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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力 1975B)

童年無憂不懂事，少年讀中學時才漸漸有思考及觀察能力；那時候，看到父親的樣子，雖然他只有五十幾歲，但
卻已好像一個阿伯，可能他是個工廠工人，生活艱苦吧！
我預料畢業時，還未滿二十歲，很想快些長大做個成年人，有段時間更留鬚扮老成，但從來
沒有想像自己到六十歲 (即現在常說的「登陸」) 時是什麼模樣……

年少氣盛，自我自信自大，什麼事也好；玩相機、拍微電影、玩車、旅遊、追女仔……想做
就做，不管別人怎樣看自己，不理父母的關懷……不過，還好我沒有不顧後果盲目地衝，幸甚！

三十幾至四十幾歲時，是事業期及家庭期。一切也穩定下來，可說是有些成績，漸漸也懂得
思前想後，關心別人，為人著想；但過去幾十年的傲氣，總是無法甩掉。縱使個心不壞，但把口

鬚少少年

仍是很臭；時常口不擇言，心直口直，得罪很多人，而自己明知不對，也不願改變！
五十出頭，正值事業低潮，意興闌珊，正考慮提早退休，享受人
生之際，卻天意弄人，傳來好消息，有機會升職……於是，我又變得
庸俗及意氣風發，繼續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口沒遮攔，理論多多……
係好串嗰種人！係人都唔想做我的朋友，真係冇眼睇嗰種！

今年 9 月我終於登陸了！覺得自己仍然年輕，亦很努力去扮年
輕；身體健康，亦很努力去保持健康；可以做很多事情，還可以到很
多地方去旅遊，與我在少年時看到的父親模樣，有很大分別！但畢竟
經歷了很多從未想像的日子和事物，我頓然醒悟……我要改變、我要
改善！要由頭開始；退休後先把頭髮剃光；再做個面膜把面洗得乾乾
冇眼睇

淨淨；革面後便洗心，調整心態，多說讚美的話；少批評，少發表自

洗心前先革面

己的偉論……但請給我一些時間，讓我改變、讓我改善！
最後，來一首打油詩作為結語，道出登陸前後的轉變……

<登陸>
六十年前的今天
誕下魔童見世面
童年歡樂無憂怨
中學生活於少年
隨著職涯的轉變
人生態度漸漸建
詩球歌牌車摩樂
退休醉夢冠詩仙

西藏拉薩布達拉宮 (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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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遊記》

(余棠

1975B)

2018 年 9 月我和太太跟隨我的攝影班導師及廿多位師兄師姐參加了一個內蒙古東部的十天旅行團，除了遊覧當地
風景，主要目的就是在導師的指導下學習拍照。行程包括呼倫貝爾大草原，阿爾山國家森林公園，額爾古納根河濕地，
根河敖魯古雅鄂溫克族鄉及貝爾湖。
我們很幸運，全程都遇到很好天氣，藍天白雲，日間氣溫
在 10 至 20 度(攝氏)之間，感覺清涼但不太冷。以下是我在行程
中拍到的一些照片，分享共樂，希望大家會喜歡。

呼倫貝爾大草原是中國當今保存得最完好的草原，是世界
著名的天然牧場，總面積約 10 萬平方公里，地域遼闊，3000 多
條縱橫交錯的河流，500 多個星羅棋佈的湖泊，一直延伸至大興
安嶺。風光優美，景色宜人，有一望無際的綠色草原，
旅行團車隊

四季

分明，被人們盛讚為北國碧玉。

大草原的羊群

大草原的天空

四驅車過河中

呼倫貝爾的大麥田

阿爾山森林公園位於內蒙古大興安嶺西南麓，具有獨特的北國風光，其礦泉資源得天獨厚，被稱天下奇泉，具有 「陽
光、空氣、綠色」三大要素。

三潭峽

三潭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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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山森林公園天池

石塘林

額爾古納根河濕地是現今中國保護最完整、面積最
大的濕地！占地 12.6 萬公頃，位於根河、額爾古納河、
得爾布幹河和哈烏爾河交匯處。濕地中那條任意曲折、
飄逸如帶的河流叫做根河，河流、湖泊、植物的顏色隨
四季而變，風光有巧工難繪之妙，天然景色有觀賞不盡
之美。

