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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主席的話 – 如果時間可以停頓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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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校友會會員周年大會，今年提早於 2018 年 4 月 14
日順利舉行了。今次創了近幾年來的新低出席率，只得 8 圍枱；校
友連老師、荃官夜中校友會嘉賓及慈善基金會義工也只得 96 人，與
去年的出席人數 157 人相比，足足少了三分之一。是甚麼原因，估
計可能是今次周年大會比往來早了一個星期 (因為老地方於 2018 年
4 月 21 日早已被人訂了作婚宴場地)，而很多老師和校友於周年大會
第九屆校友會幹事 (郭鳳玲缺席)

當天都不在香港，無法參與；也希望只是這個原因吧。

今次周年大會，正好也是選舉年度，要選舉新的幹事會成員。
這環節，在選舉委員會主席張越華教授 (太平紳士) 的領導下，程序
已駕輕就熟，順暢得很。新一屆 (即第九屆) 幹事會成員除了由邱
少薇 女 士 (1979) 替代了范英明先生 (1969) (名譽會長) 外，其餘成
員都不變，包括那五個主要職位 (即主席、兩位副主席、秘書及司
庫)。此外，邱 少 薇 也 初 試 啼 聲， 與 幹 事 陳聖 先 生 (1989) 擔 任
大 會 司儀 一 職 ， 表 現 稱職 。由於要選舉，娛慶節目省了。也由於
選舉程序順暢，晚宴期間，難得有較多清靜的時間，讓參與者暢談。
幹事會眼見當時氣氛之融洽，一時無兩，也不便隨便打擾了。
筆者承蒙校友支持，得以連任第九屆校友會
主席，詩意又發，特別作了篇「連任主席的感想」
，
並已上載於校友會網頁內，與校友分享，請多多
指教……

司儀陳 聖 (左 )及 邱 少 薇 (右 )

<<連任主席的感想>>

自接任那天，轉眼兩周年。無人想變天，連任可預見。
回味想當年，荃情牽一線。網上留資訊，臉書可見面。

筆者於執筆時，突然想到「如果時間可以停頓下來」，那就好了！周年大會當晚散席回家梳洗後，筆者有種「湯
冷茶涼心靜時」的感覺；覺得有點累之餘，也覺得時間過得很快，尤其是美好的時光，總不能停頓下來讓我們不停地
享受……去年 14 圍枱 157 人參與的第 15 次周年大會、今年早於 2018 年初已開始籌備的第 16 次周年大會及選舉，轉
眼即逝……
小時候，時常幻想時間可以停頓下來，就像在電影或電視畫面上，看到些有關時空穿梭的影片時一樣，所有人和
物都定了格動彈不得，只有自己可以自由活動……這樣，自己的時間就比別人的時間多，在開心歡樂時享受更多更長
時間；時間不夠用的就可以有更多時間去完成那落後而尚未完成的工作；甚至，將會有不幸事情無可避免地要發生時，
也可暫時或永遠不讓它發生 (好似有些亞 Q，但諗吓都開心)……
回到現實，讓時間可以停頓下來，就只有狠心地放一個大假，放下所有的工作，不理所有的世事，中斷所有的聯
絡 (不看 email, facebook, whatsapp, wechat, instagram 等等)，去一次純潔的旅遊，只顧吃喝玩樂睡眠發呆休息……
這是現實還是夢幻……？當然，偷來的時間，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啊！

老師與荃灣官立中學夜校校友會嘉賓

老師與 1975 年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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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官立工業中學慈善基金會義工

《動動腦筋》

(矮力 1975)

最近看了些舊書，包括訓練腦筋的。和大家分享以下較有趣的：
(一) 看圖考 IQ：

1

2

3

4

(二) 猜猜謎語：
1.

英文題

2.

(a) 那兩個英文字母相遇一 say

“Hi” 就講粗口？

(a) 天沒它大，人有它大

(b) 魚蛋粉裡面有魚蛋，什麼粉裡面有雪糕？
3.

5.

7.

中文題 (猜一字)

(b) 殘風

語文題 (猜一成語)

4.

科學題

(a) 軍事論文

(a) 怎樣可以令耳仔長些？

(b) 獨居公公

(b) 一個普通人最起碼有幾多個頭？

地理題

6.

