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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歷劫」錢大康終掌浸大
學生搞事逼加場諮詢 少人出席又舉不出反對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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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校長遴選工作事件簿
日期 事件
2014年 浸大校長遴選工作展開，校董會成立了包括
8月 4位由教職員互選為成員的聘任委員會，並

委任國際人事顧問公司協助。
2014年 聘任委員會舉辦3次聚焦小組會議，向學生
9月 、校友、教職員等收集意見。
2015年 經約半年工作檢視了150多位本地和海外學
3月 者的履歷，新校長遴選進入最 後階段，

只餘下最後3名候選人。
2015年 由聘任委員會成員、浸大學生會會長及浸大
4月 校友會會長組成「遴選面見委員會」，進行

面試。
2015年 傳港大首席副校長錢大康為唯一候選人，學
5月12日 生會及教職員工會表明反對「即日委任」，

要求延長諮詢期。
浸大發言人回應指，由於校長聘任工作已持
續一段時間，當聘任委員會確定推薦予校董
會的候選人後，決定盡快安排候選人與大學
社群會面。

2015年 聘任委員會於校董會會議上介紹了錢大康。
5月14日 候選校長諮詢會結束前，學生會會長陳思豪

拒絕離場，要求延長諮詢期。學生會成員與
保安爭執、衝擊校董休息室。
聘任委員會宣布擱置即日委任新校長，擬延長
一日諮詢會，但學生會堅持分3日加開3場。

2015年 鄭恩基向浸大教職員、學生及校友發電郵，
5月18日 指對聘任委員會會議發生暴力衝擊感到極度

遺憾和痛心，並宣布加開3日(19日至21日)
共3場校長聘任諮詢會。
浸大諮議會教職員民選成員發信，批評學生
衝擊委員會會議。

2015年 200人出席第一場諮詢會。陳思豪要求每場
5月19日 諮詢會由一個半小時延長至3小時。

「珍惜群組」到浸大抗議校方聽命學生延長諮詢。
2015年 舉行第二場及第三場諮詢會。
5月20日及21日
2015年 浸會大學宣布校董會根據聘任委員會的建議
5月22日 ，以書面議案一致通過是項委任。正式委任

錢大康為下任校長，將於今年9月1日履新，
任期5年。

資料來源：浸會大學、本報資料室
製表： 李穎宜

■浸大昨日宣布委任錢大康為下任校長，並於9月
1日履新，任期5年。圖為他早前出席諮詢會。

資料圖片

錢大康簡歷
學歷及教學經驗

年期 事件
1975年、1979年 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電機

工程學士及博士學位畢業
1981年至1995年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電機

及電腦工程系任教
1990年代至2001年 返港加盟科技大學，任計算機科學

系講座教授
2001年至2003年 借調往應用科技研究院，出任資訊

科技副院長
2003年至2006年 擔任科大研究及發展副校長
2006年至2010年 升任科大首席副校長
2010年至今 加入香港大學任首席副校長

高等教育公共服務
年期 服務崗位
2004年至2012年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委員
2005年至2012年 研究資助局主席
2005年至2007年、 兩 度 擔 任「 研 究 評 審 工 作

（RAE）」小組召集人，負責
RAE 2006及RAE 2014工作

公職
現任公職 科學博物館諮詢委員會主席、應用科技研究
院董事局董事、裘槎基金會董事局成員、特區政府創新
科技諮詢委員會成員
過去公職 香港教育城董事會主席，及僱員再培訓局、
優質教育基金、應用研究局、創新科技署、策略發展委
員會、數碼港董事局等機構成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穎宜 資料來源：浸會大學

2013年至2015年

浸大上星期舉行三場新校長諮詢會，由唯一候選人
錢大康與教職員、學生、校友分別作交流，校方

原定隨後舉行校董會會議討論及落實任命，但遭部分
學生衝擊會議室施壓阻撓，最終校方決定延長諮詢期
並在本周二至周四加開3場諮詢會。不過總結過去3日
「加場」諮詢會，除曾出現學生集體遲到情況，出席
人數並未見特別踴躍，最後一日人丁更疏落至不足會
場座位的一半。會上未見有人能提出不同意任命錢大
康的具體理由，只有人質疑他現時對浸大運作細節不
熟悉，錢則回應指，他正是要透過與師生會面認識浸
大。
幾經擾攘後，浸大昨發表新聞稿，指聘任委員會繼
在上星期的校董會會議上介紹錢大康，並經6場諮詢會
收集意見後，再次向校董會推薦錢為新任校長。而校
董會昨根據聘任委員會的建議，以書面議案一致通過
是項委任。

