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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榮譽校董
秉承優良傳統
英華女學校於 2011 年根據《 教育條例 》設立英華女學校法
團校董會（ "IMC" ），其職能主要是按照中華基督教會香港
區會所訂定的抱負及辦學使命，制訂學校的教育政策計劃，
確保學校實踐辦學使命及促進學校的學生教育。IMC 現時
有 23 位校董，當中有四位年青的校友是新加入的榮譽校
董，她們在各自的專業界別表現出色，定必為IMC注入更多
新思維及活力。她們與另一位榮譽校董鍾炫珊建築師（ '70 ）
一樣，除了沒有投票權外，職能跟其他校董並無分別。

法律學術醫學管理各擅勝場

四位校友分別為冼麗華大律師（ '86 ）、大學講師張可欣博
士（ '89 ）、孫杜琪外科醫生（ '91 ）及在金融機構負責亞太
區人事部財務管理的鍾慧芝（ '00 ）。就像大部分的英華學
生一樣，她們在學的時候，除了努力讀書，也活躍於不同
的活動，包括學生會、合唱團、長跑隊、校內紅十字會團
隊等，亦因此對學校有濃厚的歸屬感。

左起：鍾慧芝、孫杜琪、張可欣、冼麗華

抱負

她們希望以在英華讀書的美好經歷和在職場的經驗，協助
學校運作，讓優良傳統傳承下去，因此欣然接受學校的邀
請成為榮譽校董。冼麗華亦身兼其他學校的校董一職，所
以對管理學校有相當經驗，她希望在母校的重建事宜及學
生發展上提供意見及支援；張可欣期望以她在學術界所見
所學，輔助學校繼續提供優良的全人教育，並為師妹們尋
找更多可發展空間；鍾慧芝則希望藉自己在職場的經驗，
為學校提供專業的意見；孫杜琪表示，因為在英華讀書，
她考入了大學醫學院，後成為醫生，英華改變了她的一
生。所以她和三位師姐妹一樣，都十分期望能回饋學校，
延續英華的辦學理念，為師妹們建立更理想的學習環境。

課室內的每個角落都承載
着鍾慧芝（左一）與同學
的美好回憶。

寶藍色長衫、古老
的書桌、滿桌子的
小食、笑容滿面的
同學成為張可欣
( 前排左五 ) 最喜
愛的開心歳月。

孫 杜 琪（ 後 排 左
五）在學時為長跑
隊骨幹成員，與隊
友一起為學校於學
界比賽中取得多項
奬項。

挑戰

由於是「 新血 」，她們正努力了解有助 IMC 運作的法律及規
則。雖然工作十分忙碌，但在中學時期已學習時間管理，
同時兼顧學業及課外活動職務，所以她們有信心能兼任
IMC 的職務，為學校服務。

展望

面對時代變遷及多所歷史悠久的中學轉為直資、私立
學校，如何在秉承辦學理念之餘，吸引家長及合適的女孩
子選讀英華呢？她們致力維持英華繼續是一所以有教無類
為本的津貼學校，為社會不同階層的女孩子提供優質教
育。她們均受惠於英華的教育，並在此承載了畢生受用的
價值觀，因此希望為學校及師妹們服務，以保留英華女
兒樸實勤奮的優良傳統，她們相信這也是 IMC 加入「 校友
元素 」的目的。她們亦期望成為校友與學校之間的溝通橋
樑，幫助學校更全面發展全人教育，並關注同學的身心靈
需要。

勉勵眾師妹

冼麗華鼓勵師妹們在學時珍惜各種機會，找出自己的興
趣，發展自己的個性；張可欣希望師妹們多嘗試，找到自
己擅長的、有信心的範疇，奮勇向前，專注並不斷練習，
發展成自己的專長；孫杜琪認為英華的女孩子一般都比較
慢熱，要讓別人了解自己的能力及內涵，可更主動和積極
表達和分享自己的想法，這對日後各方面都有極大幫助；
鍾慧芝也勉勵師妹們「 寸陰是惜 」，好好裝備自己，因為世
界不斷在變，要適應新環境，抓緊隨時來臨的機遇。
校友會衷心感謝四位校友榮譽校董在百忙中為學校服務，
這正體現英華一向重視的「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精神。
在此祝她們工作順利，身心健康。
甄妙琴 ('90)、陳玲玲 ('94)、葉曉睿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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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s/default/files/newsletter_overseas/OAN_1902.pdf