歷史人物題

(a) 一路平安 (猜一中國地方名)

(a) 那位歷史人物出席率最高最快？

(b) 為何世界上有東京南京北京冇西京呢？

(b) 麥兜沖涼

通識題
(a) 法官判案要公平，以下人士需要什麼平 (或同音) 呢？
(i) 一國之君

(ii) 一般女人

(b) 男人叫自己的女友做菜，以下的女友叫什麼菜？
(i) 初戀女友

(ii) 冷冰冰的女友

(c) 黑貓黑色，白貓白色，以下的貓是什麼色 (或同音) ？
(i) 孤寒貓

(ii) 勤力貓

《學習六合八法拳的經過》

(iii) 蠢貓

(梁上鳴 1970)

1976 年 2 月，正是我入職警務處工作的第二年。參加了警務處文職人員會舉辦的工餘活動，其中一項是「六
合八法拳」。教我這拳法的是李彼得(譯名)師父，他亦是在警務處工作。起初我只是懷著「隨便玩玩」的心情去參加
而已，在他的悉心地教導下，使我由「玩玩吓的心情」逐漸培養了興趣，在短短的兩年內便學懂了全套「六合八法拳」
。
當然學工夫不是學了全套就算，所謂「全套」只是每一式的拳路，屬於大概性的路向，學員必須天天練習，矯
正每一細節動作的錯漏，才有進步。揮動起整套「六合八法拳」時，是需要約 7.9 米 x 4.1 米的場地才可以一氣呵成
地完成；所以要練習這拳法，場地是一大問題，幸好當時文職人員會有「會所場地」可以申請借用。但到了約 1979
年中，警務處因管理場地的政策問題，再不能提供場地讓我們使用。結果，我們的「六合八法拳」研習班就此無奈地
解散了。兩年後，我和師父、師兄弟們因沒有繼續來往而失去聯絡。自從我們分別後，我也沒有繼續練習，結果把所
學的拳法也漸漸地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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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99 年秋天，我的身體狀況逐漸變差；先發現患上糖尿病，跟着患上高膽固醇、高血壓，容易疲倦，腳
力衰退，偶或腳痛不能走路，需要請病假。於是我心裡想：我現在只有 49 歲，身體如此的差，還有 11 年才可以退休，
縱使退休後還要好好地生活，我不想帶著孱弱的身體渡過日子，我要為改善身體狀況作好準備！要怎樣做呢？如果做
運動來鍛鍊身體，但做甚麼運動呢？要適合中年人或老年人的功夫如太極拳、形意拳、八卦拳……等等的內家拳吧。
忽然想起：師父教過的「六合八法拳」。啊！於是下定決心，從頭開始自
己練習這拳法。我選擇這套拳法的原因有三：
(一)

揮耍起「六合八法拳」是要一口氣運動，需時 21 至 25 分鐘，能
使我精神集中，完成之後會感身心舒暢。

(二)

這套拳法是師父曾經悉心地教導我，如果我學別的門派工夫，一
方面恐怕不夠耐性學習；另一方面會糟蹋了師父一翻心血，不如
從頭練習「六合八法拳」較為容易上手，而且揮舞起來，可以藉
此想起師父。

(三)

根據六合八法拳 宗師陳亦人的著書所說：「六合八法與太極拳有
所不同：它有五百一十多個姿勢動作，不同樣子，不同名稱，而
又不斷勁的；但太極拳重複姿態很多，像單鞭蹬腿等，僅有三十
多個，所以六合八法與太極拳毫無關係。」在香港，學習太極拳
人士甚為普遍；而學習六合八法人士極少。根據前輩所講，學習
六合八法的確是「難學難精」
，我亦想體驗一下它的特性。

