towards its 50th anniversary and flying high
The weather was fine and superb for outdoor activity. At 9:00 am, the whole school gathered in the
hall of St. Stephen's Girls' College (SSGC) for the kick-off ceremony of the annual Sponsored Walk.
Our deepest gratitude goes to SSGC for allowing us to use the hall for this ceremony in the past five
years. Some parents and alumnae volunteered to serve as the first-aiders and road-safety guards
along the route. Thanks to the support of students, volunteers, the Police and many others, we all
managed to complete the mission safely before 12:30 pm. $387,129.60 was raised and $280,000 of
which would be donated to 20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while the balance would go to the School
Redevelopment Fund. This year, we also set a new record as the event was videotaped in part
by the Aerial Photography and Technology Team established in 2015-2016. Since the school first
introduced the sponsored walk in Hong Kong in 1969,
we would be enter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walk
by 2018. We are committed to upholding the tradition
of “to serve and not to be served” by walking an extra
mile for others, and challenging ourselves to embrace
The Aerial Photography
new technology.
Chow Siu Fung ('82) (Vice-principal)

and Technology Team
videotaped part of the event

https://youtu.be/KFWezgqG1Rw

積極推動綠色生活 ─ 郭美珩

校友會衷心恭賀郭美珩博士 ('90) 在 2017 年榮獲亞洲知識管理學院
頒授「 亞洲商界女領袖獎 」。

榮獲亞洲商界女領袖獎 :
郭美珩 ( 右 )

以環保為終身事業

美珩在香港理工大學土木工程系環境工
程學士課程畢業後加入一間環境顧問
公司，後來成功把公司上市，成為香港
首間上市的可持續發展及環境顧問服務
公司的主席兼執行董事。她的業務包括
多方面的顧問工作：綠色建築認證顧問；
可持續發展及環境顧問；聲學、視聽及照
明設計顧問；及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及顧問。她也帶領公司積極參與社會服
務及環保活動，最近更分別獲香港工業
總會及環保促進會頒發「 愛心關懷獎 」及
「 優越環保管理獎 – 服務提供者 – 銅獎 」
。

築小組初期設計工作，包括未來禮堂的
設施配置以達到最佳的聲音效果，還
有梯間及走廊的通風和綠化天台的設計
等，亦與建築公司商討如何令未來的校
園整體更符合環保要求。最近，周小鳳
副校長 ('82) 再邀請她協助，在校園裝修
及傢俬選料上提供意見，旨在選擇低揮
發性和對環境傷害較低的材料。

用鋼化玻璃窗，課室和圖書館使用落地
式玻璃設計，天台設置太陽能光伏板及
進行綠化工程等。她希望同學能透過實
踐綠色校園生活，進而把環保節約概念
帶到生活的其他部份。

美珩對英華有著濃厚的感情，秉著身遠
心莫離的精神，經常主動提出參與協助
有關英華的活動。知道英華提出重建計
劃，她便主動與校方聯絡，並參與了建

美珩曾參與很多綠色校園的項目，因為
她認為透過這途徑從根本教育同學們愛
護和保護環境。英華的新校園將會設置
環保測量錶以記錄各課室的用電量，採

徐慧珊 ('90)、甄妙琴 ('90)、林樂婷 (5B) 及
羅婉婷 (5D)

身遠心莫離

左起 : 羅婉婷 (5D)、甄妙琴 ('90)、郭美珩 ('90)、
徐慧珊 ('90) 及林樂婷 (5B)

環保促進會頒發「 愛心關懷獎 」及「 優越環
保管理獎 – 服務提供者 – 銅獎 」

綠色英華

印洲塘海岸公園

秋季地質生態之旅

2017 年 12 月的第一個星期六，英華百多位師生、校友及家
屬，浩浩蕩蕩向著印洲塘海岸公園進發，暢遊了風光如畫的地
質公園，感受著大自然帶來風和日麗的一天。今次的校友會活
動，開創了多項先河：

她期望同學在有資源、有能力時盡量服
務他人，透過自身影響身邊的人，也要
懷著「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的心服務社
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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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802.pdf）