左 起：德 姐、英

左 起：花姐、
靜姐、文叔、
玉 姐、葉姐、
娟姐

姐、莉姐

幕後英雄逐個捉

的文叔除了負責清潔工作外，
現時英華的工友團隊共有 10
還負責外勤和做各類維修，他
左起：文叔、靜姐、英姐、花姐、莉姐、葉姐、德姐、娟姐、玉姐
人，當中以「 老鬼 」莉姐和英姐
喜歡這份工作。
的經驗最豐富。莉姐在英華已
感激在我們背後默默耕耘的每一位工友！透過
個性率直的葉姐多次感謝校長
經工作了 12 個年頭，她為人親
11 月 26 日的訪問，筆者和幾位師兄、師姐看到
對工友們的關懷和尊重，強調
切細心，對舊校舍和深水埗暫
他們的互助互愛和敬業樂業，在擔當校園清潔和
在本學年初缺乏人手時，各老
遷校舍的日常運作，甚至保安
衛生的工作中，除了一起發揮團隊精神外，言行
師的包容和同學們的合作令
方面的問題非常熟悉和關心。
裏盡顯對學生那份關懷。
她非常感動，最深刻就是中
新的羅便臣道校舍面積大了，
六三班同學每天放學後都會自
將會增加團隊的挑戰性，相信
願把所有椅子翻起，減輕她清潔工作的負擔。除此，玉姐、
莉姐能夠帶領團隊支援新校園。英姐大約在英華家庭已經 25
花姐、靜姐、娟姐和芳姐都是在本學年加入英華的，在訪問
年，她現在負責尾更工作，每晚巡樓和關門。英姐予人直率
中，看到她們彼此尊重，誠懇有禮，努力融入新環境。
的感覺，儘管她口裏說要準時關門，卻流露出對留校遲走的
學生的那份關懷。

來自緬甸的德姐非常體貼和願意付出，原來她初來英華時，
負責在咖啡閣工作，為了鍛鍊同學的英語水平，去買小食的
同學只能跟她說英文，相當有趣！斯文友善、擁有一雙巧手

感謝您們各位充滿熱誠、不辭勞苦的付出，為我們帶來舒適整
齊的學習環境，謹向您們致敬！我們快要搬回羅便臣道校舍，
將為團隊帶來新挑戰，衷心祝願您們工作順利、生活愉快 ！
保慧思 ('91)

致力推廣罕見病臨床服務 —
恭賀莊淑貞校友獲選為
「 2018 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莊淑貞醫生 ('95) 在香港大學畢業後，加入了威爾斯親王醫院兒科部門工作。兒科專科
訓練雖然艱辛，卻為她帶來滿足感。成為兒科專科醫生後，莊醫生專注研究遺傳病，
成為香港首批遺傳科及基因組學專科醫生。

服務罕見病病人

在十多年前，罕見病一詞對大眾來說是
非常陌生的，罕見病患者往往被 誤診及
延誤治療。有見 及 此，莊 醫生 遠 赴澳洲
接受罕見病的專 科訓練，她了解到正確
的 診 斷及 對 初 生 嬰 兒代 謝 病 患者 進 行
適切治療的重要性後，便將技術帶回香
港。在香港推行新生嬰兒代謝病篩查和
罕見病治療並不容易，當年大部分醫護
人員對罕見病沒有太多認識，更不願意
投身這個專業。而且罕見病參考病例並
不多，醫 療 資 源亦非常 缺 乏。但 莊 醫生
沒有放棄。每當她看到無助的病人和其
家屬，便會想起母校的校訓「非以役人，

乃役 於人 」。這句說話鼓 勵著她堅 持下
去服務病人，更令她明白所擁有的能力
是 主 的 恩 賜 和 安 排。在 政 府 近 年 推 廣
下，莊 醫生 期望能有更多人關注罕見病
及提供罕見病患者支援服務。

下，全力以赴」、「在機會來臨前裝備自
己」、
「無懼將來」及「盡玩盡讀盡做」！
                                      
麥穎軒 ('08)、葉曉睿 (5C)