根河敖魯古雅鄂溫克族鄉位於根河市最北部的敖
魯古雅河畔，敖魯古雅鄂溫克人傳統上以狩獵為主。
他們原本生活在密林深處，以狩獵、放養馴鹿為生，被稱為「中國
最後的狩獵部落」，也是中國唯一飼養馴鹿的民族。他們的祖先原本居
住在外貝加爾湖和貝加爾湖沿岸，三百多年前移居到額爾古納河沿岸地
區，後定居於根河市的敖魯古雅河畔。這裡的鄂溫克族是個微型族群，
現有人口只有 240 人。

根河狩獵部落的帳幕

部落飼養的馴鹿

貝爾湖的星空

貝爾湖的日出(由黃敬棠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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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越南》

陳均有

(1983)

自 2017 年 7 月把老人院舍轉讓後，難得兩袖清風，忙了十年，總算告一段落！於是閒來四處走走，去去旅行，在
港時參加不同活動和一些講座，偶然在報章上發現每星期在各大酒店都有很多外地樓房包括泰國、馬來西亞等，我也
去看看，覺得真的不錯，可以考慮作投資，長遠利益！某天在臉書上發現越南也有樓盤講座，好奇地去了解到底是什
麼一回事！因為以我了解越南是共產國家，外國人是不可買地買房的！那天聽完講座才發覺國家政策已改，樓房樣貌
簡直不遑多讓，設計用料非常高水準而且很現代化，令我刮目相看！第二天我便致電多年沒見的越南老朋友，提及越
南樓，從他的口中說出，今天的越南，機遇重重，外資企業大量投入資金，國家政策開放，特別是胡志明市，已經和
二十年前的胡志明市有了巨大變化了，新建樓房又新又靚，很多新發展區，不再是以前只得幾個區了！就是這樣大大
引起我的興趣，決定要到當地認真地考察，於是越南之行就此展開，往後的大半年，多次往返越南作多方面考察！
飛機降落胡志明市新山一機場，雖然機場不算很大，但設施設備等都非常國際化標準，特別是過海關和領取行李，
非常快捷方便。記起二十年前初次入境經歷，入境設備簡陋和入境官員還故意為難，目的要收取少少的一美元；等待
行李位置只是空地一小片，運輸工人只是把行李亂翻在地上任由旅客尋找！但這次的到來已經看不到這經典情景！回
說這次親身到越南一趟，重新認識和考察現在的越南情況，走走市場看看樓盤，當然不可缺少品嚐當地美食！
民以食為天，所以簡單和大家介紹一些我個人喜歡的食物和飮品。曾是法國殖民地
的越南胡志明市，不論建築、美食等，殘留著一股淺淺的法式風情，法式麵包和咖啡特
別是滴漏咖啡可說是表表者，不說大家不知道，越南咖啡是世界第二出口國！而且其咖
啡店、咖啡廳四處林立，大大小小隨處可見，有些佔地非常大環境優美，有些隨地擺放
椅子枱子，一樣座無虛席，最重要是其味道香濃美味，不論在高級咖啡店或街頭小店，
同樣可以品嚐到香濃價錢平宜咖啡！從幾元到十多元都可！怪不得到越南不去飲咖啡
真是浪費，連我在港不飮咖啡的也愛上了越南咖啡！特別想說，現在的越南四大咖啡連
鎖店，分佈在各區內，總有一間在你身邊，這四間分別是中原、福隆、Highland 和 Coffee
House；但我個人比較喜歡 Coffee House、福隆和 Highland，雖然中原是最早期的大哥，
個人喜好而已！大家有機會試吓！

滴漏咖啡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各有不同風格的咖啡廳，真的是很好消閑地方！再說是不得不試的越式法國麵包，在大街小巷
都能看着小販推着餐車賣越南法式麵包，雖然餡料有千百種變化，但一般會夾上紅、白蘿蔔、小黃瓜、豬肉片、塗上
豬肝或鵝肝和醬汁等等，喜歡吃辣的朋友更可以加點辣椒效果更好！一般價錢也只是三四元至六七元左右，十分平宜。
不過吃了很多檔，始終都是第一郡 122E，BUI THI XUA 街的那一檔 (BANH MI BUI THI XUAN) 最好味！還有不可
不提的香茅豬扒飯，港人最愛的，如果大家覺得香港的香茅豬扒飯好吃，那麼來到越南就一定要吃當地的炭燒香茅豬
扒飯，正宗的豬扒飯除了是炭燒之外，飯中會加一件蒸蛋。講起都想食！當然還有很多好吃東西，下次再講！

