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天 海 角
先賢創校
書院時期的艱辛歷程

（1956 ～1971 ）

香港浸會大學的前身是香港浸會學院，1956 年 3 月 5 日成立時
稱為「香港浸會書院」1；1972 年 4 月獲香港政府認可，改名為「香
港浸會學院」；1994 年 11 月 16 日，正名為「香港浸會大學」（簡稱
「浸大」）。三個名稱，代表三個發展歷程。浸大於 2016 年隆重慶祝
創校六十年，這是一個重大日子，因為對中國人來說，六十年就是
一個甲子，一個甲子就是一個循環，是另一個新的開始。
1996 年，大學創立四十年的時候，出版了《香港浸會大學校
史》 2，記載由學院到大學艱苦奮鬥的經過。2006 年，大學金禧誌
慶之際，出版了《篤信力行 — 香港浸會大學五十年》 3，重點綜
述大學成立後各方面的發展。2016 年六十周年校慶時出版的這本校
史，以較多篇幅著錄近十年來的進程、全人教育理念、師生活動情
況，以及大學在教學、研究和社會服務各方面的成績，是一個甲子
以來的回顧和對未來的展望。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4 香港浸會大學
建基於悠久的基督教教育信念，以「篤信力行」為校訓，以「全人
教育」為鵠的，創立一個甲子也就到了耳順之年了。所謂「耳順」，
就是「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達到「視聽不衰」的境界。換句
話說，就是本着創立初衷，採納群言，集合眾家之長，奉行大學的
使命，向着另一個甲子邁進。浸會大學的使命和願景，對此有具體
的說明。

使命 — 香港浸會大學在教學、研究及社會服務等範疇
力臻至善，秉承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理念，推行全人教育。
願景 — 香港浸會大學銳意提供啟發創意及多元化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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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透過學術與科研開拓知識新領域。5

第一節

創校經過和早期進展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大學教育是任重道遠的事業，雖因世
代不同，各階段的表現容或有異，而其本質和精神，則一以貫之。

1945 年 8 月中旬，持續數載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各

近代中國著名的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先生，以「兼

地百廢待舉，人類社會百業待興，香港幸能迅速復元，中小學生人

容並包」的胸襟領導文教界，強調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學

數逐漸有所增加，但當時本地只有一間香港大學。為配合實際需要

者「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6 大家都認為這是至理明言，放諸四

和社會發展，私立大專院校相繼成立。1950 年，林子豐博士出任香

海而皆準。

港培正中學校長，翌年擔任香港政府新成立的高校教育諮詢委員會

香港浸會大學創辦人和首任校長林子豐博士說：「因為香港是中

委員；至 1954 年，又被委任為香港教育委員會委員。1955 年，香港

西文化接觸交流的地區，亦是中、英兩民族傳統文化交流與接觸匯

浸信會聯會（以下簡稱「浸聯會」）議決通過創辦「香港浸會學院」。

點。香港的教育應該是文化教育，不是語言教育；而是人才教育，

但當時是按照《1952 年教育條例》註冊，不能使用「學院」字樣，

不是職業教育。在香港的中國人應先認識本國文化，才能領略英國

所以中文名稱是「香港浸信會書院」，英文則為 Hong Kong Baptist

文化，中西並學，才能成為通才。」7 香港浸會大學校歌中有兩句：

College，簡稱 HKBC。在習慣上，常稱為「香港浸會書院」；校方的

「中西結合，昌明學術。」正正就是大學的百年圭臬。

通訊和出版物，有時也寫成「香港浸會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第二任校長謝志偉博士曾經提倡「浸會精神」8，

1 9 5 6 年 3 月 5 日，香港浸會書院校董會成立，黃汝光博士

作為「篤信力行」的註腳，而努力達成宗旨的精神勇氣，就是「在

為校董會主席，林子豐博士為校長，晏務理博士（Dr. Maurice J.

