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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詠芷主講

動。
區小姐在「香港地球之友」的主要工作包
括廢物管理政策研究、推動政府及議員制定
減少廢物的政策及措施，以及推動公眾及企
業減少製造廢物。而近年主力策劃的工作包
括電子垃圾生產者責任制計劃、購物膠袋徵
費計劃以及減廢政策等。
以下的講辭經錄音整理而成。

減少廢物：台灣可以，香港怎會不能？！

亞洲四小龍中，香港垃圾製造量最多，家
居回收的成效最小，鄰近的南韓及台灣已推
出一套比較完善的廢物管理政策。究竟香港
可以做些什麼去解決問題呢？
本院於一月十四日舉行的雙周會，邀請
了香港地球之友高級環境事務主任區詠芷小
姐主講「減少廢物：台灣可以，香港怎會不
能？！」，這是本院環保雙周的其中一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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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陳廖倩儀女士、信廣來院長、區詠芷小姐、溫有 輔導長、游吳慧蓮女士、馮明釗教授、陳佩瑩女士。

香港：末端處理垃圾辦法
日前香港特首在答問大會上提及
骨灰龕、焚化爐、堆填區，他希望地
區議會及區議員不要為了個人利益而
反對這樣有意義及必須推行的事務。
特首的思維是，骨灰龕及焚化爐是必
需的，特首在三個多月前的施政報告
的記者會上，談到近期爭議甚大的將
軍澳堆填區時表示，處置垃圾不是擴
建堆填區便是興建焚化爐，他的意思
是如果兩種方法都反對的話，便沒有
什麼辦法的了。又在較早前，香港環
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回應立法會議員
及環保團體有關堆填區擱置擴建後的
解決辦法，在他一個多小時的解釋，
以及十多頁的報告中雖然亦提到生產
者責任制，以及很大爭議的垃圾收
費，但在整個方案中最主要的還是說
興建焚化爐及垃圾堆填區，這都只是
以一籃子政策包裝末端處理垃圾的辦
法。在電台的聽眾發表意見︵ phone︶
in 節 目 中 ， 不 少 聽 眾 指 責 環 保 團 體
甚麼都反對，他們認為，香港政府儲
備十足，可用最多錢購買最好的焚化
爐，便一勞永逸，香港不少人都是這
樣的思維。

垃圾變資源
從港英政府年代到現在，都認
為只要用錢買技術，任何問題都可解
決。大家普遍的思維是垃圾可以以科

技處置，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都是以
處理垃圾為主，把垃圾放在垃圾桶
內，因此香港的街道，十步便有一個
垃圾桶，而食環署則很有效率地清理
桶內的垃圾。七十年代開始，歐洲社
會開始醒覺垃圾是資源，而改稱垃圾
為廢物。因此他們不是在想怎樣處理
垃圾，而是想辦法妥善處理資源。我
們可能說香港沒有甚麼資源，事實上
我們每一天都使用很多資源，也浪費
了很多資源。左圖是一個下雨天的奇
景，雨傘膠袋盛滿整個垃圾桶。從前
我們不害怕滑倒，現在下雨天商場都
派膠袋，用完即棄；還有現在流行的
快餐餐具，一頓午餐或晚餐所用的即
棄餐具，都使環保人士深感罪惡。

香港製造垃圾「成就」驚人
過去數十年，香港處理垃圾的
情況極為惡劣。香港人口從一九七四
年至一九九九年上升了百分之三十，
而垃圾量則上升三倍。一九七四年至
二 ○○
四年人口上升一倍，垃圾量大

幅上升六倍。香港政府對近年的廢
物回收率由單位數字上升到百分之
四十九感到滿意，認為香港有一半垃
圾可以回收了，我們的三色桶遍佈香
港，百分之八十的住宅都有環保三色
桶，但回收率高並不代表環保做得
好。香港的﹁成就﹂確是驚人，我們
的垃圾製造量差不多是全球第一，比
美國少一點，美國也是一個最不環保
的國家，香港緊隨其後。我們不要忘
記香港的餅︵垃圾︶是越做越大，即
使一半可回收，其餘一半還是比其他
地方為大。廢物回收對於整個環保策
略來說，它的效益只排在第三位。
因為回收也需要耗費能源，例如運
輸，機器運作都需要能源，這都是資
源。環保最重要的是減小製造垃圾的
﹁餅﹂。按人均來說，香港每人每
天 製 造 2.5
公 斤 的 垃 圾 ， 台 灣 0.95
公
斤，南韓
公斤，經濟合作發展組
1.02
織 ︵ OECD
︶僅是 1.53
公斤，香港特
別高人一等。

台灣減廢的成就

台灣人處置垃圾的思維不同，
不是以處置垃圾為目的，而是以管理
廢物為出發點。台灣在十多年前也遇
到很大的阻力及反對聲音，反對核
能，反對興建焚化爐，當然這些反對
聲音也涉及政治因素。因此政府不得
不從焚化、堆填以外想第三條減廢的
出路。大約在九十年代末由陳水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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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龐大的減廢工程。二千年，台灣
推行的廢物管理政策從台北市開始，
逐漸發展到整個台灣。其中一個政策
是﹁垃圾按量收費﹂。每日下午五點
多，許多市民帶著已分類的垃圾在街
上等候垃圾車到達，當車到來的時
候，便很有秩序地分門別類的放進膠
桶裏，甚至廚餘都分生、熟兩類。整
個過程只花上十多分鐘。講者與同行
者在台北考察時，都認為香港沒法推
行，怎可能叫香港人在街上等候垃圾
車。當地的居民對這個政策感到相當

台北市長到馬英九當台北市長，開始

洲人也來。為甚麼台灣這個減廢政策
舉世知名，如此成功呢？台灣在推行
這個計劃時，有四項很重要的政策配
合：
一 、一 九 九 七 年 立 法 實 施 ﹁ 資
源回收四合一﹂措施︵即香港的生
產者責任制，但香港仍未實施，仍
在諮詢階段。二 ○
一 ○
年四月，香
港環境局提出電子垃圾生產者責任
制，現在還是諮詢階段。︶ 要 求 生 產
商、代理商、零售商，以及使用者
都要補助回收處理廢物費，為何廢
物需要金錢補助回收呢？因為有些
廢物回收價值低，例如玻璃樽、廢
膠等，它可以賣到錢，但回收的成
本很高。香港政府則以市場運作為
原則，認為可賺錢便自然有人做，
但這樣不值錢的廢物便沒有人做。
台灣參考歐盟的生產者責任制，由
生產商及使用者補貼回收，因此如
果回收可以取得補貼的話，便爭相
競做。
二 、二 千 年 開 始 ﹁ 垃 圾 隨 袋 收
費﹂進一步鼓勵大家減少廢物，從
源頭著想。這個政策是按垃圾量而
收費。
三 、二 ○ ○
五年的﹁垃圾強制
分類﹂，用政策去推動市民分類，同
時由環保署稽查核實是否有按分類棄
置垃圾。如果沒有，可能遭到處分罰
款。

自豪，不僅香港人到來考察，甚至歐

台灣回收廢物分門別類，井然有序。
■

四 、二 ○ ○
五年 ﹁ 垃 圾 不 落
地﹂要求市民妥善放置廢物，垃圾
不可隨意放在街上，當時的考慮是
放在地上，會弄污地方，必須以水
清洗，這樣的話，便浪費食水。
政策的首要推行是經濟的誘因
吸引大家參與，然後以兩個政策強制
分類和妥善管理廢物。再以經濟誘因
促使大家從源頭減少垃圾。台灣以不
同大小的垃圾袋收費，可在便利店、
超市、政府部門及郵局等地方購買。

台 灣 從 二 千 年 人 均 棄 置 垃 圾 量 的 1.34
公 斤 ， 直 至 現 在 的 0.39
公斤，減少大
約百分之六十。過去一個家庭一個月
付四十元，現在減至十多元。當地居
民甚至說一個星期也沒有一袋垃圾，
因為大部分都已分類，不能回收的物
品可說是沒有了。可能有人說台灣的
文化、教育與香港不同，而且不像香
港有這樣多的高樓大廈，但事實台灣
的高樓大廈都不少。此外，上班一族
怎樣可以按時等候垃圾車。台北的環
保局局長說：﹁如果不想做的話，可
以有一萬個理由。但如果想做的話，
可以有很多辦法解決。﹂台灣市場有
一些人早上專門上門收集這些分類垃
圾，然後代為等候垃圾車清理；而大
型的屋苑則由管理公司代為收集。這
項措施是否造成有人非法棄置垃圾？
但從觀察所得，台灣的大街小巷都較
香港清潔。台灣街上沒有很多的垃圾
桶，取而代之是大大小小的回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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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而在很多公共地方，例如地鐵都

