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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克儉局長主持
2013—2014 年度獎助學金頒獎禮

　　香港樹仁大學 2013—2014 年度獎助學金頒獎典禮，
於 4 月 25 日下午舉行，由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擔任主禮嘉賓，
共有 400 多名學生獲獎。吳克儉局長致辭時讚賞已故鍾期
榮校長對教育的貢獻，並相信鍾校長有教無類的精神將「永
垂不朽」。

　　吳克儉局長說：「已故的鍾期榮校長一生投身教育，服
務社會，鞠躬盡瘁。雖然她已經離開我們，但我深信這位
偉大教育家有教無類的精神將會永垂不朽，而樹仁大學仝
人亦會秉承她對教育的熱忱，繼續為香港社會培育人才。」

　　吳克儉局長在演辭中並對胡鴻烈校監對教育的貢獻，
表示「萬二分感謝和敬意」。

　　出席頒獎禮的仁大高層除校監胡鴻烈博士外，還有行
政副校長胡懷中博士、協理行政副校長暨高級註冊主任張
國平、協理副校長（學生事務）暨學生事務主任葉秀燕等。
連同頒獎嘉賓、學生、家長、觀禮人士和大學教職員，出
席典禮的人數接近 600 人，場面熱鬧。 

　　行政副校長胡懷中博士致辭時表示，樹仁 40 多年來一
直對獎助學金頒贈典禮極為重視，因為它是「樹仁整個教
育系統中一個重要的環節，亦為本校通識教育中一個重要
組成部分。」 

　　本年度獎助學金金額達 279 萬多元，共 411 名品學兼
優或樂於服務的同學獲獎。新增的獎助學金包括：校友為
紀念已故新傳系前系主任黃夢曦教授而設立的「黃夢曦教
授獎學金」、「廖德南博士獎學金」、「黃龍德會計師事
務所有限公司獎學金」和「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 100 週年
獎學金」。另外，還有「黃夢曦教授成績進步獎」和「香
港樹仁大學經濟學系舊生會進步獎學金」，鼓勵學業上有
顯著進步的同學。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在獎助學金頒獎禮上致辭。

行政副校長胡懷中博士與獲得獎助學金的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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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大辯論隊大專盃奪冠
　　香港樹仁大學中文辯論隊在 2014
年 4 月 26 日 舉 行 的「 大 專 辯 論 賽
2014」決賽中，擊敗對手香港科技大
學，勇奪冠軍。這是仁大在大專辯論
賽中第二次稱王。仁大辯論隊的許嘉
勤同學憑着出色的表現，榮膺「最佳
辯論員」。

　　決賽的辯題是「政府盲目覓地建
屋 」，科大是正方，仁大為反方。

　　辯論隊在領獎時感謝胡鴻烈校監
和已故鍾期榮校長的教導和支持。

廉署「誠信 ‧ 承傳」青年計劃   
仁大勇奪 6 個獎項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在廉政公署為
慶祝成立 40 周年舉辦的「誠信 ‧ 承
傳」青年計劃 2013/14 中，奪得 1 銀、
1 銅和 4 個優異獎的佳積。

　　廉署舉辦「誠信 ‧ 承傳」青年計
劃 2013/14，目的是要提升年青人的
廉潔誠信意識，及鼓勵他們在日常生
活中體現道德操守。 整個計劃為期 1
年，由青年事務委員會和公民教育委
員會合辦，17 間本地大專院校協辦。
計劃內容包括個人誠信講座、廉政大
使計劃、培訓活動、隊際比賽、4 天交
流活動及青年高峰會議。
  
　　大學生隊際比賽分兩個組別，組
別甲是要求參加者提交推廣計劃書，
建議如何有效地向年青人推廣誠信價
值。組別乙則要求參加者就青少年誠
信、財富與人生等主題，撰寫專題研
習報告。比賽共吸引 55 間香港、澳門、
中國內地、韓國、印尼、泰國、土耳
其、摩爾多瓦、澳洲、墨西哥及英國
的大專院校近 880 名學生參與，提交
近 270 份作品。仁大有 9 組同學進入

