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TTLE

終身為師 —王劉曼慈老師
很多人說，一個人的成長，深受中學老師的薰陶。我也不例外，畢業離開母校已數
十年，仍感恩中學老師悉心的教導及培育。若要一一鳴謝，恐怕用上整份通訊的篇
幅也不夠。在此我特別感謝教我中文和中國歷史的王劉曼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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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有一次王太
上堂中「突擊」測驗我們對該堂課的了解，我們都誠惶誠恐地完成，結果有超過一
半人「不及格」，我也僅是剛好「及格」，事後我們都被王太教訓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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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教授中文、中史都是活潑生動，講解清晰，常
用故事形式讓我們明白背景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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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太對教育及中國文化抱有熱誠，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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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Yum Cha gathering
was held on 6 January 2018 (Saturday)
with 20 alumnae joining the event at the
Greenwood Chinese Restaurant (翠湖海鮮
酒家) in Nor th Sydney. Old and new
acquaintances greeted friendlily and chatted
happily. We treasured our friendship,
enjoyed the delicious food as well as the
precious time of meet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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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Ka Po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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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ting

很多人對撐篙的印象都可能來自徐志摩的《 再別康橋 》，但其實在牛津也同樣能撐一支長
篙，在河上度過悠閒的下午。通常學院都會有自己的船，不用學生付錢。學生可向學院預
訂船和篙，然後約同三五知己，帶一本書或一些零食，在微風和陽光中忙裏偷閒撐船。不
過，撐篙其實就是靠著把篙插在河床上使勁推使船前行，非常費力氣，加上篙既長且重，
所以撐船者一時重心不穩掉進河裏亦不是罕有的事情。

Rowing

划艇是牛津最受歡迎的運動，而且受到校方高度重視。每年的冬天和春天，大學都會舉行
一次學院之間的划艇比賽，但最大的盛事，一定要數牛津劍橋賽艇對抗賽。由 19 世紀至
今，牛津和劍橋大學賽艇社，每年都會在倫敦泰晤士河上舉行賽艇比賽，吸引無數人前來
觀看，甚至會由電視台全球直播。從學院到整個大學，划艇彷彿已變成一種文化。
牛津大學作為英語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學 2，悠長的歷史承傳了無數的傳統，而這些傳統又形
成了自己的獨有文化，構成了別樹一幟的牛津體驗。就像在早會唱校歌是每一位英華女兒
的集體回憶，這些傳統對於牛津大學學生而言，大概同樣是聯繫著過去和未來的紐帶。

▲ 我可以很自豪的說，我從來沒有試
過掉進河裏！

謝天霖 ('15)
現為香港大學文學院四年級生，主修語言學及政治

編者按：
1 電影《 哈利波特 》中的魔法學校食堂便是在 Christ Church College 內取景。
2 雖然牛津大學的創立日期難以考證，但授課紀錄可上溯到 1096 年。

有朋自遠方來！

SYDNEY

Opera House

師友同遊、賞心樂事

「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以這句子來形容
與尊敬的林綺麗老師（ 下稱林老師 ）在澳洲悉尼
的相聚，是最貼切不過的！

林老師在今年 4 月重遊澳洲兩星期，踏足多處悉
尼市區及鄉郊地方，如漫步港灣內的皇家植物
園（ The Royal Botanical Garden ）享受和煦
的陽光、從不同角度欣賞悉尼歌劇院（ Sydney
Opera House ）的建築風格、到藍山國家公園
的三姐妹峰（ Three Sisters ）山谷飽覽美麗風光
…… 等等。72 年畢業的兩位同學更與林老師一
起遊覽澳洲中部烏魯魯（ Uluru ）艾爾斯大岩石

Editorial Board

▲ 2018年春天Trinity Term期間舉行
的Summer VIIIs划艇比賽

師生聚舊、樂也融融

（ Ayers Rock ），欣賞岩石的美態及不同的色彩，
感受到大自然的偉大、人類何等渺小，並認識澳
洲原著民的一些歷史及生活點滴。
此外，13 位英華校友還相約林老師於車士活區
（ Chatswood ）的唐宴海鲜酒樓飲茶並聊聊近況，
席間氣氛和諧，樂也融融！

對於曾被林老師教導的同學而言，是次師生重聚
實在難能可貴，既歡欣又喜樂啊！
王家寶（ '72 ）

China Town

CHAN Seung Yan, Sonja | CHOW Siu Fung | CHUI Wai Shan, Anita | LAI Yuk Fai, Rosa | LAU Siu Ki, Clive | MO Mun Yu, Donna | WONG Choi Fong, F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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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HERING ON 24 SEP 2018

S

even Sydney Ying Wa girls
had lunch gathering at Tingha
Pa l a c e a t Pa r r a m a t t a L e a g u e s
Club on Monday 24 th September
2018, to celebrate Spring 2018 and
Mid-Autumn Festival in Northern
Hemisphere. We enjoyed the lunch
there because we had scrumptious,
authentic Cantonese dim sum, fried
egg noodles with shredded lean pork
as a main course, traditional egg tart
and bean curd custard (豆腐花) as
dessert of course.
We left the restaurant at 2:30 PM,
walked to Wistaria House Gardens
at Parramatta Park. It was only a
3-minute walk from the Club. We

saw the vibrant colours even from a
short distance - purple, red, hot pink,
orange and snow-white, etc.
As we walked through the garden
gate , w e co u l d s m e l l t h e s w e e t
scent like we went into the cosmetic
department at David Jones. It was
because all the spring flowers are in
blossom, like wistaria, peach blossom,
cherr y blossom, clivia and other
beautiful spring flowers. This year,
our leader chose the right time to visit
the garden. You can see the attached
photos taken by our photographer,
Ellen Yuen ('74). You would wish you
were there. So make sure you take
leave from work to join us next spring

▼Spectacular blossoming fl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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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Make sure you take your mobile
phone, ready to take the picture of the
blossoms, especially the purple and
white wistaria flowers hanging down
the canopy, like big bunches of grapes.
They are so spectacular.
We had a short lesson from Ellen, our
botanist. She showed us how to tell
whether they were cherry blossom or
peach blossom. Don't forget to ask
Ellen at next Spring Flower Show.
Wong Yuk Ching ('62)

▼Outside Parramatta Leagues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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