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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女學校自1900年創校以來，曾數度經歷校舍擴建與重建。每一階段，皆見證著英華不斷求進和
更新的歷程，求進更新的決心從來不曾止息。踏進廿一世紀，為持續實踐英華的教育理念，我們需
要一個設計與設備都更能配合新時代教育需要的校園。
過去幾年，本校校董會一直為尋求重建校舍而努力。2009年12月12日，校董會正式宣佈學校獲教育局支持原址重建，重建主題為Space
for Transformation (變化．更新)。我們除了努力建設新校園以迎向新世代的教育需要外，亦盼望師生、員工、校友和家長在過程中，投
身參與，共同拓展思維視野，心靈更新而變化，經歷上主的恩領。
若一切必要程序進展順利，重建工程預計於2012/2013年開展，2016/2017年完工。籌備工作現仍在初期階段，我們將在學校網頁
(http://www.ywgs.edu.hk)定期發放最新訊息，歡迎各校友給予意見，為英華的重建計劃出謀獻策。我們亦會舉辦籌款活動，以增添政府
標準以外的設施，提升教學質素。
漫漫重建之路，實在需要每一位愛護英華、支持英華的人盡一分力。在此本人謹呼籲各校友教手同心，仰望主恩，共建校園。
校董會主席 林麗冰

2009年12月12日是英華的大日子！
校董、家教會家長委員、校友會委員、校
友級代表及眾老師於蕭覺真堂聚首，由校
董會主席林麗冰('59)正式公佈原址重建校
舍計劃。會上，林麗冰主席及石玉如校長
都分別分享對英華之情及有機會回饋母校
的榮幸，令與會人士十分感動。而今次校
舍重建督導委員會主席趙麗霞('74)，除分
享轄下四個小組，包括建築小組、祈禱小
組、籌款小組及資訊小組在過往一年的籌
備工作外，還特別解釋重建的方向等。
接著是一個校友級代表聚會，就學校慶祝
110周年紀念感恩崇拜及聚餐、重建計劃
與籌款及2010年7月由學生主演的英語音
樂劇推銷票務等工作，集思廣益。各代表
為校友大使，肩負聯絡校友的重任，令母
校這項歷史性的壯舉，得到強大的支持。
更感榮幸的是得到周馬佩堅校長、李清詞
牧師及廿多位舊老師應允及蒞臨作我們的
榮譽顧問，語重心長的鼓勵各校友大使。
校友大使隊伍現有100人，有興趣加入
者請聯絡你的級代表或校務處鄭小姐
(電話：2546 3151)。
身遠心莫離，校舍重建全賴你！
汪曼華('66)、陳尚欣('71) 及張明意 ('99)

攝影阮嘉穎 ('99)

為母校重建籌款及慶祝110周年校慶，
逾200名學生將於7月24日(星期六)在香
港演藝學院歌劇院演出大型英語音樂劇
《Alice》。劇本是以經典名作《愛麗絲夢
遊仙境》為藍本，注入新時代元素而重新
創作及演繹，揉合戲劇、詩歌、音樂、舞
蹈及多媒體等藝術形式於一爐。由學生
現場演出、獨唱、合唱及演奏18首原創音
樂。《Alice》運用幽默奇詭和超現實的戲
劇手法來諷刺時下社會現象，反映青少年
的問題，觀眾既可欣賞師妹的精彩歌舞演
出，同時又可細味雅俗共賞的原創劇本。
這嶄新的嘗試不但為母校逾百年的歷史
豎立不可多得的里程碑，更是展示英華師
生演藝才華及創作熱忱的良機。

為甚麼選《Alice》？
英華素有演出歌劇的傳統，1990年的
《日本天皇Mikado》和2000年百年校慶
的《窈窕淑女My Fair Lady》都膾炙人
口。關翰章副校長說：「今次製作班底
大致和十年前相近，但大家都不約而同
有向前邁進一步的熱誠，所以決定不再
選演現成既有的音樂劇。」
肩負編劇及導演重任的是英文科主任張
葆齡老師，她說：「《Alice》內的夢遊
情節，很貼近我所編寫劇本中主角的幻