　　為嘉許同學在是次比賽的參與及
付出，校方亦全力支持辯論隊於 5 月
9 日晚上舉行慶祝會。胡懷中副校長、
多位顧問老師和校友到場支持及勉勵
同學。 

　　許嘉勤同學說：「在辯論隊中，
勝利並不歸功於個人的能力。沒有隊
友的支持和鼓勵，我不可能踏上這個
舞台，為母校爭光。希望我們辯論隊
和每一位同學都能夠延續這份團隊精
神， 共 同 為 樹 仁 爭 取 一 個 又 一 個 冠
軍。」

決賽，其中 6 組同學分別獲得 1 銀、1 銅和 4 個優異獎項。

　　校方為嘉許同學在是次比賽的參與及付出，於 5 月 9 日為入圍同學舉行祝
捷會，胡懷中副校長到場支持和勉勵同學。

仁大學生在廉署「誠信 ‧ 承傳」青年計劃 2013/14 中奪 1 銀、1 銅和 4 個優異獎。

行政副校長胡懷中博士出席祝捷會。

許嘉勤同學（前排右一）在「大專辯
論賽 2014」決賽中獲得「最佳辯論
員」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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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期榮校長治喪手記
孫天倫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系主任、鍾期榮校長治喪委員會成員

　　2014 年 3 月 2 日午飯後，我從社
交網絡中得知鍾期榮校長於當日凌晨
離世的消息。當時想給胡懷中副校長
打電話，查詢詳情；但考慮到他們有
很多事情需要處理，便打這個念頭。3
月 3 日（星期一）早上回到學校，我
主動找胡副校長，問有什麼可以幫忙。
他邀請我參加下午的會議，談治喪的
事。
 
　　會議在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由胡
懷中副校長主持。當時，鍾校長的長
子、學術副校長胡耀蘇教授仍身在英
國。治喪委員會成員的人選很快便確
定下來，委員會由 10 人組成，包括：
胡懷中副校長及其夫人、新聞與傳播
學系系主任梁天偉教授、協理行政副
校長兼高級註冊主任張國平、協理副
校長（學生事務）暨學生事務主任葉
秀燕、註冊主任黃保芝、高級文員黃
明珠、助理註冊主任朱慧及學生會代
表馮家灝同學。
 
　　 治 喪 委 員 會 各 成 員 皆 有 其「 功
能」，例如，梁天偉教授熟悉傳媒運
作和出版事務，張國平主任與中聯辦
和內地院校有較多的聯系，黃明珠可
以統籌工友提供支援，馮同學可以協
調學生組織參與籌備追思會。會議並
確定 3 月 25 日設靈，26 日出殯，29
日舉行追思會。
 
　　對於如何籌備喪禮和處理當中某
些頗費周章的瑣事，我擁有一些經驗，
因為我雙親去世時，這些事都由我經
辦。我當仁不讓，表示願意承擔這項
工作。就這樣，我出任了喪禮的接待
組負責人，除了規劃接待人手外，還
負責安排花圈的擺放位置和拍照記錄，
及接收帛金和捐款的安排等。雖然大
家正處於哀傷和思念之中，還要辦理
治喪事宜，但胡懷中副校長強調，大
學的日常運作必須維持正常。
 
　　3 月 4 日，即鍾校離世後的第 3 天，
校方在主教學樓地下大堂，設置了小
靈堂和吊唁冊，供教職員、學生和校
友致祭和留言。這一安排並沒有在前
一天的會議上討論，其構思主要來自
胡懷中副校長的夫人。她認為，當時
距離月底舉行的喪禮和追思會還有一
段長時間，校方應在校園設置小靈堂
和吊唁冊，讓師生悼念校長之餘，也
能寫下一些心底話。最後，在黃保芝
和黃明珠等人的協助下，這個構思成

