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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自年初攻襲香
港，我們訪問了關校長，讓他
分享學校如何跨過挑戰。

對中六同學艱苦中的祝福
中六同學 一 個 學 年內 經 歷多次停 課，沒有了陸 運會畢 業 盃； 
模擬試中段突然停課；然後中學文憑試（ DSE ）又一再延期，

中、英 文 科口試 取 消，
網上放榜 …… 關校長表
示，他體驗到 “ 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 ”是最管
用的正面態度。疫情催
使大家靈活應變，適應
各 種「 新 常 態 」， 中 六
同 學 以 這 種 心 態 沉 着
應戰，因此整體考試成
績理想。他特別感恩學
校 迅 速舉辦了畢業禮，
更 請 來 專 業 攝 影 師 為
同學拍攝 個人畢業照。 
畢業禮的安排是上帝對
英華中六同學的祝福及
眷顧。

科技讓學生停課不停學
停課促使學校轉變教學模式，可幸學校正在推行兩年內全面電
子教學的計劃，加上新校舍在設施、配套方面非常完備，因此能
迅速調校教授模式。老師除了於網上實時教學，亦在網上進行
測驗及評估。學校亦為個別有需要的同學提供電腦及上網卡，
也就網上學習進行問卷調查，從而改善安排；老師亦會透過電話

（ Sunshine Calls ）關心家長和同學。在復課時，學校更為需要
跟進的同學舉辦加油班及“ Back to School Fighters ”班。

自 1946 年戰後入讀英華女校初中一，到 1977 年離職赴
英在世界傳道會工作，我曾是英華的學生、老師、校牧、
副校長、校董、校監。退休後本已沒有什麽銜頭，除了仍
是牧師，忽然驚覺今年榮升「 二八佳人 」（ 八十八歲！），
也自知 「 吾老矣 」！

幾十年來除了有一段時間寄居於同事白麗詩（Betty Barr）*
的倫敦會宿舍外，享受獨居生活。近十多年更入住樂頤居
長者居所（ 不是老人院 ），快樂呀！我活着！ 

踏入 2020 年，本已開始自覺“ too old, too old ”，竟驚
覺舉世爆發奪命疫情，“ too odd, too odd ”！好幾個月，
一向好外出逛街的我，竟被逼「 乖乖地留番喺屋企 」了！
對我這個喜歡「 周街逛 」的老人，有點「 坐監 」的感受！其
實多少不習慣、不如意的生活方式，比起染上疫症，病重
身亡的已算不幸中之大幸。這駭人的災情遍佈全球，傷亡
慘重，目前仍束手無策，死傷無數，徒呼奈何！

在這災情仍嚴峻的日子，我們除了緊守防疫措施外，仍需
顧己及人，盡力協助或施予有需要的人。憑信求神憐憫施
恩，縱然失望都不絕望，持守愛神愛人的心志。

* 白老師於 1959 年至 1972 年在英華任教

英華女學校校友會通訊

▲ 實施社交距離下的畢業禮

▲ 戴着口罩上體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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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佳人 」談疫情
李清詞 ('50)

  

關翰章校長： 
危機與契機
甄妙琴 ('90)、胡凱盈 (5E)

新冠肺炎蔓延時─ 
英華大家庭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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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華書院鄭鈞傑校長親自送來物資

▲ 各方友好捐贈的抗疫物資

▲ 林偉諾老師

▲ 梁諾文老師

▲ 周明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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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N_2010

音樂劇與開放日
關校長說創校 120 週年紀念音樂劇由老師和同學一手統籌，
投放了不少精神和時間（ 見上期通訊 http://www.ywgsaa.
org.hk/sites/default/files/newsletter/2002.pdf ），取消
令大家感到非常無奈，他寄望將來可以重拾這個音樂劇。至於
開放日，老師及同學籌備多時，很多校友都熱切期待回校參觀
新校舍和探望老師，但學校必定把大家的健康和安全放首位，
所以逼不得已取消了開放日。學校計劃在本年十月十七日舉
辦感恩崇拜，而校友會也計劃來年三月舉辦“ Homecoming 
Day ”。由張婉婷（ '68 ）執導的紀錄片“ Transformation ”，
亦預計在 2021 年公演。

