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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當香港家書遇上白沙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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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港大教育學院榮休教授程介明先
生在八月三十一日寫了一封＜香
港家書＞，徐校長在九月二日開
學禮宣讀了這篇作品，由於反送
中進入校園仍會持續一段日子，
所以略為刪減上文，用＜白沙家
書＞回應，旨在給本校學生、校
友、老師、家長閱讀，好讓大家
思考一下如何走前面的路，多謝
程教授明燈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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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了

程：…下星期就開學了。大家渡
過了一個沒有人開心的暑假。暑
假結束，回到學校，與暑假前比
較，也許大家心情都不太一樣。

徐：是的，學校開學了，社會撕
裂的大環境，學校小環境終不能
避免受影響，師生的心情真的不
一樣。

3



本是同根生

 程：以往，在香港是真正的多元社會。無
論對什麼事，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意見和
立場，大家毫不介意，愉快相處。就像一
張彩色照片，燦爛多姿。今天，這張彩色
照片，彷彿變成了黑白照片。不止如此，
而且忽然之間，社會上，變成了非我即敵
的對立。這個暑假，這種政見的黑白分明
，又變質變成了暴力抗爭。真是：本是同
根生，相煎何太急。

 徐：作為靈魂建築師，學校盡力成為學生
第二個家，何竟愉快共融的家，也要在風
雨飄搖下承受不必要的對立壓力。 4



撐一把雨傘一同走路

程：…我總覺得，社會的大環境
，我們沒有能力去改變，但是學
校這個小環境，是我們校長和教
師可以塑造的。就像我們不能使
得天不下雨，但是我們可以在雨
傘下，繼續走路。

徐：學校願意成為一把雨傘，為
同學遮風擋雨，讓大家繼續走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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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裡沒有仇恨

程：現在的大環境：社會撕裂。
不是貧富之間的撕裂，也不是年
齡之間的撕裂，而是朋友之間、
同事之間、甚至家庭之內，嚴重
的撕裂。然而，在校內，同事之
間，完全沒有理由要反目成仇。

徐：愛既完全，便沒有仇恨，能
否完全，需要大家共同守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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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 check or nothing

程：這個撕裂，當然，社交媒體起
了很大的作用。人人都只相信符合
自己的信息，人人都在編織自己相
信的故事。這些故事，越來越脫離
事實，但是幾乎每一個人，都覺得
自己的故事是最真實的故事，深信
不疑。

兩個錦囊：Fact check or nothing

，Think before you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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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動怒

程：更重要的是，來自不同角度
的信息，都在散播仇恨。教師之
間，一定會有分歧的意見，甚至
極端相反的意見。我覺得，要承
認這些分歧的存在。

徐：聖經「快快地聽，慢慢地說
，慢慢地動怒」，唱一曲＜使我
作你和平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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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納一時的分歧

程：假如我是你，我不會去維護
任何一方、譴責任何一方，雖然
我也有我自己的見解。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是我們的同事，是
我們共同奮鬥的隊友。他們不是
敵人。在學校裡面，沒有楚河漢
界，有的只是大家一時的看法不
一樣。

徐：學生、校友、老師甚或家長
，一時的分歧沒有甚麼大不了。 9



學校不能成就政治訴求

 程：不管大環境如何惡劣，學校的責任
，不在於解決政治紛爭。我們有更長遠
的使命，我們有學生的未來。我們的共
同使命，應該可以讓我們不同的政見、
不同的政治立場，平靜共存。因為，學
校不是政治的戰場。學校裡面，沒有政
治訴求的對象。

 徐：要在學校成就政治訴求，是走錯了
門口。樓市、股市、旅遊很重要，但比
不上孩子重要。學生就是我們的未來，
孩子：「要平平安安的回家。」父母這
樣叮嚀，老師、校長也如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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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呼吸的綠洲

