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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2012年，多事之秋。社會上各種風風雨雨(如國民教育爭議)終於攻入校園，學生、老師和家長固然不能置身其外，

關心母校發展的校友亦紛紛起來，為學弟學妹謀求最好的教育方針。雖然各方立場不同，此等觸目議題再次

招聚闊別多年的舊生、老師，大家願意在百忙之中花上大量時間在網上討論區，或親身出席各大小聚會議事，

又不乏教育界外的校友，主動閱讀各種政策文件和文章，希望秉承母校校訓，追求真理，確實是一件值得感恩

之事。

此次事件以後，我們知道年輕畢業生當中，仍有不少對校友會和各執委、理事不甚認識的。我們希望藉此發現，

更積極讓大家認識我們更多，叫校友會更立體地呈現在大家面前，讓校友會不單是一個活動組織單位，更成為

一個由人組成、由人改變、為人作工的生命體。因此，在未來數期的會訊我們將陸續專訪會內各理事、執委，讓

大家更了解他們的真實故事和人生哲學。

本會 會 訊 近 年 在 形式、焦 點上 逐 漸 更 新 變 化。

由上一期起，我們試驗了「續寫句子」的專欄，希望

讓「說故事」這件事情變得更為互動。同時，我們又

邀得網上漫畫家校友Cliff，定期為本會創作切合會訊

主題的漫畫。我們希望好好運用這小小的本子，凝

聚筲官人的思想、情誼與經歷。如果各位讀者有意投

稿，或分享對改良會訊之概念，十分歡迎你電郵至 

info@sgssaa.org.hk，或以電話(8207 1961)或傳真

(8207 1962)與我們聯繫。

主編

編輯

 

霍靄明(1995)

周榮森 (1962)

張佩玲 (1973)

馬海寧 (1992)

伍凱盈 (2005)

唐榕株 (2005)

胡芷菱 (2005)

2012-2014年度執行委員會 第十八期會訊編輯委員會

張佩玲 (1973)

文麗霞 (1973)

郭壽光 (1973)

譚穎賢 (1997)

陳志賢 (1995) / 霍靄明 (1995) / 朱嘉駿 (1995)

冼慧琪 (1995) / 王寶雯 (1998) / 梁國信 (2000)

鄺展翔 (1997) / 卓建輝 (1995)

陳景生大律師 (1962)

陳少珠 (1964)

王麥潔玲校長 (任期1995-2001)

陳永桂老師

龔關錦珩校長 (任期2004-2008)

會長

副會長

司庫

秘書

委員

永遠名譽會長

永遠名譽會長

永遠名譽會長

永遠名譽顧問

永遠名譽顧問

2012-2014年度理事會

周榮森 (1962)

麥振華 (1977)

呂少芳 (1966)

李錦銘 (1972)

廖廣生 (1974)

馬家輝 (1975)

王振星 (1987)

呂麗敏(1989)

張佩玲 (1973)

文麗霞 (1973)

郭壽光 (1973)

楊國光(1972)

主席

副主席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當然成員)

理事 (當然成員)

理事 (當然成員)

義務核數師

Cliff，筲官舊生，漫畫初心者。少時好辯，以筆為劍，

以舌為槍。及後偶然執起畫筆，頓覺豁然開朗，從此

踏上漫畫之道，探求「以畫為喻」之理。設有兩個主題

不同之Facebook 專頁: 天真爛漫 / 筆評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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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管理層孖住上
新任校長及副校長訪問

今學年，母校迎來一片新氣象，新任校長與副校長，將如何帶領筲官走向新紀元﹖

他們對於教育事業又有什麼看法呢﹖這次我們特意訪問了袁廣業校長及姚李小玉

副校長，讓校友更了解母校動向。

(袁: 袁廣業校長   姚: 姚李小玉副校長)

