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校董會主席林麗冰女士

講員：校友陳劉潔貞教授

(一) 導入崇拜 眾立

(學生代表、教職員代表、家長教師會代表、

校董代表、歷屆校友代表、主禮人進場)

(二) 宣召 林麗冰女士 眾立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

石歡呼。我們要來感謝祂，用詩歌向祂歡呼。

因為耶和華為大神，為大王，超乎萬神之上。

(三) 唱詩 校詩 眾立

* 建我學校在基督身 因將素需向主懇祈

即此惠語即此愛忱 即此善行即此慈意

此即我禱惟聖靈靠 時將利福賜我學校

* 吾人同業在主目中 吾人同居在主愛裡

疑惑階級求主疏通 天上思想求主開啟

主前我禱惟聖靈靠 時能顯現於我學校

(四) 祈禱 譚慧敏牧師 眾坐

(五) 讀經 第六任校長周馬佩堅女士 眾坐

路加福音1:46-55 馬利亞尊主頌

* 馬利亞說 我心尊主為大

* 我靈以上帝 我救主為樂

* 因為祂顧念祂卑微的婢女

從今以後萬民將稱我有福

* 因為大能的上帝為我成全了大事

祂的名神聖

* 祂向敬畏他的人廣施仁慈 代代無窮

* 祂伸出權能的手臂

驅除狂傲者心中一切的計謀

* 祂把強大的君王從寶座上推下去

祂又抬舉卑微的人

* 祂使飢餓的人飽餐美食

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

* 祂向我們的祖先信守諾言

扶助祂的僕人以色列

祂顧念亞伯拉罕向他大施仁慈

並且及於他的後裔直到永遠

(六) 唱詩 宗主女徒歌 眾立

* 宗主女徒 姊妹稱呼 同心合作 在主國度

祈禱讀經 工夫快做 勤勞忍耐 傳道服務

* 忠主女徒 同行天路 將我所有 濟人貧苦

一切聖工 皆主託付 隨時隨地 傳道服務

* 信主女徒 聽主吩咐 警醒祈求 等候我主

每日三省 罪過有無 除舊更新 傳道服務

* 尊主女徒 讚美天父 日用之糧 今日賜與

身體心靈 有主保護 歸榮與主 傳道服務

* 從主女徒 無分你我 與主聯合 不分貧富

愛人如己 法主耶穌 實行團契 傳道服務

* 拜主女徒 互相扶助 少者是友 長者是母

同偕古代 忠信女徒 一德一心 傳道服務

(本詩歌獲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准許使用)

