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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無類 再造之恩銘記心
聽到鍾期榮校長離世的消

息時，腦袋一片空白；前幾
天還見過她，我不敢相信，
但望報章報道了校長的死

訊，也再不容我否認了。從前與校長相處的點滴，也
陸續在腦海浮現。
在單親家庭長大，我12歲便要到工廠當小工，16

歲時工廠生意不景，我失業了，後來親戚介紹我到碼
頭做吊貨及搬運。機緣巧合之下，我遇上了樹仁新聞
系一名女生，她將我的身世告訴新聞系黃夢曦教授，
黃教授立即報告鍾校長。翌日，校方安排我到社會系
就讀，正因她有教無類的精神、勇於保護弱小的個
性，我雖窮苦，竟也有機會讀大學。
在學期間，有老師在學期中突然離職，校長二話不
說擔起社工系系主任的工作，且親自任教，直至新老
師接棒。當時同學也很放心，因為大家都知道，校長
曾在中文大學任教社會工作，在浸會大學當社工系系
主任。

出錢助留港照顧母親
畢業後投身社工行列，當時的社工是按不同學歷被
編配到不同的工作層次的，故我決定進修，爭取更佳
的前途。鍾校長不厭其煩替我寫推薦信，最後我取得
獎學金，到英國修讀社工碩士課程。當年我在皇家基
金會出任研究員，校長在港應知道此事，我終可為樹

仁爭一口氣了！
及後家中發生事故，我要回港，但遇上1997過渡

期，不利找工作。校長知道我要返回英國，遂於早上
八時多致電我家，讓我立刻回校。當時校長說：「不
要回英國了，這次你若回去，要回港工作更不容易，
那你怎樣照顧媽媽及外甥呢？」接她塞給我一些
錢，促我回英推辭英國的聘約，並留在樹仁當社工系
老師。
鍾校長是一個關懷學生的老師，亦是愛護下屬的好

上司。她對學生視為己出，當我們做錯事及做得不夠
好時，她會教訓我們。大概校長的母語是普通話，當
她情急時，會以夾雜外省口音的廣東話進行訓話，詞
鋒快、狠、準，總令受訓斥者感到羞愧。她動氣時最
常說：「我把你當作兒女才會這樣說話，我對自己的
子女也是這說的」。不過，改天碰面時，她又回復心
平氣和。
她又曾在暑假時，靜悄悄替我買了旅行套票，並積

極地推介敦煌及榆林的風光歷史，並叮囑我遊玩完畢
後，再回來繼續工作。曾經有一段時間，工作繁重得
透不過氣，她若無其事送上小盒子，又故作神秘，我
打開時，原來是一隻塑膠小鹿，沒想到外表嚴肅的校
長，竟想到這樣來安慰我，讓我很受感動。
在樹仁接受評審期間，有關單位提出了大量的評審

意見，我每天忙於回應提問，非常吃力。一天校長請
我到辦公室，並找來胡校監，一同叮囑我回家好好休

息，他們二人則接手撰寫回應，當時校長及校監已八
十多歲了。我兩天後回校，希望繼續寫評審報告，校
長最終答應了，但總是叮囑我不要累壞身體。

提醒同事實事求是
在評審的過程中，我從校長身上學到何謂操守，她經

常提醒同事，在評審的準備以至回應，均要實事求是，
切忌吹噓，不亢不卑，評審結果並不重要，若以走內線
的手段取得學位並不光彩，只要盡力而為便好。
評審翌年，校長把我調任為系主任，有關單位得知

此事，認為我太年輕且並未擁有豐富行政及學術經
驗，必須撤換方有機會讓社工文憑課程轉為學位。校
長卻回應指，無意撤換系主任，若這是造成僵局的原
因，她選擇社工文憑不轉為社工學位。雙方爭持不

下，在其他人斡旋下，樹仁最後請了一個系主任，我
則調任行政系主任。誰為我挖空心思維護我的自
尊，就是校長鍾期榮博士！
鍾校長已離開我們，和她相處的日子，我體會到人

間有情。我和家人活得孤立無援之際，一位有情的教
育家給我機會接受大學教育，令我們得以脫貧，衷心
感激鍾校長為我所做的一切。
敬愛的鍾校長，您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我承諾會將

您言傳身教的，再傳授給學生並發揚光大，為母校爭
光，努力為莘莘學子及社會作出貢獻。

■樹仁學院社會工作學系1986年畢業生．現職樹仁
大學社工系行政系主任區榮光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港澳中學基建模型賽
伍華砌橋載車稱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第11屆中學基建模
型創作比賽」今年吸引逾90多間本港及澳門的中學參
加，共156支隊伍需要發揮團隊精神，砌出橋樑，承載
超過40公斤重的小車，爭取奪冠。活動由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IVE）工程學科聯同香港大學工程學院和香港建
造商會主辦，其中天主教伍華中學成功以木條製成、淨
重只有約0.3公斤的橋樑，承載超過40公斤重的小車通
過，贏得「最高荷載獎」季軍、「最佳承托效益奬」亞
軍和「最佳設計獎」冠軍，勇奪「全場總冠軍」殊榮。