法式麵包

香茅豬扒飯

法式麵包店

4

話說回來，那次最重要的是考察和了解房地產，除了幾天的考察，之後半年內我也再次到訪越南多㳄，走遍胡志
明市很多地方，對胡志明市房地產前景非常看好，總結原因是，自 2015 年 7 月，越南政府把房地產政策開放，容許持
有合法到越南的外國人購買樓房，為期五十年，可續一次，換言之即係一百年期，期間可以自由買賣給外國人或本地
人，每一個樓盤外國人配額不得超過 30%，七成是本地人購買。由此可見，消費者以本地人為主導！樓市暢旺，也要
有經濟能力人購買，也要有需求。那麼我們再簡單從國內和國外宏觀地看，先從國內看，這十多年，政府不斷把交通
道路建好，把道路擴闊，全城地鐵線路規劃定下來了，其中一路線將在不到兩年左右通車，從一郡濱城市場至仙泉，
途經新機場，新機場坐落於同奈省隆城，距離現在新山一機場東面七十公里，估計在 2025 年啟用，交通更便利，有助
經濟發展！
另外，國外大量外資企業投資在越南，早期以台灣企業為首如製衣和製造工業
等，之後韓國大營企業如三星、LG 等大企業投入已超越台灣，其次中國企業等等，
還未計算其他中小企業等人，房屋需求多大？它們也帶動經濟，也令當地工資水平
上升很多！順便一提，越南已經取締中國之世界工廠之名！它可以提供非常大量優
質年輕又便宜的勞動力，令企業成本大幅下降。不說大家也不知道，原來全國七成
以上人口只在 35 年歲內？也正正是這原因，為什麼我會看到越南房地產潛力那麼
正面！這一大群人就好像一個大炸彈，正在爆炸，他們引生出來的消費力很驚人！
不知道大家想到嗎？還是矇查查呢？介紹一個好地方，在胡志明市第一郡摩天大
樓，也是最高金融塔 Bitexco Financial Tower，樓高 68 層，設計獨特，還有直升機
坪在大廈高層伸展出來，好有型！也成為地標建築！大家可以上到 47、49 樓觀景
台或更上一層樓 50 樓餐廳飲杯咖啡吃點東西，360 度全天候慢慢觀看現在的胡志明
市，便會感受到它的變化有多大，自然一目了然，心中有數！

金融塔（Bitexco Financial Tower）

也是以上總總理由，我便開始在這方面投資，也在胡志明市
買了一房！也在越南辦考察團讓更多人可以多認識了解今天的越南，
把握這個好投資機會，當年錯失中國大陸，今天越南就好像當年 80、
90 年代中國，希望這次簡單說說可引起大家對越南的興趣，多加留意
或可親到越南體驗一吓，當作旅遊順道考察，好好把握這機會，賺它
一大筆！

金融塔（Bitexco Financial Tower）

以上純粹個人意見，如有不對請諒！

一郡胡志明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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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扶到老》

(So Fat Duck 1979C)

回望過去，1982 年 9 月，我師範畢業後到屯門大興邨一間中學開始我第一份教師工作；在學校內的芸芸老師中，
與我命中注定的「他」相遇；在我新工作的第一年暑假，我和男朋友於 8 月 10 日簡單而隆重地結成夫婦，從此開始
了我們的婚姻生活。
與外子從相識、相戀、繼而組織家庭至今整整 36 年，期間的光陰就像箭一樣的在工作、生活、培育兩名子女中
飛快的過去了。
匆匆的 36 年，在我們還沒有特別的體驗當中的苦或樂就過去了！如今，我們兩人慢慢的過着退休生活，才開始
學會仔細地體驗生活中的各個細節。
兩個人的相處時間多了，慢慢養成一種相扶相依的生活模式。外子不是一個浪漫的人，但在處理生活中大小事項
時，卻非常仔細和精算，他屬於超級實務型。
日常生活中，我會經常聽到他的叮嚀……
準備出門口去街前：「帶咗電話未？」
要北上深圳半天遊時，出發前：
「帶齊回鄉證、深圳通。」
去超級市場購物時：「記住拎埋架私家車仔。」
這就是我外子的習慣，他喜歡提醒別人，並藉此一併提醒自己；因
為他不喜歡犯錯、善忘！由於他不只一次的向我提出希望我能夠提醒他
的要求；現在我也開始養成與他一樣的習慣。
現在，他會經常聽到我的叮嚀……
準備煮晚飯前：「煲咗飯未？」
要出門時：
「帶咗電話未？」
去外遊時：
「記住檢查旋遊証件！」
其實，我和外子都是性格比較獨立的人；從前，在過去飛快的日子
中，我們好像沒有太多的時間和耐性慢慢欣賞對方更多的優點和特性。
如今，正好利用我們慢悠悠的退休時間去發掘彼此更多的好！
展望將來，在所謂的人生的第三階段中，我期待和外子更加恩愛、
互助互愛地一路走下去，直至我們向世界告別！