上下一心、迎難而上
在抗疫路上，關校長特別感激各方熱心友好，包括英華書院
的鄭鈞傑校長及校友送上抗疫物資、本校校友送上以其科研
公司研發的熔噴布技術製成、附以「 身遠心莫離 」
精美包裝的口罩。校長回顧在五月下旬開始復課
時，決定在六月下旬至七月初完成考試、對卷和派
發成績表，這實在是有賴學校上下一心，令學年
內的工作大致順利完成。

疫症雖然可怕，但挑戰往往帶來機遇，亦是守望相助的時候。
關校長寄語各同學及剛畢業的英華女兒，在現今世代，我們都
活在未知數中，但只要繼續以正面態度為未來作周全而穩妥
的準備，時刻抱着信心和希望，必定可迎上每個困難。

觸不到的課堂─ 教學新挑戰 鄭以津 ('14)

學海無涯
今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當課堂由熟悉的課室遷徙到陌
生的線上，老師如何應對和維持教學質素？

學校賦予老師靈活授課的空間和自由。停課初期，科任老師可按班本需要決定
授課時間、頻率和形式。老師大多選擇在網上教學資源管理平台（ 如 eClass、
Google Classroom）發放教學影片和筆記予同學。約三、四月時，學校改以實時
直播的方式授課和進行評估。同學須於限時內完成並上載測驗答案，確保公平。

「 疫 」是轉機
由實體課堂過渡至網上課堂對老師而言，既是挑戰，亦是轉機。任教數學的林偉
諾老師（ 2008- ）原認為單向發放影片缺乏交流反饋，學生卻反而喜歡能多次觀
看影片，自行調整學習進度，所以他決定在課堂外繼續錄製教學影片。任教英文
和歷史的梁諾文老師（ 2017-）則以電子平台收集同學的學習得著，更快地評估每
堂教學成效。中文科的周明欣老師（ 2019- ）就善用網上教學軟件的分組討論和
聊天室等功能，鼓勵同學積極參與課堂和同儕交流。三位老師亦發現電子評估如
Google Quiz 能作出針對性教學和提升學與教成效，疫情過後會考慮繼續滲入電
子教學的元素。

不論老師或學生，對於運用電子科技教學都需要時間摸索和適應。「 有危必有
機 」，疫情雖然影響了我們的日常，但也許亦帶來反思和進步的空間。



▲ 胡凱盈去年參加香港大學的暑期課程

網上學習還可以嗎？
胡凱盈 (5E)

從一開始戰戰兢兢地按下網上連結上課，問答
時緊張得來不及解除靜音，到現在純熟地運用
電子軟件遞交功課，甚至作長達兩小時的小組
報告 …… 這些不過是無奈之下，不得不適應的
新常態。

電子螢幕上一堆密密麻麻的文字在閃爍跳動，
耳邊清晰地傳來了老師的聲音 —— 這些時候，
總不禁想像，如果沒有疫情，現在我應該是坐
在教室裏，看着老師在白板上寫的筆記，與身
邊同學 低聲討 論。以 前總 認為能 上學是種 必
然，現在才明白，原來每日能與老師、同學相
處的時光，竟是如此珍貴。

作為兩年後便要踏進公開試考場的學生，內心
不免擔憂起來，我們的高中生活，會變成怎樣
呢？密切留意新聞，是為了在黯淡的現況下，找
到哪怕一點點的曙光，然而，遍尋不獲。即使
如此，我感恩，感恩英華師生上下一心，在困
境中一同摸黑探索，匍匐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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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 2003年SARS沙士疫症 的日子   陳芷嫣 ('03)

我們是在SARS疫症期間參加會考的一屆。向學生長吐口水、
退學、缺席考試等荒唐行為歷歷在目——我們當年惡名昭
彰。今天，同學們都找到屬於自己的道路，也會跟當天沒放棄
我們的老師恥笑當時無聊的自己。別被這一刻的困難、結果
或決定判定您們能走的路，也不要忘記這些經驗，它們見證
著「初心」，並將成為人生中的一塊基石。

