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車王子」洪松蔭 感激母校培育

尋他校合併
盼「校死留名」

宣正面文化拒愁雲慘霧 明年暑假完成歷史任務

88載崇蘭「安樂死」
殺校潮下先陣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反殺校集

會、救校請願、護校音樂會，一幕幕的「抗

爭活動」，在崇蘭中學師生心中，留下的印

記不會被忘懷；儘管學校的名字，正漸漸從

教育界中淡出。隨 2012年後，香港全面進

入3年制高中的新時代，有近88年歷史的崇

蘭中學，亦終完成歷史任務正式停辦，成為

殺校潮首名「犧牲者」。在最後不足2年的剩

餘日子，該校拒絕愁雲慘霧，校長蔡偉雄

稱，學校上下都認為應宣揚正面文化，活用

人數漸少而騰出的學校空間，營造熱鬧氣

氛。只因盡力爭取過，總能欣然面對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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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N  W E I  E D U C A T I O N

2 006年，香港中學殺校潮初現，當年崇蘭中學收生
未能達到「3班中一」的開班線，因而接獲「殺校

令」，是全港首批因收生不足接獲「殺校令」學校之
一；之後數年，該校一直努力掙扎求存，然而仍未能
擺脫厄運，2012年的暑假，將率先停辦。

與「殺校」周旋 校長臨危受命
目前，現時崇蘭共有200多名學生，擁有與眾不同的

班級結構：中二級1班，中五(新高中二)級2班，中六中
七各2班。任教該校逾20年的蔡偉雄，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時憶述，前校長於08年退休離任，身為副校長
的他臨危受命，接手處理「殺校」的棘手問題，「單
是1年的殺校危機已令學校非常困擾，試想想我們5年
來不停與『殺校』周旋，學校團隊壓力會有多大！每
一年均是大挑戰！最痛心是在縮班下，要犧牲非常有
心教學的老師，學校能做的，只是為他們寫封很好的
推薦信。」

紀念08爭取 師生文章出書
同年，教育局提出，收生不足的中學，所有學生均

要在完成中三後轉校，引發教育界連串救校行動。為
爭取讓學生完成新高中課程，蔡偉雄指，那時組織師
生、校友一同上街遊行的「畫面」，自己至今仍記憶猶
新，「要家長、學生、校友都參與護校，籌備過程非
常艱辛，但學校內每一位都非常齊心，目標只有一
個，就是完成首屆新高中⋯⋯」而為紀念「艱苦而團
結」的08年，該校特別將校史、學生文章、老師感言
等輯錄成書，向全校師生派發。

5空置班房改為活動中心
雖然結業在即，20多名老師也將要面對未知前路，

但蔡偉雄強調，「殺校」議題從來不應影響學生學
習，全體老師都積極建立正面文化。由於5個中一班房
空置，校方物盡其用將其改為活動中心，進行乒乓
球、音樂等體藝活動，為學生提供更多空間；早前亦
與一所特殊學校聯合辦陸運會，「學校現時只有200多
人，但不希望剝奪學生參與活動的機會，故舉行聯校
運動會，令氣氛熱鬧之餘，學生也能有更多體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縮班殺校問題近年一
直困擾香港學界，為了紓緩殺校危機，教育局除鼓勵
全港參與減班，亦曾提出辦學團體可讓學校合併，而
在合併後騰出的空置校舍，可考慮給予原有辦學團體
作其他教學用途，而校名亦有機會保留。崇蘭中學校
長蔡偉雄透露，該校辦學團體對該計劃極有興趣，正
積極尋找其他學校合併，希望以其他辦學模式，延續
「崇蘭」之名。

辦學團體冀留「崇蘭」名
崇蘭中學於1923年由資深教育家曾璧山創立，以其

恩師老師清末民初教育家陳子褒的別號「崇蘭」為
名。在二戰期間曾因戰亂一度停辦5年，至1989年，該
校結束早期於銅鑼灣的校舍，正式遷往沙田。
蔡校長坦言，學校創校近90年，歷史悠久，辦學團