問: 為什麼您們當初會選擇執起教鞭﹖

袁: 回想中學時期，我獨自處理了很多學業問題，如釐

清概念、編寫練習等，過程挺艱辛的。後來考進大

學，當老師的念頭開始萌生，我希望在向學生傳授

知識的同時，亦為他們提供各種協助，並灌輸一些

人生觀，讓他們的路走得輕鬆點。

姚: 可能是因為我喜歡接觸人吧，加上受到同為教師

的父親影響，我自小便夢想成為老師。但令我意

志更堅定的，是老師感動了我。記得有一次，一位

老師造了一件小手工，我讚它漂亮，沒想到老師竟

將它送給了我。原來一句話、一份禮物會帶來如

此微妙的互動，這也是教學的有趣之處。

問: 您們對筲官同學的整體印象是怎樣的呢﹖

袁: 雖然我沒有任教任何科目，但仍希望多了解筲官

的學生，所以我在每天早上都會站在校門迎接他

們，並不時巡視課室，以觀看上課情況。總體而

言，我覺得筲官的學生很能幹，我也從不同途徑得

知同學們的出色表現。

姚: 過去我在維官任教時曾接觸過不少在筲官中五畢

業的學生，當時覺得他們都很聰敏和勤奮。今年到

了筲官，我負責教導兩班同學英文科，他們均十分

可愛，中二的同學上課很專心，亦很用功練習英詩

集誦，至於中五那班，為了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

有時會進行小班教學，我亦因此跟他們變得更熟

絡，能分享一些想法與感受。

    

問: 您們希望如何帶領筲官繼續前進﹖

袁: 我認為對於學制的轉變，老師和學生仍需時間去

調節和適應，故我希望將焦點集中在學與教方面，

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各位老師一直很努力去

維持筲官的競爭力，故我期望能穩固這核心力量，

使筲官繼續成為區內名校。

姚: 我很欣賞校長的魄力，他每次跟老師開會前都會

做足準備，以傳達他的期許，他又堅持親自接見申

請入學的小六學生……作為學校的領袖之一，我

希望盡力協助校長處理學校事務，使全校上下步

伐一致。

問: 您們在教學路上遇到什麼挑戰呢﹖

袁: 當上校長，工作量隨之增加，但說真的，有什麼工

作是不辛苦的﹖不過與學生的關係不及以往密切

倒是真的，這亦令我有點感慨。然而，身在其位，

自有應負的責任，作為校長便要以身作則，讓同事

和同學們仿傚。另外，我亦要好好處理學校內外事

宜，如增強家長以至區內人士的交流。我相信只要

有信念，加上得到各方的支持，包括學生、老師、家

長及校友，問題將迎刃而解。

姚: 在處理人事關係上，團隊工作十分重要，我要考慮

各同事的專長和性格，以安排他們負責不同職務，

好讓他們取長補短，這樣才可達到最佳效果。來到

筲官這新環境，我要感謝羅侯恩華副校長，她很

願意跟我分享經驗，讓我更快適應崗位，以及掌握

新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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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現今資訊科技瞬息萬變，對您們的教學會有什麼

