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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愛不合時，抱恨終身。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最近我重遇一位中學同學，彼此見面，當然談談近

況。本來重逢舊雨是一件樂事，但會面後，我心中卻忐

忐惆悵，久久不能釋懷。 

這位舊同學現在有穩定的工作，也建立了家庭。 

故事開始，結局已定 

可惜的是，這個家，很快便要分崩離析。他、妻子

和兒子即將各散東西。 

最近他的兒子濫藥、借高利貸，又因盜用別人的信

用卡而被捕。禍不單行，他的妻子也決意離他而去。 

究竟是甚麼導致他有這命運？是他的為人不好，所

以應有此報？ 

絕對不是。 

他在學時勤奮上進，在中五會考取得極佳成績，順

利升讀預科，如無意外，他理應可鯉躍龍門，成為大學

生，從此前途璀璨。 

但願望卻落空了。 

中七高考那年，他與一位同學熱戀。起初他滿以為

自己能兼顧學業和愛情，但成績一落千丈的事實，證明

他高估了自己。有謂「爛船也有三根釘」，他最後也能

在中國歷史科奪得優等。但一科的奪目耀眼，不足彌補

其他科目成績的遜色，他最終名落孫山，未獲大專院校

垂青，最後沒有學位，毅然出來社會工作。 

可能你會問︰既然已有一科優等成績，重讀一年，

再考好其他科目，也可以有機會再報讀大學嘛？何必急

於工作？ 

急，實在焦急。因為他的女友懷孕了。 

於是他為了承擔責任，給予女友和孩子一個家，日

兼兩職，於日間當文員，夜間則去替人搬蒸餾水，夙興

夜寐，日夜奔波。熬了廿多年後，總算把孩子撫養成人。

但是，一個家庭是否美滿幸福，當中的成員是否感受到

愛和溫暖，是否只取決於基本溫飽和物質上的滿足？ 

當然不是。付出時間陪伴左右、傾聽對方心事以至

對方最傷心無助時給予擁抱，才是一個幸福家庭的支

柱。 

這位同學雖然如此為家庭盡心付出，但終日忙於為

口奔馳，疏於管教兒子，最後兒子誤入歧途；他也因為

與太太缺少溝通，與她感情日淡，關係疏離，最終也只

能走上離婚之路。 

如果一個人心術不正、行為不端，染上惡習以致家

散人亡，收場慘淡，我們不會同情他，因為這是他咎由

自取。 

但一個這麼上進、堅守愛的承諾的人，一個對妻兒

負責的丈夫、父親，最後一無所有，豈非一場悲劇，使

人黯然難過？ 

做的事情一樣，結果必然一樣？ 

人生是如此公道，決定做錯了，即使等多少年，它

也要告訴你結果是這樣的。 

命運是如此殘酷，它總要等你一步步泥足深陷、鑄

成大錯時，才向你施加最嚴重的懲罰。 

我相信在人生裏有很多事情，在大多時候，何者先

做，何者稍後再做，有既定次序；在每個人生階段，總

有一些事是最適合去做，錯過了便駟馬難追，即使能再

做，也事倍功半；有些事則一定不可去做，否則一子錯

滿盤皆落索，往後的人生也一敗塗地，但當你耐心等一

等，押後至適當時候再去做，則會有完滿結果。 

有時我想，如果我這位同學像電影《About time》

一樣，有回到過去的能力，在中七那人生關鍵時刻再做

抉擇，與女方雖然感情深刻，但彼此以禮相待，保持朋

友應有的距離，專注學業及投身各種課外活動，拓展眼

界，順利地度過中學生涯，升讀大學。畢業後兩口子共

偕連理，各有一份舒適安穩的工作，生下小寶寶，於假

日一家幾口到處遊玩，共聚天

倫，是多麼幸福？ 

其實兩個截然不同的命運，沒

有甚麼不同，都是包括讀書、戀

愛、生育、成家。元素一致，結

局相異的原因，正在於其排序的不同，幻想中的是置讀

書於戀愛之前，現實的則是把讀書置於戀愛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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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得及時，不一定是立刻，也可以是將來某天 

