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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進步的「巴斯光年」
──劉廣業校長專訪 編輯組

工作路途
　　校長是不是從第一份工作開始就向教育界進發的

呢？「其實自己沒有很大目標想當教師，記得中六時

替人補習，教曉對方一條數，成功感很大，令到對方

有進步，使我想向教育發展。」那當初找工作困難

嗎？「我一生人只見過兩次工，都是在同一天發生

的。上午應徵醫藥營業代表，下午到一間中學見工。

當天校長即時聘請了我，所以一直教書到現在了。」

我們聽得很有趣啊，「當年自己甚麼都沒想，只要覺

得工作合適就做，那份醫藥營業代表曾要求我到陝西

工作，當時自己家中負擔不大，我的世界觀很大，願

意到處工作，如果當時真的應聘，今天可能是在一帶

一路工作了。」校長侃侃而談。

警察世家
　　一行人走進校長室，我們以「起底」

為目標，先由校長家世談起。「我小時候

住元朗，父親是一名警察，所以我是在警

察宿舍長大的，我就讀的中學是新界鄉議

局元朗區中學。」校長朗聲道。有一位警

察爸爸，會不會特別神氣？「哈哈，我記

得中學就在警局旁邊，爸爸的同事全都

知道我在這裏讀書，壓力很大呀！我做

事很認真，絕不有辱爸爸。」

升學生涯
　　那麼，當年身為學生，有沒有特別

深刻的回憶？為甚麼會向教育路途發展的？「我是在

浸大化學系畢業的，選讀化學是因為容易讀，你可以

用某些方法有系統地學習和記憶。我喜歡記誦東西，

我會組織不同事物，組為密碼，把沉悶的內容改變成

有趣的東西。因為我貪玩，所以我會自創記誦方法，

省下的時間就去玩了。」校長滿有自信地說。「小時

候我願意花時間學習，把學習當成遊戲，設想一個方

法取勝，我會用密碼或者影像去記憶，為自己設計一

個最合適的方法學習。數學上我不是天才，我是模仿

他人方法學習的。這些方

法很好玩，很合適我

呢！」

　　開學九月天，學校迎來了一位新校長，初中同學說他似海綿寶寶，高中同學說他親民又好

動，校長自己說：「我希望自己做一個『忠於自己』的校長。」我們編輯組一行八人，走進校長

室，一訪我們的新校長──天天進步的劉廣業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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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生涯
　　那麼，步入教育界後，有甚麼得著和深刻回憶呢？