《真．善．美．園地》

(編輯組)

這個新開的園地，反應良好，我們接獲一些投稿！希望陸續有來，分享你們的真．善．美。以下是其中的一
部分。

《失物待領》

(厚多士 1979)

今年八月中，我和外子連同另外 6 位朋友，一行 8 隻鴨仔去夏
威夷陽光海灘 14 天。有一天，我們參觀位於科立的著名熔岩管(Lava
Tube Caves in Kona) (見右圖)。

熔岩管涵蓋範圍非常大，感覺好震撼，大家可以由一個管道的一
邊通往另外一邊；我們在那裏逗留了差不多兩個小時才盡興，結束參
觀啟程回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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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知，在回程中，其中一位朋友才發覺她的老花眼鏡
可能遺留在熔岩管處。於是我們又浩浩蕩蕩的折返原地，
心想熔岩管面積太大，朋友又不肯定在哪裏遺失眼鏡，能
夠找回眼鏡的機會很微。

怎料，到達熔岩管後，各人正準備地氈式搜索時，朋
友就在馬路邊發現了她的眼鏡，它正靜靜地躺在岩石上，
好像正在等候主人回來認領。原來，已經有好心人將眼鏡
放在路邊，希望失主不用大費周章就可以找回眼鏡。

今次，朋友非常幸運遇到好心人。為免她再度遺失眼鏡，我掏了一件禮物送給她。

《失而復得》

(厚多士 1979)

大家好，圖片正前方的黑色物件是我的太陽眼鏡右邊眼鏡肶的膠套。它讓我
又一次相信努力不懈、堅持到底的真理......
昨天(2018 年 9 月 4 日)，我像往常一樣在屋苑的湖邊跑步；期間，完全沒有發
現眼鏡肶已經鬆脫，直至今天早上戴上太陽眼鏡準備出門，才發現眼鏡肶消失了！
我立即考慮是否到巴士站等車、還是回到前一天經過的位置去尋找眼鏡肶？
最終我跟隨我一向的習慣，決定要竭盡所能，花時間嘗試找回失物，雖然從前我
不是每一次都幸運的失而復得。
我立即去屋苑會所更衣室搜尋，又向職員查詢有沒有檢獲失物報告；最後，
我返回湖邊跑道上準備尋找，但當我看見清潔工人正在掃地，我的心已冷了下來，
心想應該沒有機會找回失物！突然，眼前一亮，失而復得的感覺實在是太好了！
哈哈，我又可以與我的子女分享堅持的實證！

《野生捕獲》 (鄧永康 1975B)
在西藏拉薩以北約 230 公里，有
一個湖叫「納木措」，它座落於海拔
4718 米高、長約 70 多公里、闊約 30
多公里、面積約 1900 多平方公里，是
西藏的三大聖湖之一、全中國第 2 大
的咸水湖、也是全世界最高海拔的湖。

一隻正在湖上飛翔的海鷗，被我的鏡
頭野生捕獲了﹗而牠知道被野生捕獲
後，禁不住掉下一粒黑色的糞便 (請
留意相中海鷗下方的一點黑點) ﹗

7

《金秋拉薩賞月團》 (周嘉德 1975B)
安排了兩年才成行的西藏拉薩吉普車旅遊團，今年(2018)成團了！日
期選在中秋節前後，讓團友可在拉薩賞月。團員共 17 人，都是荃工校友
及其親友，自己包團，租用吉普車由成都出發，行走 2,300 公里到達拉薩
玩 3 天，然後乘坐青藏鐵路行走 1,900 公里到西寧，沿途欣賞青藏草原的
風光，再由西寧乘飛機經北京返港。

這次旅遊目的地當然是西藏拉薩啦！這地方世界聞名，一生人無論怎
樣害怕高山反應或高山症，都要去走一趟的！除了拉薩令人嚮往之外，其
實，沿途的風景也十分美麗迷人。因此，我在此分享一些團友影的相片，
也讓有關團友重溫旅程！

拉薩布達拉宮的日

拉薩布達拉宮的夜

<西藏的山>

8

<西藏的水>

<西藏的山與水>

<西藏的光>

9

<西藏的動物>

<西藏團的車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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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irst English Verse》

(So Fat Duck 1979C)

Happy Anniversary 2018
35 years for us being a couple,
Married to a cool guy like you,
Not ever leaving me alone throughout the years,
With my heart full with gratitude;
Here to say thanks to you,
For the family, the children and
Every little bit in our home,
We share as one as always;
Enjoying retirement life with trips and daily chores,
More decades to go,
To pursue more love and bonds,
To soar the highest than ever;
No idea when we will be apart.
No matter who will remain,
No worries;
Our hearts still beat together every single moment.

