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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金禧學校欽財事件被愒發及裁

定後，表面上已得到解決；但實際上，
新的校長、新的校政和新的學期，並未
帶給金禧同學一個重新的正常生活，反
而換來的是一連串的高壓政策、分化政
策以及不平等的待遇。整間學校滿縊著
緊張的氣氛”這種緊張氣氛，完全是校
方一手造成，使同學受到不必要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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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金禧校長梁潔芬修女成了教會的
代罪羔羊後，校長關慧賢女士接過手，
推行了新校政，採取高壓及反教育政策
：解散舊有學生會；分隔新舊學生的交
往，挑撥同學間的團結精神；阻止中一
同學參加全校性活動；剝削學生一向的
正常課外活動；對活動小組諸多限制，
如縮短學生留校時間，出入校門需具備
學生證等；校長更拒絕接見學生、對學
生動輒錄音、影相及秘密搜書包等。簡
直數之不盡，金禧的同學們，就像在
極權政府生活下的受害者，失卻了言論
及活動的自由。試問在這所謂民主的香
港怯治下，可能夠容忍如此不民主和野
蠻的行為？正曰：此風不可長也！
校方除了對學生的壓迫外，更有對教師
的不合理措施及實行官僚及報復式的行
政和教育方針（可參考我們的話一
文）o
新的校政，很容易使人看得出這是一種分化及壓制手段，慕使曾參與去年

罷課的中二至中四同學和新入的中一同
學分隔開來，破壞新舊同學的團結合作
，更儘量使新舊教師不融，在校內製造
藉口警告舊老師，以採取報復行動。校
方為什麼在揭發財政事件後仍要控制學
生活動、禁制老師與同學們的正常交往
，莫非校內還有一些不可告人的醜聞未
被人所披露？又或者這純悴是報復當年
揭發校方財政問題的一連串行動那麼簡
單？

擇手段以其達到目的。既然關校長能作
出如此令人齒慄的行為，更極有可能誇
大其詞，說受同學們圍困及辱罵，欲藉
此開除那班圍困她的學生而已。劉
子濂老師更透露校監的話，意思為我
在等待亂子出現，他們將會被解僱。
從這點來看，校方一直已有意思想排除
這一班有正義感、不怕強權勢力、不向
極權低頭的老師們，與他們硬碰硬，只
不過時機未成熟而已。可能校方一直在
計劃如何趕走他們的眼中釘，採取有系
統的壓迫手段，企圖令這班老師再站出
來說話而藉詞妨碼學生學業將他們解僱
，而實際上，這次封校行動，無形中是
除去他們的心腹大患，他們是否就可以
飲得杯落呢？沒有這般容易！大專同學
們已站出來，維護正義、主持公道，使
這班扼殺民主自由的人不寒而慄，使輿
論界大大醒覺，看出事件真相，制決孰
是孰非。
至於教育司署方面，自去年金禧學

生罷課事件開始，就一直注意金禧同學
的行動，與校方經常保持聯絡（關校長
自己承認的），這就使人懷疑金禧師生
所受的待遇是否教署的意思，假定確有
此事，則很明顯地說明教署恐怕學生再
度團結起來，直接或間接地影晌他們的
利益，或恐怕學生們再度揭發不可告人
的校內和教會內問題，如果被揭發後，
可能引至港府與教會在香港之利益有所
動搖，所以斂財事件只是從輕緒落，輕
輕帶過算了。就這樣，教署一直在監視
看金禧情況，直至最近，教署公開聲明
全力支持校方，事前只是聽校方一面之
詞，沒有和老師們和同學們相量，及後
，教署在第二次公開發言時便是封校的
消息，還聲言這次行動是經過慎重考慮
而作出的決定，並不草率，如果相信他
的話，教署必然是深謀遠慮，很早已有
所決定，封校是最後的殺手鋼，否則絕
對不可能在短短一兩天之內能作出如此
重大的抉定。若果他們否定此事，則此
次行動便流於衝動，過於草率了。
教署今次如此全力支持校方，可能

是恐怕是次金禧同學若能成功，以後便
有先例可稽，其他學界以及其他政府部
門用同一手怯來對付政府。難道政府部
門有很多不可告人的醜聞未被人褐發？
封校這一招，可說是教署最後的一
招，披羊皮的老虎，終於露出抒獰的面
孔來，用官威欲以嚇倒那伸張正義的金
禧師生們，但事實擺在眼前，金禧師生
是不畏強權的威嚇，他們為正義而奮鬥