DSE考生勇敢面對挑戰
保慧思 ('91) 

今年 DSE 因疫情而波折重重，七月初，我和陳芷嫣（ '03）訪問了四位
中六同學，了解她們的經歷和抱負。

目標明確
張樂怡（ 6D）說只有中、英文模擬考試能順利完成，其他科目只能透
過遙距方法由老師解釋。在接近原定 DSE 開考的一星期前，尚未知道
能否如期進行，心有點亂，但她繼續堅持每星期三天作體能鍛鍊和練
跑，朝選修體育運動科學系的目標邁進。

郭文雅（ 6B ）為了爭取最佳狀態，每天早上八時半便開始做模擬試
題，因 DSE 推遲，令她有時間試做難度更高的試卷。儘管擔心身為醫
護人員的媽媽，但她卻堅守修讀醫科為大眾社群服務的志願，亦深信

「 神總會為我們預備一條路 」。

奮力求進
葉巧欣（ 6B ）享受在家裏有系統、自律地溫習考試範圍，因為已準備
到英國伯明翰大學修讀英國文學與寫作，這計劃令她更努力以求獲取
優異的成績，並更珍惜和家人相處的日子。

傅名婧（ 6D ）儘管未能按計劃在考試前跟同學一起溫習、打氣，但她
在互聯網上與其他 DSE 考生交換學習心得，傾盡全力去準備這次考
試，令她更明白「 得來不易 」的道理。她希望進入法律系，追求公義。

佩服她們的勇氣和鬥志，祝願全體中六同學都能實現夢想！



▲ VOCA 的 Instagram 頁面

疫情 發生至今已有大半年，我 們 訪問了冼禕 藍（ 19 -20 
學年 1E ），了解她長達五個月「 停課不停學 」的生活。

冼同學表示，在停課期間，學習生活與回學校上課時有很
大差別。由於是使用不同的網上學習軟件學習，功課量較
疫情前少，反而多了額外時間進行複習，為復課後的考試
作準備。

不單是學習生活上的改變，冼同學表示，平日在課室上
課，能面對面地聽老師講課，所以會較容易明白；遇到不
明白的課題也更易於發問。但在家網上上課則會面對不同
的誘惑，如電話、零食等，會較容易分心。

中一可以説是中學生涯中特別的一年，而作為中一新生，
停課除了帶來不便，更帶來了不少遺憾。冼同學表示， 
長達半年的停課令她們錯過了中學生涯第一次學校旅行、
水運會等重要的活動，令她感到十分可惜。

疫情下的 中一生活
黎卓琳 (5A)、郭昕喬 (3B)

▲ 冼禕藍懷念在疫情之前出外用膳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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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疫」境自強
麥穎軒 ('08)

學生會內閣 VOCA 本來準備大展拳腳，安排了不少新穎
的活動給同學們，例如以女性主義為主題的在校露營、
班際種植活動等，可惜學校停課，活動也無法舉行。

幹 事們 於是發 揮 創意，用已 準備 的 材 料 拍 攝了一 連串
短片在 Instagram（ y wgsvoca ）和同學分享！短片資
料相當豐富，當中介紹了何謂女性主義、有關的文學作
品和運動等（ https://www.instagram.com/tv/CAb_
YJ8gRs4/?igshid=ebe8yxt6hv3k ）； 而種植活動的短片

（ https://www.instagram.com/tv/CAhpBgiAN_G/ ）
則介紹了如何種植羅馬生菜。她們更以網上平台收集同
學稿件，進行網上投票去選出衛衣設計比賽的冠軍作品，
並 成 功製 成實 物在 網上出售。同學 和校 友們 的反 應 熱
烈，衛衣的銷情不錯，收益也捐給了慈善團體。