可能你會說，在某些時刻，你不捉緊愛情，它便會 

轉瞬即逝，一生幸福從此失之交臂。 

我也曾年青過，也明白當情到濃時，那種「非君莫

屬」的註定感覺。可是，時日過去，我卻發現到，若兩

個人真是彼此生命中的另一半，互相結合、終成眷屬是

遲早的事。再說，「等待」不等同從此不相往來，彼此

還是會見面，也可以一同相處，只是「發乎情，止乎禮」，

把這份好感埋藏於心，彼此以朋友的方式相處，讓它發 

酵醞釀，由時日好好驗証這份感覺，究竟是一瞬的好感

還是深切的愛意。 

愛可以等待，但讀書及應考公開試若非在十多歲的

韶華，還待何時？難道要等到二十多歲你的同學已在工

作、為事業奮鬥時，等到父母年老需要你的供養時，等

到人人都已成家立業時，你才再埋首於中學教科書和歷

屆試題嗎？錯失了，就是「待無花之時空折枝」了。 

「愛」值得尊重，因此我不會說在學時期的戀愛都

是糟粕，毫無意義；但在不適當的時候以不適當的方式

表達「愛」，只會損人害己，兩敗俱傷，一番愛意只會

變成一個慘痛的回憶，像一塊染滿血跡的紗布永遠纏在

你的舊傷口，撕不去，帶不走；更甚者，它簡直就是一 

片利刃，日復日刮破傷口，流血不止，傷害著你現在和

往後的人生。我們何必要把「愛」成為回憶，成為傷口，

而不是耐心栽培它成為現實中可嚐可啖的美滿果實？

法律不外於人情 

「愛」是一份不能禁止的情感，任何人也不能逼使

何人愛誰或不愛誰。即使法律，也不能懲罰思想犯罪的

人，而只能對有施行犯罪行為的罪犯判刑；即使有「企

圖謀殺」等刑事罪行，但「企圖」可見，也必先有具體

行為表徵供人洞悉。 

學校的立場是不鼓勵「拍拖」，禁止親暱行為。 

我們禁止的不是「愛」，而是在求學階段不適當地

表達「愛」的舉止言行。 

「愛」珍貴無價，所以更值得慎重保護它、堅守它。 

我想各位同學心中的一份愛最後能開花結果，不至

落入我朋友的結局，所以我們的立場才會如此強硬，執

法如此嚴厲。 

身為師長，我愛你們每一個，也愛你們所愛的人，

因為你們，都是我們的學生。有云「法律不外乎人情」，

我很同意，但我會演繹為「法例條文背後，是出自一份

關愛的情意」。希望各同學在「愛人」之前，先要「自

愛」。 

 

2013-14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結果 
2013-2014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選舉」已順利完成。選舉結果公告如下： 

是次選舉共收到選票 934張，有效票 763張，廢票及棄權票共 171張，最多票

數兩位候選人得票數見右表： 

獲得最多選票候選人——馮錦萍將出任為「家長校董」。 

獲得第二最多票的候選人——顏臻將出任為「替代家長校董」。 

多謝各位家長踴躍投票。 

花卉展攝影活動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 3月 7日至 16日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行

香港花卉展覽，為園藝及攝影愛好者提供一個賞花和交流攝影技術

的良機。本年度花卉展以「家」為主題，主題花為家樂花(品種獨特，

共有六色，光合作用與一般植物相反，在夜晚才吸收二氧化碳，釋

放氧氣)，攝影學會藉機舉辦攝影活動，希望王少清同學可一同到花

卉展感受「家」的氣氛。 

有興趣參與的同學請在 12/3(三)或之前向譚兆庭老師或 5F 班

麥梓維報名。 

健康週—「水果冷知識」問答比賽結果 
早前輔導組於「健康週」舉辦一系列的活動，當中「水果冷知識」問答比賽已有結果，班

際獎由 1C 班奪得，而個人最高分獎得獎者則為 1B 班林曦悅，1C 班陳皓申及 1D 班黃秀慧同學。

獲獎的班別及同學將獲個別通知領取獎品，多謝各位同學踴躍參與活動，請繼續努力實踐健康生活！ 

獲票排名 候 選 人  得票數 

1 馮錦萍 454 

2 顏臻 309 

廢票及棄權票 171 

總票數 934 

日期 3 月 15 日(星期六) 