英華孕育服務精神

說起在英華的日子，莊醫生眼裡充滿著
懷念和感恩，原來她侍奉的精神早在中
學時已萌芽。她曾參與義工服務帶領中
度弱智人士郊遊，令她明白到健康不是
必然的，而病人亦非常需要支持。 學生
時代的莊醫生十分好動，她是田徑隊的
短跑好手，亦曾在中六時擔任社長和「大
姐 姐 」。她 寄 語 英 華 的 師 妹 要「活在當

民以食為天：

紅蕃茄的人情味

同學平時到學校小賣部買食物，相信對師傅和姨姨都不陌生，
但校友則較少機會接觸到每日為同學打氣的小賣部。

左起：林師傅、小玲姐、好姐、㛇姐、鳯玲姐

美味回憶

此次訪問正是要介紹這班在英華服務同學多年的幕後功臣。

英華紅蕃茄小賣部的員工有五位，包括好
姐、㛇姐、小玲姐、鳳玲姐，以及大廚林
師傅。曾任酒店大廚的林師傅至今已在英
華服務十年有多，他清晨在深水埗親自
挑選材料，堅持為同學烹調美味佳餚，例
如大受同學喜愛的撈麵，或是某些老師每
日必吃的白粥；各位姨姨也在英華服務達
三年以上。他們均指在英華工作壓力不
大、團隊氣氛融洽，同學又乖巧有禮。能
看見同學買食物時的滿足感和見證同學的
成長，都驅使他們留在英華服務。這幾年
間亦留下不少難忘的回憶，例如每年總有
中六同學在離校前請師傅製作特別小食，
而他都會盡力滿足同學，給她們美好的回
憶。姨姨又提及同學傷心失意，也會向她
們傾訴。

最緊要係輸得起

時光飛逝，英華將要遷回羅便臣道的新
校舍，雖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新開始，但
亦是與四位姨姨道別的時候。姨姨礙於
新校舍路途遙遠，不會隨英華搬回半
山。同學和老師們固然感到可惜，但其
實姨姨們也感到十分不捨。她們都認為
在這個團隊工作愉快，但更令她們依依
不捨的是一班友善的老師和勤奮有禮的
同學。相信那份真摯的情感必定讓她們
難以忘懷。臨別在即，她們鼓勵同學：
「俾心機讀書！考試考得差唔係大事，
最緊要係輸得起，下次再努力！」雖然
將要抱著遺憾與姨姨們說再見，但紅蕃
茄若能中標，期盼林師傅可以陪伴英華
遷回羅便臣道，繼續為同學煮出健康美
味的食物。
鄭以津 ('14)、陳曉瑩 (4E)、胡凱盈 (3D)

一九六二年畢業同學重聚點滴
我們在去年 11 月 12 日至 18 日期間，歡聚香江，共渡一段美好時光，包括乘
坐洋紫荊號欣賞「 幻彩詠香江 」；往石屎森林中的綠洲 —— 濕地公園遊玩，在
西貢遊船河、飽覽世界級特別地貌；在赤柱購物、竹戰、燒烤及唱卡拉 OK；
參觀石硤尾美荷樓了解香港公共屋邨發展歷史，期間竟有意外收穫 —— 遇見
英華的關翰章校長，更可到深水埗暫遷校舍分享「 英華新校舍前瞻 」；及到我
們一位同學府上深情對話。凡此種種，實在感恩！當然還有少不了的重聚午
膳及晚宴，感謝關若蘭老師 ('37) 和李清詞牧師 ('50) 蒞臨分享樂趣，與我們懷
舊一番！我們也作了一些詩，與各位校友分享及共勉，以下為其中一首：

《 老氣橫秋之喜 》

一九六二畢業後
轉眼同儕年已秋

興到之際喜聚舊
慶幸情懷高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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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佩璉 ('62)

Touring in Phuk
et

1968年畢業同學五十週年重聚紀事
籌備了差不多兩年的重聚終於在
2018 年 11 月 5 日展開了！首五天
是星馬泰郵輪遊，第六天是大家期
盼了半個世紀的重聚晚宴。盼望
2020 年英華女校 120 週年校慶和
新校舍落成典禮時，我們再相約重
聚！讓我們身遠心莫離！
譚倩冰 ('68)