1. 團友的年齡層由 2 歲半到 90 歲
2. 行程結合了船河與輕鬆行山
3. 得到來自美加的海外校友一同參加
4. 超過百人在荔枝窩合唱英華校歌

有份籌辦是次活動的校友會幹事蔡細梅 ('77) 說，希望藉著活動
將美麗的香港郊野介紹給大家，它實在是個不可多得的寶藏，
大家要盡心愛護啊！
巫敏如 ('78)

在往吉澳山頂途中的小亭子合照

人大合照

茘枝窩百

75 米高的吉澳山頂，年長
團友上來遠眺風景毫無難度

校友會幹事（ 2017－2019 ）

後排左起：關翰章校長、李晉欣 ('05)、彭鳳連 ('78)、麥穎軒 ('08)、徐慧珊 ('90)、
麥燕萍 ('87)、陳慧敏 ('96)、劉紹基 ('79, S7)、張小屏 ('80)、王嘉蔚 ('13)、
文詩韻 ('89) 及李細鳳 ('77)
前排左起：甄妙琴 ('90)、何頌笙 ('98)、程德盈 ('05)、周小鳳 ('82)、譚智敏 ('78) 及蔡細梅 ('77)

初次撰稿，有幸訪問我尊敬
的何慧姚老師。看到她和藹
親切、含蓄的笑容，不期然
回想從前靜心聆聽她的中國
歷史課。問到她的秘訣時，
她反歸功於同學的自律和良
好秩序，大抵和她熱愛這份
▲左起：保慧思、何老師及崔嘉倩
教學工作，享受跟同學上課
有關。她閒時愛看書，最近看的是《 巨流河 》，描述經歷抗戰
的家族歷史。

何老師自 1983 年 9 月起在英華任教，現在除了
當中文科主任外，還擔任學生會出版部顧問老
師，協助同學出版校報《 號角 》。此外，她協助
出版學生文集《 綴文樂 》，這是一本值得推介的
刋物。踏入第二十個年頭，《 綴文樂 》每年輯錄
各級同學的優美文章，當中包含不同的文體，長
達接近二百頁。何老師鼓勵同學編審及設計版面，發揮所長。
她很高興聽到校友、學生的生活近況，寄語校友「 要好好生
活 」。整個訪問中，她流露出對學生的關懷、愛護與體諒！何
老師，感激您的教導，祝您們全體老師在新一年身心安康！
保慧思 ('91) 及崔嘉倩 ('04)

▲ LEGO Robotics Course

在課室遇上 STEM

為迎合教育局指引及近年國際教育
發展，學校從去年開始引入 STEM
（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教育，培養同學對科研
的興趣。2015-2016 學年成立的航拍及
科技隊（ 簡稱為航拍隊 ）參加了不少比
賽並得到不錯的成績；亦為記錄學校大
型活動如步行籌款及校園重建工程進展
等出力，以先進的資訊聯繫校友，實在
窩心。學校在 2017 年 7 月舉辦的新加坡
交流團讓一班中二及中三同學接觸更多
有關科技發展的新領域。上個學年的活
動大多為對 STEM 有興趣的同學而設，
今個學年學校的目標則是正式推動 STEM
教育，讓全校同學均能參與其中。

負責學校 STEM 發展的曹港生副校長
指出，英華在 STEM 教育的經驗尚淺，
故短期目標是讓同學認識 STEM，以及
培養同學的創意及解難能力。在課程
設計方面，初中同學必修的 Integrated
Science 和 Computer 兩科均會在教學中

離開母校已數十年，仍感恩老師悉心的教
導及培育。在此我特別感謝王劉曼慈老
師。王太在我中三時教我們中國歷史。她
教書時聲如洪鐘，咬文嚼字，總是充滿
幹勁活力。可惜當時我們特別調皮活潑，
對於文史科目，提不起興趣。升讀中四，
王太又教我們中文，由於是理科班，我
們對中文更不用心。我記得還要寫書
法，大家都「 草草了事 」，因此時常遭王太薄責。王太其實是
一位非常認真教學、一絲不苟、正直不阿的老師。

王太在英華女校任教十八年後，於 1994 年伴隨家人移民美國
西雅圖，但她仍繼續作育英才至 2015 年才榮休。為承傳我國文
化及道德，彌補現今教育不足，於是她首先擔任華文學校校長
一職。後在 2001 年轉職，為華人社區健安療養院翻譯中文本的
《 家居護理手册 》。跟著於中國神學研究院進修海外神學課程畢
業後，在西雅圖福音中心作為幹事，開發普通話福音事工及聖
經德育中文班直至退休。
王太投身於教育 43 年，實在值
得敬佩。在此謹祝她退休生活
愉快，身體健康，主恩滿溢！
徐寶容 ('81)

