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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7 月 14 日，一眾師生校友聚首一堂，
送別羅便臣道校舍；2018 年 7 月 14 日，這畫面
再度在深水埗校舍重現。"Farewell Sham Shui Po" 讓
大家在重返新校舍之前，與生活了六年的校舍和社區說聲再見。

告別深水埗

關校長寄語：
「 其實落雨又有咩好怕喎 ! 」

嘉年華會式的「 告別深水埗 」除了有攤位遊戲、紀念品市集、
照相區及美味小食外，更有連串豐富的表演節目。由五位歷屆
學生會會長擔任司儀，表演嘉賓橫跨各個屆別的校友及老師，
同時更請來深水埗社區的朋友參加。關翰章校長致歡迎辭時
說，人生就如著名創作品牌 "Chocolate Rain" 的名字一樣，
總不免有陰晴圓缺，寄語眾人要保持謙卑和感恩的心，克服逆
境，一如英華重建雖然歷盡重重困難，最終都能回歸羅便臣道。

▲ 開幕禮表演的六位校友在 13 至
16 年期間畢業，表演的主題為
「 13 至 16 我們的紀念冊 」
。

▲ 李素玲老師（ 後排左一 ）統籌，每份
紀念品學生都傾力製作。

在暫遷深水埗的歲月中，英華有幸與這地區有了連結，關校長
特別為各社區的嘉賓致送「 度身訂造 」的紀念品，以表達英華
對他們的感謝。紀念品由老師邀請針黹出色及富創意的中三同
學自由參與製作，一呼百應！將英華可愛的熊啤啤配合深水埗
社區作背景，盡顯心思創意。
當日的表演節目不限於禮堂之內，操場上的表演同樣精彩，包
括同學的中樂演奏和民族舞蹈等，雖然時晴時雨，帶著笑容堅
持演出的同學贏得全場的讚歎掌聲。有蓋操場亦擠滿了等待購
買雪糕和翻閱歷屆接龍小說的長龍，非常熱鬧。

揮動手電筒，同唱友共情

閉幕禮因為大雨遷入禮堂舉行，不過並沒有減少來賓的雅興，瀟
灑明快的英華書院管樂團演奏拉開序幕，跟著是多位教職員帶
同年幼兒女 ( 當中大部分皆於英華遷往深水埗期間出生 ) 在台
上載歌載舞，場面溫馨惹笑，討人歡喜的親子表演贏得雷動掌
聲。此外，還有 2016-17 年度 ITQ 冠軍舞蹈隊伍 Gossip Girls 的
演出、雨僑 ('02) 夥拍前校友教師龔允祈 ('05) 和同學們大展歌
喉。到了校長老師同台合唱再度掀起整晚高潮，50 多人選唱的
《 明天會更好 》，寓意英華對遷回羅便臣道的期盼，同時喚起大
家的集體回憶。接下來是全場合唱《 友共情 》，並以校歌作結，
此時全場人士不分你我同時揮動手中電筒，照亮了
黑夜中的禮堂，亦彷彿照亮出英華輝煌
的將來。
未能出席這次活動的校友，可連結以下網
址，觀賞照片：
http://www.ywgs.edu.hk/news/
farewell-day-album-1

巫敏如 ('78)、葉曉淇 ('15)、
葉曉澄 ('15)、王笑盈 ('13 S4)

英華女兒情牽深水埗：操場、雪糕與青春
羅睿汶、李賜心及王梅 ('17):
憶起曾身處高層大喊，託操
場上的同學幫忙買雪糕吃，
亦曾在體育課時邀請老師到
操場遊戲。

男店主媽媽

書桌

開幕禮司儀高橋慧美 ('15):
最深刻是與同學一起在走
廊觀看操場上的師生比賽，
熾熱氣氛
令人懷念。

李慧清老師 :
俯瞰就看到的操場，
把眾人凝聚一起。

雪糕攤檔男店主 :
英華女生很有禮貌，臉上總
掛着笑容！雖然英華將要離
開深水埗，但重要的是同學
能接受高水準的教學，校舍
在哪一區也不要緊！

蘇格蘭風笛表演者陳國昌先生 :
身為街坊，記得英華剛搬來
深水埗時，同學們已給我斯文、
有朝氣及富同情心的印象。

大翻新

▲ 穿上工作圍裙的黃老師（右一）在解釋翻新桌椅的工序

▲ 大家都用力地拿砂紙刷呀刷

說到母校重建，怎能不提課室裏實木書桌
和座椅的去向？數十年來它們靜靜地陪伴
了多少代英華兒女成長，見證着課室裏無
數美麗的回憶！可惜現在它們已有點殘舊
了，為配合新校發展，校方決定把它們翻
新，既為環保出一分力，又可以讓一眾校
友、家長參與一番。