影響嗎﹖您們最希望教授學生什麼東西﹖

袁: 面對社會的變化，我們當然希望能與時並進，教導

學生最新的知識。但任憑外在環境是如此多變，

內在的核心思想卻是不變的，我一直堅信為人師

表，便應教學生待人以誠、孝順父母、尊師重道等

重要價值。我知道傳媒報道常具渲染成分，同學

易受影響，但我們不應因此卻步，如果連我們也

不教，由誰來教﹖堅守信念是很重要的，很多時候

只要問自己︰這樣做學生會否得益﹖如果會，便去

做。

姚: 我覺得科技為我們提供了不少便利，我與學生們

亦因此多了交流，關係變得更密切。而我最想由身

教做起，除了傳授知識外，還鼓勵學生去追尋夢

想，並逐漸令他們明白履行義務、時間管理等的重

要性。他們在這一刻未必完全體會到，但希望他們

日後想起我的話會有所領悟，有時候重遇舊生也

令我感到很安慰呢﹗

問: 您們對同學們有什麼寄語呢﹖

袁: 我最希望同學能盡力做好本份，要實現理想，刻苦

耐勞乃成功關鍵，只有付出過、熬過了，增添歷練，

才會找到自己的位置。

姚: 我則希望同學們學懂感恩，不要覺得所擁有的都

是理所當然的，要珍惜每一個機會，每個人的際

遇也不同，有些事不是偶然發生，就如上天讓我遇

到那兩班學生，祝福大家都可活出精彩人生。

校長和副校長語重心長的訓勉，除了寄語同學，連校

友也感受用。就此希望，在校長與副校長的帶領

下，筲官再創高峰，走向精彩新一頁。

校長爸爸學分身

訪問於聖誕假期進行，本以為大家都較為空閒，改期的

機會較低。是袁校長要求改期的，說到這裡，他泛起笑

容，原來改期是為了看女兒聖誕表演。「一早約好了，是

太太提醒我的。」他坦言工作繁重，每天只有兩小時跟四

歲的女兒相處，有時不得不在一個和一千零四個學生中

作出取捨。他更憶述當年曾在一個公開場合上提過因工

作忙碌而沒空生小孩﹗既為校長，又是廿四孝爸爸，真不

容易呢﹗

筲箕灣官立中學本學年校長與副校長。
左起：羅侯恩華副校長，袁廣業校長，姚李小玉副校長。

也許各位校友對新的會議室都比較陌生，這是學校新翼。
兩位舊生與校長副校長在這裡進行訪問，順便參觀。

個人檔案

袁廣業校長

- 畢業於香港大學理學士
- 1989-2011於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任教生物科，
 後升至副校長
- 2011-2012於粉嶺官立中學擔任校長
- 2012至今於筲箕灣官立中學擔任校長

姚李小玉副校長

- 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士
- 1989-2012於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任教英文科
- 2012至今於筲箕灣官立中學擔任副校長，任教英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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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錫漢醫生
瑪麗醫院急症科部門主管