浸大讚揚：豐富教研經驗
浸大讚揚錢大康有豐富的本地和海外教研經驗，並
曾出任多項公職，包括現任科學博物館諮詢委員會主
席、應用科技研究院董事局董事、裘槎基金會董事
等；而他大學管理經驗豐富，曾先後於科技大學及港
大任首席副校長。
對於獲委任為浸大新校長，錢大康表示與有榮焉，
他指浸大在過去近60年成就斐然，自己也會秉持浸大
的全人教育理念，積極推動學術交流、加強區域合

作，以發展跨學科研究和國際化。

鄭恩基讚錢能帶浸大邁高峰
身兼聘任委員會主席的浸大校董會主席鄭恩基表

示，錢大康具備傑出學術成就及領導才能，對教育有
熱誠、承擔和貢獻等，有信心他能帶領浸大邁向高
峰，並與浸大社群同心協力，達成既定的策略目標。
陳新滋亦歡迎錢成為新校長，深信他能領導浸大邁向
新領域。
浸大校友會會長蕭泰崙亦認同錢大康是新校長的理

想人選，又指他是本地高教界德高望重的學者，在學
術和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成就卓越；而浸大教職員工會

發言人杜耀明則表示，將盡快約見錢大康，作討論及
交流，期望雙方在校政及對校政改革方面能有共識。
浸大學生會昨於社交網頁轉載校方通過錢大康任命

的消息，但未有加以評論，只繼續質疑校長遴選安排
失當，並稱會爭取下次校長遴選從最初階段加入學生
及校友代表及「校政師生共治」。

馬斐森：港大應對此感驕傲
另外，港大校長馬斐森也向師生發電郵祝賀錢大康

獲委任為浸大校長，感謝他對港大的貢獻，並期待將
來在大學校長會與錢共事，又指港大應為能孕育另一
名大學校長而感到驕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自浸會大學

校長陳新滋宣布不再續任後，該校的校長聘任

委員會自去年8月積極展開遴選工作；歷時10

個月及經歷部分學生要求延長諮詢期的風波

後，浸大昨日宣布，通過委任香港大學首席

副校長錢大康為下任校長。錢大康將於9月1

日履新，接替7月退休的陳新滋，成為浸大第

五任「掌舵人」，任期五年。他表示會竭盡

所能，繼續發揚浸大卓越創新的精神，並提

升浸大的地位，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高等學

府。陳新滋、浸大校董會及校友會均歡迎錢

大康成為新校長，期望他領導浸大邁向高

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本身任職建築
師的黃錦星，3年前獲邀加入新一屆特區政府擔
任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與青年對談，分享
自己由建築師「煉成」局長的歷程，同時把握
機會向學生宣傳節能，稱自己在家到晚上溫度
逾28度時，才「考慮」在睡房開冷氣，客廳的
冷氣更有達20年沒開過。

自稱「80後」教局長「煉成」之道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出席青協M21網台直

播節目「施政ONLINE@M21」，與約150名學
生與網上觀眾即場對談環保政策，一開始就被問
「局長是怎樣煉成的？」他指自己在香港大學修
讀建築時，已對環保建築有很大興趣，畢業論文
也以環保建築為題。他憶述當時環保建築仍屬新
事物，校內圖書館也沒有相關書籍。
黃錦星又自稱「80後」，即上世紀80年代大

學畢業後參與香港大型屋苑設計，被要求設計
結合環保元素，但業主和業界也不知如何去
做。他最後除獲聘負責建築設計工作，同時獲
資助主持環保建築的研究，將研究結合建築設
計內。他其後更決定「炒咗老闆」，到加拿大2
年進修環保建築，回港後推廣環保建築達20
年，作為他擔任環境局局長的基礎。

逾28度先「考慮」開睡房冷氣
對於學生關注在燃料費上漲下，當局如何照

顧低收入人士，黃錦星稱過去3年電費調整中，
慳電的住宅用戶電費都沒有增加。他又分享自
己的慳電心得，指自己一家四口上月電費僅120
元，而在使用空調方面，僅會在晚上溫度超過
28度時，才「考慮」在睡房開冷氣，而客廳更
有達20年沒有開過冷氣。
黃錦星又指，自己為官近3年，最大的挑戰並
非硬件，而是要移風易族，去製造環保文化，

並讓市民知而後行。而他過去從事環保建築達20年，深深
了解氣候變化與生活息息相關，例如熱夜在夏天的數目亦
直線上升，故為大家的未來，要做一個環保的世界公民。
黃錦星最後邀請學生們「Like」大嘥鬼的社交網站專