想世界，在內容創作及多媒體舞台
上有無限的發揮空間，可以穿梭
時空，帶給觀眾驚喜。這雖然
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但眼見學
生十分接受這些新概念，在
排練時態度積極，領悟力強，
使我獲得很大的滿足感。《Alice》
主角一職有兩位學生同時排練，她
們互相觀摩提點，亦主動幫助低年級同
學，發揮合作精神，令我十分欣賞。我亦
十分感謝學校、同事及學生對我的支持和
信任。」

專業原創音樂及舞蹈編排
為配合整個音樂劇的荒誕氣氛，音樂科
主任王小桃老師特意請來香港中文大學
音樂系畢業生李昌先生為本校管弦樂團
度身訂造適合作現場演奏的18首樂曲。
管弦樂團於2009年9月已開始排練。李先
生很欣賞劇本中的英詩式雋永台詞，編
曲時靈感源源不絕，使樂曲的數目比一
般同類表演為多。王老師：「面對如斯
繁重的練習，樂團團員雖然戰戰兢兢，
但都十分珍惜這難能可
貴的學習和演出機
會。高級和初級歌詠
團亦忙得不可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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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張葆齡老師
陳尚欣('71)
王小桃老師
關翰章副校長
黄蓉詩老師

加緊訓練。有獨唱部份的主要角色更加需
要由我作每周一次的個別指導。」
舞蹈總監黃蓉詩老師獲專業編舞家協
助，共排演七場舞蹈，數目比《窈窕淑
女》多出一倍，分組排練進行得如火如
荼。黃老師表示有些天才橫溢的學生身
兼演員和舞蹈員兩職，雖然排期較難，
但為使學生能充份發揮所長，老師亦樂
此不疲。

為了慶祝英華女校110生日，各同學為我們的另一個家用心準備了一份禮物！
在校園周圍都可以見到同學為這次校慶所創作的藝術作品，設計特色是用校園生活
把所有作品串連起來。作品是由梁美珊老師與中七理的四位同學：鄧皓羚、林敏欣、
王欣霖、梁嘉瑩共同創作及設計。整個計劃由籌備到製作約花了一個月。
這次的作品以一株植物作骨幹，把所有設計連接在一起，這株植物象徵學校和老
師，為學生提供養料，培養我們成為有教養的人。
現在就讓我們帶大家去欣賞這些富創作性的藝術作品吧！

牡丹綠葉
今次的演出，台前幕後皆精益求精，燈光、
音響、化裝、服裝、道具、及舞台佈景都
由專業人仕統籌，領導學生協作，使英華
師生能親歷職業水準的製作，提昇視野，
表演與學習渾成一體，難能可貴。

多多支持
《Alice》這世紀工程，充份體現了英華
精神，老師不辭勞苦培育學子的苦心，
學生們在兼顧學業之餘，亦能努力不懈
地熱誠參與，成功指日可待。創作過程
中三位老師通力合作，經數月磨合後彼
此已心領神會，擦出美麗火花，到時定
必能令觀眾耳目一新。這盛大製作極需
各位校友鼎力支持，才可達到最美好的
佳績，熱切期望大家到時踴躍蒞臨欣
賞。購票及贊助詳情將於稍後宣佈。

校友演講系列 -

包陪慶

校友演講系列的頭炮在去年11月27日推出，由包
陪慶('62) 以現代婦女角色為題主講。
後排(左起)：張葆齡老師、關翰章副校長、
3B湯芷君(Rabbit)、7B陳懷冰(Dormouse)、
7S曾愷忻(Duchess)、3E范鴻恩(Tweedledee)、
3E姜鑫澄(Tweedledum)、7S蘇佩筠(Hatter)
及陳尚欣('71)
前排(左起)：7S張育瑜(Alice)及5S譚凱螢(Alice)