《常犯的英文錯誤》 《二》

(㗎仔 1975)

香港是中英文化交流地，很多香港人都會又用中文又用英文來溝通。因此，便出現很多所謂「Chinglish」！即是
唔中唔英或又中又英的錯誤字體或字句……除非你受過專業的訓練或時刻謹記，否則也會偶然因耳濡目染而隨波逐
流，不知不覺間犯了以下的錯誤：

1

錯誤

正確

註解

Although she is very hungry, but

Although she is very hungry, she

「雖然……但是」是中文常用的連接

she does not want to eat.

does not want to eat.

詞，但英文卻只會只用 although 或

She is very hungry, but she does

but 而不會兩者都用。

not want to eat.
2

3

4

英文是沒有賞月的。

We appreciate the moon (想講：

We look at (or view) the moon

賞月) on the night of Mid-Autumn

on

Festival.

Festival.

After taking medicine, my illness

After taking medicine, I feel

illness (n)：疾病；中文說病好了，英

has become better now. (想講：

better (or I have become better)

文不是說疾病好轉，而是患病者的情

我的疾病好轉了)

now.

況好轉。

I let my wife choose a birthday

I let my wife choose a birthday

baseline (n)：是指球場(例如網球場)

gift. The baseline (想講：底線) is

gift.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the

上的底線，與 bottom line 指的底線

that the gift costs no more than

gift costs no more than ten

不同；bottom line 是指影響決定的

ten thousand dollars.

thousand dollars.

一個重要因素。

the

night

11

of

Mid-Autumn

5

6

錯誤

正確

註解

My eyes are black and so is my

My eyes are dark and so is my

以中文形容頭髮或眼睛的顏色可用

hair.

hair.

黑色；但英文通常用 dark 不用 black。

He fought with his elder brother

black eye 是形容被打或被撞至眼圈

and he got a black eye.

發青。

I almost became a member of the

I almost became a member of the

黑社會 = 三合會 = triad society

black society ( 想 講 ： 黑 社 會 )

triad society when I was young.

when I was young.
7

After fifty, I have been having an

After fifty, I have been having an

身體檢查，英文是 medical check-

annual body check (想講：身體檢

annual medical check-up.

up，而不是直譯成 body check。

I am very healthy.

身體健康是中文用語；但以英文提及

查).
8

My body is very healthy. (想講：
我的身體很健康)

健康時，當然會理解到是關於身體
的，所以 healthy 無需配 body。

9

During the busy hours (想講：繁

During the rush hours, I find no

繁忙時間，英文是 rush hours，而不

忙 時 間 ), I find no taxi on the

taxi on the street.

是直譯成 busy hours。

Before travelling next month, we

Before travelling next month, we

預訂酒店房間，英文要用 make a

need to book a hotel (想講：預訂

need

hotel reservation；

酒店房間) now.

reservation now.

street.
10

to

make

a

hotel

訂閱雜誌，要用 subscribe；
訂票或訂枱，才用 book。

11

I will book

this interesting

I will subscribe this interesting

magazine (想講：訂閱雜誌) for six

magazine for six months.

months.

The concert begins next month.
We must book tickets now.
The restaurant is always full. We
need to book a table one day
before.

12

13

14

15

購物或買東西，英文是 shopping。

Every Sunday, I have to go with

Every Sunday, I have to go

my wife to the super-market to

shopping with my wife at the

buy things (想講：買東西).

super-market.

My mother called (想講：叫) me to

My mother asked me to go

這個 call，不是打電話的意思(除非

go shopping with her.

shopping with her.

是)，而是叫、要求、約的意思。

My mother called (想講：吩咐) me

My mother told me to keep quiet

這個 call，是要求、吩咐的意思。

to keep quiet while eating.

while eating.

Every summer, our school will

Every summer, our school will

野 外 露 營 ， 直 譯 成 英 文 便 是 wild

organize a wild camp (想講：野外

organize a camping activity for

camp，但英文是沒有 wild camp 的。

露 營 ) for the students at an

the students at an outlying island.

outlying island.