「我喜歡和年輕人一起，喜歡做有關年輕人的工作，感

覺自己也會年輕點，這就是得著了。」校長笑言。「我

記得早年負責排球訓練，自己會要求隊員早上讀書溫

習，下午練波。有一次有位小朋友不願意這安排，反應

很大。又記得有一次教波，可能跑得太厲害了，所以嘔

吐了，名副其實的『跑到嘔』呢，這都是非常深刻的回

憶。」

性格培養
　　同學們都說校長是位好動活潑的人，不知道校長又

覺得是不是呢？「我會說，我在中學時代不夠主動，失

去了不少機會，我記得當年中一，參加陸運會100米比

賽，8條線，8個參賽者起步，自己跑第8。我覺得自己

表現差，自此不再玩運動，中二開始不再參加任何運動

活動。一次失敗令自己不再去參與。長大後慢慢發覺其

實『玩』是很精采的，我改變了自己的觀念，把失去的

東西爭取回來，再次投入活動。起初五年中學生活只在

集中讀書，沒有想過人生會有其他更美好的事，促使我

有很大的改變。」除了這些經歷外，還有沒有其他影響

自己的事？校長正色說：「信仰影響自己很多很大。

我是在2003年領洗的，有了信仰後很多觀念也改變，

包括自己做校長的風格，耶穌基督的『犧牲精神』對

自己影響很大，明白做事不一定為了自己，也會是為

大家成長。在『愛』這方向下，耶穌基督是個好好的

導師，讓我去模仿祂」。

荔天校長
　　校長來到荔天，對同學的印象如何？校長說：

「第一個印象，就是同學們很乖很有禮貌、聽話、

服從老師。我覺得大家可以更有進步，把事情再做好

點，例如：同學比較內斂，要進步的話，不單向人打

招呼，更要主動協助他人，對任何到校的人也要主動

點。」自己又想成一位怎樣的校長呢？校長道：「我

想做一個『做自己』的校長，自己是那種人就做那種

人，我喜歡傾談的話就做傾談的校長，不需刻意學習

其他人行事方法。當然，如果有事物是真的對自己有

影響、有益處的話，我也可以學習。例如：自己近來

寫了些有關學校上下發展的方向格言，我希望學校上

下是互信的、團結的、有願景的，希望將這裏建立成

一間『進步』的學校，我希望所有同學在學校中可以

有自信、開心、有承擔地學習，在學業或運動等等方

向皆有進步。如果見到一批批同學有以上的才能，我

會好開心。」

結語
　　這次訪問校長，令我們編輯組同學得到幾個很大

的震撼，我們笑說同學覺得校長似「巴斯光年」、

「鄧梓峰」，誰不知校長竟然說：「我不介意呀，全

都是因為同學喜愛我、關心我才這樣說的」。同學說

有次在電影院碰到校長和太太看電影，校長說下次再

碰上，會請同學吃爆谷。甚至，本來是我們去訪問

校長的，校長竟然會回頭訪問我們：「為何你們會做

校刊的呀？」更鼓勵我們投稿《公教報》、《讀者文

摘》。我們知道了校長最喜愛甜食，會聽Maroon 5、

會看《進擊之巨人》、會閱讀龍應台作品，（還有不

少可愛的小秘密）……還有，我們更知道了校長的願

望：「我有一個願望，就是『永遠進步』，即是今天

的我比昨天的我進步，例如玩的東西，有很多未有玩

過；玩過的，要更多的進步，令自己開心、成功、滿

足。」在此，謝謝校長接受編輯組同學訪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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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達人

中文字千奇百怪，有不少奇型怪字，由相同偏旁結合而成，下面既字你又認識嗎？一齊睇下！

三條虫＝昆蟲（讀音從） 兩頂火＝炎熱（讀音嚴） 三塊石＝磊落（讀音旅）

兩個日＝光明（讀音圈）

兩塊貝＝項飾
（讀音蠳）

兩件玉＝相合的兩塊玉（讀音各） 兩條水＝大水（讀音嘴）

中文仲有好多好玩，下次介紹下「迴文詩」好嗎？科科！感謝插畫師沉迷輸出，見死不救。

四條龍＝多言也
（讀音者）

三隻鹿＝粗
（讀音粗）

三塊貝＝傳說中一種像龜的動物
（讀音備）

三匹馬＝眾馬奔馳
（讀音奔）

依個字你識唔識？

蚊量級

重量級

中量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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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op idols
4E Tang Tsz Ching, Dorothy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Korean Wave”? 
The Korean wave is the increase of global 
popularity of South Korean culture . South 
Korea, which is a place loved by numerous 
people, is renowned for dramas, variety 
shows, cosmetic surgeries and clothes. 
K-pop is also one of the Korean waves that 
is popular among teenagers nowadays. 
Let’s look at three K-pop groups which are 
extremely popular.

Firs t l y,  I  wou ld 
like to talk about 

t h e  f a m o u s  g i r l 
group in Korea — 
G f r i e n d .  G f r i e n d 
i s  a  s i x - m e m b e r 
South Korean girl 
group formed by 
Source Mus ic  in 
2015. Gfriend won 

several 2015 female rookie awards and has garnered 
momentum since their debut, despite coming from a 
small company. Once in a performance, they danced 
with their eyes covered. Yet, they still danced like 
normal. From this, we can tell that they had practiced 
a lot and they knew their steps very well. Once, while 
they were performing their song "Me gustas tu", some 
of the members got hurt because of the slippery floor. 
One of the members, Yuju, fell down 6 times at their 
4-minute performance. Although her knees were hurt, 
she kept dancing and singing till their performance 
ended. They were all very professional.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m, being strong and never give up, 
shouldn't we?

Do you know BTS ?  BTS, also known as Bangtan 
boys and Bulletproof Boy Scouts, is a seven-

member South Korean boy band formed by Big Hit 
Entertainment. The group debuted on 2013 and since 
then, they have released many albums that impress 
people. Bulletproof has the meaning of blocking 

bullets, so BTS 
means bearing 
with the criticism 
and pre jud ice 
t o w a r d s  t h e 
g r o u p .  T h e y 
a lways  show 
t h e i r  t a l e n t s 
and play crazily in front of 
their fans and the camera. Unlike other celebrities, 
the boys always stay true to themselves. Moreover, 
they are so talented in dancing. Their dance moves 
are extremely difficult, but they can still manage to 
sing so well with all the vigorous moves. Because of 
that, they are adored by a lot of teenagers nowadays.