怎樣從頭練習「六合八法拳」呢？我要面對四個難題，難題解決後，我便每
天早上不斷地練習，直到現在。這四個難題是：
(一) 需要大約 7.9 米 x 4.1 米的場地(上文已提過)！……原來我的居所有一平台，
闊度剛好有 4.1 米；而長度則超過 7.9 米，可以解決這問題。
(二) 停止練習這套拳法達二十多年了，一切的拳路的揮舞細節，印象模糊，沒有
師父、師兄師弟再指導我，怎麼辦呢？……原來當跟師父學習時，他曾介
紹一本有關這拳法的參考書，名為「六合八法拳」
，圖文並茂，可以作參考。
(三) 經得起挫折和恆心的考驗……當我從第一日開始練習時，感覺一隻腳早已微
痛，但我仍堅持下去，揮舞得不如意也不要緊，今天不能達標，還有明天。
結果過了一段日子，感覺我的腳痛已消失了，於是我每天早上日出前，繼
續到居所的平台進行練習，從這套拳法的起式開始，循序漸進地加上招式
動作，到最後練習至尾式，大約要花兩年時間才曉得揮舞全套。
(四) 我雖然能夠從起式開始揮舞至最後收式還原，但沒有師父或師兄弟從旁指導
我的動作過程細節，是否正確呢？……幸好我瀏覽網路上 You Tube，尋找
有關「六合八法拳」的資料，在這麼多的影片中，發覺很多師傅的打法，
與師父教我的打法很有差異……終於找到其中一位師傅的演練，有 90%以
上與我(及我家師父)的打法相同。啊！這位師傅的幫助很大；我可以一邊練
習，一邊不斷參考他的打法和其中動作細節，使我的信心大增。
六合八法拳名稱之意義：六合為體，八法為用。
六合：體合於心，心合於意，意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動，動合於空。
八法：氣行氣集神，骨骨勁內歛，形化象模仿，隨圓通策應，
提頂懸虛空，還往來返復，勒定靜守虛，伏隱現藏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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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八法拳各勢次序及名稱：
01. 停車問路

02. 臨崖勒馬

03. 閉門推月

04. 撥雲見日

05. 臨崖勒馬

06. 摘星換斗

07. 鴻雁雙飛

08. 閉門推月

09. 孤雁出群

10. 野馬追風

11. 川流不息

12. 伏虎聽風

13. 聲東擊西

14. 青龍探爪

15. 丹成九轉

16. 撥雲見日

17. 順水推舟

18. 圖馬回頭

19. 瓶花落硯

20. 高山流水

21. 童兒送書

22. 樵夫擔柴

23. 天官指星

24. 五雲捧日

25. 托天蓋地

26. 燕子抄水

27. 朝陽貫耳

28. 截手雙推

29. 薰風掃葉

30. 燕子啣泥

31. 靈猿摘果

32. 猛虎回頭

33. 旋轉乾坤

34. 風擺荷葉

35. 掩手衝拳

36. 琵琶遮面

37. 流星趕月

38. 燕子斜飛

39. 丹鳳朝陽

40. 翻江攪海

41. 倒騎龍背

42. 狸貓撲蝶

43. 抽樑換柱

44. 風捲殘雲

45. 蟄龍現身

46. 烏龍擺尾

47. 平分秋色

48. 走馬觀花

49. 魁星獻斗

50. 燕子穿雲

51. 提手七星

52. 雁字橫斜

53. 黃龍轉身

54. 五聖朝天

55. 葉底藏蓮

56. 鳳凰展翅

57. 白鶴啄食

58. 月掛松梢

59. 倒揭牛尾

60. 童子抱琴

61. 犀牛望月

62. 鷂子穿林

63. 赤龍攪水

64. 風動浮萍

65. 氣升崑崙

66. 存氣開關

《打油詩的續說》

(矮力 1975)

至於打油詩的題材，可以十分廣闊，甚至可以是無
繼「荃情」第 25 及 27 期介紹了打油詩的傳說後，

邊無際；當然，情情愛愛的題材最多，強說愁的也不

今期繼續刊出一些打油詩與大家分享。一般來說，作詩

少……然而，讀者能想像到有什麼罕有的題材嗎？我們

求意境，作者十分主觀地將他眼前景象或感想以詩的格

的胡國賢校長 (胡李淑齡老師的丈夫) 以弄孫為樂的題

式寫出來。因此，<詩意>就是如此：

材作詩，分享他的<打油戲贈孫兒啟智>：

詩中文字無厘頭 志在得閒把氣抖

扮成麥叔叔

假髮唔侷促

思潮湧至難禁口 看官大可照單收

與乖孫同樂

無求自多福

作詩雖不是潮流 但亦不是太守舊
歌詞早已開缺口 一字一詞押最後
喜歡齊齊露兩手 討厭也別把我揪
作家忙裡把閒偷 講完馬上挽鞋走
字字珠璣字字鈎 重重疊疊枯腸搜
平平淡淡過春秋 開開心心展身手

以下的<周瑜對諸葛亮>，是周瑜與諸葛亮在一次會面中的對話，兩人激烈爭辯，更諷刺對方妻子之醜，而中間
人魯肅則在旁調解。三人都文采飛揚，質素甚高……你能看出那些是周瑜說、那些是諸葛亮說、那些是魯肅說的嗎？
<周瑜對諸葛亮>
有水便是溪