12

16

錯誤

正確

註解

My grandfather visited a Chinese

My grandfather visited a Chinese

Chinese doctor 是 指 中 國 籍 的 醫

doctor (想講：中醫) yesterday.

medicine practitioner yesterday.

生，中醫應該用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

17

Are you convenient (想講：你方

Is it convenient for you to

convenient (adj) 方便：只能用來形

便) to explain why you were late?

explain why you were late?

容狀況或處境，不能用來形容人。(例
句是想表達：你方便解釋……嗎？)

18

You are very dangerous if you

It is very dangerous if you drink

dangerous (adj) 危險：不會用來形

drink before driving.

before driving.

容人，除非他對別人或社會帶來傷

You are in danger if you drive

害。

before driving.
This criminal should be locked up
as he is a danger (n) to society.
19

20

I am watching TV while my wife is

I am watching TV while my wife is

cooking 已包含食物的意思，無需重

cooking food (想講：煮食物).

cooking.

複 food。

To be fit, we must do exercises

To be fit, we must work out every

exercise (n) 運動：做運動，英文是

(想講：做運動) every day.

day.

work out；

Swimming is a good exercise.

游泳是一項有益的運動；

Our mind as well as our body

大腦和身體同樣需要鍛煉。

needs exercise.
21

22

I am watching TV while my wife is

I am watching TV while my wife is

cooking：已包含食物的意思，無需

cooking food (想講：煮食物).

cooking.

重複 food。

To be fit, we must do exercises

To be fit, we must work out every

exercise (n)：運動；

(想講：做運動) every day.

day.

做運動，英文是 work out；

Swimming is a good exercise.

游泳是一項有益的運動；

Our mind as well as our body

大腦和身體同樣需要鍛煉。

needs exercise.
23

Thank you for coming.

英文用語是無需 your 的。

I have a very kind father (想講：慈

I have a very loving father. He is a

英文常用 loving 來形容父母。

父)..

kind man.

Being a frontline officer, I contact

Being a frontline officer, I come

contact (n, v)：接觸；名詞與動詞有

(v) ( 想 講 ： 接 觸 ) many people

into contact (n) with many people

不同用法。

every day.

every day.

Thank you for your coming. (想
講：你的來臨)

24

25

I have lost contact (n) with my
ex-wife for long.
I will contact (v) you later.
下期待續……

《哲理德言》

(德德 1975)

德德自從踏入社會大學後，一直都很有興趣一些智理明言；當年「讀者文摘」的「雋語集」便是其所好。其後，
每次在報章雜誌或其他文章遇到有哲學性的句語，德德都會細味品嚐。猶記得當年廖榮光老師在教中文時說﹕「善抄
襲就是創作」﹗因此，德德偶爾也會自己創作其「哲理德言」；請分享以下德德的珍藏及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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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騙子：

我從不希望別人相信我的說話；因為只有騙子才會希望別人相信他的說話。
不要欺騙別人；因為你能騙到的人，都是相信你的人。

(2)

對與錯：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錯要錯得對，也不要對得來最後仍是錯！
當你意識到自己錯了，你還是對的！
有些事，很多人都在做；你不做，不代表你錯！

(3)

故事與事故：

明天是今天的故事，昨天是今天的事故。
怎麼動人的故事，也不可成為悲哀的事故！

(4)

從前‧以後：

走入從前，敢做任何事；
回到以後，能知天下事！

(5)

窮與富：

我很窮，什麼都沒有，只有錢……
我很富有，什麼都有，只沒有錢……

(6)

沉默：

沉默是回應被人冤枉或侮辱的最好辦法！
寧可保持沉默像傻子，也不開口去證明自己是傻瓜！
沉默是反擊無恥的無聲「風暴」
，憤怒是抗擊外侮的有效「自殘」！

(7)

看不起與妒忌：

我寧願被人妒忌，也不願被人看不起！

(8)

敷衍：

老闆讚賞我做得非常好……
敷衍他敷衍得非常好！

(9)

重要的你：

對我來說，你很重要……
但沒有你，對我更重要！

(10)

孤獨與寂寞：

人在孤獨時未必會寂寞，但人在不孤獨時也未必會不寂寞；
因為：孤獨是狀態；寂寞是心態！

(11)

太太‧怕怕：

究竟「太太怕你」還是「你怕太太」好呢？
試想一想：蚊是由水滋生的，但蚊卻怕水…… 因為人類發明了「蚊怕水」！有什麼可
怕呢？

(12)