Have you ever heard of I.O.I ? I.O.I is a South 
Korean girl group formed by CJ E&M through the 

2016 reality show Produce 101 on Mnet. The group 
has eleven members chosen from a pool of 101 
trainees from various entertainment companies. From 
the show, you can see the girls achieved their dreams 
through tough training. They would be punished if 
they were not up to the expected standards of their 
teachers. However, they strived for a chance to be 
a star and they never gave up. At last, they became 
the shiny stars. It is a pity that they disbanded on 
31January2017. As students, our situation is quite 
similar to the group. We are facing the pressure from 
school and we work very hard to prepare for public 
exams. Sometimes, you may get poor results despite 
your hard work and you may feel discouraged. 
However, we should be optimistic and never give up. 
One day, we will succeed.

荔景天主教中學 Lai King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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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 CHALLENGES 
around the world  

3A Davin Yau

Have you ever accepted any “challenges” from your buddies? If not, it might mean 
that you can’t keep up with the trend. Don’t worry, I’m going to introduce some popular 
“challenges” that are known by many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I hope that you can know more about the fun “challenges” after reading this passage. 
Let’s try them with your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Try Not to Laugh Challenge
Introduction: Accessible and suitable for all ages. The challenge is exactly what it sounds 

like, yet oddly enough the more you try, the harder it gets.
How to play: Survive a series of funny videos without laughing or smiling.
Setup: A computer or a phone

Speed Drawing Challenge
Introduction: Also suitable for all. It is fun to see the drawings that are drawn 

within a limited time. 
How to play: You and a few others draw pictures within a short time span 

(usually 1-2 minutes), and the winner is the one whose drawings 
are the best.

Setup: Some colour pencils and some pieces of paper

The Whisper Challenge
Introduction: The Whisper Challenge is a fun game when one person says 

a phrase to another person wearing headphones with loud 
music. I love watching people play this game because of 
the extreme randomness of what they say. The results are 
hysterical, unexpected, and so much fun to watch.

How to play: Try to read lips and figure out what the person is saying while 
you are wearing headphones with loud music.

Setup: A headphone or an earphone, a phone or a music player.

Chubby Bunny
Introduction: This is another 

oldie challenge 
that is common 
a t  c a m p s  o r 
sleepovers . All 
you have to do is put a marshmallow 
in your mouth and speak!

Warning: : Choking hazard: Be extremely 
careful if you do this challenge.

How to play: Each player takes a marshmallow, 
put it in their mouth (don’t chew, eat 
or swallow), and say “Chubby Bunny” 
before moving on to the next person.

Setup: A big bag of marshmallows

Bean Boozled Challenge
Introduction: Based on the Harry Potter classic 

chewy delight, this jelly bean challenge 
tests your taste buds with a mix of 
good and terrible flavors. 

How to play: Spin the wheel and see which color 
jel ly bean you get, but watch out 
because one of them is good while the 
other is disgusting.

Setup: gross-flavored 
 jelly b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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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

