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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斐森記者會答問（部分）
問：並非來自頂尖大學，如何帶領港大

躋身國際頂尖？

答：視乎如何定義「頂尖大學」，現時全

港3個主要大學排名榜，一個港大

遠高於布里斯托，一個布里斯托遠

高於港大，一個兩者相若；而曾於

劍橋大學的經歷，也屬於最佳5所

大學的體驗。

問：誰是老闆？

答：在學術上校長要向教務會、老師及

學生負責；而於管治上則要向校務

委員會負責。

問：欠缺香港、內地及亞洲經驗，如何

克服挑戰？

答：接受有關批評，會聽取身邊專業意

見；但認為那亦有好處，可以沒有

包袱、開放地看待各種問題。

問：如何看待與內地溝通？

答：香港常與內地往來，是一項刺激且

具挑戰性的工作，也是希望來香港

的原因。

問：若有師生因「佔中」而惹上麻煩，

如何處理？

答：(以父母角度代入) 如我的子女惹上麻

煩，會先認清事件性質。若受到不公

對待，會盡力保護；但如果確有嚴重

犯錯或違法，亦會了解及幫助，但不

能為其開脫，需要尊重法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港大遴選校長5條件
1. 學術成就及領導才能

2. 誠實正直

3. 環球視野

4. 管理能力

5.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馬斐森簡歷
1959年：生於英國，現年54歲

1983年：倫敦大學醫學院畢業 (一級榮譽) 

1992年：劍橋大學博士學位

2007年至11年：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2008年至今：英國布里斯托大學醫學及牙科學院院長

港大於9月30日公布第十五任校長唯一候選人
為馬斐森後，昨晨起一連舉辦3場諮詢會，

分別讓教職員、學生及校友與馬斐森見面，互相了
解。港大學生對其整體意見不俗，惟部分教職員及
學生對其學術水平、對港大的抱負、以至對港大、
香港、國家和亞洲熟悉程度等提出質疑（詳見另

稿）。而港大校務委員會聽取教務會（Senate）意見
後，至傍晚一致通過馬斐森的校長任命。他將是繼
2000年至2002年過渡期間任校長的戴義安（William
Davies）後，港大另一位非華人校長。

梁智鴻：雖有弱點 符合五條件

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表示，校長遴選兩
年前已通過候選人須符5項條件，包括學術成就

及領導才能、誠實正直、有環球視野、有管理能
力及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認為馬斐森完全符
合，並可保衛港大的核心價值，「馬教授是有其
弱點，例如他對香港、內地及亞洲的認識不深，
但這亦是校務委員會和整個大學管理層要補救的
地方。我們並非說他沒有短處，但這不等於他不
是做校長的適當人才」。梁智鴻又指，校委會就
校長任命的討論超時1小時，反映該會非常認真
處理選校長事宜，要「問清楚、問到滿意」才罷
休，可見不是「橡皮圖章」。

馬斐森：全力以赴 克服弱點

馬斐森坦言接受批評和質疑，認為大學有不同
意見是好事。對於是次任命，他笑言開心和興

奮，亦同時感到鬆一口氣和有點疲累。他盛讚港
大是極好的大學，能成為港大校長，是他的榮
譽，「我會全力以赴，去展示自己的決心，並證
明大家的選擇是正確的」。對於自己的弱項，如
不夠熟悉本地社會、甚至不懂中文，他表示會以
多聽意見、多學習，並以自己的強項去克服困
難，「我是一個學東西很快的人，而且我有很強
的溝通技巧，相信有助我克服這些弱點」。
馬斐森又表示，明白有教職員認為關於大學發

展的言論太籠統、不具體，他認為只因會面時間
太短，難以詳盡解釋理念，他並承諾會捍衛港大
核心價值，保障學術及言論自由。

徐立之獲讚揚 提升港大層次

就港大未來與內地的往來，馬斐森形容有關工
作「令人興奮和具挑戰性」，亦是吸引他來到港
大的原因之一。他表示，將以其「無包袱」的優
勢，繼續與內地、外國接洽、與所有人接洽。
由於馬斐森於英國仍有一定事務，須交待好才

到港大上任。梁智鴻又藉公布新校長的機會，代
表港大感激現任校長徐立之11年來對港大的貢
獻，讚揚在徐的領導下，奠定了港大的發展方向
及基礎，亦提升了港大的層次。

港大 誕校長
馬斐森通過任命 稱與內地交往「興奮富挑戰」

爭中議
■梁智鴻（右）昨日宣

布，校務委員會一致通

過委任馬斐森（左）為第

十五任港大校長，任期

5年。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政治敏感度近年
突然成為衡量大學校長的指標之一，而「政治處境題」
更是每位校長上任前的「必答題」。昨日馬斐森便多
次被問到會如何處理學生參與「佔領中環」的議題，
他表示會以家長的心態去看待，如果學生受到不公對
待，會盡力保護他們；但如果學生犯了嚴重錯誤或觸
犯法律，他仍會想幫助和了解，但強調自己尊重法
律，不能幫學生開脫。

以家長心態對待學生

馬斐森昨日回應學生及傳媒有關對「佔中」看法時
表示，作為校長，他會捍衛師生的言論自由及結社自
由，假如學生最後陷於麻煩之中，他亦會以家長心
態，提供保護的同時，亦不偏不倚地處理問題。
另外，有校友和傳媒都問到馬斐森會如何處理

「818」的類似事件，馬斐森強調，自己已閱讀「818事
件」的報告，認為可從當中汲取教訓，並且應從這些
經驗中總結出一些守則和程序，處理未來類似的活
動，「相信這樣的話，事件就不會再重演」。