雖然活動無法以幹事們本來想像的形式舉行，但「 疫 」境
卻激發出她們的應變能力，更顯團隊之間的合作無間。

「 從特刊看到上帝的愛和大能彰顯於英華女學校，透過所有參與的人
（ 包括籌建／奉獻／代禱／關心 ）同心協力，雖經歷艱辛的十多年， 

終於完成重建此偉大的創舉。願一切榮耀讚美歸於上帝！」

校監胡丙杰牧師（1992-2019）

校園重建紀念特刊  現已出版

關翰章校長在YouTube上載的介紹短片： 
https://youtu.be/VAw8EETOzLc

訂購查詢： 蘇小姐 
直線電話 2542 5186 或
電郵 album_1920@ywgs.edu.hk

ywgsvoca



疫症無情，反而更能彰顯人世間的有情，讓大家可以互相支持。家長教師會的通訊之前因
疫情而暫停出版，但為了讓英華這個大家庭內各持份者得以互動，今期我們特意邀請兩
位家長撰文，抒發一下停課期間的感受。繼「 寵物開放日 」和「 春季賣物會」後，疫情造就
家長和校友再次攜手合作，難道不是艱辛歲月中一件美事嗎？  

*小題為編者所加

疫情期間 ……
19-20 學年中三家長    林晶

大家好，我是準中四學生的家長。過去
半年，學生都因疫情幾乎沒有上學，由二
月農曆年假後一直停課至六月，復課沒多久
又再被迫提早放暑假，作為家長，心裏除了憂慮，便是無奈。

憂心忡忡的家長
家長難免會有不少擔心，包括網課的實際成效、停課會否影響孩子
的學業進度、考試成績、社交生活、甚至乎身體健康等等。中一新
生的家長因學校初期未能統一發放資訊及上課時間表而感到無所
適從；中三的家長會擔心停課影響孩子選科；中五、六家長更會擔
心停課對孩子的前途帶來長遠的影響。

這一切都來得太突然，根本不容許大家慢慢部署，作最好準備。大
家都只能隨機應變，摸着石頭過河。

疲於奔命的老師
老師以往只需專注教學工作，疫情後霎時間變成「 IT 達人 」，除了
要及時掌握各種網上教學程式，解決電腦技術問題，更要全面考慮
學生各方面的需要，儘量協助學生維持基本學習，工作量大增。對
於一再延遲復課的消息，老師們要及時作出相對的應變，例如網上
學習對學生的成效，測驗考試形式、公平性等等，這些都令老師疲
於奔命和承受額外的工作壓力。我知道學校在疫情期間特地聘請
一些舊生支援有需要的同學，在此感謝各方為同學的付出。

表現迥異的啟示
本人有三個小孩，分別就讀中三、小五和 K3。三個在家中的條件、
配套和支援都是一樣：每人有自己的電腦，但停學期間的表現卻迥
異。K3 的妹妹年紀尚輕，影響不大。中三的姐姐能投入學習，表
現自律，能克服家中條件的限制，態度認真，有能力解決種種學習
困難，雖然曾經在考試提交答案時遇上網絡中斷，然而下學期的
考試成績進步了不少，並能注重健康，天天在家中做運動，體重減
了6kg。弟弟是典型的港童，今年要面對呈分試，本來更應加倍用
功，可是每次上網課卻不自律，不願意開鏡頭，有時會藉口多多，
到洗手間、飲水或玩手機，網上功課往往敷衍了事，我每天下班回
家要將所有精力放在他的身上。他得到的支援一定比姐姐好，可惜
事倍功半，呈分試的成績不升反跌，後悔莫及。

我跟大家分享以上例子，希望鼓勵各位同學及家長，面對疫情及困
難，只要抱正面的態度，不放棄，必定可以克服當前的困難，找到
自己的一片天空。

我在疫情下如何成為 
菁葱的英華女校生？
19-20 學年中一家長　Anne Leung

孩子要升中二了，不禁捏一把大汗，疫情下孩子
和我在家有時會感到孤單無助，學校最後都伸出
了援手，雖然未必人人滿意，但我們都要學懂「 欣
賞 」。因為你生活上的欣賞就會成為孩子的寶貴
資產，畢生受用，而且影響廣大深遠，貢獻良多。
如何實行因人而異，但你會看到日積月累的功效。
   