(1978年入學; 1983-84年度鳳社社長)
採訪及撰文: 霍靄明、唐榕株

2012 年11月的一個下午，校友徐錫漢醫生和他的同僚唐醫生正駕車趕赴醫管局總部出席會議，二人

途經何文田，目睹一宗交通意外，見一位小男孩受傷倒地，二話不說立即上前搶救，並一直陪同其送院。

事件在網上引發熱烈討論，他們的義行獲得超過三萬人「讚好」。

與徐醫生見面，談及事件，他道 :「救人是醫生的天職。

當時沒有想太多，見有人受傷，就立刻下車去了。事後讀到

報導，想到香港近年的負面情緒瀰漫，只希望這件事情能

為這城市帶來一點正能量。」

「此事之後，能夠與那小男孩的家人保持聯繫，是平日

工作上少有的緣份。雖然小男孩最後傷重不治，他的父親

仍然很感謝我們，也感恩上天多給他們 10 天的時間。這事

也再次提醒我這份工作的意義。」沒有電視劇中精細雕琢的

「有型」對白，這個美麗的小故事，就由這樣一個像反射動

作般自然的行動開始，由一些簡單卻不容易的領悟作結。

工作的意義 ! 多久沒有聽人提起了。不少人年輕時胸懷大

志，挫敗與軟弱逐漸把他們磨蝕成「返工望收工」、「日日

等打風」的「打工仔」。中學公開試成績彪炳的徐錫漢，在

80 年代入讀香港大學醫學院。與很多人不同，當初選擇讀

醫科，並不是由甚麼志願和理想驅使，只知道那將會是一

份穩定的工作。隨著在大學的學習、在醫院裡的工作、與

病人的接觸帶來一點一滴的正面經驗，作為醫者的意義就

建立起來了。

「急症科的工作，並不是想像般的刺激。看一百個症，可

能當中只有幾個是有趣的、複雜的、或是命懸一線的，但

是這工作的確可以讓我們運用專業知識，幫助病人…而其

實也在幫助自己。只要抓著這一點意義，並享受那間中出

現的挑戰，就不會怕辛苦，或對工作感到倦怠。」

徐醫生最初在醫院的內科病房工作，病人都是由急症室

斷症後分發到來的，工作繁重而有規律，卻往往缺乏親自

斷症帶來的挑戰性。於是，他決定調職至急症室去，希望

接觸各式各樣的病人，涉獵更多。現在晉身為部門主管，須

要 24 小時隨時候命，他仍然表現得很從容。看來他是真心

享受這份工作的。

大家大概會以為，一個喜歡發掘新事物的人，腳步應該

是停不下來的，他大概需要不停的離開原地、離開習慣。可是，

徐錫漢在某些事情上卻比很多人都要從一而終。直至今天，

他已在瑪麗醫院工作超過二十年，從沒有想過離開。他大

概是一個對團體很有歸屬感的人，工作如是，求學時期如是。

初中時，徐錫漢與同學常在學校花園的魚池

旁「玩捉」，跑啊跑……到中三時一起參加 C 

Grade的 400米賽跑。圖為徐錫漢的一對兒女，

在 2011 年開放日，在同一地方留影。

徐錫漢在PAN-PACIFIC EMERGENCY MEDICINE CONGRESS中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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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不一定要跟循別人認為好的路線去走，我則喜

歡留在熟悉的地方。記得中五會考時，成績不錯，同學都

鼓勵我轉到名氣更大的學校讀書，我雖有嘗試申請，但心

裡卻希望得不到，這矛盾相信當日面試的老師都感受得到。

最後那學校也沒有取錄我，我就安安樂樂留在筲官念預科

了。」

「我慶幸 F.6 那年留下來，在自己的學校，尤其像筲官

這種風氣自由的學校，才有這麼多搞活動的機會。如擔任

社長的職務，讓我學習與人相處、統籌活動等，現在發現

這些東西愈來愈有用。」

「直到今天，我仍想念筲官的老師，羅侯恩華老師、辛

玉貞老師、劉繼海老師、區伯權老師、Ms Linda Lee、胡

伯強老師等，他們給我們一個沒有壓力、好玩，又能盡情

發揮才能的中學生活。」

徐醫生的話不多，卻筆者想到領會不少。見義勇為、擁

抱變化、留在原地等，統統只是一些表徵。它們可以由恐

懼而生，也可以由熱愛而生。恐懼沒有留給我們自由，我們

被迫不斷逃走、不斷證明自己的存在 ; 熱愛是寬容安穩的，

它讓我們有自由去選擇去留，也讓我們能安靜地做應當的

事。感謝徐師兄給我們一個思考生命的機會。

在百忙之中，徐錫漢多年來仍一直鍛鍊，今天他跑400m 時間比中三時還要快。

徐錫漢積極在醫護界推廣體育活動，現為港島西醫院聯網體育會

會長。他們在2010-11年度的聯網比賽中獲得全場總冠軍。

徐錫漢與同窗好友

余豎雄，至今仍常

一同回校參加陸運

會校友接力賽。

徐錫漢當年是一個文武雙
全的高材生，圖為他當年的
成績表。

徐錫漢與中學同學多年友誼不變。左圖為中五畢業Farewell Party

留影。右圖為學校五十周年聚餐，同學們與劉繼海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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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在個人網誌及社交網站中，不時讀陳到 ( 筆名 ) 的文章，每次也有「醒一醒」的感覺。

