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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關注慣常被忽視的群體和議題，為大眾發聲。1 他們

除了精研學問及作育英才外，更會透過個人的影響力，通過各種新

舊媒體和平台，表達自己對社會公共議題的觀點立場。香港的知識

分子特別留心香港、中國內地以至全球發展的問題和有關選擇，承

擔起教育下一代及發展社會的責任。以下將分別從知識傳播、政治

參與、社會服務及輿論引導等幾個方面，揭示浸大學者如何展現出

知識分子的特質。

1970 至 1990 年代初教職員著書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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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廣傳文化，清議時政

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早年華人未能全面參與本地的政治活

動，但由於言論自由，令香港報業異常興旺。二十世紀上半葉，報

業發展更是如火如荼，中英文報紙多達二三十種。本地的時事雜誌

如《信報月刊》、《明報月刊》、《百姓》等於七十年代開始發揮極大

影響力。報章雜誌為那些對時政有熱忱的學者提供了發聲的渠道，

讓他們公開討論文化、政治、社會等議題，吸引很多中學、大學老

師、知識分子購買及閱讀。加上之後新興媒體如廣播、電視的發

展，使得文人有了更多表達政見的方式。

自六七十年代開始，浸會學院一些享負盛名的學者就開始在報

章、雜誌上評論時政，當中一些學者且曾在本地各大報社擔任過編

輯工作，他們利用自己流利的文筆、豐富的知識以及獨到的見解，

深入地分析討論社會、文化與政治現象。例如中國語言文學系的易

君左先生，就曾擔任過《星島日報》副刊主編；2而系主任兼文學院

院長徐訏先生，亦曾擔任《星島周報》的編輯委員及《新民報》副

刊主編等工作；3史地系的胡靈雨先生（筆名司馬長風，1972-1976

年在校任教），曾在《明報》、《明報月刊》、《星島日報》、《中國時

報》等報刊評論政史，還曾先後主編過《祖國周刊》、《東西風》，

擔任《明報》國際版編輯和《中國學生周報》的顧問；4至於歷史

系系主任劉家駒先生因對中國文化及國情非常關心，常以筆名「劉

健」、「馬以定」及「柳以青」在多份報章雜誌發表文章，如《明報》

「學苑」漫筆專欄，5藉以表達對史學研究、中國文化、人生哲理、

當代中國問題等方面的見解，亦曾就香港前途問題撰寫時論，針砭

時弊；6除了文史系，社會學系的黃枝連教授常常就中國發展、兩岸

關係、中美關係、東亞局勢等議題發表具前瞻性的分析，並刊於本

地的《信報財經新聞》、《大公報》、《星島日報》、《明報》及《明

報月刊》等，及海外報刊如吉隆坡的《馬來西亞南洋商報》、新加

坡的《聯合早報》、曼谷的《亞洲日報》、東京的《財經資訊月刊》、

紐約的《僑報》等。7

傳理學系的張國興先生是著名的傳媒人和記者，曾任《南華早

報》兼任編輯顧問，且為該報撰寫每周專欄，及為《英文虎報》專

欄撰文。張先生在離開中國大陸前，記錄了對政權的所見所感及生

活點滴，及後整理筆記，結集成書，出版了 Eight Months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後譯為中文書《竹幕八月記》，被譽為首個以「竹

幕」形容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人，其他有關中國的著述包括A Surve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Daily Press（1968）和Mao Tse-tung and His 

China（1978）。在中國仍然對外封閉、資訊並不發達的年代，有關

文章、書籍促進了大眾對中國的認識，所以他開設的中國報導班也

受到廣泛的關注。至今，傳理學院仍然秉承他所提倡的「唯真為善」

的信念及精神，並以此為院訓，培養學生作為新聞工作者應有的

態度。8 

七十年代以後，隨着工業的興旺，香港經濟快速發展，人們的

教育和生活水平大有提升，相關的政治、經濟、社會議題引起市民

廣泛關注。八十年代初開始，經濟系的兩枝健筆於本地的報刊長時

期發表評論分析，他們分別是曾澍基博士及鄧樹雄博士。曾澍基博

士研究資本主義危機、長波理論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1998年香

港出現貨幣危機，他發表言論認定聯繫匯率的 AEL模式及貨幣局制

度是香港的出路，深受各界重視，有稱他為香港實行「聯繫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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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臣之一。9鄧樹雄博士曾就財政預算案、稅制等經濟議題在《信