至於香港的願景是甚麼呢？當年環境

答問時間：

法棄置垃圾行為。香港也有區議會、

台灣設有義工隊，勸喻或舉報這種非

設有三色回收桶。為防止非法棄置，

至今日，問題仍未解決，而對未來十

五年至十年堆填區將會飽和。﹂但時

改變消耗型的生活模式，香港在未來

未來十年的發展大綱表示﹁我們必須

否最大的阻力？

的阻力是甚麼？消耗型的消費模式是

物管理很感困惑，我們在二 ○○
五年
已經推出一個諮詢大網，你認為最大

問：學生團體綠色天地莊員對廢

互助委員會都可以參考執行這個政
年、二十年，我們都沒有甚麼願景。

答：二 ○○
五年廖秀冬局長推
出的是政策大綱，當年有推行時間

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發表的

策。
香港不是需要一個垃圾箱或五區各一

有這些設施，而港鐵今天才開始逐步

台灣有清晰的願景，香港沒有

司長到工展會購物，鼓勵大家消費，

推行。當社會經濟不好的時候，很多

全怪邱局長，環保不只是由一個部門

間便由一個新聞官邱騰華接任。不能

表。廖博士是環境學的專家，但轉眼

導人執行一個宏觀切實可行的減廢政

十年、二十年的願景，及有決心的領

個焚化爐。環保團體只是希望有一個

台灣在廢物回收這個政策上有
二
○

策。我們相信香港人是可以做得到

一個很清晰的願景：希望在二

的，不會較台灣人或南韓人差。

但他們用的也是膠袋及紙袋，而那時
香港政府提倡自備購物袋。如果我們
的領導有相同的觀念，便不會這樣。
馬英九在推動膠袋收費計劃時，不論
在任何場合，他都會無緣無故取出一
個環保袋出來，便傳達了政府對環保

答：當年廖秀冬局長提出了政策

問：是否這個政策只要特首願意

沒有人討論，結果沒有了。

推行便可以呢？是否換了特首便可以
呢？

答：有人說減費較普選還要長時

間。如果環保每人走一小步，這個世

界便可有很大的進步。例如自備手巾

仔，自備水樽，還有回收分類。如果

我們希望我們的地方可以持續發展，

不要光喊環保，而要身體力行。我們

已犧牲了我們的郊野公園作為堆填

區，我們是否繼續犧牲我們的後花園
呢？

問：香港到處是環保三色桶，但

市民的環保意識薄弱，必須從教育著

手。例如雙周會仍然派發很多單張，

而沒有採用網上工具作公佈，如果大

學的環保意識仍然是這樣低的話，其

他人士就不用說了。這樣說光有硬件

答：今天的教育已追不上環保的

是不能解決問題，而必須從軟件入

需求。一九九九年香港已宣傳自備購

的一個重要訊息。南韓的李明博在青
保作為策略，結果勝出了。香港的領

物袋，如果沒有膠袋收費計劃，到今

手。
導沒有一個真的有誠意去推行環保計

天十多年了有多少人這樣做呢。

溪村競選，推出的競選大綱也是以環

劃，沒有長遠的視野，也沒有決心推

掌聲表達書院的謝意。

了。信院長邀請在座的師生以熱烈的

為了環保，致送紀念品的環節也取消

信廣來院長與區小姐達成共識，

動。現今的政府，將軍澳不可以推

問：如果通過垃圾收費法例，是

行，就改到打鼓嶺，又怎能令人信服
呢？
否有錢人便可以隨便掉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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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達到全部資源重回收，垃圾零掩
○
埋。如果廢物全回收，則需要焚化的

■ 綠色天地莊員問香港的廢物管理的阻力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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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便極小，而資源回收量便極大。

■ 香港環保人士的願景是不再犧牲我們美麗的郊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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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布藝揮春製作班

曾嘉欣

新亞書院第十一屆環保雙周已經圓滿結束，感謝

農曆新年將至，大家現在都應該忙於購置年貨

各位的熱心支持和參與。

和佈置家居，但在節日歡欣喜慶之餘，我們亦需要反

思消費主義為我們的地球帶來沉重的負擔。今年環

境委員會有幸邀請到﹁綠手指工作室﹂創辦人林麗珊

女士︵阿珊︶和一眾義工蒞臨，於一月二十七日晚上

八時在知行樓大廳舉辦了首次的﹁環保布藝揮春製作

班﹂，教授同學如何利用家中的舊布和廢物，製作出

阿珊一直熱心於推廣綠色生活，於去年創立﹁綠

獨一無二又不損環境的新年裝飾品。

手指工作室﹂，四出舉辦不同的環保製作班，目的是

希望參加者可學以致用 把
, 簡易的綠色環保理念融入
日常生活。當晚阿珊與同學分享了不少寶貴的環保心

得，令同學獲益不淺。

新亞書院第十一屆環保雙周
新亞書院環境委員會於一月十七日至二十八
日舉行「第十一屆環保雙周」，為學生帶來多項
與環保有關的活動。此外，環境委員會於學期內
舉辦多項與環保有關的活動：
日期

活動
2010年

10月至12月
11月至2011年1月

新亞書院環保盃
環保攝影及短片拍攝比賽
主題：從節約到循環再用

11月13日

參觀九龍灣綜合回收中心

11月20日

參觀新界東北堆填區
2011年
雙周會講座：

1月14日

香港地球之友區詠芷小姐
主講：「減少廢物：台灣
可以，香港怎會不能?!」

1月17日至20日

電影欣賞

1月17日至28日

環境保護展覽

1月22日
1月27日
1月27日

參觀仁愛堂環保園
塑膠資源再生中心
環保揮春寫作
新亞校園樹木導賞
主講：左治強先生

5月3日至31日

環保回收活動

全年

有機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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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歸何處
‧

工程車、泥頭車、黃泥土，並沒有想
像中的大垃圾山。有的都只是一小堆
一小堆剛倒出來的垃圾。也許大家都

綠色天地外務副會長羅慧茵 （政治與行政／三）

不應是垃圾之家
堆填區遊記
新亞書院環境委員會及中大綠色
天地於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辦了﹁探
訪垃圾之家 
參觀新界東北堆填
區﹂活動，讓中大師生了解堆填區的
運作及反思都市垃圾對環境的影響。
新界東北堆填區是一個﹁山
谷﹂，每天從各區運來的垃圾，一層
一層的舖蓋上去，然後蓋上泥土，直

有意識地，使大部分垃圾﹁長埋黃
土﹂，眼不見為乾淨。那些紙屑、廢
膠、鋁鐵等不是可以回收再造的嗎？
整架車也拆散了，堆在堆填區中。
（圖三及四）
為什麼不應出現在堆填區的偏要
運來呢？歸根究柢，是消費太多、製
造太多的問題嗎？可以解決嗎？
政府採用綠色採購政策，擴大環
保再造業的市場；垃圾收費，以經濟
手段令人減少垃圾製造；生產者負責
制，要生產者、消費者承擔處理、回
收廢物的成本。
可不可以叫大家放棄不停追求物
質時尚？無線電話還好端端的，就趕
著 換 ﹁ 埃 風 科 ﹂ ︵ i P h o n e4
︶；衣服
鞋子永嫌少；吃飯要吃剩才顯得有排
場。不過有人說，要人減少無謂消費
遇上的阻力定會比反建焚化爐的大。
環保，最後也是人心、制度問
題。垃圾問題並不只是﹁堆填區爆
滿﹂的問題，而是浪費資源去製造、
處理的物件，最後也變成垃圾的東
西。
堆填區中還有污水處理設施，因
為區內的垃圾排出的污水一定要經過
除氨的程序才可輸往石湖墟污水處理
廠（圖五）。黑色的垃圾水由堆填區
的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才會輸往石
湖墟的污水處理廠。污水很黑，氣味
很嗆鼻。
原來廢物這樣黑，像毒水一樣毒
害著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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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山谷﹂被填滿為止。（圖一）
本以為在堆填區可以看到巨大的
垃圾山，見識一下香港這個消耗型社
會所製造垃圾量是如何驚人。可是，
見到的盡是密封式垃圾車（圖二）、






(8239)

廢塑分類後，便需要加工處理，
例如打碎廢塑成膠粒膠片、清洗等，
然後才可交到原料商使用。
仁愛堂環保塑膠資源再生中心運
作多個月，仍是入不敷支，原因是中
心未能回收足夠的廢塑料。雖然很多
政府管理的地方，如公共屋村等已交
由承辦商負責清潔，而回收箱的物料
已給承辦商出售予其他回收商。現在
仁愛堂除了可到有協議的地方收取廢
料外，另一方面，又從其他回收商購
買廢料處理。政府不是說要發展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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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嗎？為何又不加以配合呢？香港
每天製造大量的廢塑料，卻不能交予
環保園的再造中心，不是很矛盾嗎？
自去年十月，物業管理處和綠色
天地在大部份樓宇的電梯大堂設置了
三色回收箱？希望大家無論在利黃瑤
壁樓、蒙民偉樓、校園西部教學大樓
上完課、碧秋開完會或是於逸夫大講
堂上完雙周會，也看到這些回收箱，
請大家多多使用，在棄置膠樽到回收
箱時，也請除樽蓋、撕掉招紙啊！