集合

時間 

上午 10 時正 (活動至下午 2 時

半，同學可自行選擇留下繼續攝

影) 

解散

時間 

自由解散 

地點 本校有蓋操場 

費用 $7 元 (本年度攝影學會會員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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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陸運會 2013-14」及「健康生活」攝影比賽結果 
攝影學會早前舉行了「我們的陸運會 2013-14」及「健康生活」攝影比賽，共收到近三十張參賽相片。現公佈得獎結果： 

「我們的陸運會 2013-14」攝影比賽 

(由鍾校長、林達成、尹國棟及譚兆庭老師作評審) 

「健康生活」攝影比賽 (輔導組協辦) 

(由鍾校長、蕭友光、趙善明及張佩貞老師作評審) 

冠軍 

5F 陳梓盈 

主題︰Fight for our dream 

冠軍 

3A 韋亦濤 

主題︰沿途有你 

亞軍 

4E 沈中傑 

主題︰前路．一起．衝 

亞軍 

3B 崔穎詩 

主題︰跳躍 

季軍 

5D 莫凱珊 

主題︰無題 

季軍 

2B 蔡穎彤 

主題︰小天使 vs 老玩童 

得獎者將獲個別通知領取書卷獎項。所有得獎及其他精彩的參賽作品均可在有蓋操場攝影學會展

版觀賞。多謝各位同學踴躍參與。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活動 
由公益少年團舉辦

的「環保為公益 ﹣慈善

花卉義賣活動」已圓滿結

束，共籌得一千四百一十

三元正，所有善款已全數

撥捐公益金，謝謝同學踴

躍支持。而同學寄養的花

苗亦已放置於學校正門

旁花槽，希望它們能健康

成長，綻放繽紛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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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靖曦於香港亞

洲音樂比賽連獲

兩獎 
1C 馮靖曦於「第三屆香港亞

洲音樂比賽暨幼兒歌唱大賽」的

「鋼琴組」及「長笛組」分別獲

冠軍及亞軍，本校謹此致賀，並

希望各位同學踴躍參與各項校外

比賽，盡展天賦，發光發亮。 

 

 

3D 三傑生獲徵文比賽優異獎 

同樣來自 3D 的鍾芷妤、劉佳澂及何詠欣同學早前於「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生徵文比賽」中同獲優異獎。

該比賽由珠海學院主辦，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及荃灣區議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協辦。以下為三位得獎者的獎狀和

何詠欣的得獎作品摘錄︰ 

 
《改善荃灣、葵涌區衛生環境之我見》 何詠欣 

生活在荃灣，自然有責任關心這區的衛生情況。難道我們能夠視而不見，甚至坐視不理嗎？當然不可以。

因此，就這個題目言，我有一些看法。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荃灣區有甚麼環境衛生問題。經過搜尋後，發現大約有十個最為嚴重，例如城門道荃

灣二號食水配水庫垃圾堆積、華都中心花槽長期積水等。我們可以指出荃灣區垃圾堆積，以致蚊蟲老鼠滋生的

情況佔了大多數，這些都很值得我們關注。 

保護環境，人人有責。我認為每個人要先做好自己本份︰將垃圾投進垃圾箱或者回收箱，既可以減少垃圾

堆積，又為環保出一分力，何樂而不為呢？還能減輕清潔人員的負擔﹗另外，我們也不應該隨便在街上吐痰，

不但影響衛生，更加影響整個社區的市容。當然，如果市民見到這些衛生情況欠佳的地方，也應該第一時挺身

舉報，否則環境只會越來越差。 

不僅如此，我認為政府和清潔人員也有責任去改善荃灣區的環境衛生。前者除了可增加垃圾箱、回收箱的

數目之外，也可以考慮增加或者更改條例，提高罰款金額，令市民遵守規則，而後者則應加緊清潔環境不衛生

不理想的地方，盡量避免垃圾堆積，從而使到蚊蟲、老鼠等避免滋生。 

「預防勝於治療」，我們應該在問題還未開始時，做好預防措施，這樣就不怕情況日益嚴重了﹗當然，改善

荃灣區衛生環境每個人都有責任，而不是單靠某部分的人，現在便踏出你的第一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