報財經新聞》等發表評論文章，並先後出版《香港公共財政問題研

究》及《後過渡期香港公共財政》兩部專書，探討香港的財政問題

及香港在過渡期的事務。

傳播媒體的發展日新月異，除了紙質媒體，愈來愈多的學者還

會在廣播、電視等多媒體上議論時政、表達觀點。浸大政治及國際

關係學系的丁偉教授就是一位國際時事評論員，早於 1980年代起，

丁教授就因香港回歸事宜曾獲邀撰寫有關香港問題的文章、評論

等，並經常在《信報月刊》、《明報月刊》上發表。10同系的黃偉國

博士和楊達先生則分別主持電台節目《自由風自由 Phone》和《十

萬八千里》，他們積極探討本地政治以至國際關係問題，經常接受

傳播媒體的採訪並發表專業評論。

社會學系的梁漢柱博士曾擔任過電視節目《左右紅藍綠》的嘉

賓，並在《明報》等報章上發表文章，討論工人薪酬制度、勞資制

度、全民退休保障、扶貧等議題。教育學系的學者們也熱衷於討論

社會議題，常在報刊以及大眾傳媒發表評論文章。近年，潘玉琼博

士就香港的教育事務、教學語言、大學學制發展等議題發表評論，11 

許為天博士和鄧國俊博士亦在《信報財經新聞》、《大公報》和《星

島日報》等定期發表教育專業短評。

即使在參政機會大增的今天，浸大的學者依然透過各種媒體途

徑，努力表達自己的意見，表現出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心

和熱忱，努力發揮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影響力。

（上） 1984 年傳理學系系主任張國興（右一）向林思齊伉儷（左一、二）

介紹系內設備

（下） 經濟系的曾澍基教授 ( 右 ) 參與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貨幣發行委員會

會議（相片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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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晉身議會，肩負公職

進入八十年代中後期，香港的政治體制和實況都發生了極大的

改變。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北京政府希望廣納香港市

民的意見，制定日後「一國兩制」的具體內容，同時也希望培養香港

本地的華人精英，以達致港人治港的目的。因此，本地華人在八十

年代中期以後，開始有議政和參政的機會，對政治的關心不再只局限

於筆墨之中。從此，不少本校教職員，紛紛付諸行動，或進入議會，

或擔任公職，努力實現自己的政治理念，肩負起更大的社會責任。

（一）進入議會

1）區議會、立法局、行政局
1982年，香港第一屆區議會選舉分別在新界和港九市區舉行，

選出一百三十二個民選議席，本地華人精英開始有機會進入區議

會，直接參與地區事務。浸大的一些學者就曾經擔任過區議員，

以更直接的途徑實現自己的政治理念。浸大第二任校長謝志偉博士

早年就曾出任九龍城區議會議員，及後更循間接選舉途徑獲選為立

法局議員，後獲港督邀請出任行政局議員。尤德爵士（Sir Edward 

Youde）及衛奕信爵士（Sir David C. Wilson）兩位港督在任期間，謝

校長參與了香港政府的重大決策，如處理 1989年因「六四事件」出

現的信心危機，落實興建新機場及其他措施等。12此外，社會工作

系的李建賢博士也曾擔任過灣仔區區議員（1994-1999年）及東區區

議員（2003-2007年），前後共有十年之久。13

謝校長身兼行政及立法局議員，經常出席政制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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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意見。15 2016年 9月，社會工作系講師邵家臻先生循立法會功

