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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暘老師（左一）、李凱茜老師（左二）、黃珮儀校長（中）、林琬旻（右二）、鄧裕東（右一）

在不少中學裡，中國⽂學科都⾯對被「殺科」的命運。課⽂繁複、考核冗長、配套匱乏，在講技
巧與碎⽚化的新⾼中學制下，全港只有不⾜4成的學校開設⽂學科；報考公開試⼈數上，更從⾸
屆的3000多⼈下跌到去年的1700多⼈－－在這種風氣下，循道中學卻逆流⽽立，開辦新⾼中⽂學
科。⾃2013-14學年起，同學都能在公開試考獲5**等佳績；今屆中六預科，也有15位同學準備應
考⽂學。⽂學教育的種⼦得以發芽，實源於6年前，⼀班學⽣成功爭設⽂學科的故事。
沿著加⼠居道的⼭坡緩緩上⾏，循道校牆的鮮花正恣意展放，奪⽬如火。訪問當⽇，校長、兩位
科主任老師、舊⽣與在校⽣都如好友般融洽交談，細數往事。要令到校⽅開科，舊⽣需要通過⿈
珮儀校長的三個考驗：⼀，找到任教⽂學科的老師；⼆，通過⽂學知識測驗；三，也是最困難的
⼀關－－在學校的⾼層會議上，說服師長。到底他們是怎樣克服重重挑戰，令校⽅接納建議？
想學賦比興 開科過三關
無論在⽂憑試、會考還是⾼考的課程，循道中學都沒有開辦⽂學科的慣例。「為甚麼周圍環境都
散發輕視中⽂的氣氛？」就讀城市⼤學的鄧裕東，是當年有份爭取開科的舊⽣。初中時的他已常
常背誦詩⽂。「總覺得⽂字稚嫩，希望藉⽂學來提升造詣。」好讀古典詩詞，也會為⾃組的樂隊
填詞；應考⽂憑試中⽂寫作卷時，他就以林夕為例，論證「傳統不是創新的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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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裕東相信，流⾏曲歌詞也有⽂學的價值。（李顥謙攝）

年少總是氣盛。當年中三的鄧裕東，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萌⽣爭設⽂學科的念頭。根據學校慣
例，開辦⼀科選修科的最低要求是有8個學⽣選讀。他們第⼀步做的是寫信表達訴求，接著發起
聯署。「收集了10幾個簽名，就去游說校長。」為令校⽅回應，鄧裕東與同學們展現出決⼼與誠
意：先找到願意負責的老師，再通過⽂學知識測驗。
最難克服的⼀關，始終是在校⽅的⾼層會議上，說服17位老師。「連同我在內共8個代表，⼼情
都非常緊張。」思考⼈⽣義理的話，學校已設有宗哲科。對校⽅⽽⾔，⽂學科還有甚麼開辦的價
值？「想傳承中國⽂化。」被刁鑽問題考起，唯有以⼼底話回應。最終，與會老師以9:8的投票結
果，通過開辦⽂學科的動議。僅⼀票之差。「現在回看，這個⾏動瘋狂嗎？敢於爭取，也許就是
循道⼈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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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爭設⽂學科的同學，都寫了陳情書。（李顥謙攝）

校長：同學想讀，也要老師想教
「讀書要讀得好，⼀定是學⽣讀著他們喜歡的學科，老師在教他們想教授的知識。」⿈珮儀校長
相信師⽣的想法與能⼒，會提供適當的⾃由空間，讓他們發揮創意，愉快學習。3年前在網上引
起熱話、以⽣動幽默⼿法講述三⾓形幾何概念的「SAS洗腦歌」，便是循道中學的數學科老師、
校園電視台聯同同學炮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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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校之長，⿈校長亦須考慮教學資源的限制，平衡學校發展的需要。「如果同學是貪⼀時好
玩，即使給他們開設⽂學科，都只會hea讀了事。這對其他學科、老師與學⽣都不公平。」學⽣
過⾜三關，滿⾜到修讀的⾨檻也不⾜夠。「在中⽂組裡再抽調老師教⽂學科，⼀定會為他們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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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的⼯作量。」校內的中⽂科老師不計付出，全⼒⽀持。難怪中⽂科科主任李凱茜笑說：「學
⽣如此主動認真，我們⼜怎會撲熄他們⼼中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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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校內學⽣，⿈珮儀校長（左）與吳暘老師（右）都流露欣喜的笑容。（李顥謙攝）

敢玩⽂學 唔使舉⼿
「⽂學是⼀⾨個性化的學科，總能吸引性情浪漫的⼈。」⽂學科科主任吳暘，受到學⽣的感染，
肩負起教導⽂學科的重任。中學時，他已經跟著⽂學老師陳達⽣（國學⼤師陳湛銓之少⼦）研讀
宋詞，比較版本優劣；升上中⼤中⽂系後，他對⽂學的興趣就更為濃厚。「⽂學是情感教育。它
的教化作⽤，就如在⽣命裡打開⼀扇窗⼦，讓我們⼀睹絢麗奪⽬的風景」。
⼤環境不斷在變化。要提升教學質素，吳老師深明與時並進的必要。他會定期更新教學重點，分
享⾃⼰對篇章資料的看法，也研究《紅樓夢》課⽂部分的煉字要訣。最近，他還得到校⽅的同
意，在課堂上運⽤⼿機Apps ，上載篇章問題供學⽣作答。「很多同學會把⾃⼰的帳⼾改成我的名
字，天天猜測我⼼情，模仿我的說話。憑著⾏⽂語氣，多少都估到邊個打邊個。」要做到教學相
長，知識⾒⽤，也需要師⽣敢「玩」。
修讀⽂學科的中六⽣林琬旻認為，「⽤Apps 學⽂學」的⽅法新穎可取。「有些同學比較怕醜，不
會舉⼿答問題。透過Apps 作教學媒介，同學能更⼤膽地表達想法，老師⼜可以同步與學⽣互
動。」她喜歡進步開放、突破傳統限制的現代⽂學作品，如張愛玲、魯迅、⻄⻄與三⽑。

能夠修讀⾃⼰喜歡的學科，林琬旻也感謝師兄姐們的付出。（李顥謙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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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班的修讀⼈數不多，勝在同學意志⾼昂，⽬標清晰。「選科時，已經覺得⽂學科能夠超越中
⽂科的創作框架，能夠讓我擁有更⾃由的寫作空間。」林琬旻也對新聞學抱有興趣，長遠⽬標是
升讀⼤學的傳理系。
追求⾃由表達，不代表古⽂素養疏淺。林琬旻能夠把⼀整課韓愈的《進學解》倒背如流，因⽽獲
得吳老師送贈《刺殺騎⼠團長》作⿎勵。吳老師的態度倒也灑脫：「學⽣讀⽂學科，不代表會長
遠留在⽂學的圈⼦。能夠在學⽣的⽣命裡出現過，陪他們⼀程，看著他們成長，就是作為老師的
最⼤⼼願。」
循道⽂學科的「爭取運動」成為校園佳話，⽂學在學⽣⼼中的地位也得到提升。⿈校長笑⾔，學
⽣更投入地學習中⽂，發掘當中的樂趣。「早前請了作家來學校講張愛玲，同學們的反應都非常
積極。我相信，學中⽂、⽂學的氣氛正在慢慢改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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