▓ 圖片來源： http://prrc.yot.org.hk/?page_id=86

膠豈僅只膠樽：仁愛堂
環保塑膠資源再生中心
一月二十二日，我隨新亞書院舉
辦的參觀環保園訪客中心及在環保園
的仁愛堂環保塑膠資源再生中心。
環保園位於屯門龍門路，佔地約
二十公頃，分兩期發展，共提供十四
公頃土地予環保業租用。訪客中心主
要介紹目前香港處理垃圾的情況。從
影片介紹以至電腦遊戲，都指出了香
港處理垃圾的方法及困難。
資源再生中心從港九各地回收廢
膠，將其分類、加工製成塑料膠片或
膠粒，再將這些再生物料，售回業界
製造有用的產品。
原來可再造的塑膠不只是膠樽，
膠袋、包裝膠料、塑膠玩具等也可回
收。可回收的有七類︵見附圖︶。
一般人對可回收塑膠的認識很
少，可回收的種類很多，如菲林、、
背心膠袋、保鮮紙、麵包袋、飲管、
即棄膠碟、雷射唱片、膠盒、錄影帶
等。除了三號 PVC
含有較多的重金屬
及添加劑交與其他回收商外，其餘中
心都可以回收處理。
中心的工作人員工作甚為繁重，
在分類區工作的工人忙於把塑膠分
類，膠樽的招紙需撕掉，樽蓋、樽身
不同類需要分開。大家如果在放置膠
樽回收時，不妨先﹁除樽蓋、撕招
紙﹂，這樣便可幫助加速回收效率。
▓ 團員在參觀環保園訪客中心的模擬堆填區前合影

(8240)

輔導長盼與同學建立
良好的溝通橋樑
本院輔導長温有恒教授自去年八月一日履新，
迄今已近半年了。温輔導長最近接受了《新亞校
友》的專訪，談如何與學生建立良好的溝通，讓書
院的輔導工作更上一層樓。本刊輙要其中內容刊列
於後。
新任輔導長温有恒教授年輕充滿活力，任教於
數學系。他在接受訪問中談到他的新挑戰。從前他
參與書院的千人宴等活動，總以為同學都愛鬧、愛
玩，但自履任輔導長後，從深入的接觸，對同學的
印象又有另一番體會。去年院慶千人宴後第二天，
迎新營大組長主動邀約院長及輔導長討論如何推廣
新亞精神，怎樣使書院做得更好，而且是條理分
明，令人深感欣慰。從籌辦各項活動過程中，看到
同學的熱誠與自信，雖然他們或有與書院不同的見
解，但都是堅持他們的信念，同時也樂於接受他人
意見。
輔導處每年為學生舉辦不少活動，例如各項
比賽、語文活動、院慶、獎學金的籌募、草擬與審
批，以及宿舍管理、學生紀律等，而輔導長的工作

都是繁瑣而富挑戰的。溫教授指出目前最大的挑戰
是明年迎接三三四學制，因為屆時一年級學生將會
大幅增長，而宿位、獎學金及交換生計劃都會相應
增加。同學的心理健康也是書院的關注重點，今年
成立了學生輔導及發展委員會，計劃舉辦一些積極
人生演講，而宿舍舍監也會增強對同學的了解，也
與心理學系合作讓該系研究生輔導遇有疑難的同
學。溫教授為增加與同學接觸的機會，他舉辦了
「以球會同學」的活動，及協助同學成立了由前任
輔導長譚少薇教授所倡議的跨文化學會，鼓勵不同
國籍的同學交流。温教授表示在未來歲月建立與同
學良好的溝通橋樑，也希望協助院長為書院的籌款
及推廣新亞精神及德育工作盡大的努力。

▓ 溫有 輔導長（右三）以球會同學

中大學生環保莊－
綠色天地
外務副會長羅慧茵
綠色天地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屬下的綠色
團體。自1993年成立至今，綠色天地一直以生態
為中心，推廣綠色思想，培育同學的綠色意識，
然後一起付諸行動，以建立綠色世界。
而綠色天地第十八屆幹事會（2010-2011）
是由一群關注環保的同學組成。環境日益惡化，
因此要及時實踐綠色生活，故名「及時行綠」。
「及時行綠」曾負責過校園園圃計劃、「誰動了
李大姐的水? — 水資源討論會」及香港應對氣候
變化策略「核電要不要」論壇等活動。
希望同學都可以身體力行實踐環保，綠色
天地將向著第十九屆進發，在校園中推廣環
保理念。如果喜歡的話，快來我們的 f a c e b o o k
讚（l i k e）一下 (h t t p://w w w.f a c e b o o k.c o m/
cuhkgreenworld)。

-8-

05-08-envir.indd 8240

新亞生活 38：6（2011 年 2 月）

10/2/2011 11:54 AM

(8241)

北京師範大學蒞港培訓人員訪問本院
北京師範大學組織部副部長宋麗慧教授率領三十多位該校教職員蒞港培訓，於一月十八日訪問本
院。本活動經學術交流處（國內事務）統籌，北師大各教職培訓人員獲安排就多個重要議題進行深入
討論，包括：中大科研管理的國際化發展、國際化大學發展中的師資隊伍建設、獎學金制度及招收非
本地生的概況及國際化大學的學生培養等。
本院通識教育主任陳新安教授向來賓介紹中大書院制度、新亞書院之
職能、運作及發展方向。陳教授與本院署理院務主任游吳慧蓮女士並就不
同議題與培訓人員交流分享。培訓人員亦獲安排參觀本院設施及宿舍。
右圖：陳新安教授致送紀念品予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副院長程光泉教授

From Kowloon City to the World – A Chinese New Year
Fun Fair at New Asia Middle School
On Wednesday, 26 January, four College’s exchange students participated actively in a Chinese
New Year Fun Fair at New Asia Middle School.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enhanced the exchange
between non-local students and local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but also marks the strong ties
between the College and New Asia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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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taneous Attraction – An Intensive Training on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2010

表達及溝通技巧訓練 2010
為提高本院同學日常表達及溝通技巧，本院於去年十月上旬舉辦密集式「表達及溝通技巧訓練 2010」
課程，邀請溝通技巧專業培訓顧問卜四堅先生主持五班訓練課程。書院評估參加同學表現後，頒發現金獎予
每班三位成績傑出者。
An eight-hour intensive training of 5 classes “Spontaneous Attraction – An Intensive Training on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2010” organized by the Dean of Students’ Office which helps students to further enhance
their daily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was held in early October 2010. Mr. James Bryce is a professional
trainer in communications. Three outstanding participants of each class were awarded with cash prizes.

■ Dr. Wong Kwai-lam addressed the students

■ Winners of Class A

■ Winners of Class B

■ Winners of Class C

■ Winners of Class D

■ Winners of Clas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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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Wong Kwai-lam, Prof. Shun Kwong-loi and Class A students at the Presentation Awards Ceremony.

■ Dr. Wong Kwai-lam, Prof. Shun Kwong-loi and Class B students at the Presentation Awards Ceremony.

■ Dr. Wong Kwai-lam, Prof. Shun Kwong-loi and Class C students at the Presentation Awards Ceremony.

■ Dr. Wong Kwai-lam, Prof. Shun Kwong-loi and Class D students at the Presentation Awards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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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Wong Kwai-lam, Prof. Shun Kwong-loi and Class E students at the Presentation Awards Ceremony.

■ (From Left) Mr. Horace Chan, Mr. Nixon Fok, Mrs.
Winnie Yau, Miss Joyce Lee, Miss Tang Yuen-yuen

Reflection on the Workshop
We could have been trained to present, but not
necessarily to communicate, which is not confined to
introducing predetermined subject to a target group of
the audience, but is extended to the daily conversations
and networking session under business formality. Thus,
this workshop, “Spontaneous Attraction – an intensive
training on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is organized to help improve our charm, eloquence and
effectiveness in any form of communication. And I
was one of the fortunate ones to attend this invaluable
training.
The workshop had 2 Mandarin and 3 English
sessions and was intensive as it lasted for a whole day
with limited time to rest. In the morning, we learned
about speaking skills like ways to eliminate unnecessary
fillers and the use of chunks to capture attention. After
a short lunch break, organization skills were taught. An
effective speech should consist of a short introduction,
followed by several arguments which are backed by
solid evidence, and end with a conclusion.
Our instructor, Mr. James Bryce is a professional
trainer in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His
unique approach differs from all presentation workshops
I attended. Remarkably, I expected old clichés like
using hand gestures and having eye contacts, but these
were not mentioned. He stressed that communication

■ Miss Wu Ka-yee, Petty and Mr. Horace Chan

		

is natural and each individual has their own style.
Forcing ourselves to mobilize our limbs or staring at
the audience will bring negative effects. Instead he
taught us to split our contents to chunks and allow the
existence of a longer pause. By doing so, we will have
more time to process and calm ourselves. As we practice
this technique, we are going to develop our own way of
building relationship with our audience.
The workshop is interactive as James was constantly
asking us questions and forming us into subgroups for
practice. Not only did each one of us has several chances
to speak in front of our groupmates, some of us were
invited to demonstrate what we learned to the whole
class. It was a challenging yet enjoyable opportunity.
I have a reflection from the workshop - the goal of
communication is to deliver a message.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tresses on whether the message is well
understood, regardless of the situations. From now on,
in interviews, presentations and group discussions, I will
try to use chunks and an organized structure to ensure
my message is conveyed naturally so that the audience is
“spontaneously attracted”.
Thanks to Dr. Wong Kwai-lam, who sponsor these
workshops and the staff at New Asia College who
arranged the programme. I hope this programme will be
organized in the years ahead to benefit ou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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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right) Prof. Tom Wan, Mrs. Wong Kwai-lam, Prof. Shun Kwong-loi, Dr. Wong Kwai-lam,
Mr. Heung Shu-fai and Mrs. Winnie Yau