能組別（社會福利界）選舉的途徑當選立法會議員。

（二）服務公職

公共服務的定義非常廣泛，包括為政府機構及各院校擔任公

職及顧問，也指普遍的社區服務，甚至是為大學教育的長遠發展作

出貢獻。浸大學者多年來在文化教育、社會經濟等不同領域出任公

職，成就和貢獻非凡。

1）文化教育領域
文化教育領域一直是本校學者服務公職的重點，傳播系的陳家

華教授就出任過不同高等院校、進修學院的校外課程評審委員以及

多份期刊的編輯委員會委員。此外，她也為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

審局、研究資助局等擔任顧問。16 人文及創作系的文潔華教授出任

過博物館專家顧問，以及香港藝術發展局、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

員會、公共圖書館委員會、郵票設計委員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節

目委員會的委員。近年，她被委任為中區警署建築群活化計劃選拔

委員會委員。17 歷史系教授暨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麥勁生教授曾出

任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委員，負責監督全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的普查工作，還擔任歷史博物館諮詢委員會委員，就歷史博物館的

定位、制訂博物館的業務發展策略等事宜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提供意見。此外，他是課程發展議會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委員會

委員及修訂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課程專責委員會（中一至中三）委

員。18 視覺藝術院的何兆基博士參與的公職甚多，當中包括藝術博

第三任校長吳清輝教授

2）立法會
1985年 9月，香港舉行首次立法局選舉（立法局於 1997年解

散，1997至 1998年由臨時立法會暫代職務，1998年立法會成立），

通過間接選舉共選出二十四名議員進入立法局，參政的門路大為開

通。時任浸大理學院院長吳清輝教授曾於 1997至 1998年擔任香港

臨時立法會議員，以及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其後，他循

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的途徑獲選為立法會議員，於 1998至 2001

年出任議員期間，曾就香港的公共政策及發展計劃在立法會提出可

持續發展概念的動議，及提出人力資源政策議案。14 2012至 2016年

間，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博士循立法會（香港島）地

區選舉的途徑當選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他提出捍衛學術

自由的議案，亦對兒童權利問題、南丫島海難事故、郊野公園修訂

等問題表示關注，並積極地就教育、民政、環境、政制等多項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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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藝術館專家顧問、民政事務局藝術發展