由自己做起
話説回來，孩子入學，反倒像自己成為英華女校
生。何解？有二。一：在家我要參與整理學生手
册，記下有什麼功課，自己彷彿時光倒流，好青
春啊！二：我默記了校訓的「 內涵 」：「 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 」，現今不少人只要求别人做自己不做，
但願這不是社會風氣！我覺得經常檢討自己是否
盡責盡力很重要，所以必須由自己做起。況且，
幫助人是有福的。孩子小時候我常説故事：有一
個自卑的乞兒仔，說自己一無是處，行到破廟聽
到一把聲音對他説：「 你心中富有，你看不到自己
對每個人珍貴的誠懇笑容嗎？雖然有人會鄙視你
笑容何價，但那些心情壞透的人至少不會因你感
到大煞風景。」請不要吝嗇！

友愛的傳承
另外，校訓中還有「 友愛 」的傳承。因為學校強調
友愛，所以給我認識到這類家長，雖然可能只是
少數，但我感受到。例如今年暑假我便從高年級
家長買了少量二手書，不是因為超級便宜，而是
在疫情下交收書本時，她體貼地把書本放在一個
全新的密封袋內。交收時我們還要不忘互相衷心
答謝大家對孩子的未來的關照，十分窩心。這是
友愛的傳承！
  

由欣賞開始
總之，一切都是由「 欣賞 」開始，我就插班成為
英華女校生，再一次感受到青春和人生，充滿真
朝氣！請為我們仍需要努力的全校「 校長 」、「 老
師」、「 學生 」、「 家長 」打氣，特別是在陌生環境
下成長為過氣的中一生説：棒極了！

YWGS-PTA



繽紛活動 以愛相連
校祖日崇拜暨聚餐、周年會員大會是每年三月的重要活動。由八、九十年代於
學校健身室、禮堂聚餐，到遷移至校外更大的場地舉辦，很多海外校友都會特
別回港相聚。

校友會每年都會舉辦秋季活動，包括參觀西貢獅子會教育中心、白石“ Golf & 
Fun ”燒烤，近年的「 印洲塘海岸地質公園 」及「 西貢地質、鹽田梓生態文化 」
之旅，以及小組行山活動，都深受退休老師及校友歡迎。除了「 出外」，校友也
想「 回家 」，“ Homecoming & Photo-taking Day ”吸引了很多不同年代的
校友帶同家人，回母校懷緬往日美好時光！2001 年的秋日雅聚中，兩位校長更 
表演廚藝！

1999 年成立校友會歌詠團、2007 年成立關愛隊探訪退休老師以及年長校友
等。2018 年協助招募義工參與翻新舊校書桌和座椅。歷年製作的精美紀念
品、英華愛心熊、穿校服的針織人偶、迷你書桌、2005 年及 2010 年製作兩輯紀錄蕭覺珍校長及英華女兒故事光碟等，都成
了許多校友的珍藏。

1998 年開始邀請學生助理參與籌備及執行各項校友會活動，2004 年與校方合辦師友計劃，讓衆師兄師姐與同學分享工作
體驗。每年亦會在同學畢業前舉辦「 迎新日」邀請她們加入校友會以保持聯繫。

1 9 9 9 年 出 版 首 期 校 友 會 通 訊， 2 0 1 5 年 增 設 電 子 海 外 版， 使 大 家 連 繫 更 密 切。 2 0 0 0 年 校 友 會 開 始 以 電 郵
（ alumnae@ywgs.edu.hk ）及網頁（ ywgsaa.org.hk ）發放消息，近年更開設 Facebook 群組及 Instagram，務求與校友

更多互動。海外校友亦組織當地活動（ Overseas Chapters & Core Groups），確實是「 身遠心莫離 」！

承先啟後 邁步向前
2006 年校友會註冊成為「 英華女學校校友會有限公司 」，並將電影籌款晚會（ Movie Gala ）所得成立「 英華女校校友會信託
基金 」，以資助部份學生活動。自 2011 年，資助由張婉婷（ '68 ）執導，以真實追蹤六名學生成長為題材的電影，並計劃於
2021 年首映！