陳到的文章主要點評主流教會的習慣、普羅大眾的盲點，亦涉及其政治觀點，近半年網誌的

瀏覽率節節上升，亦吸引了質素甚高的理性討論和經驗分享，可見其鏗鏘有力的文字，確能

道出不少有志之士難以言喻的感受。後來得悉這位甚具「戰鬥格」的智者為筲官的校友，於是

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拜訪。

陳到，原名黃敬業，中五畢業後，轉至另一所中學修讀預科，其後攻讀設計。成為基督徒一段

日子後，決定到神學院修讀神學。在學期間涉獵到不少批判教會現況的觀點，亦開始更認真

地反思、寫作。畢業後黃敬業正式成為一位傳道人，在一家教會全職牧養信徒，卻發覺教會中

有不少阻礙信徒成長，卻又牢不可破的習慣和傳統。一番掙扎後辭去教會職務，改為經營

補習社，並利用餘暇透過另類的途徑繼續傳道。

網誌言論及政治取向讓他與熱血之士結緣，使這個傳道人發掘到更多機會與大眾進行交流。

他與幾位基督徒一起主持網上電台節目「天外有天」，志在喚起基督徒對社會時事的關注及

批判思維，又以真人 show 的形式主持另一網台節目「減肥地獄」。另外，他又與一班信徒

組織了名為「Hallelujah Get Out」，透過諷刺性的歌曲挑戰教會現存的弊病，引領聽眾反思

信仰的本質。

《紙筲箕》
2012 年，黃敬業受友人啟發，將自己對三代為家的筲箕灣的熱愛，

結合精鍊的文筆和排版設計，製作成兩星期出版一份、免費派發

給市民的區報—《紙筲箕》。

「我以作為筲箕灣人為傲。我的家人以捕漁為生，水上人之間的

鄰舍關係密切，走在街上四處也碰到認識的人，他們當中有很多

很多故事，這是真正的『社區』。我感覺自己屬於這個社區，而非

只寄居於此。當一個地方太擠迫，根本沒有『鄰舍』可言。在香港，

『鄰舍』是一個逐漸消失的概念。」

「這個社區改變得太快，舊有的人和事迅速被淘汰，我希望為

社區留下一些記錄，記錄她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另一

方面，可以利用『媒體作為媒介』，透過口述歷史走訪各店舖、街坊，

連繫人、團體及社區，集結『本土文化淪陷』前的人力物力，長遠

方便進行各種社區民生服務，甚至社會運動。初步的想法是，

服務在區內政府診所門外取美沙酮的戒毒人士。」

目前黃敬業面對的最大困難是人手和資金的短缺。每次採訪、

排版、派發，都由他和幾位義工一手包辦，而印刷成本則以由

補習社收入補貼。雖然如此，他堅持《紙筲箕》必須製成印刷品，

因為筲箕灣是一個老化的社區，如果不印出來，《紙筲箕》可能永遠

不能接觸不上網的居民，加上沒有實際成品，難以得到市民注意

及資助。

創作及印刷《紙筲箕》，他自言沒有政治包袱，只要對方真心為

人民服務，他樂意與本區任何政黨人士合作。可是，他卻堅守「不與

大財團合作」的底線，不會接受連鎖店的廣告資助。

文人的寂寞與妥協
一年過去，黃敬業坦言補習社生意不理想，僅足夠補貼其他事工。

在香港這個城市，不少人的生活擺脫不了消費主義的牢籠、偏離

俗世中的另類文人 — 黃敬業
(鳳社社員; 1994年入學)
採訪及撰文: 霍靄明、伍凱瑩

主流的恐懼，黃敬業堅持走自己的路，似乎註定是難覓知音的。

「跟以前的同學越走越遠，舊同學打工、搵錢、結婚生子，聚會中

他們談的都是買樓、旅行、玩車、玩錶、打機，隨便一頓飯也要吃五、

六百元，但自己想的是如何賺錢出版《紙筲箕》、如何改變這個

世界，大家不能互相了解。難聽點說，有時會覺得他們好像停止

了思考、停止了學習，用專業來維持生活的同時，生活又只在專業

之中。牧養教會有一定收入，生活較安穩，所以有時也會懷疑

現在的生活代價太大。」

可是，自覺是一個文人，亦有文人的風骨，黃敬業最希望做到的

還是影響文化。他笑言，現世代要當文人還比較容易，因為媒體

不受地域限制，而網上平台亦容易吸引注意。

「寫作最快樂，我希望有人賞識，能夠出書，現在是欠一個機會吧？

社會現實就是，要有作品才有名氣和信服力，其他機會如獲邀

寫文章、演講才會來。最希望成為『九把刀』那樣的作家，不以

文章賣錢，純粹用講座賺取收入。」

要在現實生存又不為現實所限，談何容易 ? 某程度的妥協是必須

的，而底線又在哪裡呢 ?