美術學會－
石頭美化校園計劃

4D 林小平

　　不知道同學們有沒有上VA室畫石頭呢？這不但

是一個媒介創作，更是為校園出一分力的好機會。在

過程中，同學不但可以發揮天馬行空的創意去繪畫自

己心目中的圖案，例如星空、不倒翁甚至曼陀羅藝術

等等，更可以藉自己的綿薄之力去鋪滿花槽，正所謂

「積少成多」，透過同學們的努力，不但可讓校園增

添一份色彩，更能體驗校園「美」。

　　作為VA人的一份子，我體驗了這種新穎的媒介，

同時我也學會了一些重要的技巧，例如在繪畫石頭

前要塗上一層白色，好讓五彩繽紛的顏色更鮮明，

不會透底。在創作過程中，不但可以根據石頭的形狀

或紋理配合相關的圖案，更可借此發揮自己的「小宇

宙」。再者，我更體驗了畫石頭時要控制力度，因石

頭表面面積有限，若有小小的失誤就可能毀了整塊石

頭，所以要把筆、水分和顏料控制得恰到好處。這不

單是一種樂趣，更希望達到美化校園的結果。當然，

錯過了的同學不要緊，美術學會每年都會有不同的活

動，希望同學踴躍參與，去感受一下文化氣息！

香港 一直勝在有你
同ICAC

4E 鄧子晴

　　相信大家對廉政公署(ICAC)這機構毫不陌生，在電

視、電台甚至報紙都能看到它的蹤影，但大家知不知道

ICAC負責甚麼呢？生活教育學會舉辦的參觀廉政公署

活動讓我更清楚廉署的運作和成立的原因，就讓我來介

紹一下吧！

　　在1950-1970年，為保生計及取得基本公共服務，

香港市民過著貪污為患的日子。自從「貪官司」葛柏貪

污，於1973年潛逃到海外並引起社會民憤後，廉政公

署便於1974年成立，把葛柏繩之於法。現今的廉政公

署致力維護本港公平正義，安定繁榮，以預防，教育，

執法三管齊下，與全體市民肅貪倡廉。

　　同學們知道「貪污」是甚麼嗎？構成貪污的4大

元素分別有4個A：Agent(任何代理人，如僱員)，no 

Approval(未得所屬機構許可)，Advantage(索取或接受

利益)和Act(作出與公事有

關的行為)。注意款待(即場

享用食物和飲品)並不包括

在內。

　　同學們，千萬不要貪

污犯案啊！因為貪污是嚴

重罪行，會留案底，影響

一生；與此同時，更會令

社會不安寧。因此不要以

身試法喔！

無伴奏音樂
4E 馬采潁

　　說到音樂方面，大家不得不知道現時著名又受人關注的「無伴奏合唱」a cappella，「無伴奏合唱」由幾個人

合作，運用高超的歌唱技巧，製作一段段使人贊歎的音樂。合唱隊伍更會像現時受很多人喜愛的beatbox一樣，利

用嘴巴去模仿出一些敲擊樂器的聲音，當然，a cappella 較著重和聲，來帶給聽眾動聽的音樂，並不似beatbox的音

樂氣氛激昂。

　　今年，音樂學會提供了一個寶貴機會給同學們去加深

對無伴奏合唱的認識──就是去欣賞由香港青年協會所舉

辦的「國際無伴奏音樂盛典」。活動中，邀請了來自各地

的無伴奏合唱團體進行一連串表演，使參加同學們感受到

音樂所帶來的熱鬧氣氛，而且也可以體會到「音樂」是一

個無分國界的重要媒介，能夠使不同國家的人聚集一起。

因此，是非常值得讓同學抽時間去欣賞，去感受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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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屬誰猜猜
4E 吳司施

無獎問答，猜猜他們是誰的孩子，以下圖片來自於我們一班老師的相簿中……

　　動作和神態

有點熟悉，大家

平日上課有留意

老 師 的 小 動 作

嗎？猜到這位表

情既豐富又入神

的小男孩是哪位

老師的孩子？

　　「咦？咁多

哥哥姐姐嘅？」

　　兩位小娃娃，哎……有點兒性感kkkkkkk，

不知道長大之後會不會像爸爸一樣那麼高呢？

　　兩位很可愛

的小妹妹，還有

媽媽抱著，她們

的樣子很像我們

一位老師……大

家猜出是哪位老

師的孩子嗎？提

示：一位女老師

xDDDDD。

大家可以向你猜到的老師問一下，到底是不是他/她的孩子呀，全部猜對恭喜你，但沒有獎品；

猜不對不要緊，下次再試！

　　露出開朗笑

容，笑起來很好

看 喔 ！ 會 不 會

「微微一笑很傾

城」？潔白的裙

子 ， 微 微 的 斜

陰，我聯想起一

位老師，你猜得

出嗎？

　　在這aquariuml中background一片ocean襯托著兩位

boys，看著相機take photo Then,  this photo is taken by........
　　猜到嗎？Have you guessed right ?
　　P.s: 英文會是最重要的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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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在鴨寮街路途上，手拿着《驚魂記》電影帶，