鍾校長在柴灣華人永遠墳場第 4 段
7 台 23 號的墓地。

為事實。
 
　　任務分配好後，治喪委員會各成
員便展開工作，並決定一周後再舉行
工作會議，檢視進度，並定出扶靈者
名單。
 
　　鍾校長過身後希望土葬還是將遺
體火化，曾一度是我心中的疑問。後
來從胡懷中副校長口中得知，鍾校長
生前曾對家人說死後要土葬。為了盡
快覓得墓地，家人為鍾校長取得「死
亡證」後，馬上向華人永遠墳場管理
委員會申請墓地。事情進行得非常順
利，申請排在認購次序中的第 3 位，
最後家人為鍾校長選了位於柴灣華人
永遠墳場第 4 段 7 台 23 號的墓地。胡
副校長事後曾半打趣地說：鍾校長一
生都為他人設想，不想給人家添麻煩，
來到她自己的事，她也「自己搞掂」。
 
　　3 月 25 日設靈當天，我和治喪委
員會部分成員和工作人員，在下午 2
時 30 時抵達北角香港殯儀館。在前往
殯儀館的路上，見到多家花店門外都
擺滿了給鍾校長的花牌、花籃，印象
很深刻。到達殯儀館靈堂時，更使我
吃驚，靈堂內四周牆邊已擺滿了花牌、
花籃，部分更要以前後兩排放置。我
視察情況後，決定做出一些置位上的
調整，包括重新擺放特區政府官員和
中聯辦官員送來的花牌、花籃，並把
混在一起的本地和內地教育界人士和
機構的花牌、花籃，分開放置。
 
　　治喪委員會原本計劃在下午 6 時，
開放靈堂給各界人士吊唁，但因為人
來得早，我們決定提早在 5 時 30 分開
始。當晚來向鍾校長鞠躬致意的人很
多，我當時想：如果你要找香港官、政、
學、商等各界別的顯要人物，這一刻
來這裏便全都給你找着。
 
　　設靈當晚，我們原本接受殯儀館
方面的建議，安排一場頌經。當時的
想法是，雖然鍾校長和胡校監不是佛
教徒，也沒有其他宗教信仰，但在中
國人的傳統喪禮中，頌經也是常見的
事，故初步同意了這一安排。及後，
考慮到胡耀蘇副校長的夫人是基督徒，
來賓也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於是決定
不設頌經環節，讓各人以其合適的式
方悼念鍾校長。
 
　　3 月 26 日上午，鍾校長出殯。胡

校監原本表示不會出席。但後來他決
定要來，我事前並不知道，所以當我
在蓋棺後見到胡校監步入靈堂時，感
到錯愕。
 
　　胡校監與鍾校長同齡，他們二人
25 歲開始便一起生活，度過了 70 個
寒暑，期間經歷了很多挑戰，他的感
受和傷痛，我很難體會。鍾校長去世
的第二天，我回校後本想探望校監，
但得知已有不少人前來慰問，我決定
不去打擾他老人家。接下來的數天，
我聽說校監早上不願起床，也不願更
衣，有點像放棄了生活似的，叫人憂
心。胡懷中副校長叫我去看看校監。
我出發前，決定拿一根好友送給我的
長白山野生參探望校監，希望給他補
補氣血。校監初時推辭不要，叫我帶
回去。我說：「校長的喪禮將要舉行，
你還要主持大局。」最後，校監給我
說服了，同意讓工人把人參燉了來吃。
當天我告辭時，胡校監想起身送我離
開，但沒有足夠的氣力，站不起來，
跌回座中。就在跌的一刻，我感到校
監好像失去了支撐自己生活的動力，
精神和意志萎靡不振，我很不好受。
但現在，我很高興見到校監已恢復過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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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期榮校長與樹仁新聞教育
　　新聞系是樹仁 6 個創校學系之一，
現稱為新聞與傳播學系，第一任系主
任由校長鍾期榮博士兼任。重視新聞
實務訓練的她，既廣邀傳媒中人出任
講師，更為學生謀求實習機會而親身
向媒體叩門。鍾校長視學生如子女要
求嚴格，逃課學生不會輕易畢業，見
懈怠懶惰者更傷心痛哭，且放下身段
為畢業生謀職。這種辦學理念和作風，
已成為樹仁新聞教育的傳統。