不熟國情也可成優勢

至於不熟香港及國情方面，
馬斐森表示接受批評，但認為
這有助他毫無立場地看不同議
題，是他的優勢之一，「但我
也會從身邊專家尋求意見」。

梁智鴻讚馬願聽意見

此外，早前曾表達過大學校
長要有政治敏感度的港大校務
委員會主席梁智鴻，昨日亦表
示︰「馬教授是相當開放的
人，願意聽別人意見，這相當
重要。我曾說過新校長要有政
治觸覺，大家不要忘記，今日任何東西都可以是政
治，你飲一杯水、一杯咖啡都可以當作政治問題；我
們委員會在選校長時有5大準則，而馬教授是符合這
些要求，所以我們才委任他做校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候任港大校長馬斐森除被批評不熟
港情外，他對任職港大的誠意日前
亦被教職員質疑。事緣在履歷表
中，馬斐森提到其目標是提升教研
卓越，並會「繼續盡全力幫助烏干
達及其他發展中地方」，令人懷疑
其求職信是「一信兩投」。馬斐森

昨日解釋稱，自己從未申請過烏干
達的大學，履歷表的有關內容是因
自己長年於烏干達參與服務工作，
對此滿有熱誠更視之為終身任務之
一，想不到會引來誤解。
對履歷表中內容提及烏干達卻申

請港大校長，馬斐森先解釋了自己
過去14年來於烏干達的醫療與教育

服務，以顯示自己的助人熱誠，並
指當中的經驗寶貴，非常享受，故
未來不論將來身任何職，也會繼續
有關工作，視之為終身任務。
他又稱對自己所寫所交的文件都

非常小心，絕不會犯類似錯誤。他
亦笑言，太太早有先見之明，自己
早該聽取其意見，「她曾說我這樣
寫會引起誤解，我說應該不會，但
結果卻真的如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高鈺）雖
然馬斐森獲港大校務委員會一致通過成為新校
長，不過，昨多位港大資深教授都對任命有保
留，部分批評用詞嚴厲。校長遴選委員會成員
之一、港大外科學系系主任盧寵茂形容外國人
當港大校長有「無知、無能、無心」3大隱
憂，包括欠缺對香港、內地及亞洲的認知、沒
有中文能力，也沒有為港大放眼世界的心；曾
任港大副校長及校長資深顧問教育學院講座教
授程介明則認為，馬斐森只是一個不錯的行政
人員，卻沒有關於大學發展的夢想與願景，要
當港大校長「差一大截」。

陳婉瑩：沒有失望 沒有期望
日前率先公開撰文質疑馬

斐森不符合校長資格的港大
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總監陳
婉瑩，亦於昨諮詢會後指，
馬斐森對教學、研究等提問
答覆「好一般」，對其觀感
無改變，又認為其誤讀當下
香港社會大環境。她引述馬
斐森指香港於回歸前後曾出
現連串的不穩定因素，而現時有關因素已消
失，不再存在，但其實香港正面對政改及普選
等挑戰，「我們知道情況是恰恰相反。」被問
及是否對馬斐森感失望時，她回應指：「沒有
失望，也沒有期望。」

程介明：要做校長「差一大截」
程介明則直言，在諮詢會

上馬斐森更多從行政和財政
角度回答問題，只想 「做
好份工」及「搞掂」，欠缺
學術方面眼界，直指他「無
夢想、無願景」，要做校長
「差一大截」。他舉例指，馬
斐森認為高等教育未來就是
科技，「但世界的趨勢都是
慢慢走出純科技。」

盧寵茂：對「三無」校長無奈
而身處海外的盧寵茂則以短訊回覆傳媒指，

作為遴選委員需要保密及集體負責，不能評論
遴選過程及獲提名者，但現時人選已定，遂提
出對外國人當校長的3大基本隱憂：對香港、
內地及亞洲欠經驗認識屬「無知」，不懂中文
難與香港及內地社會各界溝通為「無能」，而
不為港大放眼世界，只為一己尋覓各洲則是
「無心」，自己對「三無」校長大感無奈。

郭新：行政教學研究達要求
不過，也有重量級學者大讚馬斐森學術水

平。著名天文學家、港大理學院院長郭新認為
馬斐森對答得體，雖諮詢會內容未算具體，但
相信其理念符合港大教職員期望，他又指大學
需要多方面能力的人才，馬斐森具行政、教學
及研究經驗，學術水平「好夠高」，認為其符
合要求。

醫學院恭賀：望港大晉世界20強

港大醫學院昨晚亦發聲明恭賀馬斐森接任校長，指竭力協助他
更深入理解香港本土，內地及亞洲其他地區於高等教育及醫學科
研的情況及挑戰，並稱會保持緊密合作，推動港大躋身世界20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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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經歷兩年的物色和遴選，香港大學第十五任校長

終於「敲定」，由來自英國布里斯托大學醫科及牙科學院院長馬斐森（Peter William

Mathieson）出任此職，任期5年。雖然港大內部在學術水平、領導能力等方面都不乏

對馬斐森的質疑和批評，但馬斐森最後仍於一片爭議聲中獲校務委員會（Council）一

致通過其任命。面對未來港大與內地的往來，馬斐森坦言有關工作「令人興奮和具挑

戰性」，亦是吸引他來到港大的其中一個原因。

回應佔中：若犯法不開脫

■港大政法系四年

級陳同學：感覺新

校長不熟悉港大環

境。 梁祖彝 攝

求職信「烏干達」惹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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