無水也是奚

得志貓兒勝過虎
有木便是棋

無木也是其

(原著)

去掉溪邊水

加鳥便是雞
<泛民對建制>

落魄鳳凰不如雞
去掉棋邊木

加欠便是欺
有木便是柑

龍遊淺水遭蝦戲 虎落平陽被犬欺
有水便是湘

無水也是相

各人自掃門前雪
有手便是扭

無手也是丑

隆中有女長得丑
有木便是橋

無木也是喬

江東美女大小喬
有木便是槽

無木也是曹

當今之計在破曹

去掉湘邊水

有水便是淋

有草便是芯

無草也是心

港人已無人道心

加女便是嬌

銅雀奸雄鎖二嬌
去掉槽邊木

無水也是林

穎妍慾灌自由林

加女便是妞

江南沒有更醜妞
去掉橋邊木

無木也是甘

政改本如柑般甘

加雨便是霜

莫管他人瓦上霜
去掉扭邊手

(二次創作)

加米便是糟

龍虎相鬥豈不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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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掉柑邊木

加手便是拑

卻被一泛民制拑
去掉淋邊水

加示便是禁

卻被暴民粗暴禁
去掉芯頭草

加水便是沁

自私之情每日沁

打油詩源自一名唐朝的書生名字叫「張打油」
，其規格但求押韻，無需嚴謹至平仄工整等。而當時嚴謹的詩有絕
詩和律詩；每首絕詩有四句，而每首律詩有八句。絕詩和律詩也有分五言絕詩、七言絕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等；
五言為每句有五個字、七言為每句有七個字。絕詩和律詩的要求嚴謹，包括每字的平上去入的平仄要工整等。現代人
能作打油詩的已不普遍，能作絕詩和律詩的更屬罕有……能以罕有的題材作出嚴謹的絕詩或律詩的，能有幾人呢？

有！就是我們的胡國賢校長，以下是他的近作……一首「上平一東韻」的七言律詩。大家先欣賞其詩，再猜其意
吧……
積存垢石窄縫中

偏聽還教偶失聰

私語聲宏情或洩

淺談耳背意難通

先憑甘露溶頑垢

終賴楊枝振聵聾

老去休嫌微恙擾

相濡執手婦憐翁

哈哈！這就是胡校長的<謝妻代除耳垢記趣>，其夫妻恩愛之情，非筆墨所能形容……怎不令人佩服！

《真．善．美．園地》

(編輯組)

相信大家都參加過近期的婚宴或歡送同事退休的宴會吧！在宴會中，總會看到由大會安排播放的幻燈片或影片，
其中包括婚宴主角的小時候至長大成人拍拖的生活照，或退休同事由入職至退休的工作片段，讓嘉賓多了解主角的真．
善．美。這些幻燈片或影片就好像將人的真．善．美．呈現在嘉賓的眼前。
就此，編輯組擬由今期起建立
此《真．善．美．園地》，讓老師
或校友 投稿 ，分享其不同時代與
真．善．美．有關的照片 (例如日
常生活中家人如何照顧長者、父母
如何培育子女、表揚好人好事、或
分享所見所聞等等)，再加以極少
量輕鬆風趣的文字描述；此舉，既
可減少純文字投稿的難度，亦增加
投稿者的興趣及閱讀性。以下是編
輯組的示範投稿，希望能引發讀者
的共鳴和支持，以後的投稿，要依

Time flies. Our 3-man family with the first daughter playing with the waves 30

賴你們了！

years ago has got 5 members with the second son and a son-in law now.
(Sophia

1979C)

鐵力士峰少年勇士

從前傻頭忠孝小子

少女峰尋夢英雄

夢想中的老虎乸
(Eric
5

1975)

《常犯的英文錯誤》

(㗎仔 1975)

我 19 歲於預科畢業後便入了香港政府工作，足 41 年了，快退休了！除了頭 10 年外，其餘時間都要書寫很多中文
及英文文件，包括書信、備忘錄、會議記錄、通告、工作報告、職員工作評核、法律文件……等等；而大部分都是用
英文撰寫的。