　　新聞傳播界對樹仁新聞系畢業生
的普遍印象是「勤奮務實」、「上手
快」。這很大程度建業於鍾校長在創
辦新聞系之初，已有清晰定位，即重
視實務訓練。

　　在 1973 至 1974 年出任新聞系兼
職講師的邵盧善，當時是《工商日報》
編輯主任，他接受《樹仁簡訊》訪問
時說，鍾校長講求實際，培養出來的
新聞系畢業生上手甚快，報館樂於聘
請，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樹仁畢
業生第一日上班就可以上手，不用怎
麼教；中大出來的，較不適應。樹仁
和浸會的，差不多每個都是這樣。」

　　《星島日報》及《星島晚報》前
總編輯、現任新傳系高級講師宋淑慧
接受訪問時也說，樹仁的定位是培訓
學生從事新聞工作，故此鍾校長聘請
老師時很看重實質經驗，讓學生了解
到業界的實際情況。「譬如做報章記
者怎樣、雜誌怎樣、電台電視怎樣，
會找行內精英教你。樹仁新聞系早期
已很出名，是因為聘請了很多資深傳
媒人作兼職講師。」

　　1984 年新聞系畢業生、香港記者
協會前主席麥燕庭對鍾校長重視實務
深有體會，她指出，鍾校長着重實用
性科目如新聞寫作、翻譯等，是為同
學出路考慮，希望他們畢業後可很快
掌握竅門。她亦同意樹仁學生上手較
快，「通常一個星期左右，已經可以
進入狀態」。

廣聘知名從業員任教

　　1971 年樹仁新聞系創立時，香港
已有數間高等院校提供新聞教育，包
括香港中文大學、浸會學院和珠海書
院。邵盧善說，當年他和不少新聞界
人士很欣賞和尊敬鍾校長和胡校監創
辦樹仁；但不看好樹仁新聞系，因為

面對很多競爭對手。

　　鍾校長深深明白，要推行實務訓
練和加強競爭力，必須由有相當經驗
的新聞從業員，執起教鞭；而當時鍾
校長物色的主要對象，是新聞界的「中
生代」。 

　　邵盧善指出，鍾校長請來的很多
是新聞界的中層管理人員。論學歷和
經驗，他們未必最好；但在新聞工作
中已累積了一定的經驗，並開始在管
理方面發揮作用，可以說是新聞界的
「明日之星」。

　　宋淑慧是在 1986、87 年任職《星
島日報》採訪主任期間，經由上司潘
振良的推薦下，到樹仁兼職任教中文
新聞採訪與寫作，這正是由「中生代」
出任講師的又一例子。

　　在 1971 年入讀新聞系的潘樹泰憶
述，當年任教的講師，包括《星島日
報》總編輯馮永立。「他教得很好，
亦 是 當 時 全 港 第 一 位 電 視 新 聞 評 論
員。」潘樹泰又說，老師中還有香港
電台知名節目主持人歐陽義德、《工
商日報》採訪主任陳大敦和商業電台
新聞部主管梁天偉（現任樹仁新傳系
系主任）等，「可謂巨星如雲」。

　　創系初期，資源、知名度俱乏，
鍾校長唯有事必躬親，憑着一腔熱誠
邀請業內名人加盟。邵盧善說：「當
年鍾校長來電邀請我任教，令我誠惶
誠恐。我說我本科不是唸新聞的，她
說『可以啦，別客氣。』她經常就叫
人『別客氣』。」

鍾校長與部分新聞系第一屆及第二屆同學及教師在跑馬地校舍課室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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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校長也很看重與老師之間的情
誼。邵盧善說，他雖然很少跟鍾校長
聊電話，但她每逢新年必會親手寫問
候卡。「我很慚愧，應該是我們晚輩
寫給她才對。」