以下是幾位同學的分享：

Even thou gh it was only a sho rt
trip, the
ship travelled to Malaysia and Thailand
. Our
efficient reunion team organised buse
s for
us to visit popular sights in Kuala
Lumpur
and Phuket. They also fed us with
amazing
local food. We were busy doing "fast
track"
catching up with each other's life-chan
ging
stories. Thank God for providing this
reunion
trip to remind us of His blessings in
our life.
Tse Oi Yu, Alice ('68)

The class photo at reunion dinner in HK

我從 沒有 參加 過一 次旅 遊， 像今 次般 高興 自在
的！ 這是 少年 十五 二十 時歲 月如 歌的 緬懷 和重
溫， 真摯 的同 窗情 誼的 重現 和發 現。 英華 人，
永遠能夠「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多謝策劃小
組； 也多 謝英 華姑 爺們 的參 與， 讓英 華溫 情在
五十年後再濃濃化開，滋潤著大家的黃金歲月。
孫慧玲 ('70 F7)

我在 1968 年入讀英華預科文科
班。 感謝 主， 讓我 有機 會在 一
間以 人為 本， 以基 督為 首的 學
校讀 書。 願神 祝福 英華 女校 ，
繼續為祂輝耀於香港。
姚愛珍 ('70 F7)

互相關懷、彼此照顧
、
像一大家庭 —— 溫馨！

陳竹君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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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重建祈禱會

經歷重重困難，引頸以待的新校舍終於
建 成 了！ 就 讓 我 們 預 備 齊 來 參 加 英 華
重建祈禱會，感謝神的帶領！
地點：容後公佈
日期：2019 年 4 月 13 日 ( 星期六 )
時期：下午三時至四時三十分

我愛英華 1978

四十年彈指而過，70 年代的英華畢業生每年都在數算著哪年才是自己的 40
週年畢業紀念？今年，終於輪到 1978 年畢業的我們了！
與 10 年前的 30 週年紀念不同，今年有很多新加入的面孔，她們早在年初已
預留時間，因為要從海外回港參加。各位踏進 Young Old 的熟女同學，歲
月留痕，但眼底的青春因重遇而再次閃爍起來。
10 月 26 日舉行的聚餐，大會特設「 台上一分鐘 」環節，邀請蒞臨的每位老
師和同學以短短的一分鐘時間，「 細 」說離校以來的生活，發言時間雖短，
但當中包含的情誼很長，充滿著對母校的依依眷戀。
口裡說愛，行動上亦同樣表現，席上我們安排了售賣學校
紀念品來籌款，後來在同學的提議下，我們另外加碼籌集
至 $50,000，在母校的 Brick Campaign 2.0 上留名。簡單
的呼籲，目標已達成，羅便臣道的新校舍將永久刻著：
To Ying Wa We Love
1978 Form 5

巫敏如 ('78)
書於 201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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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一世紀的聚

Graduates of class of 1993 held a gathering on 26
October 2018 to celebrate our 25th anniversary since
graduation. It was our pleasure to have Mr Francis
Kwan, the principal ( 關翰章校長 ), Mr Cho Kong Sang,
vice-principal ( 曹港生副校長 ), Ms Chau Chui Shan
( 周翠珊老師 ), Ms Kwong Pui Fun, Katherine ( 鄺佩芬
老師 ), Ms Pak Lai Sheung ( 白麗湘老師 ), Ms Tse Suk
Chun ( 謝淑珍老師 ), Ms Wong Yuen Wah ( 黃婉華老師 ),
Ms Yeung Ming Wai ( 楊明慧老師 ), Mr Fung Wing Yin
( 馮穎賢老師 ), Mr Ngan Shing Tak ( 顏聖德老師 ),
Mr Sam Shum ( 岑暢老師 ) and Mr Wong Kuen ( 黃權
老師 ) joining the dinner gathering.
Over 50 graduates from the six classes gathered at
a Chinese restaurant near Jordan on Kowloon side.
The whole night was filled with laughter and good
old memories of the school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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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ent was not just a dinner gathering. We also
took this opportunity to show our support to the
redevelopment project of Ying Wa. A total amount of
$20,000 was donated and the cheque was presented to
the principal that night.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gathering at the grand opening of
new school campus on Robinson
Road in 2020!
Chan Wing Yan, Loretta ('93)