金禧事件發展到現在已經有整整的
、一年了。這些從斂財事件之後所引發起一連串問題、續約、罷課、封校等，都
需要我們去作出一個公允的判斷。在孰
是孰非的問題上，總是需要有一個交代
的。
我們認為一個有啟發性的中學教育
，對學生的生理及心理成長、社會責任
的醒覺等都起著莫大作用。正當金禧師
生剛踏上這條大路的梯級之時，發生這一連串嚴重影響學生正常學習的事件，
委實是一件可憾之事；而某些r社會人
士所表現之酸葡萄0理亦是要不得的
。誠然，有些人認為事情發展到現在，
大家的情緒都受到波動，或者會有些不
理智的行為出現；不過，我們要求大家
往問題的徵結處去想，不要純從一些
假和平主義、假客觀中立等角度
去考慮問題，所以我們極力支持金禧師
生的合理要求。其次在金禧同學決定返
校上課，事情已可解決之際，教署所作
出形式上封閉金禧的決定，我們表
示可惜。這只是一種舊酒新瓶的掩眼法
，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令處境僵化
下去。
我們熱切希望各有關人士，包括師
生、教署、校方及教會能夠摒棄一切
成見及情緒因素，先行使金禧學
生能儘快恢復正常學習生活，然
後冷靜地坐下來商訂一個妥善的
解決方案，並要求調查清楚斂財
和整件事件真相：，予以公開發表
，更希望社會上各正義人士，能
夠站出來，發出你們正義的呼聲
。而作為大學生，醫學生的我們，應多

關心金禧事件的發展，除了支持他們之
外，並深入地探討分析甚磨才是一個理
想的中學教育、中學教育的目的為何！
鴨子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最後，謹向金禧師生的敢於

堅持正義的精神致以最高敬禮，
願金禧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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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最祈消息，立怯局已於十六日

全體通過支持教署封校的決定，港督並
委任以我們黃麗松校長為首的一個三人
委員會調查此事，於八月前作出報告，
以防止以後再沒有類似今次金禧事件發
生云云。
在多方抨擊教署封校行動之際，港
府高官階層不經調查便一致支持教署。
這對一個殖民政府而言，原是不足為怪
的，但卻極難極難使人信服！
而這個調查委員會之成立，目的是
研究有何等方怯防止此後再有類似事件
的發生，而與我們所要求的澈查事件
真相的原意相違背。由此可見，政府
有意掩人耳目，漁目混珠，藉此分散大
眾注意力。更甚者，在下學期開始，將
極可能在各官津學校出現一套全新措施
，以管制學生認識校內一切和關心社會
，到時的情況，真是不堪設想。

× × ×

胡振中主教在今次事件中，完全沒
有做到他應做的調解人的責任，反而對
在主教府前靜坐數晝夜的師生不見不聞
，後來才勉強委出四個代表去接見師生
代表，卻未能有所貢獻，反而背裹支持
教署封校的決定。我們對胡主教的表現
，極感不滿及憤慨！

一明顯的事例，說明了校方卑鄙的
行為，亂j[師生的政治帽子：劉子濂老
師自認受關慧賢校長咬擺而作出一不負
責任的行動，向報界發表了一封匿名信
，提及與校方對峙的教師富中有革馬
盟份子，這完全是埋沒良心的做怯，
幸好劉老師良心發現，公開了此事，使
我們得以明白，一方面教師背後全無政
治組織撐腰，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校方
的用·意，是用此卑鄙行動誣告陷害那班
正義的老師們，藉此破壞他們在輿論界
的形象，蒙騙社會人士，歪曲事實，不

僱那十六名罷課老師；自動升班，可將
參與罷課的中五學生促促徹離學校；新
的德蘭中學當然有它新的校政，此校政
是否比金禧的舊高壓校政更加高壓呢，
就不宣了。低招者，就是教署露出了狐
狸的尾巴，豺狼的惡爪，表明了它壓迫
教育事業的立場，禁止學生的言論自由，妨磚學生對周圍事物的認識，使香港
不能採取全面式教育，學生只有填鴨般
的去認識課本知識，對世界大事或切身
問題莫不關心，這正是教署所夢寐以求
的。

更不惜用一切方伕來妨磚年青一代對自
己的將來和週圍事物的關心。現在行政
局的決定更將使用全力鎮壓的目的表露
無遺。

在高壓政策下過其痛苦的學校生活
，使純真的學校生活蒙上獨裁的陰影。
所以說金禧事件是關乎整個香港教育的
問題而非個別事件。

封校可說是教署最高的一招，也是
最低的一招。高招者，一方面可將金禧
學校以往一塌胡塗的財政問題完全毀滅
，他人無可追究，·另一方面·可藉此解

由此事發展，更可看出教署一心一
意扼殺香港青年學生的真正全面教育。

儘管行政局決定繼續壓制同樣事情
的發生，勝利永遠是站在公理的一方！
起來吧！我們要為正義作一場公平的奮
鬥；為金禧師生，為香港教育，我們是
義不容辭的。來，拿出我們一顆沸騰的
心，為公理奮鬥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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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一些官人