中學時，麥紀平 (MM – Miss Mak) 老師常稱讚我的英文比其他同學好，對我寄以厚望。很可惜，我中學會考英文
科成績只得 D；非優非良，傷透 MM 的心！因此，投入政府工作時也只能做低級公務員，無需寫作。於是，在工作期
間，晚上讀夜校，一方面讀好些英文，另一方面追吓女仔……終於在某年的 GCE 考試上，我的成績是「良」。從此，
我的官運便開始亨通了！

由於工作需要，英文寫作十分多，加上政府的免費培訓，漸漸，我的英文寫作能力、技巧、表達方式及能力、語
文、語句結構等等都有進步。除了自己的英文寫作要好之外，更經常要審閱及修改下屬的寫作文件，過程中，發現有
些錯誤也不足為奇，修改了文件及教育吓下屬便吧了！尷尬的是，當發現老闆寫作的文件有錯誤時，該怎麼辦呢？向
老闆說他有錯？ (想唔升級就講啦！) 唔出聲話之佢錯？ (老闆以後發現怪責我唔一早提醒佢又點算？) 最激氣是，老
闆將我原本是對的寫作修改成錯誤的……這一切一切，都很需辦公室智慧來處理；但筆者於本文想與讀者分享的，是
那些很多人都會犯的普通錯誤，例如：

錯誤

正確

註解

RTHK 是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的

1

She is a RTHK reporter.

She is an RTHK reporter.

2

This is an one-way ticket.

This is a one-way ticket.

3

You have a hour for lunch.

You have an hour for lunch.

縮寫，但 RTHK 本身不能發音，只能讀成
R-T-H-K；R 雖是輔音不是響音，但 R 是讀
成 ar，所以要用 an 而不是 a。類似例子有：
F 讀成 eff；L 讀成 ell；M 讀成 am；N 讀成
en；S 讀成 ess 等，都要用 an (e.g. an MTR
station)。若用全寫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就 是 She is a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reporter. 相反，one-way 卻讀
成 wone- way，所以要用 a 而不是 an。Hour
的 H 不發音，所以 Hour 讀成 Our，要用
an 而不是 a。類似例子有：an honour。
4

5

I was allowed to air out my

I

was

allowed

to

air

grievances.

grievances.

The case is pending for

The case is pending approval.

my

He requested for help.

pending = waiting for：無需再加 for，否則
變成 waiting for for。

approval.
6

air (v)：公開發表，已包含 out 的意思。

He requested help.

request (v) = ask for：無需再加 for，否則

He made a request for help.

變成 ask for for。
request (n) 用作名詞時才需要 for。

7

The meeting is scheduled

The meeting is scheduled for

schedule (v)：因為 is scheduled 之後是日

on 8.8.2018.

8.8.2018.

期(date)，很多人都誤以為要配 on，其實配
for 才正確。
6

8

錯誤

正確

註解

I met my ex-girl friend

I happened to meet my ex-girl

accidentally (adv)：是意外地，但這相遇明

accidentally.

friend.

顯與意外無關。

I

accidentally

caused

an

explosion in the laboratory.
9

According to me, it is not

I think that it is not fair.

according to (根據)： 通常用來表示資料從

fair.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there are

外界得到；例如政府或統計數字等。

over 7 million people in Hong
Kong.
10

I do not afraid of the dark.

I am not afraid of the dark.

afraid and aware：都是 adjective，要有 verb

11

I did not aware of the

I was not aware of the presence

to be 在前。

presence of a dog.

of a dog.

After the party, she felt very

After the party, she felt very

lonely：是寂寞或孤獨

alone.

lonely.

alone：是獨自

12

After the party, she was alone but
happy.
13

An audience cried when

A member of the audience cried

audience (collective noun)：通常不會單獨

the singer walked up the

when the singer walked up the

運用。

stage.

stage.

如只涉及一位觀眾，要用 A member of the

The audience cried …..

audience；The audience 及 An audience

An audience of 10,000 cried……

of 是指整體觀眾。

The singer was warmly welcome

此外，若涉及不同群組的觀眾，可用眾數。

by the audiences i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Taiwan.
14

Why do you ask me? Any

Why do you ask me? Anyway,

anyway (adv)：無論如何

way, you don’t listen to me.

you don’t listen to me.

any way (n)：任何方法

Let

us

agree

to

disagree.

Anyway, it doesn’t matter.
I will try in any way to keep you
warm.
15

I have a task to do.

work (n) [U]：解「工作」
，不可數名詞

I need to clear the remaining work

task (n) [C]：解「一項工作」
，可數名詞

before noon.

works (n)：解「工程」
，例如 building works,

noon.