「觀眾對作品的質素和寫法有要求，不代表對你的取態有限制，

對我來說，技巧和表達方式 (skills & presentation) 可以有商

有量，但思想和角度就不能妥協。寫作和音樂則是兩回事。文章

能溫和地闡明論點，可是音樂沒有這樣妥協的空間，因為音樂的

風格和表達方式是載體，本身已經是『訊息』，例如 LMF 就不能

改變其歌風，否則將與其傳達的訊息格格不入。」

「我不會為成為主流而成為主流，在香港這個市場，政治光譜中

再極端的人也有支持者，而且作為一個極端的存在，就是為了

影響走在中間的人，使他們知道原來眼界和尺度可以更闊。」

黃敬業和他的《紙筲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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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主流的必然後果是疑惑，因為支持你的證據不會唾手可得，

你甚至需要戰勝很多的非議，當中最難熬的不是別人的攻擊，

而是對自己的信念之懷疑。

「我認為，信仰就是不斷的『懷疑』，自覺是一個堅定的基督徒，

神學訓練並非令我更加堅信，而是賦予我力量去懷疑自己的所學

所信。懷疑後的堅持就是『信心』的表現。例如，我在幹這一切

的事工，不斷虧錢，也會質疑神會否幫助祂的僕人，但仍堅持

為神服務，這就是對基督的信心。」

「對現狀全無懷疑，異常堅信的人很簡單很快樂 ; 自己凡事也懷疑，

有很多開放的討論空間，所以有時很痛苦。現在，一些教會常

不容許別人問『聰明的問題』，可能是牧者根本沒有足夠學識去

回答問題，就好像一個只有中學程度的教師，遇著大學生程度的

問題會無言以對，唯有勸喻信徒噤聲，或不斷問一些『愚蠢的問題』，

以免動搖現存的制度。」

「我只是好奇吧了」
出於好奇，小時候的黃敬業很愛到圖書館，通常只看目錄，唯一

能看整本看完的是笑話書，他的幽默感由此而生。

「幽默感可以令一個人與眾不同，因為它鼓勵你跳出思想框框 

(think out of the box)，並發掘出人意表的答案，探索『可以

如何？』，帶來無限的可能性。」

黃敬業憶述，預科時聽過一位老師說「人到了 20 歲，就會像

海綿般大量吸收知識」，受此啟發，他開始閱讀深奧的書，如

勞思光的哲學書，以及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少年維特

的煩惱》等。

「讀自己不明白的書，就好像勉強把書擠進書包，過程很痛苦，

書包卻的確擴大了。」

修讀設計時，不再著重文字，而著重影像，看書的種類又不同了，

當時看了很多電影，亦參觀了不少設計展覽。年輕的小伙子，

專挑那些電影節的藝術電影來看，人家播映 6 小時他睡了4 小時，

卻又偏偏在座談會毫不害羞地向導演、藝術家發問。回想起來，

雖然都是一些「愚蠢的問題」，卻養成了他勇於發問的習慣。那時，

浪漫的少年又喜愛寫情書、寫札記，不知不覺磨練了文筆。

其後，他到英國做義工，因為地處荒郊，生活無聊，一星期可以

看完一、兩本書。因著神學訓練和基督徒生活，他又看了很多

基督教書籍，而平日寫靈修筆記又能訓練寫作。啟發他對社會有

更多關注的，是 2008 年黃毓民在選舉中的公開辯論，大大擴闊

了他的眼界。那時他開始看經濟、政治的書。同時，剛開始牧會

工作，工作富挑戰性，他自認是新手很多事也不懂，於是迫著又

看了很多書。那時候，他每年可以看完七十至八十本書。

他最常看香港人著作和翻譯的書，認為其「文氣」和用字都較

熟悉自然，其次是台灣書，最次選是內地書，因為其寫作質素太

參差。另外，他不鼓勵跟隨潮流看書，例如《大江大海》、《司徒華

回憶錄》，如果本身沒有足夠的歷史和政治知識，很難從中吸取

營養，建議先看有關範疇知名大學出版的教科書，建立知識的

基礎。

「看書、寫東西是一種『訓練出來的天賦』，看生命中有沒有人啟發

你對知識的熱愛，也要你自己努力追求。」