艱難中求進」。時至二十一世紀今日，浸大高舉「全人教育」的旗

Anderson）為副校長。9 月起開辦四年制課程，分設六個學系：中國

幟，林子豐博士和謝志偉博士兩位校長的見解，相信就是浸會大學

語文學系、英國語文學系、社會學系、數理學系、土木工程學系、

向來倡導的全人教育的最好說明。述往事，思來者，要探索浸大今

工商管理學系。中國語文學系因收生不足而暫停辦，實際上是五個

後的發展方向，必須從頭細說。

學系，共有學生一百五十三名，借用九龍何文田的培正中學部分課
室作為校舍。
林子豐校長在開學禮致詞中談到書院應該肩負起甚麼責任時，
強調「除了重視本國固有文化以外，還須負起溝通中西文化責任。
譬如我們的傳統精神，可用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字
來代表，這八個字，無異是我國文化的結晶，很多與基督教真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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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而合。所以我們應使本國文化發揚光大，遞送到外國，更希望同

至於校歌的曲譜，原為美國一位作曲家窩特（Samuel A. Ward）

學們，組織各種研究會，把國外的有價值學術，努力學習，以貢獻

所作，原名為 Materna，中文譯作〈快樂的家庭〉，收入《普天頌

國人」9。這既秉承了近代中國基督教高等院校的辦學精神，也照顧

讚》之中，一些教會大學的校友會，包括民國時期上海浸會大學

到香港本地的實際情況。
香港浸會學院的校訓「篤信力行」及校歌歌詞，均為謝扶雅教
授所作，校歌歌詞涵蓋了創校使命和宗旨，全文如下：

（後來改稱滬江大學） 10 ，均依照此譜作成校歌。香港浸會書院開
辦之初，公決依據滬江大學沿用的校歌曲譜，而請謝扶雅教授撰寫
歌詞，歌詞的英譯者 Christine Fall 女士，是美國德薩斯州貝勒大學
（Baylor University）派來浸會書院任教的第一位教授。

南天海角，獅子山前，我校聳立輝煌；

1957 年，政府撥地給香港浸會書院興建永久校舍，這就是九龍

中西結合，昌明學術，世界新發光芒；

窩打老道 224 號校址的大段地皮，準備分期建築。校歌中「南天海

盡心盡性，立己立人，基督榮名孔揚；

角，獅子山前，我校聳立輝煌」一段，首先敍述此事，意在使全校

緬念前猷，任重道遠，相期澤普流長。

師生仝人紀念篳路藍縷開拓經營的艱辛心血，奠此初基。但建校舍
需款需時，林子豐博士身兼香港浸會書院及培正中學兩校校長，所
以書院開辦之初，借用培正中學新校舍的一部分，作為課室及圖書
館，其他設備如各種實驗室、體育館、禮堂等，亦由培正中學借用
或兩校共用。
香港浸會書院開辦一年後，註冊入學的人數有所增加。1956
年開校時為一百五十三人，1957 年為二百一十四人，1958 年為
二百八十二人，1959 年為二百二十五人。每年有部分學生流失。
1959 年全校學生共有六百二十三人。1960 年首屆畢業生有六十六
人，在建築師樓或則師樓工作的有十五人，其餘多在商業、教會、
社會福利機構工作，或擔任中學教師，或到師範學院進修，另有十
餘人赴外國深造或申請繼續升學。1960 年秋，書院增設史地學系；
1961 年度依照專上學校組織規程，設立文、理兩學院，王啟澍教授
為文學院院長，容啟兆博士為理學院院長。1962 年增設宗教及哲學

1984 年到訪學院的謝扶雅先生（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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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原先停辦的中國語文學系亦於此年復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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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中學宗教館用作學院的臨時校舍

1963 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有三所成員學院，包括崇基學
院、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這年 5 月，香港浸會書院董事會主席、
行政人員及各系系主任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商討《富爾頓報告書》
（Report of Fulton Commission ）對書院的重要性，決定仍以基督教學
院為基礎，致力提高學術水平。11 工商管理學系於 1965 年 9 月擴充
1950 年代九龍何文田培正中學全貌