 程：…假如我是你，不會要求老師中
立，我會期望他們尊重不同的政見，
讓學校成為一個擺脫仇恨的，包容共
融、「和而不同」的環境。我們不指
望學校成為政治的沙漠，但是我們期
望在暴亂的大環境之中，學校成為一
片可以自由呼吸的綠洲。

 徐：小環境想成為自由呼吸的綠洲，
(在香港已碩果僅存)，這個訴求應該
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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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謹慎自由

 程：假如有學生提出罷課，希望與他們詳細
解釋，要明白學校不是他們滿足訴求的場所
，也要尊重其他的意見不同的老師與同學。
就是因為社會不穩定，學校更加要給同學一
個相對平靜的地方。希望他們明白，學校沒
有任何「鎮壓」的意圖，只要遵從校規，他
們有自己的自由。

 徐：學校不會鼓勵學生罷課，但會尊重學生
有其個人權利。學校雖然受到多方壓力，但
學校的天職是教導學生，愛護學生，社會因
為胡亂打壓才出了這個亂局，學校不會重蹈
覆轍。學生只要依法守規，不會出現所謂秋
後算賬，以前、現在、將來都不會。但學生
如果假送中名義而犯規，仍是不容許的。 12



戰後重生

 程：假如有家長、校友、政客，登門要
求學校依從某種政治立場，或者從事某
種政治活動，我也不會與之對抗，而是
耐心告訴他們，學校不是一個政治場所
。耐心說服他們，學校裡面，教師、學
生、家長、校友，都會有不同的政見，
但是學校是他們得以和平共處的一個空
間，懇求他們讓學校塑造這樣的一個空
間。

 徐：香港已經遍地殘破，請讓學校成為
將來戰後重生的一片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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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站在真理的一方

程：學校沒有政治表態的義務，
也沒有政治表態的權利。學校不
作政治表態，不是因為政治原因
，不是一種政治表態。

徐：每個人都可以個人名義作出
政治表態，但學校不能。不用要
求學校表態支持那一方，真理在
那兒，學校便會站在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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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人生

程：我也接觸了一些其他校長和教
師。他們都覺得，就是因為社會環
境惡劣，我們的責任就更大：就是
讓學生在這種特殊的社會環境下，
學習正面的人生態度。這裡是我歸
納的四點：

徐：新亞校歌：「艱險我奮進，
困乏我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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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愛包容

程：第一、提倡互愛，擺脫仇恨
撕裂。就是因為社會撕裂，學校
不能裂。學校裡面沒有敵人。
第二、提倡包容，尊重分歧。學
校沒有責任和能力去消除分歧，
但是大家都在學校這條小船上面
，需要一起努力，共渡難關。分
歧而互信，學校是做得到的。

徐：獅子山下：「放開彼此心中
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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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程：第三、相信事實，譴責捏造。不隨
意相信不明來歷、沒有把握的信息。不
傳遞沒有證實的信息。不遮瞞任何事實
，不為維護自己的信念而捏造事實。
第四、相信和平，反對暴力。社會上雖
然有 “違法合理”的說法，但是不傷害別
人，不作沒有意義、沒有目的破壞，仍
然是法治的最低底線。

 徐： Act Justly， Love Mercy，
Walk Humbly。再送上禱文及格言給
各同學。

17



Everything Heaven gave us  

has its purpose

Heaven has given us:

Eyes, not to judge others                         

but to look beyond situations,

Mouth, not to criticize                              

but to speak for the truth,

Hands, not to punish                                

but to give a helping hand,

Ears, not to be insensitive                       

but to listen and aid those in pain.

Everything Heaven gave us has its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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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我才必有用

上天給我們眼睛不是審判
而是看得深遠

上天給我們嘴巴不是批評
而是說出真實

上天給我們雙手不是懲罰
而是幫助別人

上天給我們雙耳不是不聞
而是聽見呼求

上天給我們的都定有原因
19



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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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格言：純心作人，義俠交友！
年長時格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



…祝願您開學和平、順利！

介明

2019年8月31日

祝各位同學學習愉快、平安！

徐校長

2019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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