創新 + 挑戰 = STEM

▲ 2017 Science Tour to Singapore

終身為師 — 王劉曼慈老師

▲ STEM Robotics Competition 2017

融入 STEM 的元素。Computer 一科會
在課堂上教授同學如何使用控制 mBot
（ 一種在 STEM 極為普遍的小型機械人 ）
的電腦軟件
“ Scratch ”，
而 Integrated
Science 則會
在下學期時開
始導入小組活
▲ STEM in mBot 2017
動，要求同學
合力設計一個能在新校舍使用的環保設
計，設計會在試後活動期間展出。高中
同學因選修科各有不同，學校不會要求
她們必須參與，但有興趣的高中同學可
以選擇參加航拍隊。

挑戰與發展

資源配套方面，除了教育局撥出的津
貼外，學校亦參加了香港大學 STEM 的
「 種籽 」計劃，會與大學方面的專家定
期開會檢討進展，為老師提供支援和意
見。今年的試後活動會安排有關 STEM
的工作坊讓同學以較輕鬆的形式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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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802.pdf

▲ EIE Robotic Challenge Junior
2017 Robot Hunter

科技，而東京交流團也會集中於科研發
展的三大領域：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irtual reality 和 artificial reality，令
同學能在科技成熟的日本學習。

雖然 STEM 在學校還是一個新挑戰，但
同學和老師都對此有正面反應。以航拍
隊為例，同學雖然要在短時間內接觸一
項全新的科技，但結果在不同比賽中都
能取得不俗的成績。同時，學校也有對
STEM 範疇有充分認識和熱誠的老師，帶
領同學探索未知的領域。曹副校長期望
同學能在 STEM 中學到凡事多作嘗試才
能真正得益，並能對科研有更多了解。
陳玲玲 ('94) 及鄭以津 ('14)

三位中三同 學 組
裝機械人"Kris" ，
參 加「 全 港 中、 小
學生機械人挑 戰賽
2018：奪寶奇兵 」
，
勇奪中學組 冠軍及
網絡最受歡迎大獎

▲

訪問何慧姚老師

編者按：
以下四篇慶祝畢業重聚的文章均為節錄本，
原文刊於校友會通訊海外版

http://www.ywgsaa.org.hk/eng/news/document/
overseas_newsletter/OAN_1802.pdf

英華兒女 60 年心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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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的
英華兒女對母校精神最感自
梁寶珠 ('57)

英華友情、45 年不變！

1972 年中五畢業同學早於一年前已相約聚舊，並於
2017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期間舉行慶祝活動，
當中有 6 位海外的同學專程返港參加呢！

1972 REUNIO

1 外遊三天團

N

EUNIO

1967 R

超越
半個世紀的友情

我們好不容易等到 2017
年年底慶祝畢業 50 週年。
頭炮午宴共有 44 位同學
出席，包括 14 位自外國
返港團聚。整週天天有節
目的慶祝設計讓大家重温
學生時代在校園耳鬢廝磨
的日子，例如新界一日遊
▲ 合一堂崇拜 - 英華生活的一環
是造訪屏山文物徑，嚐懷
舊菜等；另一天則往南丫
島行山，吃山水豆腐、冰
棒憶樂趣；星期天一起在
合一堂崇拜，之後沿樓梯
街而下，探訪昔日足跡。
之後再踏上三天的廣州番
禺之旅，24 人浩浩蕩蕩暢
▲ 廣州沙面高唱 Do-Re-Mi
遊餘蔭山房、廣州塔等，
更在沙面的花園高歌懷舊曲 Do-Re-Mi。六十多歲猶有童
心，源自少女時代的友情，隨著歲月的磨練，變得更真更
醇，經歷大半生，成績競爭皆拋諸腦後，感恩的是能再健
康相見，分享豐富的人生閱歷，而連繫所靠的是在英華當
學生時所領悟的人生觀：寸陰是惜，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這是不滅的真理。

好寫意呀 !