成為商學院，至此全校共有三個學院。
另一方面，香港浸會書院自成立以來，即致力於籌建新校舍，
在 1960 年代前期且加緊進行。1961 年 8 月，成立建校籌募委員
會；1962 年 1 月開始第一期建校工程，屬平地工程，最高挖掘處有
八九十呎高，至 1963 年 8 月完成。由於校舍建築工程浩大，費用
甚巨，浸聯會於是定 1963 年為「募捐年」，並成立建築籌募委員
會綜理其事，「浸會書院隊」為小組之一。然而至 1965 年為止，建
築基金仍然不足，董事會遂議決由林子豐校長赴美國籌募校舍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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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設備費及永久基金，並派署理副校長韋理信博士（Dr. George R.
Wilson）、訓導長劉光昇先生同行。同年，林子豐博士出席了世界浸
聯會第十一屆大會，接受了貝勒大學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並帶回
二十餘萬美元，使書院校舍的興建工程得以繼續進行。
新校舍建築圖則由畫則師甘銘氏（Mr. Eric Cumine）設計繪製，
第一座校舍於 1966 年 5 月 1 日落成，佔地一萬三千三百餘平方呎，
共分五層，樓高八十五呎。香港浸會書院在艱苦中終於能夠聳立獅
子山前，邁出了一大步。

聳立獅子山前的第一座永久校舍

1964 年林子豐校長簽署建校工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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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在風雨飄搖中努力耕耘

1966 年 10 月 21 日，香港浸會書院舉行新校舍開幕典禮，由港
督戴麟趾爵士（Sir David Trench）主持啟鑰禮，美南浸信會海外傳
道部總幹事高恩賜博士（Dr. Baker James Cauthen）致詞證道。林子
豐校長總結創校以來十年間所取得的成績時說：「前後畢業生七屆，
共七百餘人，其中不少已從美國大學研究院或加拿大大學研究院獲
得博士或碩士學位，服務於香港社會，有顯著之成就。」12
同年，香港浸會書院依照香港政府《專上學院條例》，向教育
司署申請註冊。1967 年擴設「五年制」，招收預科生；又改良學系
組織，文學院有四個學系，包括中國語言文學系、外國語言文學
系、歷史地理學系、社會及社會工作學系；理學院有四個學系，包
括數理學系、化學系、生物學系、土木工程學系；商學院有三個學
系，包括商業管理學系、會計學系、秘書業務學系。1968 年又增設
傳理學系，以培育報業、廣播、電視、公共關係與傳理專業人才，
從新聞教育擴大到傳播教育，在香港高等院校實屬創舉。
1967 年間，香港由於受到內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社會上出
現騷亂，一般稱為「六七暴動」。這既動搖了香港的社會秩序，亦衝
擊了校方的五年計劃。當時校內有人成立「浸會書院反對港英迫害鬥
爭委員會」之類的組織，亦有人反對將宗教列為必修科。書院既在對
外爭取認可其社會地位和學術資格時困難重重，校內又有學生不滿，
正如後來繼任校長的謝志偉博士所說：「那時確有點風聲鶴唳的感
覺，學校沒有足夠的老師上課，人事浮動情況十分嚴重。」13 最好的
面對和解決方法，就是全力以赴辦好學校。1968 年，報考傳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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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由港督戴麟趾爵士主持的大樓啟鑰禮

的新生為全校之冠，此後多年一直領先，成為香港的知名學系。
1970 年 3 月，香港浸會書院獲教育司署核准為香港第一間政府
承認的私立四年制專上學院。為配合《專上學院條例》的要求，書
院於 1970 年除加強各系原有課程外，增設經濟學系，原有的數理學
系則分別獨立為數學系及物理學系。董事會通過聘請謝志偉博士和
陳彥民博士為助理副校長，協助行政及教務工作。從 1956 至 1970
年的十四年間，書院有十屆畢業生，共一千三百餘人，其中已有
一百多人在海外取得博士、碩士學位，畢業生在社會各界服務，獲
得良好聲譽。
然而，浸會書院的收入來源以學費為主，在 1968 至 1969 年度
已出現淨損的現象。1969 年 4 月初，即傳出增加學費的消息。此
舉引起部分學生不滿，8 月 2 日，學生會與校方達成舊生每月只加
費十元的協議，而新生則一律繳交學費和雜費每月共一百四十元。
1970 年 4 月，校董會決定再增學費，1970 至 1971 年度的學費，
一、二年級增至一百五十元，三、四年級維持不變。5 月 27 日，書
院的三千名學生之中，大約有六百人在校內靜坐，反對增加學費。
學生認為，學校經費不足的話，應該增加向外募捐；但輿論亦同情
校方，說林子豐校長「已經用盡了渾身解數，到處奔走募捐」 14。
當時書院的實情確是如此，經費靠籌款並非上策。
1971 年 3 月 3 日，林子豐博士積勞成疾，中風入院，延至 4 月
17 日去世。4 月 30 日，追思大會在書院禮堂舉行，史地學系講師
章群先生在追悼文中，突出林子豐博士在教育界中的地位，他說：
「清末，馬相伯先生，世奉天主教，創震旦學院，旋別立復旦，二者
其後同為滬上著名大學。天津則有張伯苓先生，虔信基督，初辦私
塾，繼立小學，而中學，而南開大學。二君子因南北輝映，今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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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反對增加學費的校內靜坐