Reflection on the Workshop

Wu Ka-yee, Petty (HUMG/3)

“Petty, you made 3 fillers and 10 chunks in your
1-minute speech and I think you should look at every
audience instead of just looking at one audience.”
This was the comment I received in a workshop that
I attended on 9 October 2010. After this workshop, I
believe all the participants have a clearer direction on
how to improve our public speaking skills.
The workshop, namely “Spontaneous Attraction – an
Intensive Training on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was organized by New Asia College. In this
workshop, our coach, Mr. James Bryce, a professional
trainer, taught us many useful skills regarding impromptu
speaking. James has taught more than 280 student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orkshop in 2005.
The key objective of the workshop was to teach us
how to speak in a natural way. Speaking naturally, in
fact, makes us feel less stressed. I have acquired two
major skills from the workshop. First of all, we should
not talk when we are thinking. Otherwise, we may easily
produce lots of fillers which are known as “um”, “er”,
“you know” and “what I want to say is”. These fillers
are distracters which we should avoid. Alternatively,
we could use chunks to help. “Chunk”, in other words,
is a pause between sentences in a speech. “Chunk”
gives us time to think. But too many chunks will bore
the audience. So, it is suggested to have 8 pauses in a
minute.
In addition, the structure of a speech is important.
It can keep both the speakers and the listeners on track.
James introduced “OEEE” (“O” = Opinion; “E” =
Evidence) when we were using persuasion strategy. He
also advised us not to write lots of things on the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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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ead, we should put key words as a reminder.
In class activities, I was honored to get into the final
round. Instead of using my original topic, in the final,
I chose to prepare a new topic, and I was able to keep
8 chunks in a minute without making any filler. At that
time, I was sure that I could do it though it was hard.
It is always important to know the essence of
mastering the skills. In the previous workshops, I was
only taught the various indicators of a good speech. But
this workshop taught me how to speak as naturally as our
daily conversation reminding me of the idiom, “practice
makes perfect.” In the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I availed myself of the opportunity to polish my skills.
Thanks to New Asia College, especially Mr. Nixon Fok
and Ms Yuen Yuen Tang, I was invited to serve as one
of the MCs at the ceremony. That night, I told myself to
keep my speaking pace slow. I also had a smiling face
and good eye contact throughout the event.
Besides, at the ceremony, I met Dr. Wong Kwailam, Trustee of the College and the sponsor of the
workshop. He brought Mr. James Bryce to the College
and generously sponsored 5 classes this year. I could
feel his passion for education. He talked to almost all
participants of the programme, so as to collect our views
for the workshop’s further improvement. Moreover,
he cared so much about our learning progres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workshop.
To conclude, it is my great honour to have joined the
workshop. In order to benefit more New Asians, we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an even brighter workshops in
2011 and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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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已是十一月底了，依然不見寒意。
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恰巧是
投票日，這樣的天氣實是天助馬英九
也。根據當時報紙評論，天氣佳有利
於投票率，而投票率高實是有利於國
民黨之得勝率。
我一直前行，碰到一位年青人，
想他一定知道﹁素書樓﹂何在，但他
竟然不知。再行幾分鐘，剛好有三位
女孩子步向大路，她們也是大學生
吧。再問，她們指著我們踏著的大
路，向前指！你一直向前面走，就會
看到了。我再向前行，在我的左面，
出現了一個大運動場，裡面站立著穿
著運動短褲的年青男女，有些更穿了
色彩斑斕的，正在進行著某種啦啦隊
的活動；後來回程經過時，我才知
道，今天是他們的運動日。
一望手錶，才是中午十二時左
右。待了不久剛好有一張大學的地
圖，裡面印有各座大樓的名稱：第一
教研大樓、第二教研大樓、綜合學生
大樓等。在大樓中竟然看到一所張佛
泉人權研究中心，是在一座名叫哲生
樓房內，張佛泉是著名的政治學者，
他所著的︽自由與人權︾是年青時所
閱讀的自由主義著作之一。五十年代

王耀宗（哲學／七四）

嶺南大學政治學教授兼系主任

音的國語。聽說﹁素書樓﹂是錢先生
紀念其母親命名的。
現在的﹁素書樓﹂隸屬東吳大
學管轄，在大學範圍內，我從士林官
邸花園遊覽完畢後，乘公共巴士前
往，大約四、五個站，已到東吳大學
站下車。東吳大學其實是在陽明山下
的一個山谷內。陽明山山脈延廣，佔
地不少。下車後向山那邊遙望，已望
見東吳大學的石刻字，一條雙車道的
灰白石屎路，一直由我站的地方直通
過去。那天天氣清麗，陽光和煦，雖

訪台北的「錢穆故居」
去
年十一月台灣﹁五都選舉﹂，
我獲邀前往參觀選舉之情況，
選舉之結果報刊上多有分析，不擬詳
談了。訪台四天，其中一天沒有安排
會見及座談，無事一身輕，於是興起
探訪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先生故居之
念。
一九五 ○
年，錢穆先生因感於中
國文化於滅絕興亡之際，離開大陸，
在香港與唐君毅及張丕介兩位先生創
立新亞書院，至一九六四年辭任院長
一職，為﹁生平最忙碌的十六年﹂，
一九六七年移居台灣，即住在現時
﹁錢穆故居﹂︵前名為素書樓︶。
一九九 ○
年六月一日，曾被迫遷離；
三個月後，在杭州路住宅病逝，享年
九十六歲，可謂高壽。
錢先生之大名，自少年時代已如
雷貫耳，蓋因他的︽國史大綱︾以及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幾乎是預科學
生修讀中國歷史的教科書。那時，中
史是我之所長，錢之著作也有讀過。
我入讀新亞書院，並沒有選讀歷史
科，那時中大正開始集權化的管理，
錢先生早已離開；畢業以後，他雖數
度回新亞支持學術講座，不過，始終
緣慳一面，並沒機會聆聽帶有無錫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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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友聯出版社出版，至今仍然覺得是
論述自由主義的最佳著作之一。
東吳大學看來並不大，佔地不
多，不過是依山而建，樓層一座比一
座高，﹁素書樓﹂就在我踏著的大路
之末，由公共巴士站到素書樓的門
口，大約五百米左右，中間所經過的
就是東吳大學範圍了。到達大門，門
上裝置刻有素書樓的牌匾；進入後，
右轉向上行，約有二十米左右就到達
花園了；顯現在眼前的是一座雅緻樸
素兩層高的灰白色的磚屋，磚屋靠山
而建，後面樹木摻雜，寧靜致遠，想
當年沒有大學在前，環境更是靜穆
了。
從前門進入樓房，即有木梯蜿
蜒而上，左邊為客廳，聽說當年錢先

生堅持教學，在牆壁上掛有當年最後
一課的照片；右邊為放映室，如有訪
客，工作員即為參觀者放映錢先生之
生平活動，是黑白的，長約六至七分
鐘。看完後，我即登步上樓。
二樓的右邊，即是錢先生的書
房，估計有二百多平方呎，書房有錢
先生所用的大書枱、座椅以及一列書
櫃，裏面都是有關錢先生著作的書。
走出書房，即是樓廊，樓廊遠望即是
山谷；清風送爽，樹葉、幼枝及草飄
動不已，的確是讀書講述之好地方。
錢穆與胡美琦曾著有︽樓廊閒話︾，
撰述人生種種面相及經歷，樓廊即是
指此處也。
最後的就是卧室了，佈置簡潔，
目前僅餘兩張單人床了。在卧室和書

房中間，現有一室列出錢先生之生平
及論著，供後學者觀仰。看錢先生著
作之豐，真是令人驚嘆也！在地下的
一側，還設有雅座的小餐廳，供人喝
喝 茶 聊 聊 天 ， 其 內 只 有 四 、五 張 枱
子，參觀之時，一個人也没有，只有
一地的陽光，鋪滿枱子及椅子。在樓
房下的客廳，掛有朱熹手書的﹁立修
齊志﹂、﹁讀聖賢書﹂及﹁靜神養
氣﹂等掛軸，由此可見錢先生對朱子
之謙敬。客廳一邊擺了一張頗大的黑
木圓枱，另一邊是幾張沙發，當年的
學生及仰慕者就佇立其中，靜聽錢先
生博古通今的講述。
在其中的一個展覽的高架上，
放了錢先生的著作目錄，供參觀者選
購。我翻了翻幾頁，特別選購了兩本
錢先生所著的︽八十憶故友︾以及錢
夫人著的︽樓廊閒話︾。參觀﹁素書
樓﹂，可能只是十數分鐘，然而保存
之、寶貴之，則足見台灣政府重視文
化學術傳承之用心。離開時，望著排
在大門口的海報，看到今年錢先生逝
世二十周年所舉辦的學術活動之多，
也足令香港政府深感慚愧的。錢先生
逝世已久，然而他以及其他前輩所倡
導而身體力行的﹁新亞精神﹂卻成為
後學者仰望的價值理想，其讀書人之
自尊自立之人格，是所有知識分子之
楷模。中大已升格為世界一流學府，
對於政治權勢者當有蔑視之勇氣及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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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香一瓣