愛與不愛？
筆者從不抗拒與學生在Facebook

（面書）上連結為朋友，因為他們
即使平日在課堂中沉默寡言，在網
絡世界裡卻能把真實的情緒表露無
遺。早前筆者在上班途中，查閱朋
友近況時，看到有同學發了一個

帖：「如果有個女仔喜歡我，但我對她毫無感覺，我應
該如何是好？你祝福我還是阻止我？」有些人回覆反
對，也有人叫他自行決定。細看這位同學寫的其他帖
子，多圍繞愛情的心理測驗和星座分析，看來愛情問
題，帶給他莫大困擾。
筆者馬上想起一個心理測驗。試幻想一下，你有一位

伴侶，現在你要去對方的家，你會選擇哪一條路徑？選
擇一，平坦大直路，你很快就可到達目的地，但沿路並
沒什麼可以觀賞。選擇二，彎彎曲曲的小路，需要雙倍
時間到達目的地，但沿路風光明媚，不會沉悶。這道題
是看看大家墜入愛河的速度，揀選前者的朋友，傾向較
易投入一段關係當中；選擇後者，則傾向慢熱一點。
你覺得這樣的測試準確嗎？一半半吧！但至少在探討

愛情價值觀的課題上，筆者能以此引起學生的興趣，讓
他們主動地分享對愛情的看法及經歷。其實年輕人大都
對愛情充滿憧憬，可是他們的迷思卻不容易在嚴肅的學
習環境中得到解答。

「愛情三角理論」
就以上同學提出的問題，我們除了表達個人意見外，也

可以提供心理學家羅伯．史丹伯格（Robert Sternberg）
提出的「愛情三角理論」以供參考。它解構出愛情的三個
主要元素: 一、激情(passion)，因外表的吸引、身體的
親近和接觸，令人產生「好感」；二、親密(intimacy)，指
二人在言語和情感方面的感通，透過互相表達、分享和支
持，而感到彼此的重要；三、委身(commitment)，與對方
建立長久穩定、不離不棄的關係。
這三個元素同等重要，缺一不可。例子一，若你與該

對象只有激情，卻無經過溝通，雙方也沒有承諾可言，
這是一種迷戀，就像人們迷戀明星、偶像的情況一樣。
例子二、當二人只有親密的元素，有談不盡的話題，卻
沒有其他元素維繫，那比較像朋友的關係。例子三、若
然二人當中只有委身，他們卻不能互相吸引和溝通，這
叫「空愛」，就像盲婚啞嫁。
這位同學既然知道自己對她並無任何感覺，為何還在

想超越朋友的界線？還是這是一種「人有我有」的心態
呢？

青年學院（葵芳）教學助理梁玉玲
（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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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管校長何順文上任至今第四天，
昨日首次公開會見傳媒。他指該

校明年將申請3個課程領域的自我評審
資格，如順利通過，計劃2016年正式
申請正名成為私立大學。他表示，香港
學士學額嚴重不足，不少符合升讀大學
資格的學生無法入讀大學，對學生不公
平，阻礙學生向上流動。他又提到，本
港大學過去10年一窩蜂走向研究型大
學，擔心教師忽略對本科課程的投入，
沒空顧及學生成長，故恒管的定位是博
雅與專業並重。
何順文表示，正名路徑清晰，校方會
就以往正名案例向政府查詢，不過未知
需時多久。他又指，恒管雖然尚未冠
「私立大學」之名，但本質上跟大學沒
有分別，例如校園可用面積足以容納
6,000名學生，有空間增設課程。他相
信只要努力提升質素，加上制度和資源
的配合，可參照樹仁正名大學的經驗，

對正名有信心。

探討辦應用創意主軸中文課程
課程多元化為升格大學的其中一項條

件，何順文指，該校雖以商業和管理有
關科目為強項，但並不等於只有商管，
而人文學科基礎和通識好重要，故現正
探討開辦以應用和創意為主軸的中文課
程，包括從環球視野看社會文化的環球
研究課程和文化管理等課程，以迎合社
會需求。

新學年正式推5學士學位課程
另校方將同時強化商業範疇課程，5

個新的學士學位課程已獲行政會議通
過，新學年正式推出，包括數據科學
及商業智能學、管理學工商管理、企
業管治工商管理、金融分析工商管理
及管理科學與資訊管理，每個課程學
額為60個。