頁，多點溝通，「如界大家唔鍾意大嘥鬼，可以Like我的
facebook」，隨即引來一陣笑聲。

城大學生會「公費遊日」死撐交流
城市大學要求罷免學生會幹事會的風波持
續，該會早前被指打壓「退聯公投」，又遭爆
出「公費遊日」的醜聞，校內已收集足夠聯署
準備發動「罷免公投」。就「公費遊日」事
件，城大學生會近日於社交網站解釋，交流團
可加強校內各團體間的溝通合作，但引來「罷

免城大學生會幹事會關注組」批評，指有關解釋是

偷換概念，強調學會間的合作交流不需要到外地才
可做到。
涉事日本交流活動在3月進行，獲城大校方資助部
分費用，多名城大學生會幹事均有參與，但據指部分
對交流有興趣的屬會並不知悉交流團的事，活動也未
有通知一般學生，引起不少城大生不滿。城大學生會
幹事會對此辯稱，交流是為「上莊」的同學進行領袖

培訓，亦讓該會能對外宣傳學生會的外務工作，藉此
就外務議題進行交流。
不過，關注組質疑幹事會將事件拖延兩個月，至罷

免公投在即才作解釋，又指學生會幹事早前聲稱與各
屬會會面是「慣例」，有機制保持校內組織溝通，既
然有此「慣例」，根本不需要到外地交流。

■記者周子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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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近年香港年輕人創業風氣
漸濃，但種種困境下令成功率偏低，需要打好創業知識基
礎。為幫助學生激發創新意念，香港中文大學與校友組織
昨起一連兩日於校園舉辦「中大創業日」，由校友牽頭
「以舊帶新」與學生或新畢業生的組成四十多個單位，部
分更已註冊成公司，希望於智能監控、基因檢測、手機遊
戲等範疇大展拳腳，並透過展覽及諮詢會等活動分享經
驗。在資深校友支援下，有學生創立訂造男裝西裝網頁，
半年已累積六位數字生意額，亦有人克服困難成功研發可
跟蹤遺失物件的藍芽科技產品，今年底推出市場一試實
力。
是次活動由「中文大學校友傳承基金」主辦，並獲校方
多個單位協辦與支持，當中一百名中大校友與學生所組成
的四十多個單位參與公開展覽，就產品研發及成功經驗作
分享，涵蓋智能監控、基因檢測、手機遊戲等領域。

創訂造西裝網 生意額六位數
曾成立網上補習社最終虧損結業的中大工商管理三年生
吳德灝，獲得具豐富科研創業經驗林曉鋒帶領，今年成功
創立訂造男裝西裝網頁。他介紹指，網頁可記錄客戶尺
寸，為他們度身訂造各類型西裝，至今營業額累積至六位
數，期望未來能與更多合作夥伴接洽，打入內地市場。他
又表示，林曉鋒不單為項目帶來資金上的幫助，自己更藉
參與林的工作會議，大大擴展生意網絡。
另一參展單位「守護者科技」，由3位中大本科生以約

10萬元創立，主力研發以藍芽科技跟蹤遺失物件的產品，
預計可於今年底正式推出市場。其中精算系三年生劉柏林
直言，學生創業面對不少困難，需要「一腳踢」承受各種
壓力，了解別人經驗非常重要。他計劃畢業後會全心投入
創業，未來以智能產品為發展方向。
中大校友兼科研創業家林曉鋒為基金委員之一，他指香
港創業氣氛越見濃厚，政府應加大力度支援，也應吸引更
多的年輕人將創意作為事業。另一委員、中大創業研究中
心項目總監蔡明都則表示，在校生創業教育是其中重要一
環，例如中心為有意創業的同學推出關於財務以及市場分
析的課程，又舉行分享講座讓學生從中認識創業概念。昨
主持活動的中大校長沈祖堯亦透露，該校未來會將創業課
程貫穿各學科，進一步讓學生交流跨學科創業意念。

中大校友「舊帶新」助師弟妹創業

■中大校長沈祖堯（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梁敬國（右四）及香港貿易發展
局副總裁葉澤恩（左四）與一眾嘉賓，主持「中大創業日2015」開幕典禮。 中大供圖

■吳德灝(左)及林曉鋒(右)於今年成功創立訂造男裝
西裝網頁。 李穎宜 攝

■劉柏林(中)認為創業困難在於創業要「一腳
踢」，要承受各類型的壓力。 李穎宜 攝

■黃錦星（左）笑指自己一家四口上月電費僅120元。
羅繼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