悼 賓

   四先生
鑽研發揮。後來他在台灣幾次演講的
紀錄，出版成書，談到中國文化的精
神和歷史上的得失，也是十分有啟發
性的著作，不但對一般的讀者有用，
對於專業的歷史研究工作者，賓四先
生的提示，也是處處珠璣，有許多可
以深度探討和發揮之處。
由於我們是無錫的同鄉，他對
我有另外一份感情。一九七 ○
年代以
後，我由美回到台灣，常去素書樓候
安請教。我們之間的話題，以中國古
代思想和歷史為主，更常常談到近來
一些考古的發現。他晚年視覺不佳，
對考古工作的報告難以時時追蹤，因
此，在這方面他特多垂詢。從我簡單
的報告中，賓四先生常會提出一些一
針見血的問題，令我驚佩他的洞察和
領悟的能力！
賓四先生是國族主義的歷史學
家，對中國文化一往情深。這種情懷
處處流露在他的文字和議論之中。我
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大，
老師們基本上都是實證主義者，凡所
議論都必須要有嚴密的論據。於是，
這兩種學風之間，常會有互相牴觸之
處，甚至會影響到私人的感情。我姑
且稱之為﹁冷眼﹂與﹁熱腸﹂之間的

          許倬雲

來，新亞書院和其他兩家書院併入香

貢獻就足以在歷史上占有一席地。後

宗師。單憑這一個成績，賓四先生的

者！師生二人，後先輝映，均是一代

的校舍，卻能培育出余英時這樣的學

拳創辦了新亞書院。農圃道上，簡單

港，在艱難困苦之中，他居然赤手空

有能繼續發展。一九四九年逃亡香

院，不幸因為大陸變色，這家學校沒

在無錫，他曾經創辦了江南大學文學

者，他也是一個非常能幹的行動者。

賓四先生不僅是一個書齋中的學

那幾部可以垂世的巨著。

沒有﹁冷眼﹂，他也不可能寫出上述

同樣，假如賓四先生只有﹁熱腸﹂，

忠愛，在他一生的行事中處處呈現。

生對中國文化的深情和對中國民族的

歷史就是史料學的口號。但是，傅先

生，一生提倡實證史學，甚至於提出

的分析。史語所的創所所長傅孟真先

眼﹂，也有時難免會以主觀影響理性

方面，如果只有﹁熱腸﹂，沒有﹁冷

沒有對古人設身處地的體會。另外一

的水平，其著作不可能感人，因為他

沒有對人的感情，很難超越編排資料

兩分。其實，一個好的歷史學家如果

為緬懷一代儒宗錢穆先生，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東吳大學於去年八月三十日在錢穆故
居共同主辦「錢穆先生逝世二十週年追思會」。邀請門生故舊、親朋好友一同向大師致敬。為表追思，本刊轉
載許倬雲教授及金耀基教授為《錢賓四先生逝世二十週年追思會暨紀念活動手冊》所撰之兩篇悼念文章。
接到台北來信，吩咐我為錢賓四
先生去世二十周年撰文紀念。這才瞿
然驚覺，他老人家歸道山竟有二十年
之久了。回憶在一九八九年最後一次
到素書樓，拜見賓四先生，似乎還是
不太久的事。大約十來年前我和曼麗
一起去蘇州西山，拜謁賓四先生的陵
園，更是好像就在昨日。
賓四先生是我無錫的鄉長。他沒
有上過大學，自學成功，在三十歲左
右，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
秦諸子繫年︾兩篇巨著，基本上解決
了學術界長期聚訟的公案。賓四先生
一舉成名，被北大請去擔任教授。他
和華羅庚先生，都是自學成功，有重
大貢獻，一時傳為佳話。
抗戰期間，他編著了︽國史大
綱︾，在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
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
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
我在高中時，老師裘維霖先生特別吩
咐我好好的研讀這部歷史。我一生在
史學園地工作，無論教書還是研究，
︽國史大綱︾還是非常有用的參考
書。
我常常告訴學生，這一部書中埋
藏了數百篇博士論文的題目，等後生

港中文大學，使在英國屬地的香港有
了第一所以中文教學的大學。賓四先
生與英時之間的感情，可從英時的回
憶︽猶記風吹水上鱗︾中充分看到，
這種師生情誼在今天已是難得一見。
賓四先生的老家是在無錫與蘇州
之間，他的口音比較偏於蘇州方面。
也許因此，他懷念的是蘇州，而錢夫
人替他安排的吉穴，也是在蘇州的西
山。十多年前，我們拜謁陵墓，當時
的感覺，將來蘇州更為發展時，私人
的墓園恐怕很難避免影響。今天，蘇
南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處處都有成片
成片的新市區。我開始有點擔心，錢
先生的墓園是否也會遭遇驚擾。既然
賓四先生籍貫無錫，我在想，是不是
早日籌畫，在無錫的馬山國際華僑公
墓，另卜吉穴。那裡的規畫頗佳，管
理也好。我們已經恭請 先父 先母
奉安馬山，葉落歸根。
馬山闢有名人墓區，賓四先生
當然是名人。我不知道錢夫人和賓四
先生的子女，覺得我的建議如何？無
錫的東林書院已經重建得差不多了。
東林是朱子學的書院，賓四先生一生
服膺朱學，如果有人向無錫當局提出
建議，將奉請 賓四先生入祀東林，
應是賓四先生之願望，也是無錫的榮
幸。在他老人家去世二十周年的典禮
上，容我斗膽提出上面兩項建議，請
錢夫人和錢府親人考慮。我無法回來
參加典禮，請主辦的單位代替我上
香，向我最敬佩的鄉先賢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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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主講者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於一九七九年九月蒞校。
（右起）馬臨校長、李博士、錢賓四先生、李夫人魯桂珍博士及金耀基院長。

            金耀基

香，向我最敬佩的鄉先賢致敬。

追思錢（穆）賓四先生

素書樓拜謁錢先生，雖是初晤，但一
見如故，錢先生不多虛語，卻甚健
談，他善於講，也善於聽，我與錢
先生的第一次談話是很愉快的，辭
別時，他一直送我到門外的庭園，
還對我說我們有緣。此後，我每次
返台，只要時間許可，一定去素書
樓看望賓四先生，一談就是二三小
時，每次造訪，錢夫人胡美琦女士
都在，並親手煮茶，還為錢先生點
菸；有許多次，錢先生與錢夫人要我
留下午餐，我也因此了解到錢夫人的
精緻烹調是如何關注到賓四先生的
口味和健康。賓四先生晚年，特別
是失明後十餘年，錢夫人胡美琦女
士無疑是他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柱。
錢賓四先生一生從事學術與教
育，一九四九年南來香港後，新亞書
院是他花心血最多的，他不止創建新
亞，還擔任新亞校長十五年之久。新
亞師生、校友對錢先生的感念是極深
遠的。我接掌新亞後，新亞同仁為感
念錢先生對學術與書院的貢獻，特設
立一個以錢先生之名命名的﹁錢賓四
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在這個永久性
的講座下，定期邀請世界範圍內對中
國學術文化有傑出成就的學者，來新
亞講學，希望透過講座講者的績學專
識，從不同領域，不同層面，對中國
文化闡釋發揮，以彰顯中國文化千門
萬戶之豐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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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賓四先生逝世忽忽已
二十年了，對這位二十世紀中國學
術文化的先賢，我有很深的懷念。
賓四先生於一九九 ○
年八月三十日
在台北謝世，那時，我從歐洲開會
後，剛抵紐約長子潤生家。我是從香
港中大同事的九月一日傳真中得悉
的。回港後，我寫了一篇︿懷憶國
學大師錢穆先生﹀的文字，文中，
我說：﹁賓四先生的一生，承擔是
沉重的，他生在文化傾圮，國魂飄失
的歷史時刻，他寫書著文有一股對抗
時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動。他真有一
份為往聖繼絕學的氣魄。他的高足余
英時先生以﹃一生為故國招魂﹄來
詮釋這位史學大師的志業宏願。﹂
我與錢先生的結識始於一九七七
年我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
之時。是年七月，我專程去台北士林
第五屆 「 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 」 主
講者朱光潛教授（右二）於一九八三年
三月蒞校。中立為錢夫人。

(8250)