網上報名一推出，大家的反應非常熱烈，
很快便已經額滿截止 ! 在七月廿八日早上
九時正，由校友及家長組成的 36 個小隊
準時在學校禮堂集合，在校長致詞後，
我們的技術顧問生物科黃惠琼老師（ 暱稱

"Bio Wong" ）生動活潑地逐一解釋翻新
桌椅的工序，原來她在多月前已開始研究
如何復修這批實木桌椅。為答謝她，學校
特別準備了一件繡有 "Bio Wong" 的工作
圍裙送給她！而學生們早前已經用砂紙把
桌椅上部份的油漆打磨掉，使我們當天的
工作輕鬆了不少。
在校友和家長代表分享後，活動正式開
始！每組獲分派一套桌椅，復修工序聽起
來不太複雜，但實際上卻需要很多勞力和
汗水。當天氣溫高達 32 度，帶著防塵口
罩在室外用砂紙進行人手打磨的工作，塵

▲ 開工前的大合照

▲ 同學在示範如何掃上油漆

土飛揚，著實不好受，但大家都有著非
一般的能耐，為英華不辭勞苦，拿著大
號砂紙刷得桌椅光光滑滑！再用抺布和
吸塵機進行清潔工作，抺走灰塵後便可
以掃上薄薄的一層油漆，之後桌椅被放
到禮堂風乾，待第二天油漆乾透後，大
家便可再掃上第二層油漆。這批經過修
復的桌椅都會有一個獨特的編號，以作
識認和紀念。學校期望把它們放在新校
舍的懷舊課室裏，好讓師妹們都能分享
我們的回憶，既可延續英華傳統，也可
為綠色校園添姿彩。
麥穎軒 ('08)

「得恩何豐厚」
！
略 記新 校 舍 平 頂 禮

為一頁，今年 3 月 24 日

日來自五湖四海的校友，都懷
著感恩而激動的心情，齊來祝
福及見證新校舍。

正如重建計劃督導委員會
主席趙麗霞教授 ('74) 所
言，經十年的努力，將近
完成重建之使命，十分興
奮，心存感恩。是的，當

從加拿大遠道歸來的前副校長
關若蘭 ('37) 更言：「 我真的很
幸運，能以 97 之齡，看到新校
舍將近完成！」前校牧兼前副
校長李清詞牧師 ('50) 期盼，重
建項目不只是新校舍之建成，
最重要的是傳承過去的精神，

見證英華歷史揭開新

眾善長、校友、師生、家
長及社會友好聚首於羅便
臣道，參加新校舍平頂禮。

致力發展未來，創出新景象。
未能參與是次盛事之校友，可連
結以下網址，觀賞影片及照片：
http://www.ywgs.edu.hk/
news/topping-out-ceremonyalbum-1
張明意 ('99)

你我的

「磚」屬記憶
19 世紀末，倫敦會購入了般含道一片時
稱 "Beauregard"(「 美景 」)* 的坡地，在
牒喜蓮女士的信心與堅持下，英華女學
校終在 1900 年，在這塊「 一片朝煙罩，
風景殊清秀 」處建成了。謝謝校祖！
自是，母校一直走來，都蒙天父恩佑，
擴建又擴建，每磚每瓦也同時見證著她
一眾兒女身遠心沒離的情愫。
如此走了個多世
紀，到了 2012
年，更闊的步子
邁開了：原址重
建！為配合重
建 計 劃 ，「 一 磚
一瓦建英華 2.0 」運動，在 2018 年 3 月
24 日至 8 月 31 日展開了：凡捐出港幣五
萬元，便可認購一塊磚，把記憶鐫刻下
來，讓它永不褪色。