後記

「承先啟後、共創新猷Reaching New
Heights」是母校110年校慶的口號，
訪問後深覺《Alice》的台前幕後絕對
能體現此精神。英華百年老校既有輝
煌傳統，又湧現新活力，上下一心，
而校友和家長亦與老師緊密合作，協
助宣傳、籌款及票務，成就此美事。
在此謹祝《Alice》演出成功！

婦女能頂半邊天
包陪慶指出，男性能做的，女性也可以做，但中
國內地及香港兩性不平等的現象，到近數十年才
逐漸消除，並制訂一些提高女性地位的法例。在
她祖母的年代，不少女士是裹小腳的，亦三步不
出閨門；到她母親的年代，雖有走動的自由，但
仍抱着「做女人不要唸太多書，太聰明嫁不出去」的觀念；到她那一代，女仕的薪
水仍比男仕低一半；而新一代都想做鐵娘子，政壇上的傑出女性比比皆是。
儘管女性在事業上擔當重要角色，她們在家的工作卻沒有變，仍需相夫教子，而小
孩子在0至6歲期間的發展異常重要，母親在培養兒女的溝通技巧、自我形象、身
體成長、自制能力等方面居功至偉。

人生價值觀
包陪慶說人生是充滿各式各樣的困難的，但人生精彩刺激之處正正是如何解決困
難。她與學生分享了她的人生價值觀，即是樂於學習、終身求學、善於溝通、勇於
承擔、敢於創新、四海精神及慈心博愛。其中不少是從小在英華建立的，例如「勇
於承擔」、「終身求學」等。她仍記得Miss Silcocks叮囑她應如海綿一樣，不斷吸收新
知識。

持恆健身、勤儉建業
陳尚欣('71)、葉翠雯('03)、林嘉儀(6A)及李舒怡(6B)

包陪慶亦與大家分享她爸爸包玉剛先生的座右銘──持恆健身、勤儉建業。她說英

步行籌款

2009年11月20日

黎翠瑤
在一樓升降機門口，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大的水族館，在水族館內， 我
們可以找到我們的夢想，大學畢業就是我們芸芸夢想中的其中一個。

英華至今經歷110
個年頭,很不容易,
希望英華的傳統精
神能延續下去!

在二樓升降機門口，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日式的溫泉，溫泉為我們提供
一個舒緩緊張情緒的好地方。當我們用功溫習後覺得疲倦時，有沒有
曾經想像過學校為我們提供的課外活動就像一個地底溫泉，讓我們放
鬆緊張的情緒，再去迎接新的挑戰。
五樓兩座大樓的升降機門口， 我們可以乘坐「英華女校列車」，開
始新的旅程。
六樓至九樓：在升降機門口的作品中，人群抬頭觀望懸掛在大廈外的
「英華女校」霓虹燈招牌，代表我們精彩及美妙的校園生活。

陳麗容

英華與時並進,開
步禮十分熱鬧,希
望英華變得更好!

十至十二樓：在升降機門口的作品中，我們可看到一群鳥兒快樂地唱
著英華女校的校歌：「一片朝煙罩，風景殊清秀，高聳半山中，英華
學校。」，原來在地面的人群是在觀看這奇妙的景致。「英華女校」
的學生甚至可以跳出地球，在宇宙中揮動著「英華女校」的旗幟。
翟燕華('78), 張彤彤(6B),林嘉儀(6A)

華向來注重體育，而運動不僅有助維持生理健康，更可增強自信，培養團隊精神、社交
技巧、拼搏精神等。英華亦重視「儉」，而「儉」在今天可演繹為環保，她呼籲學生們
每人為環保盡一分力。她說「建業」亦包括學業及事業，但大家不需要與他人比較生活
條件，平添不必要的壓力，即使生活簡樸，只要有一顆滿足的心已可以很快樂。

梁鳳萍

以英華舊生和
家長的身份行
sponsored walk,
有特別意義!