本院通識教育科：「
蕭一凡

前題

文學欣賞」學生習作選
GEN2142

秋日送別

朱銘翰

滾滾長江日夜東，百年回首感無窮。

王藝偉

淒淒細雨黃花路，瑟瑟秋風動客思。

重陽登高
除夕團圓共守歲，重陽寥落獨登臺。

黃花有淚魄魂動，碧血無邊肝膽雄。

薛貴玲

陳穎瑜

桑田滄海幾番變，仁照己鄰齊萬家。

烈士功名傳有百，寒民衣食念無華。

城搖血灑將兵勇，辮落國開鑼鼓誇。

秋水無情驅昨日，又逢雙十弔黃花。

前題

百載英魂存浩氣，捐軀報國肅吾心。

孫文志決匡時亂，女俠身殲拒敵侵。

昔日槍林驅韃虜，今朝烈冢撥狂音。

登臨萬里壯胸襟，歷劫江山酩酊吟。

前題

青天白日分明在，照得人間滿地紅。

一役武昌天地震，千年古國帝王終。

落葉飛霜時序定，別離此去會何期。

劉瑋濤

陳翹百

熊辛茹

縱使袁張戀帝制，共和大勢豈堪侵。

皇權落幕千秋定，民國登台萬戶歆。

楚望臺中刀劍冷，黃花崗外草風深。

泱泱大國沈 久，運勢衰微華夏喑。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

倚欄既已拋紈扇，夢別何愁落葉情。

冷對寒蟬月半明，一星獨照上秋亭。

秋夜

遙知杳杳芬蘭遠，最憶當時在異鄉。

傍月觀花天籟揚，秋風黃葉落池塘。

李靜愉

秋夜過荷塘，憶芬蘭交流生活

誰憐遊子天涯意，故里風光入夢來。

秋日歸家，過小橋流水
霜花秋葉依流水，落日殘霞照小橋。

熊辛茹

倦眼疲軀心力瘁，勞形文字度今宵。

重陽登高望故鄉
向晚登高獨遠望，天清海闊浪淘沙。

周珮君

年年秋節為羈客，看盡黃花逐落花。

秋日遊未圓湖

夕照晚蓮魚自樂，飄黃落羽別青松。

凌佩詩

未圓之夢湖心漾，坐看飛泉動遠峰。

月夜

箏鳴笛怨月明中，夜氣清幽聽澗蟲。
想得知音無處覓，孤芳自賞奈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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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臺告日詩

連根東琥珀，荒島石油生。

杜詩敏
共和期立國，賢傑領興亡。

華夏緩開採，扶桑急駐營。

前題

八月秋高夜色涼，英雄奮起覆蒼黃。
烈士流丹血，蠻夷舞亂沙。

當年凌弱國，今日恃強盟。

張絮

悲歌慷慨驚南國，壯志凌雲震武昌。
雄心驅韃虜，壯志復中華。

吾奉中庸道，邦權誓必爭。

前題

喜見千年專政散，安知數載共和殤。
盛世延千載，同開遍地花。

海上懸孤島，風波底蘊豐。

陳雪

陳翹百

黃花辛亥歲，碧血武昌澆。

漁船興巨浪，汽笛破長空。

釣魚臺

青史焉能忘，居安憶傑賢。

將舉三民義，兵臨七甕橋。

美日皆狼狽，台民作犬戎。

劉瑋濤

同光如黑夜，辛亥變青天。

明清俱落幕，國共各揚鑣。

前塵俱化蝶，待見九州同。

前題

義士奮身日，共和開國年。

月缺復盈滿，恩仇此際消。

王藝偉

英名何不朽，萬代好相傳。

百載烽煙衛家國，敢忘茵綠海東灘。

周珮君
亂世君臣昧，英雄忘死生。

游魚飛鷺身欣託，遠客行船岸上難。

釣魚臺

辛亥百年祭，黃花萬古香。

江山從此變，局勢至今明。

猶念毓祥高義起，莫奢倭寇詭端完。

李樂軒

舊時悲屈膝，今日奮圖強。

昔日黃花落，當前野草榮。

蘆溝橋禍南京恨，慷慨神州淚未乾。

潘文慧

朗朗乾坤定，錚錚風骨揚。

如無辛亥役，安有歲昇平。

前題

三民主義今何在，獨上紅樓感慨長。

前題

前題

恩仇期早泯，兩岸共繁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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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大事記

學生領袖培訓計劃

（2010年1月）

本院將於五月底
舉辦一年一度的「學
生領袖培訓計劃」，
讓同學可藉此活動發
掘潛能、提高個人自
信心及獨立處事的能
力。參加者須出席簡
介會、接受由香港外
展訓練學校（H o n g
Kong Outward Bound
S c h o o l）舉辦為期
七天（五月二十九
日至六月四日）的
海上／陸上訓練課程，並策劃及推行一項暑期社區
服務活動。費用為港幣一千二百九十元（為期七天
的海上／陸上訓練課程連保險費原所需費用為港幣
四千八百九十元，書院津貼每名同學港幣三千六百
元）。名額二十四人（先到先得），截上報名日期
為二月二十五日。（報名表格可於書院網頁下載）
如有查詢，請與輔導處林匯哲先生聯絡（電
話：2696-1963；電郵：cyruslam@ cuhk.edu.hk）。

10 - 21日 錢穆圖書館舉行「現代愛情故事 – 許智
恩個人作品展」。
14日 本學期第一次雙周會於邵逸夫堂舉行。是次
雙周會的主題為「減少廢物：台灣可以，香港
怎會不能?!!」，由香港地球之友區詠芷小姐主
講。
17 - 28日 新亞書院環境委員會舉行「第十一屆環保
雙周」，為學生帶來多項與環保有關的活動。
17 - 28日 許氏文化館舉行「KACHU – 陳柏泉、賴
韋林、張子軒、劉彥耿、張文才聯展」。
21日 本院在雲起軒舉行職工新春聚餐，並於會上
舉行幸運大抽獎，以賀佳節。
24日 - 2月11日錢穆圖書館舉行「林佩珊個人作品
展」。
27日 本學年第二次院務委員會會議於誠明館新亞會
議廳舉行。
29日 - 2月12日 本年度本院與耶魯大學之學生交
流活動主題為「社會公義」。人類學系陳如珍
博士率領八位新亞同學於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
十二日訪問美國耶魯大學，與耶魯學生交流兩
地社會公義問題，順道訪問紐約及美國首都華
盛頓。耶魯大學學生則於三月份回訪本院。

新亞書院／湖南大學
暑期交流計劃

31日 - 2月11日許氏文化館舉行「有進展 2 ─ 張君
恒、許明峰、江耀榮聯展」。

文化午餐聚談
本院校園文化生活委員會及教職員
聯誼會將於三月三日（星期四）中午
十二時三十分於樂群館──梁雄姬樓雲
起軒合辦本學年第二次文化午餐聚談。
是次聚會邀請本院校友葉榮枝先生
（藝術 1977），以粵語主講「中國品茗
文化」，與參加者分享及交流。報名及
查詢請聯絡輔導處孫蕊筠小姐（電話：
2609-8703；電郵：ericasuen@cuhk.edu.
hk）或聯誼會秘書林匯哲先生（電話：
2696-1963；電郵：cyruslam@cuhk.edu.
hk）。

此計劃旨在促
進香港及內地學生交
流，加深彼此的認
識。本院學生將與湖
南大學學生於本年七
月舉行互訪。書院將
資助交通、住宿及保
險費用，參加者僅須
付團費港幣八百元及
負責個人開支。
凡新亞同學皆可
參加這項交流計劃，
曾籌劃社會服務及懂普通話者優先考慮。
如有興趣參加的同學可透過書院網頁遞交網上
申請（http://www.na.cuhk.edu.hk），截止申請日期
為三月四日。
如有查詢，請與輔導處林匯哲先生（電話：
2696-1963；電郵：cyruslam@cuhk.edu.hk）或王凱
鋒先生（電話：2696-1690；電郵：jackwong@cuhk.
edu.hk）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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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試讀年代較後的戰國策︿齊
策﹀，內有記載孟嘗君門下食客馮諼
為他的主人﹁市義﹂︵收買人心︶故
事。馮諼原初受命往薛地︵故城在今
山東滕縣東南四十四里︶，收取向民
間放出去的債項。他抵達當地後，卻
向民眾宣稱孟嘗君決定放棄債權，經

萬歲傳統

上詩記述周初之世，土地領主在
歲末農事豐收，祭神祀祖之餘，以豐
功歸美於其屬下的子民，並祈求神祇
對他們酬報大福。前章極言上下相安
相親的情狀，末章言收成之後，禾稼
之多，求倉貯之，以車載之。這些黍
稷稻粱，全是農夫終年勞力得到的。
詩內提說介福和萬壽，是領主對農民
們的祝頌。︵此據朱晦翁︽詩集傳︾
的解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
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
其旨否。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
怒，農夫克敏。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
庚，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
乃求萬斯箱。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