為搬動一塊磚，久違了、分散在歐亞美
加澳紐港的老同學 ( 有些甚至是幼稚園的
玩伴啊 ) 又碰頭，在臉書、在群組、在咖
啡屋。雖只是你的一尾紅衫魚，她的半
截煙仔餅，從四面八方來的五餅二魚，
在 9 月中竟湊聚成幾近 180 塊磚，籌得超
逾九百五十萬元。
牆，就這樣在老校新舍，在那建於 1926
年的幼稚園庭前，一層一層地築疊起來；
把過去－－現在－－未來，同樣流著英華
血脈的兒女們，聯成一體。這堵牆，銘
誌著我們的「 磚 」屬記憶，藏著心事，訴
說著故事，物換星移，情緣毋改。
「 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
牆垣常在我眼前。」(《 以賽亞書 》49：
16) 無論你是昔日在玩「 團團轉，菊花
園 」的囡囡，還是今日在追逐跑跳、少
年十五二十時的大孩子，天父也同樣看
顧，一代又一代。永恆的 Beauregard！

*“ Beauregard ”一詞見於《 百年樹人百載恩
英華女學校校史 》第 33 頁
葉瑞蓮 ('76)

資訊更新

上一期校友會通訊曾報導
本年 6 月 29 日將有一場
由劉兆璋 ('81) 參與的舞台劇，
並為本校重建計劃籌款。
現因主事人欲精益求精，
務求各方力臻美善，
故需延後演出日期。
如有進一步消息，
定當盡快通知。
不便之處，敬希原諒。

118 周年校慶聚餐

2018 年 3 月 24 日，繼學校於早上舉行了新校舍的平頂儀式後，
校友會於同日晚上，假銅鑼灣翠園舉行校祖日感恩崇拜及校友
會年度會議，同時舉辦 118 周年校慶聚餐。當晚大約 300 名校
友、老師及嘉賓到場，氣氛熱鬧，大家除藉此彼此問安，更為
關校長所分享的重建項目進入最後階段而感到非常興奮！當晚
學校更特別為出席的校友們製作了一個平頂禮的短片，讓未能
出席平頂禮的校友們也能見證極具意義的珍貴時刻，大家都為
此感恩，亦期望並祝福新校舍的順利完工。
甄妙琴（ '90 ）

深水埗校舍
六年情

六年光陰，六年情，對於應屆英華畢業生來說，更是百感交集。這一屆是唯一一
屆六年都在深水埗校舍渡過的，從沒有經歷過原址校舍生涯，相信大家都很想知
道她們的經歷和感受。2018 年 7 月 10 日的畢業典禮，對她們來說更是份外難忘，
尤其是有幸邀請到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作出分享，他提及到追尋知識是永無
止境的，希望各畢業生永遠都對知識的探究保持一份堅持。除此之外，各畢業生
也紛紛把握機會在典禮中拍照留念，就讓我們分享一下其中幾位畢業生的感受。

6C 班的鄭椀營，和其他同學一
樣，都很喜歡校舍的操場。對
她來說，操場是集中所有同學
在一起的地方，令她們留下很
多美好回憶。雖然深水埗給外
人很擠擁和嘈吵的感覺，但區內
不少餐廳職員都對她們很友善，
謝婉雯 (6B)，鄭椀營 (6C)
令她覺得這社區也很有人情味。
鄭 同 學 很 開 心 這 一 屆的同學陪伴她在校舍渡過六年
美好時光，無論是在新或舊校舍，她都希望同學們記住
「 身遠心莫離 」，並保持善良純真的心，因為這是英華人的
特質。
6D 班的陳曉慇起初
的確希望能回到羅便
臣道校舍，因為對於
熱愛戲劇的她，新設
施會令她排戲時更方
便，但她也感受到在 陳穎延 (6A)、蔡希雯 (6C)
林欣怡 (6D)、陳曉慇 (6D)
深水埗校舍面對一些
資源上的缺乏，正正是很好的磨練，而且過程也有很多趣
事發生，也令她和其他同學關係更緊密。至於最喜歡校舍
的部分，她選擇了一個特別位置，就是四樓及五樓的樓梯
間，原來那處放置了很多桌椅，方便同學自修，環境的幽
靜令她更愛在那裡逗留。