EDITORIAL BOARD

CHAN Ling Ling, Cla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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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AU Siu Ki, Clive
LI Tin Nok, Tina / LIU Chung Yee, Amanda / MAK Wing Hin, Christy
MO Mun Yu, Donna / PO Wai Sze, Alice / TSUI Ka Seen, Leslie
WONG Choi Fong, Fanny / YAN Miu Kam, Vivian / Chan Hiu Ying, Yanni (4E)
SHEK Sum Yee, Michelle (4E) / WU Hoi Ying, Angie (3D)
YIP Hiu Yui, Jerica (5C)

西貢地質、鹽田梓

生態及文化之旅
校友會於去年十二月一日舉辦了
「西貢地質、鹽田梓生態及文化之
旅」，有約一百位參加者。是次活
動除了能讓已退休的老師 ( 包括已
移居外地的 )、現任老師及不同屆
別 的 校 友 聚 首 一 堂， 也 能 讓 大 家
在秋高氣爽的週末與大自然近距離
接觸。
大家先乘觀光船出海觀賞，沿途經
過 牛 尾 洲、 吊 鐘 洲 等， 各 人 爭 相
拍照，紀錄這些難得一見的地貌；
亦因岩石的宏偉壯觀而嘆為觀止。
到達酒樓品嘗美味菜餚後，再到鹽
田梓飽覽風光，期間踏足有百多年
歷史且中西合一的聖若瑟小堂，並
參觀了鹽田運作以及天主教香港教
區陳志明副主教的祖居，使眾人眼
界大開。
陳曉瑩 (4E)、石心儀 (4E)

▲ 這座岩石的形狀既像象鼻，亦像茶壺的把手。 ▲ 聖若瑟小堂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並獲頒 2005 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優異奬。

▲ 很清澈的鹽田啊 !

▲ 一眾校友樂而忘返，獲益良多。

跳繩高手
▲鄭靖潼（ 左 ）和黃貝瑤（ 右 ）在上海
舉行的世界跳繩錦標賽中奪取雙人花式
第二名。

▲ 馮浠桐（ 右 ）大顯身手。

▲岑偉瑤示
範個人花式。

▲黃樂瑤示範速度
跳繩。

―憑着熱愛與堅持
筆者有幸訪問五名現就讀本校的花式跳
繩隊員，她們分別為馮浠桐 (Helen, 3A)、
黃貝瑤 (Koey, 2D)、鄭靖潼（Natalie, 2A）
、
黃 樂 瑤（Tyra, 2E）和 岑 偉 瑤 (Apple, 2E)。
Koey 和 Natalie 更於去年七月在上海舉
行的世界跳繩錦標賽中，在 14 對世界頂尖
運動員中奪取雙人花式第二名，實在值得
我們鼓勵和支持！Apple 也在去年出戰在
貴州進行的世界錦標賽。

平衡興趣與學業

儘管她們外表和一般中學生無異，但是
她們對花式跳繩的熱誠、時間的付出令
人佩服。她們各人由小學開始接觸花式
跳繩，繼而熱愛此運動。Helen、Koey、
Natalie 和 Tyra 現為中國香港跳繩總會的
隊員，而 Apple 則隸屬中國香港跳繩體
育聯會。她們一般每星期集訓兩次，每次
至少三、四小時練習單車步、速度、個人
及團體花式跳繩。筆者看過她們的示範，
明白到訓練絕不簡單。

▲ 黃樂瑤、鄭靖潼、黃貝瑤和馮浠桐
（ 左起 ）對花式跳繩有一份熱愛和堅持。

正如其他中學生，她們除了參加校外跳繩
隊外，也要應付功課和考試，故此適當的
時間分配至為重要。她們須盡量利用清晨
和深夜時間、午休，甚至坐交通工具的時
間去完成功課和溫習。

忍耐堅持，邁向目標

她們指出，跳繩令自己鍛鍊一份忍耐和堅
持，提升她們的體能。看到她們表演時的
風采，別忘記背後她們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去將一個動作練得純熟，有時甚至會被花
繩 弄 傷。 例 如 Koey、Natalie 和 Tyra 在
去年參加世界錦標賽時，一抵達上海下榻
的酒店，知道沒有正式練習場地後，便立
刻在炎熱的環境下進行多個小時的練習。
她們對未來充滿憧憬，希望成為世界三甲
選手，祝願她們在學業和運動上取得成
就，達成目標！
保慧思 ('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