田﹀篇四章的最後二章：

「壽則多辱」新釋
長壽、祝壽
尚書︿洪範﹀篇記載，箕子將治
國的﹁九疇大法﹂詳細告訴周武王，
最末一事是要以﹁五福、六極﹂勸勉
和警惕老百姓。他說善人能蒙受的五
種福蔭就是：壽、富、康寧、攸好德
和考終命。後世註家對此有以下的解
釋：
壽：一百二十年；富：財豐
備；康寧：無疾病；攸好德：
好（愛好）德福之道；考終
命：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
不橫夭。
考終命之所謂﹁自終﹂，是指人
壽的終結總要順理、安和而自然；因
意外而遽爾終止的，就是橫夭。人活
到最後而有好的終結，這才是圓滿的
人生。
凡動物都有趨吉避凶、保存生
命的本能。俗語有說：﹁螻蟻尚且貪
生。﹂有些人更以千方百計力求延長
自己的命壽：中國古代帝王自秦皇漢
武以至唐憲宗、明光宗等，不是訪求
神仙，就是吃金丹，意欲長生。﹁年
壽綿長﹂原本是對一項客觀事實的陳
述，但從舊典籍中理解到的，卻常用
作對別人的祝辭。大約在與尚書相近
的詩經三百篇年代，裏面便有多篇以
長壽為祝頌的詩作。試讀︿小雅．甫

農圃舊侶
   
過收集和核對所得的到期債據後，當
眾全部燒掉，因而感動了芸芸的負債
百姓，齊聲為孟嘗君﹁高呼萬歲。﹂
這是由下對上的衷心祝頌。這番

民心向背，後來果然成為孟嘗君在政
途顛躓後的起復資本。到了今日普遍
有民主共和呼聲的世代，當然再沒有
地主們於歲末感謝農民的一回事；相
反的，仍有一二國家的領袖，有意無
意地驅動人民在年中慶典裏向他們作
如醉如狂、聲動山岳的萬歲祝禱，那
是另一番意思了。
以長壽、萬歲為祝頌，究竟僅表
示祝頌者的一番好意，還是真的可為
受頌者帶來一些實益？二者原可互不
相關的。不過，有些情況卻是：祝頌
者縱有良好意願，受頌者不一定樂意
接受的。莊子書︿天地﹀篇就有堯帝
拒絕別人對他祝頌﹁三多﹂的故事。
該篇第六節有以下紀載：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
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
壽！」堯曰：「辭。」「使
聖人富。」堯曰：「辭。」
「使聖人多男子。」堯曰：
「辭。」封人曰：「壽、富、
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
不欲。何邪？」堯曰：「多男
子，則多懼；富，則多事；

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

養德也，故辭。」
華封人向前來觀風望俗的堯帝
祝禱，祝願他有﹁三多﹂，卻為堯帝
一一謝絕，認為三多足以引生多懼、
多事與多辱，對他自己的﹁養德﹂修
為反成負累。三多之中，多壽比其他
二多更近乎虛擬的，含義亦欠明確，
所以他們兩人對多壽而引生﹁多辱﹂
的理解也有差異。本文下面幾節，嘗
試對壽與辱的關係略作分疏，兼辨正
近人對這辭義的理解，藉此就正於讀
吾文的高明讀者。
︵按、文中的多壽，原是華封人
祝禱的第一多，堯帝的回應則移置其
次序到最後，大抵是方便文義作詳盡
的發揮。︶
人命就是年壽，從殤子到彭祖
都有壽命的。莊子書常喜歡首先豁顯
長、短壽的兩個極端，進而泯滅兩者
的對差，以發揮他﹁兩行﹂的道理。
人壽即使有長短不齊，均各稟於天，
即今時所謂純出自然。人不論貧富智
愚，倘能夠老實地、不尤不怨地生活
下去，直至壽終，原說不上有什麼榮
與辱的。華封人滿懷好意為堯帝祝
壽，是祈求在原壽中有所增添。堯帝
的拒絕，我們亦宜理解為他推辭那多
添的壽數。郭象注︽莊︾，對堯帝
﹁養德之累﹂四字無注，成玄英的疏
釋則作演繹云：﹁夫子嗣扶疏，憂懼
斯重；財貨殷盛，則事業實繁；命壽
延長，則貽困辱。三者未足養無為之
德，適可以添益有為之累，所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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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見郭慶藩︽莊子集釋︾︶成
疏引入無為與有為的兩種價值選擇，
指堯帝辭壽，是計慮他自己﹁無為之
德﹂，而華封人為他祈求的三多，則
全屬﹁有為﹂的。有為意指有所作
為或造作。人一旦生心動念於﹁求
多﹂，則不論所得的實際效果是怎樣
究竟添得了一些什麼東西，只要

在意態上表示欣然接受，都同屬﹁有
為的，﹂也足以成為個人﹁養德﹂的
負累；如果動念於﹁添壽﹂，則足
以招致困辱。困辱之為深為淺，不是
以實際添壽的多少計量，而是指人在
養德過程中陷入的各種困擾與窒礙。
﹁添多﹂動念愈頻繁，從中脫困也就
愈困難。
人壽既有長短不齊，故詞中的
﹁壽﹂字，顯然不是泛說，更不是
指：﹁凡人壽都招致困辱。﹂從以上
對話而知，堯帝乍聞祝壽，此壽當係
指添得的新壽，所以他也以壽、辱對
舉。試將那四字辭衍展為五字：﹁求
壽則多辱，﹂文義立即顯豁。近日社
會上曾有某億萬富豪，生時以為藉醫
藥以外的種種安排︵例如借助堪輿、
種生基等︶可以解除病厄，由保命進
而延壽，致為不肖之徒多番愚弄，除
損失大量資財外，更為社會大眾增添
茶餘飯後笑談，那真是﹁︵求︶壽則
多辱﹂的最好示例。

華封人解義
在︿天地﹀篇中，華封人是一位
高士。堯帝拒受他的三祝，他對堯帝

原先的良好印象似有所改易。他隨後
的說話也就有點不大客氣：﹁始也，
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
︵意謂：我當初認你是聖人，現在看
來，是一位君子而已。︶他隨著對堯
帝提出的﹁壽則多辱﹂的困惑，作一
消解：
…………
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
彰。
華封人以鶉居、鷇食描狀聖人
日常生活的意態，設喻新穎。郭註鶉
居，取義為﹁無意而期安也，﹂鷇食
取意如小雛仰承母雞哺食，即所謂
﹁仰物而足。﹂莊書﹁無彰﹂二字，
含意不明。錢賓四先生︽莊子纂箋︾
引馬其昶曰：﹁︽藝文類聚︾引作
﹃無迹﹄，是也。食、迹為韻。﹂又
按郭註﹁鳥行﹂五字句云：﹁……率
性而動，非常迹也。﹂亦以﹁迹﹂字
取代﹁彰﹂字，足證莊書此句中的
﹁彰﹂字應訂正作﹁迹﹂。華封人的
意思是：人倘能效似鵪鶉之無常居，
又如小雛之專仰母哺，則生資的需索
少；因性而動，無有常迹，受困辱的
境況便相對地減除的了。這番取喻是
要幫助堯帝消除因多壽引致﹁多辱﹂
的顧慮。
至於對﹁多懼多事多辱﹂引致的
三患，又怎樣子一併作總解脫呢？此
節記有華封人最後的說辭：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
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
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

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
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
之，堯隨之，曰：「請問。」
封人曰：「退已。」
從文義看，﹁天下﹂四句與儒
家就人生窮達異勢時所採取的對應態
度，相去不遠。隨後﹁千歲﹂二句意
指人於壽盡而白日飛昇，則已超逾當
世儒、道兩家義理之外，更模糊了壽
長壽夭的界限。︽纂箋︾亦引清末桐
城派吳汝綸評云：﹁白雲帝鄉，亦非
雅詞。周秦人無此。﹂莊書此篇諒為
晚至戰國末期的莊學之士擬作，假託
堯帝和高士的一番對話：堯帝憂懼
﹁多辱，﹂華封人則力辯﹁無辱，﹂
我們今天大可作為互不相應的兩種義
理看待的。文末﹁封人去之，……﹂
云云，意謂華封人說罷離去，堯帝擬
續向華封人請益，華封人卻不願再分
辨下去。

望文生義
上文是嘗試對莊書﹁壽、則多
辱﹂的疏釋。就平日閱讀所及，今
天仍有不少文章之士對這四字辭各
憑己意，做一些與原義毫無關涉的
錯解或強解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健將周作
人︵一八八五 
一九六七︶ ， 可
說是豐壽的。他死時足齡八十二
歲，比他的老兄魯迅多活二十六
年。周氏畢生寫的許多文字，有人
選 輯 成 書 ， 取 名 ︽ 文 選 ︾， 裏 面 有
一 篇 ︿老 年 人 的 胡 鬧 ﹀。周氏執 筆