　　宋淑慧憶述鍾校長請她留任的經
過時說：「她拿一張『鍾期榮』的卡片，
在上面簽名，夾着一封信給我，叫我
繼續幫忙。她覺得你教得認真，就會
千方百計想你繼續做。她知道我們不
太計較薪金，但最後不能說服你，她
還是會給你一倍薪金。當時，兼職的
一倍薪金，跟正職工資不算得是什麼；
但她就是想盡辦法把你留下，可做的
都會做。她是很有心的人。」

親自籲求實習職位

　　鍾校長擔任浸會社會學及社會工
作學系系主任時，積極安排學生在社
會服務機構實習，而在領導樹仁新聞
系時，她同樣十分重視實習，常常親
身為學生張羅實習職位。

　　邵盧善表示，每年暑假，鍾校長
一定會親筆來信，請求增加實習名額，
而且必會跟進媒體機構的回覆。「她
問我們，對在港台實習的樹仁同學有
何意見。我說必須有悅耳的聲線，希
望她多加注意，之後樹仁推薦來的，
起碼聲線不會不及格。我想她真的有
記下來，她是很認真的人。」

　　潘樹泰表示，鍾校長會盡量安排
同學參與暑期實習；不過，當年實習
並非如現時一樣，是強制參加的。由
於他當時已在《星報》和《明報》任職，
所以沒有參與實習。他感慨地說，近
年新聞系學生很幸運，因有系主任梁
天偉教授為每一個同學安排暑期實習，
「學生要好好珍惜。」

要求嚴格  重視道德操守

　　人所共知，鍾校長擇善固執、砥
礪德行，對同學要求嚴格。潘樹泰雖
是樹仁新聞系首屆學生，卻是第二屆
畢業，皆因缺課太多。他說：「那時
我半工讀，校長對每個學生都關顧周
到，知道我很多時候不上課，就跟我
說 不 能 畢 業， 所 以 我 要 唸 5 年。」
他又說，當年學生頑皮、常常逃課，
鍾校長苦口婆心勸說：「你們乖吧，
不要走堂，我很辛苦找老師回來教你
們。」

　　在麥燕庭眼中，鍾校長是個很嚴
格、很真性情的人。「她會站在校門，
監督學生的衣著，有沒有遲到，又經
常巡堂。我的中學校長也沒她巡得這
麼密。」她憶述在灣仔萬茂里校舍上
課的一次經歷，鍾校長巡堂期間，發
現某些同學沒有用心上課，走進來訓
話。「校長說：『同學要努力，自強
不息，考好學分啊！』說着說着竟哭
了。 這 就 知 道 她 對 學 生 的 學 業 很 着
緊。」

　　鍾校長重視學生的品格培養，要
求新聞系學生將來投身新聞工作後，
要嚴守道德操守。1999 年「陳健康事
件」發生後，她曾撰寫《傳媒道德操
守的我見》一文，強調道德教育的重
要性，並希望喚醒傳媒以監督社會權
貴為使命：

　　但為什麼會有一些新聞工作者罔
顧職業道德操守，被人或自願被利用
呢？講來講去，我覺得仍舊是一個舊
問題，即教育問題與社會環境問題。
在我的記憶和印象中，一直以來，香
港的教育體系中就很少重視道德與品
格教育，當然也有很少數的學校甚重
視品德教育，但很可惜的是這些學校
只是鳳毛麟角而已。一般而言，香港
的教育普遍充滿現實主義功利色彩和
個人自我為中心，一旦踏入社會，經
不起威逼利誘，也就很難怪不能把持
而要向現實低頭了。