6C 班的簡明慧起初對深
水埗感到陌生，但後來
也很喜歡這個校舍。雖
然校舍環境有點擠迫，
但正因如此，更能縮短
同學間的距離。而經過
這六年後，她也對深水
埗這地區改觀，愛上這
簡明慧 (6C)，吳天慧 (6B)
區的美食和文化。對於
不能回到英華原址上課，雖然她感到有點可惜，但也寄語
師妹們更珍惜新校舍的一切。
6D 班的梁芷晞最喜愛的地方是課室，因為那裡是同學們
一起成長的地方，也是認識每一位同學的地方。她很感恩
自己是這一屆經歷六年深水埗校舍的學生之一，對於師妹
們，她很希望大家會珍惜校園生活，而她也對作為英華學
生感到自豪，因為同學間感情深厚，不會視對方為競爭對
手，也常彼此鼓勵。
經歷這一次訪問後，我們有一份莫名的感動。無論身在何
處，在哪一個校舍，英華學生也能正面思考，也明白英華
向來最珍貴的是一份情。深水埗校舍快將成為歷史，但這
份回憶，將長存大家心中。
崔嘉倩 ('04)、鄭以津 ('14)、鄭淯之 (6C)

遨遊水鄉：

探尋威尼斯藝術之旅

▲同學們參加了威尼斯穆
拉諾玻璃學校的兩日課
程，跟隨玻璃大師學習製
作玻璃藝術品。

▶在導師的耐心指
導下，同學們都能
製作出獨一無二的
玻璃藝術品。

今年七月中，我校和英華書院合辦
了威尼斯藝術團。我校的十三位同
學與英華書院的九位同學，在梁美
珊老師帶領下拜訪玻璃藝術家，並
到聖馬可廣場、嘆息橋、彩色島等
地點觀光和參觀藝術展覽等。
其中令楊盈 (6B) 和伍佩詩 (6C)
印象最深刻的是到玻璃學校嘗試製
作玻璃罐。製作的過程十分艱辛：
不但需忍受火爐的高温，還要注意
吹玻璃的力道，以免失敗；但她們
拿着親手製作的作品時，那份成功
感已蓋過一切艱辛。同時，她們
也十分感謝導師們耐心的指導，並
對導師的功力深感佩服；也對當地
人的友善和熱情感到温暖。雖然她
們製作的玻璃罐並不完美，卻裝滿
這十一天的美好回憶，令她們格外
珍惜。
丁苑澄 (6C)

▲製作玻璃藝術品時要眼明
手快，趁玻璃還未冷卻時塑
造成理想的形狀。

▲吹玻璃時力道要適中，是
件講究經驗和耐性的難事。

「 恒隆˙築跡 ——年輕建築師計劃 」路 線 設 計 比 賽 導 賞 團
上學年，本校 6 名中五同學參加了第一

屆「恒隆——築跡年輕建築師計劃」，

◀ 左起：
陳若羚 (6B)、陳惠芊 (6B)、
周海銘 (6B)、
盧韋柏先生 ( 恒隆集團
及恒隆地產行政總裁 )、
隊長周慧妍 (6B)、
李曉朗 (6B)、鄭淯之 (6C)、
葉雅詩老師

經過九個月學習及體驗一系列與建築設

計及社區規劃有關的活動，她們為香港
設計建築導賞路線，並化身為導賞員，
帶領一眾評審走過他們自己設計的路

線。評審從建築知識運用、創意和表達

技巧等多方面作出評分，最終甄選本校
隊伍為冠軍，同學因而獲得獎學金及於
暑假期間前往日本參與建築導賞團。
周小鳳 ('82)

T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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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隆地產的建築
師向同學介紹東京
國立新美術館的建
築風格

這個暑假，本校學生可謂驛馬星動，除了上述的聯校威尼斯藝術之
旅及東京建築導賞團，還有泰國排球集訓團、籃球隊首爾集訓團、
柬埔寨服務團「 夏續暹夢 」，英國劍橋遊學團； STEM 隊伍更參加了
日本「 東京科學與科技遊學團 」及「 STEM 創未來 」瑞典考察團，真
的多姿多彩！大家可到以下連結欣賞照片：
https://youtu.be/DHTshNcJZPc

校友會通訊海外版
新一期現已出版，請瀏覽

http://www.ywgsaa.org.hk/
sites/default/files/newsletter_
overseas/OAN_1810.pdf

HURRAY!