初意，原是評論一位日本老文學史
家﹁三上參次﹂在日本上院中妄論
中國的國名，指中華民國名字為僭
稱，以後應改稱支那云云。周文隨
後即轉了筆調，歎息老一輩人的背
悖︵正針對這位三上作者為例︶，
還引出孔子對一般老人的兩句提
點 說 話 ： ﹁ ……及 其 老 也 ， 戒 之 有
得 。 ﹂ 周 氏 接 著 引 申 ： ﹁ ……得 的
範圍也是頗大的，名利都在內。﹂
然後鈔引另一位日本作者文章的一
小節如下：
日本兼好法師在〈徒然草〉中
云：語云，壽則多辱。即使長
命，在四十以內死了最為得
體。過了這個年紀，便將忘其
老醜，想在人群中胡混，到了
暮年還溺愛子孫，希冀長壽得
見他們的繁榮，執著人生，私
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復了
解，至為歎息。
照周氏引錄那兼好法師意見，老
人而有此表現，就是恥辱，包括﹁行
為動止招致的羞辱﹂以及從此而生的
﹁品格上的汙點﹂。請讀者們首先注
意，他這番意思和我們上文討論過的
﹁多辱﹂意義完全是不同的兩回事。
看文意，周氏當時似還沒聯想到莊子
︿天地﹀篇，也無意深究兼好法師引
詞的出處，便囫圇吞棗的，一意認同
那法師從﹁多辱﹂引出來的一大串對
老人習性的憎嫌，還要跟隨他腳跟，
在後面給他附和。下文就是周氏自己
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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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人 …… 往 往 名 位 既 尊 ， 患 得
患失，遇有新興佔勢力的意
見，不問新舊左右，輒靡然從
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
濃，貪戀前途之故也。
他這幾句話無疑是在火上添
油 ， 以 ︿老 人 的 胡 鬧 ﹀做文 章 的 篇
名，沒考慮一般年老讀者從中生出
對這位五四作家的失望和反感。周
氏的所謂﹁新舊左右，﹂自是另有
所指，亦無非借酒杯，澆塊壘，專
意在罵人。有評文家說過，周氏文
筆以﹁沖遠、平淡﹂見勝，試問讀
者們怎可以從上面領略得到呢？
認真地說，我們抹去了前文所
引︿天地﹀篇的前後出處，單就﹁壽
則多辱﹂一辭，如果要它表述得有效
應和意義周延，卻不是容易的事。因
為壽與辱都沒有確定的指謂，兩者亦
無確定的關連，不似得﹁人是有死
的﹂這句﹁全稱而肯定﹂句式涵有清
晰而確定的意義 
人與生死是扣連
不可分割的，又生與死同樣也有確定
意義的。如果我們要以﹁壽則多辱﹂
抒發牢騷，或以此譏刺別人，那恐怕
一人有一義，十人有十義，絕難求得
一致的。兼好法師套用那現成辭語，
不僅望文生義，更進而演繹為：﹁人
︵如要免辱，︶在四十以內死了最為
得體，……﹂文理更是七顛八倒。稍
肯認真思索的讀者，難免提出連串質
問：﹁人︵長︶壽標準以甚麼年歲為
據？何以定指在﹃四十以內﹄？﹂據

一般常識：人在四十前後，正屬英銳
奮發；由學者以至工匠，他的學術與
工藝正臻成熟的階段，何故﹁以死為
得體？﹂又，何謂﹁得體？﹂應由誰
去判定？……周氏大半生追崇理性，
自詡為服膺自由主義者，很難想像他
居然會對這番毫無情理的說話表示同
意的。周氏大抵已忘記他寫那﹁首
肯﹂文章時，行年已五十有二了。

歪打正著
以下仍要多說幾句有關聯壽與
辱的話。事緣近日讀過內地出版有
關周作人的傳記，如錢理群氏︽凡
人的悲哀︾等書，裏面有專章記錄
這位耆年作家的最後歲月。周氏當
抗日之戰，淹留北平，北平陷落，
隨即接受日本人分派的官職。戰後
因此事受審，坐過三幾年監牢，
一九四九年新政權成立，即辦簽保
出獄，恢復自由身，一直以售文譯
書為生。
自一九六 ○
年起，國內的文藝
風轉向，專針對他那類資產階級的
人道主義文學，他迫得要減產，收
入也就不固定了。時局很快的更進
入全國經濟困難的三年期，出版社
給他的稿費遠不足家用開銷。他只
好頻頻寫信給在香港跟他的書作出
版有關係的朋友，要求收港匯和糧
包。和他共同生活五十多年的日本
妻子隨後以久病去世。那幾年間，
他為應付沉重醫藥費，不得已出
售收藏的古錢以及一向珍視的日記

與藏書。他喪偶時已七十七歲，從
此擺脫了終日在家中不斷吵鬧、
﹁夫婦道苦﹂的困境。一九六五年
四月，他記起陶淵明︿歸去來辭﹀
中有句：﹁聊乘化以歸盡，﹂便重
立新遺囑，內面有﹁死無遺恨﹂四
字，唯知念慮他的最後譯作︽希臘
對話集︾的刊行命運。那時文革之
火已狂猛地燎原。他的散文集無故
被毀版，只好移到香港刊行。
終於熬到一九六六年，他雖已
近乎萬念俱空，畢竟按捺不住，
寫信給在政壇上還可以講話而又
性好助人的章士釗。這位民初時
的教育總長，周氏兄弟一度跟他結
過不解怨嫌的，到此時勢也不好計
較了。他很快從那位昔年的﹁老虎
總長﹂的男祕書得到一點沒有實質
的撫慰。他也知道這不外如在大海
中沒頂掙扎時撈到的一根稻草。由
於吃緊的政治運動，經常來家收購
中外舊書的小販對他說，以後不會
再來了；給他看病的大夫也告訴
他，沒法定時來了，這在在徵兆狂
風暴雨來臨前的低壓與緊張！那年
的八月二十日，他在家中從孫兒處
借讀一本︽毛語錄︾，八月二十三
日的日記，就是他寫了整六十八年
的日記最後一頁。第二天，一群紅
衛兵便衝進屋裏來，宣布向他專政
……。﹁一連好幾次，全家被洗劫
一空，﹂﹁他被拉到院裏的大榆樹
下，用皮帶、棍子抽打，和長時間
罰跪，由他的兒子代老父捱打！﹂

﹁把他攆到狹窄潮濕的洗澡間、廚
房，以苞穀麵粥充飢，時值夏末秋
初，……被成群的毒蚊咬得體無完
膚。﹂朋友們偶或到來探視，見他
睡在一塊木板上，已無復平日的修
潔儀容，也不大說話。夜裏偶然啜
食媳婦瞞住紅衛兵頭頭偷送來的粥
水。這樣的日子一直撐過了年，到
得第二年︵一九六七︶的五月六日
下午，與他同院子的鄰居偶然從他
家的玻璃窗往裏張望，﹁只見老人
趴在地板上，一動不動，姿勢有
異，﹂連忙通知老人的兒媳從工作
間回來，這才發覺他不知在什麼時
候已從那殘暴、荒謬的人間解脫去
了。
我花了晚上相當時光讀完那部
傳記，不覺為之憮然與悚然。始而
憮然者，以一位生意垂絕的老作
家，他那最後的日子竟銷盡於類

似高士華封人設喻的生活意態 ─
﹁ 鶉 居 而 鷇食，鳥 行 而 無 迹 ， ﹂ 但
全不是樂意與證行，而是實偪於
此，逆情而悲慘的。當年在﹁愈亂
愈好﹂的魔笛高奏聲中，指揮棒之
所向，人命瞬即成為芻狗，輕賤等
如螻蟻。繼而覺得悚然者，是他先
時在文章中不經意地附會的﹁壽則
多辱﹂，竟歪打正著，成為他最後
收結日子的讖語！他早時誦唸陶辭
﹁聊乘化以歸盡，﹂隨後的一句
﹁樂夫天命復奚疑！﹂固然難以企
及的了。當年國步如斯，又有誰可
以措想、理會及此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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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EVENTS
(January 2011)
Jan. 10-21, “Modern Love Story - Solo Exhibition
by Hui Chi-yan” was held at the New Asia College
Ch’ien Mu Library.
Jan. 14, The first Bi-weekly Assembly of the 2nd term
was held in Sir Run Run Shaw Hall. Topic of the
talk was “Reduce Waste: Taiwan can, why not
HK?!” by Miss Michelle Au, Friends of the Earth
(HK).

Jan. 29 - Feb. 12, The theme of this year ’s New
Asia College/Yale University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me is “Social Justice”. Dr. Chen Ju-chen
from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led eight New
Asia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to visit Yale University.
Our students also visited New York City and
Washington, D.C. Yale students will pay a reciprocal
visit to our College in March.

Jan. 17-28, The Eleven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tnight of the College was held from 17 to 28
January 2011.

Jan. 31 - Feb. 11, “Development II – Joint Exhibition
of Kelvin Cheung, Hui Ming-fung and Kong Yiuwing” was held at the Hui Gallery.

Jan. 17-28, “KACHU – Joint Exhibition of Chan Pakchuen, Lai Wai-lam, Cheung Tze-hin, Lau Yin-kan
and Cheung Man-choi” was held at the Hui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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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21, A Junior Staff Lunar New Year Luncheon
Gathering was held in Yun Chi Hsien.
Jan. 24 - Feb. 11, Lam Pui-shan: “A Maze of Grace”
Exhibition was held at the New Asia College Ch’ien
Mu Library.
Jan. 27, The 2nd (2010/2011) meeting of the Assembly
of Fellows was held in New Asia Conference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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