文史哲的書讀多了，觀察到人的本質和社會的規律，常令人覺得消極，

覺得一切難以改變。同時，黃敬業的理想是影響文化，對另一些人

的生命主動作出影響，要承擔的責任實在非同小可。

「人必須經過『自覺』，然後才能『覺他』。『自覺』就是懷疑，有對

知識的追求，希望知道這世界是否和自己想像的一樣。這其實是

積極的行為，就好像『靈修』是停下來覺察自己身處的當下，繼而

建立與神的聯繫，也是一種自覺。」

「如果自己能夠醒覺，下一步就是影響他人。像蜘蛛俠所言 :『責任感

是伴隨著力量而來的』。我現在有一個更大的讀者群，我發表的

不再只是『個人意見』，不可以出錯，要更加小心謹慎，必須做足

準備，查證資料。」

說到長遠的打算，黃敬業笑言希望從「文人」轉型至「才子」，因為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文人」都是窮的，唯有「才子」可以憑才氣

學識賺錢。

黃敬業 ( 左一 ) 於網上電台節目「天外有天」擔任主持。

黃敬業 ( 左二 ) 和他的好友組成樂隊 Hallelujah Get Out。

黃敬業的網誌
「有種美德叫有種」，
以討論基督教教會及
社會時事議題為主。

黃敬業亦為網站「熱血時報」撰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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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會訊的一個新嘗試。過去我們曾邀請不同的校友作訪問，話題大

多圍繞他們的人生經歷，內容都以事件為主。這次我們嘗試突破舊有

的形式，對校友的履歷只作簡述，而讓他們有機會分享他們的價值

觀、感覺和各種意念，讓大家有機會看到他們的內在世界。每一次，

我們會就被訪校友的背景草擬一些句子的開首，然後給他/她一段充裕

的時間思考，並按個人的真實經歷續寫句子，與大家分享。

自由與規律…… 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生活本有各種規律，各種約定俗成的禮節
及規矩。自由可貴，人應有可以選擇的自由及權利。創造源於對自由的追求，及對現狀的
不妥協。
藝術與暴力…… 藝術並不一定與暴力有關，但是暴力存在於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便成為
藝術家取材的來源。
香港的「90後」需要…… 多嘗試新事物及開拓視野，磨練意志、探索自己的追求。
二次創作…… 畢加索說，「差勁的藝術家複製；優秀的藝術家偷取（“Bad artists copy; 
good artists steal.”）」只要是在尊重原作的基礎上，不在意念及表達手法上抄襲，應給予
二次創作存在的空間。
中國文化的優秀……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如何保存及推廣中國傳統文化，薪火相傳，大抵
是個令人憂心的問題。
激情…… 空氣，需情投意合時及時捕捉。
貧窮人…… 努力謀生。
能賣錢的藝術…… 這代表作品有其市場需求，這並不一定反映藝術水平的優劣高低。
許多當代藝術作品因收藏困難及實驗性較強，雖不能賣錢，但甚可觀。
獨特和異端之間…… 獨特言及魅力，令人眼睛發亮。異端則指向宗教邪說，仍迷信
權威，易使人蒙蔽。
如果我可以向筲官的大門發問一道問題…… 海豚在哪裡？

陳芳芳，中文及普通話學會的中堅份子，中學時代
經常參與文學、美術、攝影活動。畢業於香港中文
大學中文系後於畫廊工作，現為中大藝術系中國藝
術史博士候選人，研究晚清仕女畫，並參與展覽策
劃，及發表文學作品。

續寫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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