　　人為萬物之靈，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不僅因為人有七情六慾，更有惻
隱之心，知羞惡，識禮義，能明辨是
非。正如孟子所說：「無惻隱之心，
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
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
也。」( 公孫丑上 )。所以一個良好的
新聞工作者不但要堅守新聞工作的基
本原則，即客觀、公正、真實、理性。
而且要發揮人性中的優良品質，進一
步作到孟子所說：「居天下之廣居，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
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
謂大丈夫。」( 滕文公下 )。希望傳媒
工作人員均能有此種頂天立地的大丈
夫氣節，才是名實相符的真正無冕王，
為全民代言，發揮輿論的力量。願與
傳媒界同仁諸君共勉焉！

　　鍾校長以辦社會工作教育知名，
但對新聞教育可謂「情有獨鍾」。究
其原因，或與其父親對子女的期望有
關。鍾校長的妹妹鍾期明在《我的姊
姊鍾期榮》一文曾提到，在中學時期，
父親不時與子女談及未來職業，希望
子女將來從事 3 種「自由職業」：律師、
醫生、記者，其中記者工作的意義是
可以「伸張正義」。

　　「勤毅誠樸」是邵盧善用以形容
鍾校長人格特質的詞語。他認為，校
長為人性格的「樸實」，尤其值得表
揚效法。他說：「她只有聽人說，很
少自己講，這是修養的一種。以她的
資歷，當年是留學法國的女大法官，
很多事可以炫耀，但她沒有。」他又
說，許多樹仁畢業生都有實而不華的
特質，相信是鍾校長身教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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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在校長身邊的二三事
汪婷婷
汪婷婷於 1983—1993 年任職樹仁學院校務處行政助理，離職後一直在內地和香港商界工作，現為日森科
技發展（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汪婷婷曾為香港多家報刊撰稿。

　　2014 年 3 月 3 日，剛從外地回港
的我，在巴士上見到新聞簡報：樹仁
大學校長鍾期榮於昨日凌晨在香港律
敦治醫院病逝，享年 94 歲。特首梁振
英說：鍾校長是偉大的教育家。

　　我反覆地看着新聞，心裏在想什
麼，又好像什麼也沒想，過了好一陣，
腦海的思緒才慢慢能夠告訴自己：校
長終於休息了……

　　哲人遠逝，豐碑永存。樹仁大學
就像一座昂然聳立的豐碑，記錄着校
長 40 餘年為教育，為學子們辛勞篆刻
的大學春秋！我默默地念想着：樹仁
大學今日的成就，校長應是含笑而安
息吧！

　　往事如煙，我有幸在樹仁校務處
工作過 10 個寒暑，親眼目睹校長為樹
仁日夜操勞，校長是偉大的教育家。
我們比其他人有着更平實而真實的感
受。

　　那是 1983 年的 3 月，我剛到當時
的樹仁學院的校務處工作，灣仔萬茂
里校舍已不敷使用，夜晚上課的學生
部分必須安排到灣仔峽道的樹仁中學
去。我按校長的吩咐，晚上去灣仔峽
道為在那兒上課的教授和學生負責校
務工作。

　　校長很多時會在萬茂里忙完，又
走到灣仔峽道的樹仁中學去看教授們
上課，而且，每一次都是靜靜地在窗
外看着，她在關注每一學科學生對教
授授課的反應。學生反應好，她就很
高興；學生遲到早退，她會馬上了解
為什麼。所以，我很少看到學生和教
授遲到早退的。

　　有一天晚上，我在校務處忙着，
等上課鈴聲響後，我才拿出匆匆忙忙
「準備」的晚餐——麵包——來充饑。
校長突然出現，問我：「怎麼只吃麵
包？」我說：「今天有點趕，所以就
買了麵包。」校長點點頭，和藹地對
我說：「再忙，也要記得吃飯！」我
笑着對校長說：「沒事，麵包也挺好
的！」心裏第一次覺得校長對工作要
求很嚴格外，還對職員很關心。我感
到很溫暖。

　　到了發薪的時侯，我突然發現我

薪金多了幾百塊，便去校長室告訴校
長，說工資可能出錯數了。校長在案
頭正忙着，她抬起頭對我說：「沒有錯，
是我特意加給你的，以後要記得吃飯，
不要只吃麵包。……」30 年後的今天，
我仍不能忘懷那天下午校長室的情景，
仍然記得校長那慈祥而溫煦的目光！