體一直希望能夠保留「崇蘭」之名，「由於辦學團體
只有一所中學，校監正積極與其他辦學團體商討尋求
合併，師生上下現時仍等待這個奇蹟出現」。
蔡校長說，一旦成功合併，辦學團體可利用空置校

舍，轉營為教育中心、長者學院等作其他類型辦學，
估計部分老師亦可轉校任教，「希望保留教育使命，
相信學校是一個令學生改變的地方，每一顆種子均有
適合他們成長的土地」。

斥1200萬推小班 孔聖堂轉直資避死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德正) 殺校

潮席捲學界，不少中學都人心惶惶。
同樣在06年收生不足的孔聖堂中學，
亦幾陷殺校邊緣，其辦學團體即「落
重藥」，注資1,200萬元予該校推行小
班，並自資加班救校，在獲教育局
准許保留按額津貼模式運作，堪稱
「劫後餘生」，而該校更獲批由下學年
開始轉為直資，不再受當局的「開
班線」規範，擺脫殺校威脅。該校校
長古澤芬笑言，若以足球賽為喻，該
校曾一度落後10比0，現傾力奮戰至
追成平手，來年更可望成功轉逆勝
出。
4年多前上任的古澤芬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訪問時坦言，自己當年接
任校長前，亦曾擔心孔聖堂中學「被
殺」而卻步，最後被辦學團體的熱誠

感動，毅然接過這個燙手山芋。
他說，由於學校所屬的灣仔區小

學不多，加上名校林立，令強調以
中文教學的該校乏人問津。06年該校
只取錄1班中一學生，一度陷入殺校
危機，幸辦學團體拋出注資方案，07
年增撥700萬元增聘教師，供實行小
班教學及開辦更多高中科目，並獲
當局接納。

校長親身上陣為學生補底
隨後，該校又推行「天使計劃」，

以能力將學生分類，針對性地「拔
尖補底」，加強小班成效，古澤芬更
「親身上陣」為成績較差的學生「補
底」，甚至從小學課程教起，「那時
就像足球比賽只剩下15分鐘，我們
仍落後10比0，只大家能多走一步希

望追回」。

自掏每年500萬加推「私家班」
小班為孔聖堂中學帶來救校曙

光，但仍未完全脫離「危機」，同時
為讓學校善用師資，辦學團體遂再
自掏每年500萬元以加推「私家班」，
中一至中五每級加開一班，吸納更
多學生以維持學校發展。
古澤芬笑說，由於學校每年都要

向教育局呈交計劃書，因此自己經
常要「不務正業」，與副校長周榮耀
和幾位主任埋首苦幹「趕proposal」。
該校下學年將轉為直資中學，收生

範圍將不再局限於灣仔區，古澤芬
指，有信心憑純樸校風及近年不俗的
公開試成績吸引家長青睞，並將針對
一些學額不足的地區加強宣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崇蘭中學雖非以學
術成績見稱，但亦出產了不少專業人士及名人校
友，包括前中文大學教務長何文匯及香港單車冠軍
洪松蔭。洪松蔭憶述指，正是崇蘭讓他與單車結下
不解緣，雖然當年被學校開除，令他一度跌至人生
低谷，但卻反而令他重新定立人生目標，對母校有
無限感激及不捨之情。

76年入讀 被開除決心改過
有「單車王子」之稱的洪松蔭，曾為香港奪下多

個獎項，更憑 一份堅毅精神，以43歲之齡重考會
考。1976年入讀崇蘭中一級的他表示，當年於校內結
識一位同學，首次接觸「專業單車」後，自此迷上
並決定今後與單車「結伴」，可惜到中二時因操行問

題被學校開除，「那是我人生重要的一年，如果不
是崇蘭，我不會接觸單車，開除後亦令我反思過往
的胡作非為，自此決心改過，並向自己的人生目標
進發」。

督察校友 感謝學校提供「舞台」
感激崇蘭中學的不只是洪松蔭，06年中七畢業、現

職督察的校友譚汝禧坦言，學校提供一個令他充分
發揮的「舞台」，「無論話劇、水運會，學校均會為
學生提供很多參與的機會，不應看學生本身能力有
多高，而是睇他們進步有幾多」。另一於09年中五畢
業的校友卓金鵬則認為，在師生的關顧及薰陶下，
學生在學業成績上未有很大成就，但至少學懂服務
社會的重要性。