無敵與無愧：

心中有敵，天下皆為敵；心中無敵，無敵於天下！
心中有鬼，天下皆是鬼；心中無鬼，無愧於天下！

(13)

情：

我什麼情都想要；愛情親情友情兄弟情都想要，只不想要同情！

(14)

官與商：

常言道：官字兩個口！
其實，商字何常不是兩個口；商人用一個開大的口把另一個小口和人的頭都吃掉，盡
顯商人的本性！

(15)

醉與聰明：

飲醉了的人永遠不會說自己飲醉了；
聰明的人也永遠不應說自己聰明！

(16)

忍‧變‧罷：

忍得了就忍，忍不了就變，變不了就罷！

(17)

勝與卑：

勝人先自勝，卑人先自卑！

(18)

事緩則圓：

遇事緩一緩，停一停，想一想；別急於表達自己，也不急於否定別人；心中已有看法
或想法的人，永遠聽不到別人的心聲或意見！

(19)

發光：

發射自己的光，但別吹熄別人的燈。

(20)

智慧：

簡單事不爭吵，複雜事不煩惱；憤怒時不說話，生氣時不決策。

(21)

笨人：

笨人總有自知之明，能巧妙地運用他的傻勁。

(22)

靠自己：

若想走到高處，要用自己的兩條腿；不要讓人抬你，也不要踩在別人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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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寬恕：

傷害你的人不是比你強就是比你弱。若他比你弱，寬恕他吧；若他比你強，寬恕自己
吧。

(24)

輸與贏：

和朋友打牌，你輸了錢，朋友都喜歡和你打，是贏了友情；
若你贏了錢，朋友都不喜歡和你打，是輸了友情！
同樣地，若和配偶吵架，吵贏了，可能會輸了段婚姻；
吵輸了，可能會贏了個家！
當然，不吵更好，若避免不了，扮輸也無妨。

(25)

主觀﹕

當我們批評別人主觀時，其實，我們也是主觀地作出批評。

(26)

自信與低調：

有自信而不能過於狂妄；要低調但不能失去了自信。

(27)

貨與人：

不識貨一時窮；不識人一世苦。

(28)

偏見與邏輯：

有些人在重組自己的偏見時，雖然還只是那些偏見，但卻以為自己正在邏輯地思考。

(29)

老婆(一)：

老婆……別人的是靚；自己的省鏡；
老婆……別人的是好；自己的更好；
老婆……別人的是山邊草，隨處都有；自己的家中寶，只自己有；
老婆……別人的只照顧你的錢；自己的會照顧你每天！

(30)

老婆(二)：

沒有我的同意，你不得胡思亂想；
沒有我的批准，你不得擔心恐懼；
沒有我的簽署，你不得嬲怒吵鬧；
請你同意、批准及簽署吧，老婆！

《校友會幹事會會期》
第九屆校友會幹事會的例會會期，於逢雙月的第二個星期一晚上七時 (周年大會除外) 舉行，歡迎各會員到會議場地旁
聽及給予意見 (註﹕最近幾次例會都有個別校友參與旁聽)。唯旁聽會員除必須先與秘書預約以便安排外，也沒有投票
權 (如有議案需要投票的話)。
餘下的會期如下： 2019 年：2 月 19 日(元宵節；於錦田舉行)，4 月 8 日及 4 月 27 日 (星期六) (周年大會)。

《校友會幹事通訊》
(一) 校友會的傳真號碼，已更改為 2451 6829，並已於 2018 年 8 月生效；
「荃情」的頁首及有關網頁亦已更新。
(二) 於 2018 年 7 月 28 日 (星期六)，校友會秘書王漢梅榮升奶奶，娶得又貌美又賢淑的新抱，並於銅鑼灣某大酒店設
宴，招待其親友；校友會幹事及慈善基金會董事也到場參與，共享喜樂。
(三) 於 2018 年 9 月，校友會主席周嘉德登陸，並於 8 月的幹事會例會中萬歲，宴請各幹事，分享其喜樂。此外，周
主席亦於 2018 年 11 月獲政府頒發 40 年長期優良服務獎，並將於 2019 年 1 月 1 日開始其退休生活。
(四) 於 2018 年 9 月，校友會幹事邱少薇榮升外母，其女兒及女婿在日本沖繩島註冊結婚；校友會幹事雖然未能參與
其婚禮，但亦分享其喜悅。

《校友會 / 校友活動及預告》 (有關報導及照片，可瀏覽 http://www.twtsaa.org.hk)
(一)