　　相信我不是第一個被校長關懷的
人。在後來的日子裏，我親眼目睹過
校長對教授和學生的各種關懷，包括
金錢方面的幫助。校長的慷慨從無用
於她自己身上，相反，她對自己的節
儉是從一飯一粥開始。我記得校長中
午常叫校工尹叔去寶馬山的寶湖茶餐
廳，為她買河粉，8 元錢一碗的河粉，
校長吩咐尹叔跟老闆說：吃不了那麼
多，給一份 6 元錢的份量就好了。尹
叔告訴我們，他每次都告訴校長，老
闆給的是 6 元的份量，其實他自掏了
2 元。他說：「8 元才一小碗，校長吃
得太少了！」

　　校長常說，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
業， 她 把 每 一 分 錢 都 花 在 校 舍 的 擴
建、圖書館的建立、學校設備的添置。
1985 年寶馬山新校舍建成，一切都煥
然一新，我看見校長家的老傭人娥姐
來了幫忙，就興奮地跟娥姐說：「這
裏比校長家裏漂亮吧？」娥姐說：「校
長家那有這麼漂亮，全是用了幾十年
的舊家什。」這話我信，因為校長每
天開的那架小車，就是老掉牙的絕版
古董。我還常常看見校長把用過的信
封翻拆過粘好再用。在香港這個經濟
快速發展的商業社會，辦教育是需要
只管耕耘不問收穫的長年投入的。校
長常對我說：「香港是花錢容易掙錢
難。」又說：「年青人，可以用一輩
子時間去掙錢，但讀書求學問卻是年
青時那幾年要做的事。」校長在日常
生活中，節儉每一分錢；在樹仁擴建
上，卻是成千上億的投入，可見在校
長眼中，再難掙的錢花在教育上都是
必須的！

　　樹仁的教授很多都是社會精英，
因校長力邀而來兼課；也有些是深造
有成的校長的學生，他們受到校長的
精神感召而回饋母校，校長對他們而
言，自然是熟悉和親切。其實人們不
知道的是，校長對每一位樹仁的學生，
從他們報讀樹仁的那一天開始，就開
始了孜孜不倦的關注。

　　我還記得那是香港大專學位奇缺
的 80 年代，每年暑假招新生是最忙最
累的工作，報考的新生每天在校門口
排長龍，龍尾總是排到了皇后大道上。
四五千份的報名表，校長會一份份的
看。挑出給教授們面試的學生，教授
們面試後，校長會再看教授們的評分，
然後，她會給出錄取與否的決定，深
怕漏掉了一位可造之才。 因長時間一
絲不苟地批閱每一份學生資料，校長
每一次都是累得眼睛血管出血。可她
卻從未想過假手於人。

　　2008 年我回去樹仁看望過校長，
中風後的她還是在校長室，還是在辦
公。她行動和說話顯得吃力和不便，
但眼睛還是那麼清亮精明，還能記得
我們，還親自拿起拆信刀拆信件，她
還是關注學校的一切，她還是不會離
開她的校長室。我再一次看到了校長
非凡的堅毅和頑強的鬥志，她真是太
值得敬佩了！

　　那時的樹仁，已是樹仁大學了，
學校比我離開時，規模擴大了很多。
我們參觀了圖書館綜合大樓和宿舍文
康大樓等。校長和校監以一己之力，
把學校辦成今時今日的規模，他們的
付出，「偉大」二字何足道矣！

　　我也許是出於習慣，在參觀的過
程中，很留心一些細節，例如走廊，
後樓梯的清潔，大樓的管理等。因為
當年樹仁的職員和校工都很明白，校
長很緊張學校的環境清潔，甚至梯間
留下的水漬，她會擔心教授和學生們
滑倒。如今學校規模大多了，校長也
沒有辦法一一去巡視了，我看到的還
是一切都井然有序，可見樹仁的校風
依舊，一代一代的樹仁人，敬愛着他
們的校長，也愛着校長愛着的樹仁啊！