司儀在介紹包陪慶的簡歷時，台下驚嘆聲四起，可見學生們都十分敬佩她，感到與有
榮焉。她的分享充滿熱誠及啟發性，令學生們獲益良多。
黃賽芳('81) 張彤彤(6B )
包陪慶除了打理家族生意(環球航運集團)及擔任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名譽會長外，多年來亦努
力在香港及內地推動藝術文化、教育及慈善工作，並活躍於政界，例如曾任演藝學院(APA)校
董會主席並復修伯達尼修院（Bethanie House）為APA的電影電視學院校舍，創立伸手助人協會
及肝壽基金，擔任匡智會主席，在浙江大學成立「包玉剛國際基金」，設立「包氏講座教授」，
面向國際招聘知名學者，在上海創辦包玉剛實驗學校，擔任浙江省政協委員及黑龍江省政協
常委，並曾榮獲香港傑出女企業家獎、世界傑出女企業家獎及銀紫荊星章。2007年曾接受本
通訊訪問，請參閱http://www.ywgsaa.org.hk/eng/news/document/0710.pdf。
校友演講系列其他資料，請瀏覽 http://www.ywgsaa.org.hk/eng/news/110_express/index.htm。

鍾海言
歐陽詠姮

懷念從前跟同學
一起行sponsored
walk 的情況!

英華．母校
想起母校，想起二字：感恩
我和家人衷心感謝英華女校知遇
之恩。二次大戰結束後，家母蕭
陳淑銘四處奔波，但求一工、半
職，幸蒙英華女校不嫌棄，賜予
教師一席。對正為生活、糊口徬
徨的蕭家，此乃雪中送炭。母親
在生談到此際遇，感恩之情溢於言表。她在英華任教至退休之
年，終生以服務英華女校為榮。
妹 妹 蕭 韻 揚 衷 心 感 謝 英 華 女 校 教育 之 恩 。 她 在 英 華 渡 過 了
十五寒暑，從幼稚園一直唸到高中。起草本文時我仍依稀看
見她上學時穿上整齊藍色校服，襟掛銀色校徽，紮了孖辮那
可愛的模樣。
我當然要感謝英華女校！1950年的香港，人民生活艱苦，適齡
學童人數遠超學位數目，要進學校談何容易。可幸當年英華
女校開恩，收納了幾個男孩子。就是這樣，我成為了英華女
校幼稚園新生。這是何「恩」？一時找不到適當的名詞，乾
脆稱為「收容頑劣男童之恩」好了。
過去幾十年，我認識了不少英華女校畢業生，並曾與部份女
士們共事。她們給我的印象是：誠實、溫文、有禮，可能帶點矜

持、害羞，但從來不會咄咄逼人，也不會成為那些一言不發的悶
蛋。她們深受基督教教義的訓誨，讓基督教的神髓在生活中表
露無遺，像永恆的燭光，溫和地照耀這黑暗的世代。
英華女校的同學及老師其實是幸福的一群。主耶穌的教誨，
及英國倫敦傳道會1900年創辦英華的努力，讓她們步上以信為
基礎、以望為目標，以愛為終結的豐盛人生。
前往探望孫兒路上，我不時路過羅
便臣道，英華女校大門。我喜歡站
在門外，默默冥想當年在母校的快
樂時光。母校校舍改建了，但我對
英華那感恩之情，及在母校領略過
那愛的真諦，永遠活在我心裡。
祝願母校110歲生辰快樂。
願上主的恩典，永遠照顧英華女校，
及在母校受教育或工作的每一位。

蕭炯柱
於1966年加入香港公務員行列，1993年晉升至司級政務官，曾任
經濟司、運輸司、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及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並獲頒金紫荊星章及CBE勳銜。2002年退休後忙於培育青年人，致
力促進青年音樂訓練及交流活動，2009年成立香港青年音樂訓練
基金 (Music for Our Young Foundation，網址：http://www.hkmoy.com/
hk)。