於 2018 年 8 月 25-26 日，校友會與基金會合辦了一個兩日一夜的夏令營研討會；該研討會在廣州佛山綠湖溫泉
渡假酒店舉行，研討未來的助學方向，參與的內地學生 (包括前學生) 達 100 人，而香港義工也有 50 人。

(二)

勞富文博士(1977)，是第 3 屆校友會主席，也是「親親我」品牌創始人及專利產品「咬咬樂」咀嚼訓練器發明者，
40 年來他專注母嬰事業，從事國際頂尖嬰幼兒用品、玩具的研發生產，着重推動「主動進食．咬出聰明」的創
新科學育養嬰幼兒概念；行事果斷、創意思維特多的勞富文博士立志成為「嬰兒餵養專家」
，期望改變全世界嬰
兒的餵食習慣，提高全人類健康，提升從嬰幼兒餵養開始的營養素質和讓中國的嬰兒以合理的價格享受到具有
國際品質的嬰幼兒產品。
「荃情」第 24 期也有相關報導。今年 8 月，勞富文博士榮獲世界傑出華人大獎，可喜可
賀，校友會謹此恭賀！有關報導，可瀏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Hwr7n0V8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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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友邱少雄(1981)畢業後從事教育界，現任某中學校長。他盡心竭力為西貢區服務，並在推動青年發展及文化活
動方面，貢獻良多。於 2018 年 10 月 27 日，邱少雄獲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頒授「榮譽勳章」(MH；
Medal of Honour)。校友會謹此恭賀！

(四)

校友張越華教授 (太平紳士) (1970) 一生致力研究濫用藥物，在社會上的貢獻及成就有目共睹；「荃情」第 20 期
也有相關報導。張教授曾經獲頒發榮譽勳章(MH；Medal of Honour)及太平紳士(JP；Justice of the Peace)。於 2018
年 8 月，他更獲中文大學及樹仁大學表揚，並拍成影片上載於互聯網！校友會謹此恭賀！在徵得張教授的同意
下，我們已將有關資料及連結，上載於校友會網頁內，給各老師及校友瀏覽。此外，張教授亦於今年 10 月接受
傳媒訪問，有關張教授的訪問及其他資料，都可在互聯網內找到。

(五)

警務處副處長(行動)劉業成先生，原來是荃工校友；他畢業於 1979 年，於 1984 年加入警隊，任職督察。服務期
間，曾到內地及海外接受訓練，修讀有關訓練及人力資源管理、警務管理、海事科學、國際管理及領袖發展課
程等等，並獲頒香港警察榮譽獎章及香港警察卓越獎章。他屢獲晉升，最終於 2016 年升為警務處副處長(行動)。
最近於 2018 年 11 月中，他退休了。

(六)

自校友會母體內於 2013 年誕生的慈善基金會今年是第 5 周年了。基金會舉辦了兩項籌款及慶祝活動，包括(一)
於 2018 年 11 月 23-26 日在九龍荔枝角饒宗頤文化館舉行的慈善書畫展；及(二) 於 2018 年 11 月 24 日在錦田水頭
村的盆菜宴。就此，校友會全力支持。兩項籌款活動皆成功舉行，並籌得可觀的善款，大獲好評及讚賞。詳情
請留意基金會會訊「荃心」號外版，該號外版已上載於校友會網頁。

(七)

校友會網頁經已更新。有關周年大會的照片及影片、新一屆幹事的資料、及主席連任的感想，亦已上載於校友
會網頁內。歡迎各老師及校友隨時瀏覽。

(八)

校友會於 2017 年訂造的 15 周年紀念 T 恤，現仍有適量存貨。如欲購買，請參考第 27 期「荃情」的資料及聯絡
校友會任何一位幹事。

(九)

校友會 2019 年的周年大會將於 2019 年 4 月 27 日(星期六)在老地方(即又一村花園俱樂部)以嶄新形式舉行，屆時
將會有手提電話短訊(SMS)提醒各老師及校友。懇請各位預留時間，出席周年大會！到時見！

《校友會帳戶》
捐款支持校友會或繳交會費者，請存款入『荃灣官立工業中學校友會』於恒生銀行的帳戶：209-4-010192。

《歡迎投稿》
校友會歡迎各位老師或校友投稿「荃情」，讓大家分享一些非宗教非政治性的文章、詩詞或小品等(中、英文稿件連照
片皆可)。請用 word 檔案電郵至 i n f o @ t wts a a . o r g . h k 或聯絡校友會任何一位幹事以 便 編 輯 刊 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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