諮詢委員會視覺藝術小組委員、民政事務局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專家

顧問、課程發展議會藝術教育委員會委員、民政事務局博物館諮詢

委員會委員、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及考試及評核局聯合委員會委員

（新高中視覺藝術科）、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員（視覺藝術、藝術教

育）。何博士積極推廣藝術教育、社區藝術，曾參與「憧憬世界」

攝影教育計劃。19 

2）社會經濟領域
除了對教育的關心，浸大學者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亦貢獻

良多。前校長謝志偉博士在香港即將回歸祖國期間，曾出任港事顧

問、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

備委員會委員。他還曾加入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食物及環境衛

生諮詢委員會、廉政公署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公民教育委員會，

以及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等，為各項社會議題出謀劃策。20管理學

系的趙其琨教授一直致力宣揚家庭友善以及防止年齡歧視的訊息，

以求達致和諧的勞資關係。他任職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長達六

年，曾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以表揚他對社會的貢

獻。此外，趙教授也是非政府組織如香港家庭福利會、協康會的董

事、顧問及委員，曾擔任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委員會委員達十五年

之久。21財務及決策學系麥萃才博士在市區重建局中出任董事會非

執行董事、財務委員會成員、人力資源及薪酬委員會成員等，並出

任能源諮詢委員會、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香港投資者教育中心諮

詢委員會、香港證監會學術評審諮詢委員會及香港金銀業貿易場註

冊委員會委員，為經濟議題獻計。22

第三節　服務社群，傳播知識

推廣知識亦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新的全球問題在二十一世

紀湧現，例如生態環境危機、新型疾病等，知識分子應具有關懷全

人類的胸襟，從寬廣的觀點立場來瞭解人類的問題，並努力尋求方

法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社會。23現今的精英學者多樂於走出象牙塔，

除了在教室傳道授業，還會把個人的專業知識透過不同活動及層

面，如公開講座、各類媒體平台、出版書籍等，推廣至社會不同階

層，既提供了知識交流的機會，又有助社會提升文化質素。

（一）回饋社會

在社區服務上，香港浸會大學提供的中醫藥醫療服務樹立了良

好的榜樣。西方醫藥尚未普及之時，本地居民的醫療服務大多依賴

中醫師提供，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醫藥經不斷擴充及

發展成為主流。但傳統中醫藥仍在社會上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在

針灸推拿及中藥保健方面，於 1999年 7月通過的《中醫藥條例》及

同年 9月成立的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更進一步肯定了中醫藥的

地位。24

由於社會對中醫藥醫療服務的需求日趨殷切，浸大中醫藥學

院在 2001年開設第一間中醫藥診所，現在更增至十五間，主要由

臨床部管理，當中八間為直屬診所，另外七間則與醫院管理局及其

他非牟利機構合作，遍及香港各區，總共服務約二百萬名病人。診

所臨床部現時約有一百九十多位專家學者，除了專注教研工作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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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直致力於服務社區。他們親身擔任診所醫師，為病人提供醫

療服務。為了能在多方面回饋社會，診所除了一般的門診、專科服

務外，又經常舉行義診日，為市民提供免費健康諮詢及內科診症服

務，營造健康社區。開辦中醫藥診所既可以為市民大眾提供高質素

的中醫藥醫療保健服務，又可以為中醫藥提供教研基地，高度結合

了教研與實踐。25

浸大學者在推廣中醫藥方面亦不遺餘力，例如呂愛平教授多年

來致力推動中醫藥標準化，亦是中醫標準化領域方面的領導學者，

自 2009年 ISO/TC249成立以來，他一直擔任該國際標準化組織的

中方代表團團長，積極參與制定中醫藥貿易、中藥材、中藥產品、

針灸器具、中醫診療設備、中醫資訊等範疇的國際標準。最近更獲

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與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頒授「中國標

準突出貢獻獎」及中國標準化協會頒授「標準化十佳推動者獎」。

呂教授現任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第六屆理事會副會長，編輯有關

中西結合醫學的百科全書，也是歐洲中醫藥規範研究學會（Good 

Practi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的成員，與趙中振教授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委員，而趙教授更是《美國藥典》、《歐洲

藥典》的顧問；卞兆祥教授則在眾多與醫療相關的機構中服務。26

（二）推廣知識

在積極服務社群之外，浸大的學者們積極肩負着傳道、授業、解

惑的傳統職責。透過各種公眾活動、傳播媒體、發表論文和出版書籍

等不同途徑，將各種知識傳播給社會大眾，達致普及知識的目的。

舉辦各種講座、研討會、展覽、表演、考察等公眾活動，是讓

（上）香港浸會大學陳漢賢伉儷中醫專科診所暨臨床規範研究中心

（下）中醫藥學院積極推動社區義診，營造健康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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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在電子媒體發表評論，並且多年來主持電台節目，涵蓋哲學、