The works programme is met.

road works

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I have a date with my girl friend

appointment (n), appoint (v)：通常用於官

my girl friend tomorrow.

tomorrow.

式會面，例如醫生、官員等

I have a work to do.
I

need

remaining

16

to

clear

works

the

before

date (n, v)：與異性約會

下期待續……
7

18 Days in Germany with 12 Bromptons
The Speicherstadt in Hamburg
Parking Bromies
outside Cologne
Cathedral

Outside the Central Station in Berlin

Landed in Munich, the
first stop, on 7 May 2018

The “Euro” Sign
in Frankfurt

Leopoldskron Palace, Salzburg of Austria,
the filming location of “The Sound of Music” in 1963

8

《尋》在德國

(蘇菲 1979 商)

由去年五月在網上訂好機票後，一直期待到
今年四月，{大家姐}Becky 集齊各隊員開茶會，
訂酒店，買火車票……我們一行十二人和十二部
《小布》摺疊單車🚲終於五月六日晚上登上漢沙
航空飛往 Munich 的班機，開始我們為期十八天
的《尋找之旅》。第二天，於德國時間早上五時
多到達 Munich，我們十二人「各懷鬼胎」帶着
自家《小布》🚲，開始旅程的第一站，登上火車
前往 Salzburg。
這次《小布之旅》是我和丈夫第一次{踩}🚲
入歐洲，一路上所見所聞，感覺新奇好玩；正所
謂﹕當地普通一個社區公園都超級大，就連周圍
的野花野草都美麗得奪目過人。
全個旅程我們由 Munich 開始，先去 Austria 的
Salzburg，探訪 1963 年攝製的經典電影 The Sound of
Music 的拍攝場地；再回德國 Munich 在酒店安置好行
李，然後按以下行程一站一站的進發﹕
Berlin >Hamburg >Frankfurt >Cologne >Munich
>Hong Kong。
預早在香港購買的「火車通」方便我們乘搭火車穿
梭每個城市，而幾乎每一天都踩着小布🚲在各個景點遊
走，走的時間比步行短，亦比步行走得遠。5 月 23 日
下午回到酒店，旅程結束，重新將小布🚲裝進行李箱，
向機場進發，準備返回香港。

{尋美景}
今次旅程中，{大家姐}提議參觀景點，人肉{GPS}－我的丈夫負責帶路前往景點。整個旅程氣氛愉快，所有團員
都絕對尊重和信任領隊和領航員的安排；每天除了早餐和午餐自理外，選擇晚餐時，大家亦可以配合個別喜好，達成
共識。旅程中參觀不同的博物館，教堂，公園，名人故居，目不暇給，賞心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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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凌晨 2:00，2017-2018 賽季德國盃決賽在柏
林奥林匹克球場開戰，德甲冠軍拜仁慕尼黑與法蘭克福
對陣；最終，拜仁以 1-3 不敵法蘭克福，無緣德國盃冠軍，
而法蘭克福終於一嘗宿願，時隔 30 年後再度捧起了德國
盃。

5 月 20 日早上，我們在法蘭克福市內遊覽，當地市民
的歡欣狂喜之情，早已瀰漫整個城市，一直到傍晚入黑時
分，熱熾氣氛才隨着人們歸家而慢慢消散。

{尋回憶}
團員中有一對夫婦在 30 年前曾經在法蘭克
福經營餐館。今次他們專程回到他們往日的店
舖，和我們一起回味舊日在異鄉為口奔馳的生
活；亦有其他團員分享從前旅遊德國不同城市的
體驗。
我和丈夫 20 多年前帶着當時年僅七歲的女
兒曾經到德國一遊，還記得踏出火車站立即看見
科隆大教堂就在眼前的震撼感覺。今次重遊舊
地，體驗比上次豐富得多。
科隆大教堂
威廉皇帝紀念教堂

{尋歷史軌跡}

在德國參觀過的每個城市都滿載歷史故事。今次
最難忘的體驗，應該是目睹德國由戰敗國家，經過改
革及復原後成為現在的面貌。尤其是參觀柏林薩克森
豪森集中營後，感受最深。集中營形狀為三角形，入
口為白色三層樓的建築物，扇形長條狀為囚犯的房
舍，設計十分工整。集中營中就算訪客很多，但還是
非常安靜，寧靜中又滲透著一絲悲傷。數個小時的參
觀中，處身廣闊無邊的營地，目睹個別原來營舍的建
築，沉重氣氛由踏入大門 A 區開始，一直到屠殺 Z 區，
仍然縈繞在空氣中，久久不能散去！
集中營入口 (Tower A)，閘門上的德文是 「勞動使人自由」；
可是，最終人們的生命卻是在 Tower Z 被終結後才重獲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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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3
1.