乘高鐵往湖南莽山森林公園
遠足，沿途吸氧、暢談當年
英華軼事，並分享彼此近況。

2 本地半天悠閒團

在晴朗的天空下，我們又出發了！

淺水灣留影

3 師友聚舊晚宴

這是大家期待的壓軸聚餐，多位
老師蒞臨參加，好不熱鬧。菜式
十分可口精美，卻遠不及我們的
濃情。期待下次的重聚！

曾蕙雯、禤桂芬、石玉如及黎育輝 ('72)

陸明 ('67)

編者按：此文為節錄本，原文、隨團姑爺陳建偉博士所賦的詩及
潘小明 ('67) 的稿件刊於校友會通訊海外版 http://www.ywgsaa.org.
hk/eng/news/document/overseas_newsletter/OAN_1802.pdf

N

師友共聚一堂

英華七二眾乖女
四十五年再重聚
面孔雖然有點變
道出姓名就埋堆
花名從來最易記
一提當年情意起
二零一七十一三
深淺兩灣步道飛
二十多人幾個墟
吱吱喳喳跳跑追
花甲之年打排球
仿似回到十七歲！

互祝安康

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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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畢業四十年
風雨無改同窗情

風雨同路好同窗

新 書 介 紹

作者：蘇周艷屏

《 踏峰而行 》

人成長了，便覺得時間過得很快，也
更念舊。我們在 2017 年 11 月 12 日
重聚。下午有「 重溯步行籌款路
線 」，當天雨下不停，但無礙同
學的熱情，11 位同學堅持從母
校羅便臣道正門出發，帶著風
雨同路的暖意漫步上太平山。
大合照
晚上的聚會，大部份同學都一
早到場，聚舊、交談、拍照，充滿笑聲！
很高興有 10 位老師應邀，還有幾位同學的伴
侶，共有 83 人出席。大屏幕上不停播放在英華
日子的舊照片，遊戲包括數算從前的頑皮鬼主意，

尋找中一同班同學，及訴說最難忘事件
等等。大家感到既溫馨又歡樂，也很期
待下次大聚會的再來。
蔡細梅 ('77)

年逾八十的蘇周艷屏在 2010 年卸下她在 1964 年創辦的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的繁重業務後，退而不休，著手寫成這本自傳：「 除了留給我的子孫作為
紀念外，我也希望將我的出生、成長、立業的經過，以一位女工業人在
香港過去大半世紀的動盪年代中作為一份歷史的存照。」
蘇太成就卓越，屢獲殊榮，在多個崗位上貢獻香港，例如曾任立法局議
員。現於自傳分享她的努力奮鬥、堅定信仰及熱愛母校的心，大家實在
不容錯過。感謝蘇太慷慨捐贈廿本自傳給校友會，有興趣的人士可致電
2546 3151 校務處蘇小姐安排。有關蘇太的其他報導可參閱校友會通訊
( http://www.ywgsaa.org.hk/eng/news/document/1802_mrs_so.pdf )。

驚悉蘇太於 2018 年
1 月 26 日病逝，殊感
惋惜，謹此遙祝蘇太
主懷安息，並向蘇太
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英華女學校校友會敬悼

陳尚欣 ('71)

Volleyball

Once a YW girl,
always a YW girl
My Grandma Chan Sau King attended
S1 and S2 in Ying Wa from 1940
to 1941, and was taught by Miss
Hutchinson and Miss Silcocks until
school was suspended during World
War II. Even with just two years
studying at Ying Wa, Grandma felt
very attached to her mother school.
She sent me to study in Ying Wa, so
I could have a good education and
share the same values as hers. She
looked forward to every issue of the
Alumnae Newsletter and enjoyed
reading it. Her one big wish was to
visit the new campus when it opens.
G r a n d m a p a s s e d aw ay a t 9 2 i n
October 2017. It hurts that I could
not bring her to the new campus, but
I will visit new Ying Wa with Grandma
in my heart. I am grateful that I am
given this chance to share her story
here.
from An Alumna

學界排球精英賽，英華女排激戰五局，2017年除夕圓夢摘冠

Basketball

學界精英籃球賽，英華女籃勇闖四強，二月三日首戰去年冠軍協恩中學

英華重建祈禱會
2018 年英華重建祈禱會將移師到可望見新校舍的地點舉行！
歡迎校友、家長及同學齊來參與。

地點：般咸道合一堂
日期：2018 年 5月19 日
（ 星期六 ） 時期：下午三時至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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