生，可謂華北、華中、華南，地有其人，鼎足而三，而先生踵繼前

註釋

武，其垂不朽矣。」 15 代校長謝志偉博士強調林子豐校長的生命是
為浸會書院磨盡了，「但那激發出來的火花，已經在千百人心中點燃
了明亮的火把。明亮的火把，繼續焚燒，繼續蔓延吧！因為要照亮
的地方還多，當走的路尚遠」 16。不久，謝博士就從校董會接過這

1

據 1963 年 12 月 11 日香港教育司簽發的《1952 年教育條例學校註冊證書》，註冊名稱為「香
港浸信會書院」。正式的名稱是「香港浸會書院」，有時使用「香港浸會學院」之名。

2

明亮的火把，帶領浸會書院和一眾師生繼續前進。

黃嫣梨編著的《香港浸會大學校史》（香港：香港浸會大學，1996 年）共有七章：一、在借
來的校園播種（1956-66）；二、在獅子山前耕耘（1966-71）；三、透過國際評審作突破（197177）；四、危機下走出新道路（1978-81）；五、揭開學位課程的序幕（1981-86）；六、按時候
結果子（1986-92）；七、踏上大學之路（1992-95）。

3

黃嫣梨、黃文江編著的《篤信力行 — 香港浸會大學五十年》（香港：香港浸會大學，2006
年）分為七章：一、理念與使命；二、建設與發展；三、文化與生活；四、教授與傳承；
五、研究與開拓；六、服務與關懷；七、任重而道遠。

4

《論語》，〈為政〉。

5

《香港浸會大學年報》，2014-2015 年，封二。

6

周佳榮：〈兼容並包和教授治校 — 蔡元培辦學理念對香港的啟示〉，《浸大領域》20012002 年第 2 期，頁 9。

7

林子豐：〈潮人與教育〉，載《香港潮州商會成立四十周年暨潮商學校新校舍落成紀念》（香

8

《香港高等教育：共展所長、與時俱進》（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04 年），頁 3。謝

港：香港潮州商會，1961 年）。

志偉博士在 1987-1988 年度《香港浸會學院校長年報》中，曾提出中國文化中的「思以求之，
悉力赴之，無畏成之」的精神，便是「浸會精神」所在。
9

林子豐：〈浸會學院開學禮致詞〉，載李景新編：《林子豐博士言論集》（香港：培正中學，
1965 年），頁 196-197。

10

上海浸會大學正式成立於 1911 年，其前身是 1906 年成立的浸會神學院；1914 年改稱滬江大
學，至 1952 年中國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滬江大學各系分別併入華東師範大學、復旦大
學等相關院校，原校址移歸上海機械學院（現為上海理工大學）。

11

富爾頓是英國資深的教育家，曾出任幾所大學的校長之職。香港政府邀請他來香港為高等教
育的發展提出意見。詳見 Fung, Pui-w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 Developing
City: Hong Kong, 1900-1980”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Hull, 1988), pp. 241-258。

學院師生哀悼林子豐校長的新聞報導

12 〈校長林子豐博士新校舍開幕禮致詞〉，
《浸會書院通訊》，1967

0 16

年 9 月，頁 3。

13

黃嫣梨編著：《香港浸會大學校史》，頁 87-91。

14

同上註，頁 103-109；並參見〈各報評述摘要〉，《浸會學生報》特刊，1970 年 6 月 5 日。

15

章群：〈追思辭〉，《會訊》第 2 期（香港浸會學院學生會，1971 年 6 月 1 日）。

16

謝志偉：〈學院頌〉，《大專會堂紀念特刊》，1978 年，頁 30。

0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