柏林猶太博物館

2.

柏林東邊畫廊

3.

柏林圍場標記

4.

柏林薩克森豪森集中營

{尋樂趣}
在十八天的旅程中，我們
每天嘗美食、尋杯中樂，參觀
各個景點，也有在自由活動時
間時，個別尋找自己的樂趣；
攝影發燒友大衛兄到處尋找
美景為大衛嫂留下倩影；領航
員－我丈夫，帶着他的導航儀
四處尋覓新景點；我也和其他
女士一樣偶爾去商場及紀念
品店搜羅心頭好，亦會將身邊
看到的有趣事情和美麗景色
記錄下來。總之人人盡興，樂
而忘返。

{鳴謝}
這次旅程能夠順利並平安完成，實在有賴各位團員的互助互愛，領隊{大家姐}的細心關顧；還有，這一篇{德國
之旅}遊記能夠完成，一定要感謝我身邊的每一位家人，在我對旅程記錄有疑惑、苦無靈感繼續寫作的時候，又或遇
到不能解決的技術問題時，都是他們提供協助。
十八天的旅程轉眼即逝，旅途中所有的體驗未能在此一一盡錄；如有讀者有興趣想了解更多，歡迎垂詢😊😊。

《校友會幹事會會期》
第九屆校友會幹事會已訂定來年的例會會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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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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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期如下：

2018 年：6 月 11 日，8 月 13 日，10 月 8 日，12 月 10 日；
2019 年：2 月 18 日，4 月 8 日及 4 月 27 日 (星期六)

(周年大會)。

《校友會幹事通訊》
(一) 於 2018 年 3 月 2 日 (星期五) 元宵節，前校友會主席暨慈善基金會主席鄧永康先生(1975)，在元朗錦田祠堂村設
盆菜宴，邀請了校友會幹事、慈善基金會義工、1975 年校友及其至愛親友參與，人數近 80 人。此外，他將所有
盆菜宴收入全部捐給慈善基金會。
(二) 於 2018 年 5 月 5 日 (星期六)，前校友會主席暨慈善基金會主席鄧永康先生(1975)，代表校友會幹事會及率領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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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基金會義工(都是荃工校友)，參與了由湯啟康老師所屬的「愛德基金會」在馬鞍山舉辦的「活水行」擔水步
行籌款活動，籌得可觀的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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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第 16 次周年大會已於 2018 年 4 月 14 日 (星期六) 在又一村花園俱樂部舉行，第九屆幹事會幹事也順利
選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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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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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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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承繼了校友會助學之職，成績有目共睹。
今年 8 月 25-26 日，校友會將積極參與基金會在廣州舉行的兩日一夜夏令營研討會，研討未來的助學方向，估
計參與的內地學生 (包括前學生) 將超過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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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動動腦筋》答案：
1

2

3

4

《猜猜謎語》答案：
1.

(a)

S 及 T (SHIT)

(b)

Seven Eleven

2.

(a)

一

(b)

虱

3.

(a)

紙上談兵

(b)

公事公辦

4.

(a)

煮熟它 (耳熟能詳) (長)

(b)

*40 (女) / 41 (男)

(些粉)

(*A - 實數的有 ： 人頭 1 個，額頭 1 個，眉頭 2 個，鼻頭 1 個，舌頭 1 個，膊頭 2 個，乳頭 2 個，拳頭 2 個，膝頭 2 個，手指頭 10 個，腳指
頭 10 個共 34 個；男人多龜頭 1 個共 35 個 ； B - 虛數的有 ： 諗頭 1 個，想頭 1 個，心頭 1 個，口頭 1 個，手頭 1 個，腳頭 1 個共 6 個 )

5.

(a)

旅順

(b)

因為西京給唐三藏取走了

6.

(a)

曹操 (一講曹操，曹操就到)

(b)

朱(豬)自清

7.

(a)(i) 天下太平 (a)(ii) Shopping

(b)(i) 頭菜

(b)(ii) 雪菜
- 完 12

(c)(i) 吝嗇 (c)(ii) 自強不息 (c)(iii) 教極都唔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