The MOBILE-FRIENDLY
AA website
has been launched. Visit

www.ywgsaa.org.hk
anytime with one click
on your phone!

蒙福的一生──
羅曼華博士安息主懷

去年羅博士舉辦生命禮讚會向親友
見證上帝的恩典。

校友羅曼華博士 ('59) 於今年五月二日安息主懷，享年
77 歲。「 蒙福、延福、萬民得福 」是羅博士一生致力追求的
目標。她於英華畢業後，在美加完成雙博士學位，及後一直
投身文化交流及差傳教育工作。
羅博士於英華就讀中小學，求學時期熱衷於學校活動，是
學生長、學生會福利部成員及籃球隊隊員，也曾籌辦暑期識
字班，招募同學擔任小老師，教授小孩簡單詞彙。母校的栽
培，為羅博士日後創立慈善組織和從事研教工作奠下了基礎。

羅博士的一生活出了耶穌基督「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的
精神。她憑著一股衝勁，以及謙卑關懷的心，透過差傳教育
工作祝福不同地方的人。即使十多年前確診患癌，她在服事
上的熱心卻沒絲毫減退。去年一月，她的病況開始惡化，於
是整理一生的心路歷程，舉辦「 生命禮讚會 」，向親朋好友道
別及說述神在她一生的恩典 ( 見 http://www.ywgsaa.org.hk/
sites/default/files/newsletter/1709.pdf 第四頁的報導 )。
她在今年五月釋去世上勞苦，光榮歸家。
利天諾 ('14)

我們有幸在八月二十日到中山紀念公園體
育館觀看第 32 屆英華盃排球賽，6 隊（ 包
括本校校友隊、校隊、Victory、紅藍、
旭青及蘇屋 ）以單循環形式比賽，最後由
校隊和 Victory 奪得雙冠軍，並由關翰章
校長頒獎。

英華盃早於 1984 年由一群熱愛排球的校
友創辦。校友隊現有 15 位恆常隊員（ '85
至 '95 ），除了每年參與現改由學校舉辦
的英華盃外，她們每月均會一起切磋球
技，其後的聯誼活動亦繼續聯繫師姐妹以
至其家人的感情。

訪問中，筆者觀察到各隊員滿有默契、
無分彼此、互相關心。她們仔細分享從
前練球的經驗，對師姐嚴格的訓練、無
私傳授技術又畏又敬，彼此在比賽、集
訓中建立互信和深厚的感情。比賽當
日，校隊師妹也佩服各師姐的拼搏精
神。基於這份情誼及承先啟後的精神，
隊員亦響應母校重建 Brick Campaign
2.0 活動。
從 前 ， 她 們 往 往「 打 逆 境 波 」， 尤 以
1985 年在九龍舊伊館作客，對迦密中學
那場學界精英賽最為難忘，當中有隊員

是日校友隊奪得季軍，由關校長頒獎，前排為各隊教練，包括
排球校隊負責老師江鳳瑤老師 ( 左四 ) 及周世好教練 ( 右三 )。

受傷未能上陣，又有需面對公開考試壓
力者，在對方主場的氣氛下，仍能克服
劣勢得勝。故此，校友自信地表示在學
時好好分配時間，既勤奮向學，又努力
練球，令她們有強健體魄，恆久的意志
力和團隊合作的精神，對日後學習、工
作和生活均有莫大裨益。
保慧思 ('91)、丁苑澄 (6C)、盧詩榆 (6C)

編者按：篇幅所限，此文為節錄本，原文刊於
校友會通訊海外版
http://www.ywgsaa.org.hk/sites/default/files/
newsletter_overseas/OAN_1810.pdf

多名歷屆排球校隊健將參與，包括傅素
儀 ('85)（ 左二 ）、蕭燕鳳 ('85)（ 左三 ）
及黃婉筠 ('85)（ 右一 ）

頒獎後全場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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