郭飛瑩
('68)的新作《我復悠然: 一個精神病患
者的新生》中文版由香港新生精神康復
會出版。
張婉婷('68)的推薦:
「郭飛瑩以過來人的筆觸，帶領我們進
入一個精神病患者的世界，一個孤寂、
無助、更無人理解的世界，但她從病患
的彼岸勇敢的歸來了，以她的文字，為
世界建立了一道難能可貴的橋樑。」
這書的簡介及訂購表格載於http://www.ywgsaa.org.hk/eng/news/
news.php。
飛瑩近年致力以自己的經歷來幫助精神病患者，於2007年
在香港舉行的世界精神健康研討會應邀作專題演講。她
另一本著作的簡介載於http://www.ywgsaa.org.hk/eng/news/
document/0409_6.pdf。

十一位英華女校幼稚園
舊生與趙鈞鴻老師(前排
中)茶聚合照，後排右一
為趙老師女兒陸永恩。
趙老師曾於2006年接受
本通訊訪問，請瀏覽http://
www.ywgsaa.org.hk/eng/
news/document/0609_3.
pdf

'71屆20位同學趁周麗莉老
師(前排左一)及三位移居
外地同學訪港之便，安
排一次飯聚，十分榮幸
獲石玉如校長 ('72) (前排
右三)出席，氣氛熱鬧而
溫馨。

Congratulations to Alison Lam
We are proud to announce that Alison Lam Lai Bing (林麗冰) ('59) was named one of the 43
Distinguished Alumni of the Science Faculty of HKU in October 2009 for her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unity.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ywgsaa.org.hk/eng/people/
congratulations.php).
Alison is a very active member in YWGS too. She is the Chairperson of the School Council, one of
the Advisors of our Alumnae Association, a trustee of our Charity Trust Fund and a member of the
Alumnae Choir.

蘇嘉惠當母校決定在原址重建的
消息正式公佈後，我的心

所以接近午膳時候，一陣陣飯香飄到課室內，這真是全日最難
捱的時段啊！

我和母校的關係伸延兩代，長達七十多
年之久。我的母親周艷屏和姨姨周孔屏
均受學於英華，所以我和妹妹嘉華也順
理成章地成為英華的學生。

我還記得從前上下課鈴聲全是人手操作，由工友打響一個大
銅鑼，如果不幸在轉堂時間路經舊校地下大堂，我們的耳朵
便好受了。當時我十分可憐打鑼的工友，我相信他們並沒有
耳塞保護雙耳，若發生在今天可能會有工業安全的問題呢。
但我更加敬佩我們當時的校長Miss Silcocks，她的辦公室就在一
樓大樓梯旁，在大鑼的上面，相信每次鑼聲一定給她不少的
震動，但正因如此上下課時間一定會是十分準確呢。

情真是錯綜複雜，興奮之餘亦存 着 一點
兒離愁的味道，心中不期然浮現起小時
候在英華就學的片段。

當我入讀小學一年級時，1953年的新校
舍剛剛建成不久用作中學課室，而小學課室是位於1927年的校
舍。我還記得課室的「窗門」是由頂至地面的，所以小息或放
學時我們可以由四方八面跑出去，不消一分鐘，課室便空無一
人，同學們在空地上進行各式各樣的活動，包括跳飛機、跳橡
筋繩及猜梯級等等，當時學校到處都有梯級，尤其是步上操場
的梯級，不但高而且長，正是我們比賽上樓梯的好地方。
因為1927年舊校的窗門十分闊大，空氣流通極好，雖然沒有冷
氣設備，但我們一點兒也不覺得悶熱。可是這優點也帶給我一
點兒麻煩，從前校內的午飯是由廚房師傅親自在校內烹調的，

雖然舊校舍已拆卸多年，但藏在記憶的往事是不能忘掉的。
回想過去，展望將來，母校的歷史便是一代一代的交替延續
下去。我十分感謝上帝給我兩次親身經歷學校的重建，願主
的祝福臨到英華女校，在這更新的過程中使我們能察驗到祂
善良、純全和喜悅的旨意。