並看着史提芬金的小說——《鬼店》。我走到了鴨寮街

並停了下來，仔細地尋找一部可播放舊式錄影帶的機

盒，我找到了。

　　「生日快樂！吹蠟燭吧！」我的媽媽說。我的爸爸已

經差不多有整整三年沒有來探望我了，自從爸媽離婚了

後。媽媽說爸爸只是去了一個很遠的地方，大概在去年

吧。其實我也知道他去了那裏，他去了天堂。

　　我回到家中，回想14歲時的生日，已經過了六年

了。我將機盒駁上電視；放入錄影帶，電視屏幕上顯示

着《驚魂記》三個字。

　　這是爸爸今年送給我的禮物——《驚魂記》，看來爸

爸沒有忘記我喜歡看砍殺電影。「爸爸怎麼又不來呢？」

我問，媽媽答：「我跟你說多少次了，他去了一個很遠的

地方。」「你不要再說謊了，他……去世了對吧？」我問

道。媽媽沒有說話，只是抱着我飲泣。

　　「呼，呼……」我輕輕地靠車窗裏睡着了，就算如

此，也阻擋不了我臉上滿足的表情。

　　清晨，天尚陰，但也阻擋不了和朋友們的熱情——行

山。一開始，我們沿着一條幽僻的小路慢慢地前進，小路

的左邊有一條連綿不斷的小河，伴着喃喃聲的流動聲正往

下「衝」，河水聲像伴着一段美妙的音樂，彷彿在歡迎我

們。小路的右邊種着許多大大小小而又不同類別的樹木，

也有大小而又尖銳的石頭，只要一不察覺，就必定做成

「悲劇」。我們繼續互相扶持地前進，這時，天已開始

光，我們也聽到有鳥兒在歌唱。於是，我們一邊談話，一

邊加快速度地往上「爬」。

　　天已完全「變色」了，我們幾經辛苦，終於上到山

頂，大叫一聲「呦呵」，果不其然地傳回回音。我深深地

　　我回過神來，天色已暗。我看看手錶，已經是晚上

六時了，沒想到睡了那麼久。《驚魂記》播放完了，我

也發了一個恐怖而又真實的夢。我走到廚房，坐在床

上。看着曾祖父在我16歲生日時送給我的小說——《鬼

店》。

　　「他患了什麼病？」我急忙地問弟弟。「是……是末

期肝癌。」弟弟說。我摑一記耳光在弟弟的臉上，「為什

麼不早跟我說！」我大聲呼喝並衝進曾祖父所在的病房。

但是一切已經太遲了，我倒在曾祖父懷裏放聲大哭。我

的弟弟走了進來並交給我一本小說，「這是曾祖父給你的

小說，亦是你的生日禮物。」弟弟說。「謝謝你，曾祖

父。」我微笑着說。

　　我感到睏了，我將小說放在桌上並回到床上睡覺。

　　第二天早上，我梳洗後換上西裝。我駕着我的紫色林

寶堅尼在路上慢慢行走，往會展開去。「這是你第18本小

說了，讀者說你寫的橋段和細節十分驚嚇，帶有懸念的感

覺。到底是什麼事物件令你寫出如此的小說呢？」新書發

佈會的記者問。我慢慢地答：「只是兩份簡單而特別的生

日禮物。」

吸了一大口氣，空氣果然比市區的清新得多，然而也帶了

一陣陣的香甜味，令人回味無窮。一位朋友眼尖地發現後

山有無數的紅色物體。我們跟着她所指的方向走去。近眼

一看，原來是楓葉，前面場面如此雄大壯觀。這時候，微

風輕輕吹過，葉子們有一絲絲顫動，彷彿精靈一樣在鼓

舞，我跑過去抱着它，感受着它的生命力。我閉上眼睛，

感受着我的所見所聞，這些景色在市區看不見的，難得在

這裏竟然可以看見我一直都想看見的楓葉，是如此的興

奮，有過一種前所未有的新鮮感。

　　最後，我們為了紀念我們所來過的，我走向着楓葉路

一路走一路找楓葉來作成「乾花」來紀念來過和友誼。我

已經完全投入這景色，不能自拔，但……沒辦法，只能依

依不捨向「花花世界」道別。再見！

P3	〈依個字你識唔識〉
答案：蟲、炎、磊、昍、賏、玨、沝、 、麤、贔、驫

P.7 〈猜猜我屬誰〉
答案：曾治平老師兒子、葉慧忠老師子女、丘麗君老師女兒、
　　　李慧敏老師女兒、李佩嘉老師兒子

投稿天地

2016-2017編輯組成員

3A丘卓熙 3D黎浩銘 3D梁子浩　3D鄒銣珊

4D林小平 4D梁皓貽 4E馬采潁

4E吳司施 4E鄧子晴 5D梁家希

生日
3D 少佐

秋日山行
2B 永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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