為配合學校重建，校友會於 2009 年啟動校友大使計劃，呼籲校友「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其後主動策劃及推動多次籌款
活動，包括 2012 年「 粵曲濃情繫英華 」籌款演唱會及 2016 年大型春季賣物會等。

經過多年的努力，校友會由一個小組織，發展至今連繫超過六千名校友，各活動及小組組員義工已超過四百人。

姓名 擔任主席年份

林麗冰 ('59) 1992-1996

黎育輝 ('72) 1996-2003

程佳明 ('72) 2003-2005

禤桂芬 ('72) 2005-2009

陳平權 ('67) 2009-2013

温燦榮 ('71 S7) 2013-2015

游樹瑛 ('88) 2015-2017

徐慧珊 ('90) 2017-2021

受訪主席小檔案

跨越百載 情繫英華
 黎育輝 ('72)、劉紹基 ('79 S7)、徐慧珊 ('90) 

英華女學校校友會（ 下稱「 校友會 」）於一個
世紀之前（ 1920 年）由樂慕潔校長創立。筆者
專訪 8 位主席，以了解校友會的發展。

▲ 2003 年沙士疫症 - 生果大使 ▲ 2006 年電影籌款晚會



期盼與祝福
隨著新校舍啟用，為母校揭開新一頁，又欣逢母校 120 週年，校友會 100 週年紀念，校友會定
會不斷努力，務求與時並進，發展電子通訊以及多元化活動，使校友不論遠近，都能掌握母校
最新資訊，繼續維繫校友與母校，以及校友彼此間的感情，以致校友可以繼續藉不同方法支持
學校發展，將英華「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的精神延續下去！

FOUNDER'S DAY  
SERVICE & AGM
Clive Lau ('79 S7) 

Our annual Founder’s Day Service and YWGSAA AGM 
were postponed to 23 May 2020.  Though without 
rousing opening choir performance, light refreshments 
and the school open day, we managed to gather at 
the new Silcocks Hall to remember our past principals 
and count our Lord’s blessings.  Even in the mids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were able to conduct the 
AGM with a quorum well above the minimum required.  
It was heartwarming to have Mr. Francis Kwan, our 
Principal and honorary adviser, with us.  As Mr Kwan 
shared, we might have experienced some really 
challenging situations, but with concerted effort and 
faith, we could identify all those blessings in disguise.  

▲ YWGSAA President Anita Chui ('90) chairing the AGM at the Silcocks Hall

網上會議訪問
左上起： 徐慧珊、林麗冰、游樹瑛
左下起： 程佳明、黎育輝、褟桂芬

▲ 2018 年「 西貢地質、鹽田梓生態文化 」之旅 ▲ 2020 年攝於新校舍圖書館內 ( 左起：黎育輝、徐慧珊、陳平權、温燦榮 )

編者按：
欣悉前副校長關若蘭 ('37) 亦在今年歡渡百歲壽辰，另稿見校友會通訊海外版 
http://www.ywgsaa.org.hk/OAN_2010



GREEN WARRIORS 
綠戰士

▲ ( 左至右 ) 家長義工 Carmen Chan，
黃慧琼老師及郭美珩校友

小檔案 
Grace Kwok 郭美珩博士 ('90) 
- 2017 年亞洲知識管理學院「 亞

洲商界女領袖獎 」
- 香港首間上市可持續發展及 

環境顧問服務公司主席兼 
執行董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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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郭校友的詳盡訪問及背景，
可瀏覽以下網址：

天台種植  健康惜食
頂著 30 多度的高溫與披面的汗水，躬身彎腰
在校園平台一角翻泥、除草、捉蟲，為的究竟
是甚麼？何來的熱情可以令人摒棄舒適，即使
風吹雨打都要做著這些辛苦的工作？