名言說起
一榮一

一一一-一一吧，豐里馴
教署處理教育司許瑜先生日前指出，雖然無表面證據，但他個人認為，一

軍十五、六歲之中學生，決不可能做出
靜坐及罷課等行動，故其後必然有人煽
動。
小弟對於許先生之真知卓見，不敢

置評，（恐其又再憑其精妙之推理，入
吾以罪也）。但可喜可賀者，則許先生
非警署人員也。

許氏於封閉金禧中學時又表示，其
決定乃基於要使本港之一般教育得
以正常進行，同時亦以該校學生之長
遠利益計。最後他更把整件事情之責
任推諸一軍學生在不負責任之成年人
影晌下以致誤入歧途之不良行為所致

許先生之解釋，其中意義深長，故
未經細加咀嚼，是不容易察覺其中精妙
之處的。許先生整個解釋，驟眼看來，
悅耳動聽，但其中深遠處，當不只此，
小弟身為寫稿佬，當有義不容辭之責任
加以闡明。許大官人，0目中之本港一般
教育，乃一向之殖民地教育是也。其特
色在於整個教育制度乃基於發展社會經
濟為原則，固此學校除了給予學生書本
上之智識，使其他日能夠為社會作出其
貢獻之外，其他一切課外活動，德
育之灌輸等，皆一一反對（因為此等行
動對於教育所下之投資，均不合化算）
。顧為了維持此等方式之教育得以繼續
進行，靜坐和罷課等事（無論是否溫和
或為了合理之要求），皆為不可原諒之
事情。就日前高級助理教育司林達鑒亦
謂此風（罷課和搞學生運動）不可長，
因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便可見教
署對此等活動不問情由便去壓制之橫蠻
態度，其實星星之火，不在於多事之學
生，不在於多事之師長，乃在於不合理
之現象；不平則鳴，乃為正常之反應。
如果要制止火勢蔓延，應循正常途徑，
徹查事件真相，而不應不問情由而以鐵
腕政策來鎮壓。這樣，只會使事情更加
惡化，而燎原之趨勢更為不可避免。
致於學生之長遠利益一詞，因為其
內容極為廣泛，而小弟又未敢誇口有許
先生之精湛推理頭腦，故不便在此猜測
。但以個人愚見，如果教育是以德、智
、體、草美為目標之話，則學生之長遠

利益應該是有正常之身心發展，正常之
學校生活纔是。這樣不平等的高壓手段
迫害，試問對一軍十五、六歲之少女，
扼殺其身心之發展，對其又有何利益可

致於許氏認為是次事件乃由於一草
學生在不負責任之成年人影晌下以致誤
入歧途之不良行為。本人認為在無表面
證據之情況下，不應如此武斷。再者，
教育司署在處理整件事件過程中，亦頗
表現不出成年人處事之作風。

東 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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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ap, betweenSchooling
andEdu俘tion
byBillLo從extractedfromtheHong
KongStandard14thMay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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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sofrealcause,ratherthan
superficialsymptoms,I thinkitcan
be emphaticallystatedthatthe
troubleslie in thegapbetween
schoolingandeducation.
Thereishowever,anevenwidening
gapbetweenthosewhotalkabout
thelearningprocessin termsof
school,the classroomandthe
examination,andthosewhogetall
thisasoutdatedandtalkofdeschooling
deschoolingpossibilities,goodstudent-
teacherinteraction,andthefreedom
forunrestrictedlearning.
To a greatextent,thoseteachers
weresuccessfulin encouraging
studentstobecomeinvolvedinthe
worldaroundthem—notin the
restricted‘teachersayswehaveto
dothisproject’sense,butinafreer
enquiringway.
Theconflictisoneofrightsinthe
student(andnota fewteachers)
insistinguportheirrighttohave
theirquestionsanswered,andthe
presentprincipalinsistinguponher
rightto governwithoutbeing
questionedbythosewhomshesees
asbeinginasubordinatedposition.
Theprincipalclaimedthatshehad
beensurroundedandabused,butit
couldbethatstudentssimplyasked
herdirectquestionsanddemanded
answers.
Whatauthoritycalled‘polite’was
reallysubservient.
Theprincipal,to expecthumble
andunquestioningobediencefrom
today’syoungpeopleistoexpect
theclocktobeturnedback.
Demonstrationsandsit-insupset
routineschooling,but maybe
necessarysometimesincourseof
education.
Inseekingasolution,weshouldnot
bemisledbyplatitudinousclaphap
about‘LeftWingInfluence’such
talkistoscarepublicopinioninto
seekingevilwherethereis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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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看法
女。果有這樣的