美學、藝術、中國文化發展等範疇。31歷史系麥勁生教授和傳理學

院的盧偉力博士定期於《講東講西》節目擔任主持，麥教授且兼《古

今風雲人物》、《藍地球》、《百年留學》、《文明的故事》等多個歷

史文化的電台和電視台節目的主持。體育學系的雷雄德博士長年在

電台推廣體育科學及健康的資訊，他參與《清晨爽利》中「運動有

方，活出健康」的環節已超過十年，又主持體育雜誌式節目《十項

全能》；另外，他還參與電視台節目《都市閒情》及《學是學非》，

在節目中推廣正確的體育科學概念。語文中心的朱少璋博士主持的

《文采飛揚》亦可算是另一長壽節目，該節目播出共有一百零四集，

致力推廣中國語言和文學的多方面特色，包羅傳統到現代各種文體

的修辭、語法，以及當中的歷史與文化等。2014年，朱博士主持的

生物系副教授邱建文博士（左）置身「蛟龍號」，成為首位乘坐該潛水器下潛的香港科學家。

大眾接觸各種知識的最直接途徑。浸大中醫藥學院經常透過舉行中

醫藥預防及治療各種疾病的公開講座及研討會、社區活動及外展服

務，如五一浸大中醫日、健康從今天開始—中醫外治推廣體驗

日、中醫繽紛童樂日、2014首屆香江膏方節及專題講座，為社會大

眾提供中醫藥醫療保健訊息，並推廣預防疾病的知識。27另外，學

院的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致力蒐集及整理與香港中醫藥有

關的文物，以多元化及生動活潑的展覽及節目，讓市民大眾對傳統

中醫藥有更全面及正確的認識，推動中醫藥事業發展。28

在推廣音樂方面，音樂系經常透過各種音樂藝術節目，如藝術

節，與康文署、香港管弦樂團、泛亞交響樂團、香港小交響樂團合

辦活動等，推廣音樂發展。該系的林青華博士還為《南華早報》、

《英文虎報》、《星報》、《星島日報》及早年的《華僑日報》等擔任

樂評家及專欄作家，並出任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香港、澳門、台灣和

中國內地樂理主考。29

生物系的邱建文博士主要研究海洋生物多樣性和保護漁業資源

議題，他參與中國載人潛水器「蛟龍號」在南海及太平洋一帶展開

共一百一十三天的深海考察任務，成為首位乘坐「蛟龍號」下潛的

香港科學家。他在 2013年完成為期四十天首階段的試驗性任務後，

與大眾分享下潛經驗和展示部分在深海取得的樣本，例如貽貝、鎧

甲蝦、玻璃海綿等，而這項考察亦有助日後有關環境保護和保護深

海資源的研究發展，惠及大眾，亦對教學及學生進行研究有很大的

幫助。30

1980年代後，各種傳播媒體發展興旺，浸大不少教授學者通過

參與不同的電台節目、電視節目等傳播知識，向一般的市民大眾深

入淺出地傳播學術知識。人文及創作系的文潔華教授自八九十年代



浸大教員透過電視媒體普及科學和文教知識 ( 相片由雷雄德教授提供 )

中國研究課程讓社區人士以跨學科和多元視野認識當代中國的不同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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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電台節目《文化四合院》，說明語言學之中各項知識及推廣文

學的趣味。32物理系謝國偉教授熱心推廣普及科學知識，經常接受

電台、電視台的訪問，深入淺出地講解關於火箭發射、航天科技等

的知識。他又積極參與有關普及教育、科學通識的節目錄影，例如

電視台節目《學是學非》，以及兒童科普節目，並為業界擔任顧問

的工作。33

英國語言文學系的周兆祥博士是香港最早利用多媒體宣傳環保

意識的人，他主張建設綠色社會，提倡低碳生活、簡樸生活，從生

活中實行環保。為了宣揚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及推廣綠色生活教育，

他在 1995 年及 2004 年分別成立香港素食學會及綠色生活教育基

金。34此外，他也關心綠化校園的發展，不遺餘力參與大學校內環

保相關活動，提高同學的環保意識。35地理系的周全浩教授致力研

究香港能源問題，早在 1978、1979年他已在報章上撰寫有關香港能

源的評論文章，至今仍在《信報》等本地報章撰寫評論文章，曾積

極關注及討論 1980年代中期興建大亞灣核電廠的問題，及後關注政

府開放能源市場等問題，他在 1998年成立浸大香港能源研究中心，

透過定期舉辦研討會、出版刊物、在報章上刊登文章、接受傳媒訪

問等來教育大眾更多有關能源的知識。36

傳播系的陳家華教授近年關注物質主義、青少年健康飲食、

廣告策略等課題，於 2012 至 2014 年兩度獲得由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頒發的 Emerald Literati Network 最佳論文獎中的