首屆「新高中」生 剛開始即終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淑環、任智鵬) 新高中學

制，是香港中學界歷來最重大的改革，於殺校潮中
將率先停辦的崇蘭中學，亦與「新高中」3字糾纏不
清，既是開始，又是終結。06年。當時的教統局（現
稱教育局）提出，因應「新高中」下要讓學生有足
夠寬廣的科目選擇，因而定出「中一3班」的開班
線，崇蘭等12所學校當年未能達標，面臨停辦危機。
後來學校歷盡艱辛，透過辦學團體注資，成功爭取
當局資助其首屆新高中，讓06年入學者均能原校直升
及畢業，現時該2班約60名已升至中五的學生，是香
港首批「新高中」畢業生，卻亦是該校唯一及最後
的一批。明年他們應考中學文憑試後，學校便會停
辦。

傑出生留守母校至畢業
現就讀中五、自中一起便入讀崇蘭的黃文慧指，2

年多前確認學校將被殺，不少同學因而轉校，但自
己卻決定留守至畢業，「當時也曾想過轉校，但想
深一層，人數少了，老師反而有更多時間照顧我
們」，曾獲選為沙田區傑出學生的她稱，學校為她留
下不少回憶，助她在學習路途上尋獲信心，「學校
給我很多出外比賽的經驗，更讓我認清個人目標，
真的非常不捨得」。

難忘老師盡心組童軍活動
該校另一中五生秦俊杰08年轉讀該校，開學1個月

後，得悉學校面臨停辦，「當時非常緊張，擔心不
能原校完成中學畢業，幸好最後能夠順利升高中」，
他形容崇蘭是「快樂的地方」，「老師沒有架子，會
一起籌備活動，記得曾因為學生太少，學校要取消
童軍課外活動，但老師主動在校外聯繫組團，只為
讓我們繼續參與」。

5校合併救亡 未脫危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任智鵬) 自06年以來，全港共

有15所中學因收生不足3班面臨被殺，除由辦學團體
主動相繼停辦的6間學校外，其餘9校均透過大大小小
的行動及計劃，力求成功護校。各校情況有喜有
悲，其中明年將無奈結業的崇蘭中學，可說是殺校
潮下的第一個「犧牲者」。

積極救校 2間轉直資

在9所收生不足但積極救校的中學，其中2間已經或
即將轉為直資，往後毋須擔心未能達致教育局的開
班線而被殺，另一校亦透過辦學團體額外注資千萬
元，料未來亦可安心營運。
除崇蘭率先「犧牲」外，餘下5所學校均曾以合併

方式救校，但按教育局政策，合併後3年學校的中一
收生仍須達開班線始能繼續辦學，所以他們均未脫離
殺校危機。

■崇蘭中學
將於2012年
首屆新高中
學 生 畢 業
後，正式結
業，不過，
校長蔡偉雄
(右四)坦言
學校希望在
校內推廣正
面文化，包
括將空置課
室改為學生
活動中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馮淑環 攝

■即將結業的崇蘭中學擁有88年悠久歷史，早期更設有小學
部。 學校提供圖片

■崇蘭的師生校
友曾聯同多所收
生不足中學舉行
反殺校集會，努
力掙扎求存。

資料圖片

■崇蘭中學為了
紀念08年師生上
下 團 結 「 抗 殺
校」，將學校歷
史、學生文章、
老師感言等輯錄
成書，向全校師
生派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 攝

■崇蘭中學是由
已故的資深教育
家曾璧山創立，
圖為早年創校的
曾璧山校長向學
生訓話的情況。

學校提供圖片

■5個中一班房
空置，校方將其
改為活動中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馮淑環 攝

■孔聖堂中
學。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政祁 攝

■孔聖堂中
學 學 校 禮
堂。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政祁 攝

■06年收生不足的孔聖堂中學，亦幾陷殺校邊緣，
但靠辦學團體注資，終獲教育局准許保留按額津貼
模式運作，堪稱「劫後餘生」。圖為古澤芬（前）
和周榮耀（後）。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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