一天 一校友
卸翅口口口口開開軍開口口口論屆編 屆編編論論論論論論編必編二二編騙
對於教署封閉金禧中學一事，我們

初步的意見如下：
0新的德蘭中學，極可能和原本的
金禧中學一樣，只是少了那十六位為校
方和教署所不滿的教師。其實這是變相
開除教師。我覺得學校要有紀律，這是
無可置疑的。但這並不是不可以有不同
的意見。教署在今次事件中，完全沒有
聽取師生方面的意見，就作出此決定，
是完全蔑視民主精神的做怯。

0教署在事件大有轉機的時刻，急
速地作此抉定，是害怕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林達鑒語）。他們害怕金禧
師生所帶出的民主精神，能引起更多人
的醒覺。此一次是殺一警百的行動，這
其實不單是金禧同學的事，而是每個要
求民主人士的事。
對於教會在金禧事件中的角色，我

們的意見如下：
O 天主教的特有任務，仍在學校
團體中造就富有福音的氣氛。（梵二
：教育宣言），我們覺得以往的金禧中
學比較上接近這宣言所說及的理想天主
教學校。

0 在過去數月內⋯⋯本人（關慧
賢）經常與教育司署的人員聯絡，對於
曾威嚇圍困本人及副校長之學生，所採
取之行動，實已獲得教育司署之充份支
持。（公教報五月四日）教育司署與
教會學校的合作無間，在教會來說，究
竟是禍是福？為社會來說，這是正常現
象？
關慧賢校長屢次表示今次處罰學

生，做一種愛的表現，但我們不知道有
多少金禧學生及老師覺得這些處罰是
愛，究竟天主教徒有多少次用愛
為理由，做一些自己覺得對的事呢？
金禧事件發生已很久了，我們不知

有多少天主教徒關心此事：港大的五百
多天主教徒啊！現在已不再是沉默的時
候了！

天主教徒
伍兆佳（醫三）
字寶雄（文三）
凌也彊（工一）
余德新（醫五）

一九七六年的一次週會中，前任校
長梁潔芬修女親自將會章交予兩位學生
會主席，而學生會便在莊嚴而熱烈的氣
氛下，在同學興奮甚至激動的心情下，
宣告正式成立了”
此後，學校裹一切的課外活動，總

少不了學生會的份兄；活動接二連三的
推出，一個比一個更有聲色。學生會的
成員，包括了金禧每一位同學，學生會
的幹事、主席，是由每班同學所選出的
代表所組成；在這些民主過程中，同學
的意見、同學的決定是最終的，而這正
是金禧學生會的宗旨，為同學服務，就
是金禧學生會的目的。
透過了林林種種的活動：朗誦、戲
劇、舞蹈、音樂等等的比賽，同學把握
了機會，通過籌備、參予、幫助、大大
加強了學習、豐富了體驗；我們學會了
合作、互助、團結，在一
片忙碌與熱鬧的氣氛中，唳水與歡笑的
夾纏下，我們上著人生裹寶貴的一課。
學生會的工作也是有效率的：不論

是比賽的次序、台上的燈光、老師評判、
大會司儀⋯⋯無不安排得井井有條；一
次七百多人的全校往烏溪沙露營，也在
同學的努力工作下，成功地實現了⋯⋯
几此種種，我們可以不感到快慰、不感
到自豪？這些都是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
成果！
學生會長出枝葉了，但同學盼望的

是一個茂林，我們期待的是一個完美的
學生會。可是，一個未經註冊的非伕
組織的名詞，便漠然地將這個成果，
心願打破了。同學一次又一次的要求，
珍惜著過去的努力，緬懷著惜日的成果
，我們0底裹熱切的希望看見學生會的
重組。然冷漠的心始終不為所動，不成
理由的r理由J作為拖延政策的後盾；
就是這樣，一個學期快過去了，我們的
學生會還是杳無音訊”
看見了今年音樂比賽的混亂、散擭
，過去的一切又重現眼前。
多年的心血，眼看快長出果實來了
，卻被無情之手毀於一旦。但，如果有
這樣的一天，我們願意再翻泥、再下種
、再灌溉、再去期待那綠枝的重現。
如果有這槍的一天。
編者按：本文節錄自學苑等八個

組織出版的金禧事件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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