蘇嘉惠 ('67)
1968年於英華完成中六課程後，轉往英國進修法律，後回港執業
律師十數年。現為印刷公司執行董事。1994年6月開始擔任本校校
董，最近出任校舍重建督導委員會資訊小組副主席。

梁曼屏感恩節是我到英華後才認識的節日。記得中一開學後不久，就是一連串的感恩節活動──步
行籌款、饑饉午餐、感恩節音樂會……，一個中一仔當然覺得大開眼界，非常好玩。跟着幾年
還加了點唱、賣曲奇等各式各樣的活動，總之同學們都用盡她們的創意去籌到最多的善款。
現在看起來，英華當年實在相當先進。當大部份香港人還未知感恩節為何物時，英華已有一年一度為期一
週的感恩節活動。步行籌款和饑饉午餐都是非常有創意、英華獨有的傳統活動。我想現在宣明會的飢饉
三十活動，靈感不知是否來自我們的饑饉午餐呢？
貫徹英華的作風，整個感恩節週，沒有說教式的訓導，而是透過活動，讓我們體驗感恩節的意義。我現
在工作上接觸到不少英華的校友，發覺她們都有一股懂得感恩的特質，不斤斤計較、踏實、勤力、慷慨。
這大概都是母校的潛移默化罷。

梁曼屏 ('83)
中四時擔任學生會中文秘書，中六時擔任出版部部長，1985年中七畢業，成績優異，榮獲菲臘親王獎學金往劍橋大學修讀數學及管理，
回港後於金融界工作，現時任職於美林(亞太)有限公司。
服務校友會多年，曾任副會長，2008年6月開始擔任校友會慈善信託基金信託人。

探訪李清詞牧師、霍煦熙老師
校友會一眾姊妹在12月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先後探訪了李清詞牧師及霍煦熙老師。當與
兩位師長暢談人生，彷似時光倒流，返回學生時代。
李牧師的養生之道乃「規律」，即作息定時、飲食節制。無怪乎她十年如一日，健步如飛，
充滿活力與幽默感，不時為後輩排解困擾。她贈言﹕

無懼明天，因見過昨天，勇於學習，喜愛今天。
霍老師的退休生活更是來得「自然」與「充實」，每早兩小時的運動，閒時喜歡「煲」韓劇、
品嚐美食、周遊列國，放眼世界、充當義工，生活多姿多采 ……
她的人生哲理﹕
待人處事，以愛以誠，心安理得，此生無悔。
與兩位長輩的一席話，實在獲益良多。

楊惠芬 ('78) 校友會幹事

Editorial Board (2009-2010)
Yip Chui Man, May May Chan Seung Yan, Sonja Lee Shek Yuk Yu, Ruth Chow Siu Fung Chan Ping Kuen Mo Mun Yu, Donna
Chiu Suk Fun Wong Choi Fong, Fanny Chak Yin Wah, Carol Cheung Ming Yee, Joyce Michelle Lam (6A) Toby Cheung (6B) Frances Li (6B)

葉慕菲自一九七五年畢業以來，
因家庭與事業兩忙，
我與母校的聯絡不多。直至二零零四年
在程佳明校友的鼓勵下，我參與由校
友會推動的「師友計劃」，與一班志同
道合的校友戰戰兢兢地逐步開展此項
有意義的服務。在此過程中，我再一
次體會到英華致力實踐「全人教育」
的精神是恆久不變的。
記得我在七十年代求學時，英華已經積極推行多元化的課
外活動，讓同學因應自己的興趣和能力作出選擇。當年的
學生會，其發展和規模已相當成熟。學生會的成員都是由高
年班的同學以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可算十分前衛。我當
時有幸出任副會長一職，參與籌辦各項學生活動，其中印
象較深刻的是一個為期數週的「學生節」和一個有三十多
間中學參加的「聯校中學生研討會」。雖然在兼顧學業方面
稍感壓力，但籌辦課外活動的經驗對自己日後待人處事，
確有莫大的裨益。
當年，周馬佩堅校長作為學生會的顧問，對學生會的工作予
以肯定和支持。她不但在大小事情上提供寶貴意見，對個別
成員循循善誘，也給予我們足夠的空間作出不同的嘗試，實
屬難得。周校長才得兼備、溫文爾雅的懿範，我到現在仍記
憶猶新。
校友會籌辦「師友計劃」是希望校友重回母校，與學生分享
經驗，從而拓展小師妹們的視野，延續英華「全人教育」的
理念。在此，我呼籲校友踴躍參與，回饋母校。