　　校長一輩子拿了多少個第一？從
她是中國第一位女法官起，一生榮譽
無數；但坐在輪椅上做大學校長至生
命的最後一息，她也算是亙古未有的
第一人！今天，她是息勞離去了，但
樹仁大學「敦仁博物」的百年基業卻
留給了香港千千萬萬的年青人，一代
一代的樹仁人將傳承她的教育精神。

　　在我們心中，校長沒有離去，校
長是真正的永垂不朽！
 
2014 年 3 月 10 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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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內地交流訪問   見聞同享 ‧ 成果共證
　　為配合校友和在校同學的需要，
校友會近年來舉辦過不少活動，性質
和內容各有特色。有春節聚餐和校友
日暨會員大會等周年活動，亦有一些
非常設的活動，例如遠足行山、專題
講座、參觀、國內交流訪問、組隊參
加康體活動等。其中最大型和印象最
深刻的，莫過於校友與學生一同參加
的國內交流訪問活動。這不僅是一個
大好機會讓在校同學得以擴闊視野、
建立人脈網絡和與校友加強聯繫，更
可以加深校友和學生對中國經貿發展
及營商環境的了解，有助日後在香港
或內地開展個人事業，甚或發展生意
業務。今年 5 月，校友會再次與母校
合作組織訪問團，到廣東佛山「三水
工業園」參觀訪問。

　　 以 過 去 10 年 為 例， 校 友 會 在
2004 年組織了一個兩日一夜的商務考
察行程，到漁米之鄉的順德參觀當地
的工業和品嚐地道美食。得到當地鄉
親的協助，安排參觀了當地最大的家
電生產基地，校友們了解到原來不少
國外的家電品牌，機械部份都是在國
內生產，和最後加上原生產商提供的
電子部件組裝而成。這次參觀的成功
經驗，促成了 2005 年校友會 25 周年
活動的其中一個主要環節——天津交
流活動。
　
　　作為 25 周年的重要活動，天津交
流活動得到校友和校方的支持，組成
了一支包括有教授、校友和學生的訪
問團到天津進行交流。在三日兩夜的
行程，一行人參觀了南開大學，與南
開大學商學院的師生研討交流「中國

特色的企業管治精神」，了解南開大
學當時正在研發的「中國企業管治指
標」。討論過程非常熱烈，大家有感
時間不足，更相約以電郵繼續討論。
會後，他們帶領交流團參觀了南開大
學 MBA 教學大樓、為紀念陳省身教授
而建的省身樓、東方藝術學院等，並
在已故周恩來總理像前拍照留念。
　　
　　 訪 問 團 也 到 當 時 的 熱 點「 天 津
經 濟 技 術 開 發 區 」（ 簡 稱「 泰 達 」
TEDA）參觀。在區管委會的介紹下，
了解到天津市如何把一片莊稼不生的
鹽鹼地改變成舉世知名的高科技產業
區。訪問團還參觀了一所高科技工廠、
食品加工廠、南開大學的泰達學院、
天津物流保稅區等。而在市內參觀時，
大家更了解到「天津」名字的典故與

由來。
　　
　　今年得到香港中華總商會贊助學
生的費用，校友會再次與母校合作組
織交流訪問團，於 5 月底到廣東佛山
「三水工業園」和當地的教育機構參
觀。今次參加的學生人數有 40 多人，
參觀的「三水工業園」是國家努力培
育的五大新興工業的產業基地，大家
都熱切期待是次交流訪問的成果。校
友會將把訪問的見聞和感受，在校友
會網頁和 Facebook 專頁與各位分享。
如欲了解校友會及活動詳情，請登入
校 友 會 網 站：http://www.hksyuaa.
com/，及與本會聯絡。

[ 本文由校友會提供 ] 

校友會組團到天津交流訪問。

校友會到天津南開大學參觀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