(七) 啟應文 校董趙麗霞博士 眾坐

啟： 來啊！我們要歌頌創天造地的主，在這美麗的

地球上，創造了人類。

應： 造我們，讓我們肖似。有男的，有女的。

兩個性別，合力去管理這個世界。

啟： 過去數千年來，男性經常作為強者，主導了社

會，在歷史中光芒四射。

應： 卻讓女子以溫柔，以信心，以愛心，以服務，

以奉獻的精神，彰顯的美善。

啟： 賜給哈拿一個兒子，哈拿卻甘心將兒子獻上，

造就一代偉大的先知撒母耳。

應： 路得對婆婆及上主不離不棄，為世人留下美好

的榜樣。讓世人體會忠誠的美德。

啟： 以斯帖因為對族人的愛，不計自己的既得利益，

冒生命危險，以巧計拯救全民族，她是我們智

勇兼備的典範。

應： 主耶穌沒有注意那些財主如何捐上大量金錢，

祂眼中只有那奉獻兩個小錢的寡婦，因她把一

切養生的都獻上。

啟： 讓呂底亞謙卑地聽信保羅的宣道，她具備充

足的信心信靠，並帶領全家歸主。

應： 當身懸十字架，只有幾個婦女在十架下，仰

視淌血的身軀，體會身心所受之苦，所以

也讓她們首先見證榮耀的復活。



(十四) 唱詩 校歌 眾立

* 一片朝煙罩 風景殊清秀

高聳半山中 英華學校

惟願普天下 皆蒙主拯救

務宜惜寸陰在茲學校

副歌：英華英華 既輝耀於山丘

爾諸生其作光而無休

英華英華 既同學而力修

為爾主使功業之永留

* 諸生群受教 得恩何豐厚

身遠心莫離 英華學校

惟願我英華 勿徒崇外貌

願為爾作功由茲學校

(十五) 祝福 校監胡丙杰牧師 眾立

(十六) 主禮人退席 眾立

(八) 唱詩 齊來謝主歌 眾立

*今當齊來謝主 以心 以手 以聲音

主既完成奇事 世人歡頌主聖名

我從初生時起 蒙主福佑到今

昔受無窮之愛 今猶慰藉溫存

*但願恩慈之主 時常伴我到終身

常將快樂平安 鼓勵安慰我中心

導我脫離疑惑 拯我避免憂驚

無論今生來世 使我蒙主宏恩

*我將感謝頌揚 敬獻父 子 與聖靈

三位本同一體 在天執掌大權衡

獨一永生上主 天人叩拜同心

昔在 今在 永在 千秋萬古永恆

(本詩歌獲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准許使用)

(九) 啟應文 校友會主席程佳明女士 眾坐

啟： 在今天校祖日遙念先賢的聚會中，我們紀念

前倫敦傳道會的傳教士，本基督精神和毅力，

把上帝的真理發揚光大，我們讚美主。

應： 我們追念校祖牒喜蓮女士，她懷著犧牲精神，

航海梯山，披荊斬棘，奉獻四十二年的歲月，

建立本校。我們為此感謝主。

啟： 我們記念樂慕潔校長早期之領導、她創設了

師資訓練班。我們為此感謝主。

應： 我們記念夏靜怡校長主持校務十六年，擴展

英文部。我們為此感謝主。

啟： 我們緬懷蕭覺真校長在校服務四十年，掌政

廿載。其間多次擴校，並創設學生自治會。

我們為此感謝主。

應： 我們想念鄭美蓮校長在任五年，承先啟後。

我們為此感謝主。

啟： 我們緬懷周馬佩堅校長，她曾受教於蕭覺真

校長，後來接受重任，掌政廿九年，把本校

傳統發揚光大。我們為此感謝主。

應： 在校董會的指導與支持下，現任校長與教職

員懷著愛心，勤奮不懈地服務學生。我們為

此感謝主。

同誦： 上帝啊！讓我們看見在歷史中，如何恩

待的眾女兒。叫我們眾人，不分男女，不

分種族，不分地位，總能以耶穌基督的心為

心，繼續發揚英華精神，為主而活。誠心所

願。

(十) 獻詩 Creation’s Praise 眾坐

校友會及本校聯合詩班

The heavn’s display their creator’s glory,
their sound proclaims his mighty name.
The earth, the oceans resound to his glory;
give ear, O man, and heed their praise.
Who holds the numberless stars in the
heavens? Who beckons forth the flaming
sun?
Behold the sun in his brilliance arising,
with joy a hero’s course to run, with joy
a hero’s course to run.

(十一) 講道 校友陳劉潔貞女士教授 眾坐

(十二) 唱詩 我的負擔 眾立

* 我要背主耶穌十架 我樂意每日冒死

若我能傳揚這故事 救主從天上降世

副歌：我要傳這快樂福音

到各處黑暗地方

對人人為主作見證

指引罪人得亮光

* 主命我去傳揚福音 凡我腳蹤所到處

使世界得聞這故事 卸罪擔得蒙救贖

* 千萬人未聽聞福音 千萬人不知主名

我必須對他們傳講 免得我受主責備

(本詩歌選自《青年聖歌綜合本III》第87首，

蒙宣道出版社允准使用。)

(十三) 致謝與宣佈 校長李石玉如女士 眾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