無論在繁忙街道上或清幽郊野，在香
港或外地，甚至在郵輪上，總會遇上
英華校友送上這句親切的問候。難得
她們仍然認得我，記起我，真是感到
「老懷大慰」呀！
與英華結緣始自1964年。記得它給我的
第一個印象是像一所「迷你」古堡。
其硬件 ── 校舍殘舊，地方狹窄，光
線不足，傢具及設備，稍欠新穎。但出乎意料，其軟件 ──
教學方法則相當前衛，亦有運作成熟的學生會及家長教師會
等。校方鼓勵學生參加聯校學術及社交活動，增加接觸社會
的機會。校長及老師十分關懷學生，視她們如子女，令她們
滿有歸屬感。做英華兒女多幸福啊！相信你們都有同感吧！
除了教學外，我亦曾肩負多項職責，例如在70年代加入訓導
組。當年，學生大都循規蹈矩，沒有嚴重的犯過紀錄，又性
純好學，我們只須用勸喻方法已能令她們改善。此乃學校與
家長們通力合作，共同作育下一代的成果。
我很享受在英華的教學生活，同事們非常融洽，合作無間，
互相關心，大家有共同理念，一切都以學生利益為依歸。我
縱然有多次「高就」機會，也捨不得離開這個大家庭，最後
還是「從一而終」至1995年，不幸患上惡疾，迫不得已要離
任。得蒙神的恩典，現已康復。
欣聞近年很多校友於工餘或退休後回校參加「師友計劃」協
助師妹，回饋母校，實踐校訓「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
神，真是可喜可賀啊！
藉著英華110周年校慶將臨，謹送上摯誠的祝福：願英華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繼續發光發熱，照耀香江，揚威世界！

林綺麗 12月於香江

葉慕菲 ('73)
1975年中七畢業
1987年於香港大學畢業，其後曾於香港及海外出任社會工作。
1994年加入立法會秘書處工作
2001年離任，專心相夫教子，並參與義工服務。

A Singaporean school, the
Convent of the Holy Infant
Jesus (CHIJ) at Toa Payoh,
sent a team to visit our school
from Monday 23rd to Friday
27th November. Eight students
have stayed in our S4 classes
for a whole week emersion
programme. Their principal,
Mrs Regina Lee attended the
assembly on Wednesday and
Ms Jennifer Chu, their teacherin-charge had observed some
of our Chemistry lessons.

林綺麗「 Miss Lam，你好！」

Our A Grade Basketball team
has competed against the
Sacred Heart Canossian
College for the Championship
in the Interschool Basketball
Competition (Hong Kong Island
Division I) on 5 Dec 2009.
Amidst the cheers of nearly
300 students and alumnae, our
team defeated the opposing
team by 32:23.

林老師雖非英華校友，但與本校感情很深。她於1964年至1995年
在本校任教英文、數學、生物及綜合科學，並曾擔任初級科學
會顧問、綜合科學科組長、學生長團顧問、訓導組組長及老師
圖書館管理員。

Th e Alu mn ae As so cia tio
n is loo kin g for the
following items to fill the ga
ps in our archives:
"Clarion" -- 1st issue;
school magazine -- 1970 iss
ue;
school tie (boys);
white school uniform; and
photos of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hard or soft copy).
If you can help, please conta
ct
Wendy Leung at 2546 3151
ext. 520 or
Alice Fok at oiyingfok@yah
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