參與社會活動應先「做好功課」
為了配合正名大計，副校長方梓勳補

充，新宿舍將於明年5月啟用，屆時可
提供約1,300個宿位，有利營造校園氛
圍，讓學生體驗舍堂生活。至於學費方
面，何順文指，學校收費水平適中，暫
時未決定新學年收費，但預計加幅低於
通脹。他又強調，學費將全數用於學生
身上，不涉基建。

被問及對「佔領中環」的看法，何順
文坦言，作為校長，不適合就該議題表
態，擔心外界誤會自己想以言論影響學
生。不過，他指學生關心社會是好事，
但決定是否參與任何社會活動之前，應
先「做好功課」，不要人云亦云。學生
應了解支持或反對的理據，而非單純按
情緒行事，並應積極向社會提出意見。
他表示，會給予學生足夠的言論自由，
並尊重學生的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恒生管理學院新任校長何順文上

任後首次會見傳媒，分享該校的發展大計。該校擬明年開始申請

課程領域的自我評審資格，並擬於2016年提出正名為私立大學的

申請；為配合學校發展，新宿舍將於明年落成，屆時可提供約

1,300個學生宿位。至於學費問題，何指未來計劃調整學費，預料

加幅低於通脹，但校方每年設立高達900萬元的獎學金供學生申

請，相信學生不會因經濟問題而失去入讀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任職公開大學校
長逾10年的梁智仁，將於本月底離任。他昨日於傳
媒茶敍上分享自己一直以來的心路歷程，最在意社會
一直視公大為「私立」大學，最遺憾未能在任內為學
生興建宿舍。離別在即，他亦講出最後的3個願望，
希望公大校園能擴展至合理水平、教育局可支持所有
專上學院發展、自資院校和8大院校之間有統一的質
素保證機制。

最在意被誤認為「私立」大學
在一個地方工作逾10年，自然有不少難忘事，而
梁智仁首先提到的，則是「名份」問題。他表示，社
會不少人一直視公大為私立大學，是不正確的觀念，
「我們也是公立大學，由政府創立、特首任校監，只
是財政獨立而已」。雖然即將離任，但梁智仁亦不忘
「宣傳」公大，講出自己最自豪的部分，「我們是香

港唯一一所多元教學大學，同時有面授、遙距、電子
和兼讀課程」。他又指，公大的團結亦令他十分難
忘，「即使有時有爭拗，但有了決定之後，大家也是
一起去做」。

冀常盛街地皮添學生設施
被問及對公大未來發展的期望，梁智仁就講出了

自己的3個願望，首先就是希望公大校園可擴展至合
理水平，「這並不是貪心的想法，即使現在有了銀禧
校園，我們的空間面積仍是比教資會資助院校水平低
很多，是低到可笑的程度」。他又提到該校最近在爭
取常盛街地皮，如果進展順利，最快1年時間便可取
得，屆時將會用來興建學生設施，讓學生有固定會
址，也讓學生有更多自修空間。
第二個願望，就是希望教育局可以調整政策，支持

所有專上院校的發展，例如為它們提供宿舍。他坦
言，任內未能為公大興建學生宿舍「非常遺憾」，又

表示宿舍能為學生提供群體生活、獨立自主的體驗，
是重要的一環，「香港找地方很難，但宿舍並不一定
要為公大而設，可以是幾所專上院校聯合享用，這樣
學生的群體生活會更豐富」。不過，他亦坦言過往爭
取亦沒有甚麼回應，對有關願望不感樂觀。
最後一個願望，則是希望大專界未來可發展出一套

統一的質素保證機制，於資助院校和自資院校在課程
資歷評審的範疇做到一視同仁。現時資助院校有自我
評審資格，自資院校則每一個課程都要交給學術及職
業資歷評審局處理，「現在兩套機制，容易令市民、
學生認為一套較好、一套較差」。

料醫管局新職挑戰性更大
公大校長之位將由科技大學副校長黃玉山接任，而

梁智仁未來則專注於醫管局主席一職。對比兩個職
位，他坦言，醫管局的管轄規模比大學大得多，問題
亦更複雜，挑戰性更大。

■掌管公大10
年的梁智仁將
於月底離任，
校方送上精美
蛋糕送別。

曾慶威 攝

■有學生與梁
智仁（左）齊
製作「廚餘肥
皂」，為他的
公大生涯畫上
難忘一筆，並
順帶推廣善用
廚餘的理念。

曾慶威 攝

■ 鍾 校 長
（右）與區
榮 光 於
2000/2001
年出席社工
系交職典禮
後的合照。
受訪者供圖

■鍾校長（右三）與區榮光（左二）出席1999年樹仁與東區警局
及其他社區組織合辦的東區積極人生計劃。 受訪者供圖

■比賽以負重小車通過學生製作的橋樑及其承載比例為
評分標準。 受訪者供圖

■何順文(左)表示，恒管計劃在2016年申請正名成私立大學。右為方梓勳。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