「高度推薦獎」。她有感香港高等院校的教科書、教材未能涵蓋本地

的資料，因而收集了各式各樣的材料後撰寫了數本教科書，當中結

合了業界人士、校友的訪問等，並應用到課堂之上。37

第四節　關心社會，引領輿論

現代的知識分子在從事研究和教學之餘，亦關心社會，並努力

以知識去改變社會、引領輿論，肩負推動國家及社會發展的責任。

浸大學者一直對推動社會發展非常關注，包括公民權利、社會運

動、社會發展等各種議題。

（一）公民權利

曾任宗教及哲學系系主任的余達心博士，多年來鑽研西方文化

與基督教神學，希望信徒能把信仰在生活中演繹，使之成為當代思

潮及倫理道德中的一股力量，敢於回應時代挑戰。38 1984年，余達

心與二十七位教會領袖參與擬定《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

遷中所持的信念》（簡稱《信念書》）。其後，余達心所著的《信念

書註釋》，對信徒產生深刻的影響，使教會及信徒作為公民社會的

一分子，透過自身的價值，影響所身處的國家及社會。39

現任宗教及哲學系系主任關啟文教授認為知識分子應該要關心

社會，不應只局限於發表理論，所以他曾多次就淫褻及不雅物品議

題對青少年及社會的影響發表文章及評論，例如《星島日報》、《明

報》、《am730》等；他又在數份基督教報刊上提出個人觀點，希望

喚起公眾的關注。近年主要回應同性婚姻等社會議題，曾參與立法

會討論《2014年婚姻（修訂）條例草案》的委員會會議，並就會議

提交意見。40

現任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主任暨宗教及哲學系教授的羅秉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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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對倫理道德中有關男女生育、同性戀等議題的研究甚有心得，

出版了專書如《繁星與道德》等。他自 2012年起獲委任為人類生殖

科技管理局成員、自 2002年起任醫院管理局九龍東聯網臨床倫理委

員會成員。41

（二）社會運動

近年香港的社會運動非常活躍，探討政府政策和措施的正當

性、公民抗命的本質與意義、違抗法律行為的意涵、非暴力的政治

行為等議題廣受公眾關注。羅秉祥教授不但從宗教、道德與倫理學

等角度探討以上課題，引發社會反思香港的政治與社會問題，並且

聯署發表《「基督徒支持民主政改」理念書》，又發起了「基督徒支

持民主政改」活動，擔任「基督徒支持民主政改商討日」籌備委員，

為教徒講解民主普選與教會的關係。42

丘延亮博士持續關注香港及台灣的社會運動和弱勢社群。他

曾參與的社會運動包括香港 JWM的女工守廠罷工、香港回歸前後

的社會民主化系統抗爭及來自其他各界各地如亞洲、台灣的社會運

動。43曾在社會學系任教的陳允中博士積極參與香港的保育運動、

社會及民主運動，例如保衛皇后碼頭行動、灣仔藍屋項目、石水渠

街、利東街、「七一」遊行等。社會工作系的邵家臻先生重視青少年

研究，常為《星島日報》、《am730》撰寫文章，曾擔任香港電台節

目《思潮作動》的主持。

新聞系的學者對新聞自由、政治發展、時事熱點等問題最為關

注，杜耀明先生曾在 1997年由香港外國記者協會、國際特赦組織

香港分會及香港記者協會合辦的人權新聞評述比賽中獲得人權新聞

獎。呂秉權先生有十多年處理中國、香港新聞的經驗。加入新聞系

之後，他仍主持電台節目《星期六問責》和《中國點點點》，為大

眾介紹及討論本地以及中國的最新發展。

文以載道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實踐。在浸大六十年的發展

史中，本地社會曾經歷存亡之際的巨大政治危機，也面對過前路未

明、利害攸關的挑戰。故此，部分浸大學者便通過不同途徑，如借

助傳播媒介就社區、國家以至國際大事發表專業意見和評論，投身

和服務自己所屬的專業領域，以及加入議會及政府諮詢架構，直接

參與構思和制訂政策的過程，盡知識分子之力共襄社會進步。

呂秉權（左一）在課餘主持電台節目《中國點點點》 。（相片由潘蔚能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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