「 植物 」為本，還是以「 人 」為本 ? 
去 年 3 月遷 入 新 校 舍 時， 英 華 的“ G r e e n 
Warriors ”興趣小組正式起動，9 月招募會
員，反應不錯。同學利用課餘的時間上七樓
平台參與維修，幫忙搭建棚架，享受種植的樂
趣。初時的設計是每組同學獲分發一塊農田
自行開墾，栽種幾種農品；後來發覺處理上相
當困難，因此改變策略，不再以  「 人 」為本，
改以  「 植物 」為本，全面提升效能與效率。

新校舍環境得天獨厚，空氣好，有對流風，
早晨露水沾潤，雖然日照較短，但已是非常
優 秀 的 種 植場 所。更 重 要的是 得到學 校 鼎
力支持，而大自然就以欣欣向榮的生長回饋 
她們。

問及“ Green Warriors ”名字的由來，家長義
工Connie 和 Carmen 說希望團隊能像強悍的
戰士「 主動出擊 」，因為綠化不光只說不做，
而是身體力行，打破只以物質主導、方便為主
的生活形態和行為模式，反其道而行，以簡單
不浪費，與大自然共享資源，廢物利用，抗衡
消費主導的思維。

https://www.instagram.com/yw_green_warriors/

YW_GREEN_WARRIORS

http://www.ywgsaa.org.hk/
eng/news/document/overseas_
newsletter/OAN_1802.pdf (P.6)

http://plus.usgbc.org/women-
leading-in-green-around-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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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食物  •  健康飲食  •  如何種植
「 綠戰士 」成員提出三大目標：珍惜食物、健

康飲食和如何種植。Carmen 分享有一次移
盤時捨不得棄掉只種得三吋的白菜苗，便讓
同學取回家食用，後來同學告訴她，那些菜
苗非常香甜好吃。微不足道的菜苗其實亦是
瑰寶，只是城市人不珍惜。黃老師說她慢慢
體會到農夫心態，萬事順其自然，打風收棚，
好天再搭，不停做，「 天有不測之風雲 」，每
次都是考驗解決困難的最佳時機。

種植的知識從何而來？Connie 介紹  「 惜福
會」來校，教導學生務農知識。停課後，她們
唯有求問 Google 大神。她倆謙遜地說，邊做
邊學，有熱情就不怕苦不會煩。團隊滿腹大
計，新學年“ Green Warriors ”將由興趣小
組改為服務團體。服務帶有「 承諾 」，不是同
學有興趣就做一做，沒空就放棄，種植是很
認真的。

 廚餘

種植
 施肥

 收成

 殺蟲

巫敏如 ('78) 

環保先鋒  校友分享綠色校園 小  點  子       

老師的熱誠激勵了家長和學生參與社區耕作，環保工作先鋒和推動者郭美珩校友（ 其環保
工作見小檔案 ）對此十分讚賞。

她認爲社區耕作好處甚多，低碳生活是其中之一。我們吃得健康，又能減碳，有助減慢全
球暖化的速度。參加者有機會勞動，接觸大自然，看到生機處處，對身心健康很有幫助。

對於綠色校園將來的發展，郭校友認爲有很多符合能源效益的方法，學校不一定要花太
多金錢，只要用點心思，掌握持續發展的概念、綠色政策和管理規劃，便可得到不錯的效
果。她早前已經向學校提供了一些概念和意見。學校也可以申請校外「 綠色校園計劃 」的資
助繼續發展。

“ Green Warriors ”也可納入更多持份者，如校友、鄰居和社區人士，共同協作，並發展收
集雨水灌溉系統等。同學可以把工作過程、從中所得的感受和反思記錄下來，透過不同的
途徑和媒體分享。 

李石玉如 ('72)

  節目預告
團隊正在研究以科技融合自家種植農產品，
製作健康小吃，很期待有機會品嚐呢！

  “GREEN WARRIORS”  團隊成員
老師：黃慧琼、吳玉萍、麥曉瑩、林景姿
家長義工： Carmen Chan (19-20 學年中四家長 )、
 Connie Lam (19-20 學年中六家長 )

▲ 經歷三校的白蘭樹，見證學校重建

▲ 自家製有機液肥

▲ 佔地少產量多的小型品種栗子南瓜

▲ 同學在種植場幫忙做裝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