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事務處輔導長
任伯江博
(-)序
一載學生事務處輔導長，一
輩子學生事務處輔導長？
「一日嶺南人’ 一生嶺南
人。」我們這一個口號著實充滿
著無限的生氣’生機和生命j
在過去一年’我除了負起敎
育科技中心主任的職責外’還兼
任了學生事務處輔導長的工作。
這份工作給予我很大的鼓舞’力
量和滿足感。一年的經驗令我對
學生事務加深了認識，對大學敎
育增強了了解。在這兒我感謝校
方尉我的信任和支持。

任伯江博士： 「每個誠心誠意的敎育工作者
都應該是一位“輔導長” ！.

(二)大學敎育的理想和宗旨
根據"Developing the Colege Curriculum : A Handbook for Faculty and Administrators" (Marguerite

Gee 等

.1977)所編著’大學敎育的最
終目的就是培育出獨立自主“有
質素"有幹勁的人才。然而•要
做到上述目的’大學敎育理想應
包含著以下的元素一

三、「人際關係J
•與人相處，能夠做到見微知
著 ’ 了解別人的生活方式，態

「人際關係」「適應力」和「廉
潔J五方面的情操。
有部份同學都很主動去接觸

度和需求’便能在與人相處方面

我’令到彼此互相信任和促進溝

運赛帷握了丨簡單來説，人際關

通。能夠和一群充滿活力和坦誠

係便是「了解自己’ 了解別人適

的同學相處一起共事’實在是我

應自S•適應別人」•使自己溶

這一年以來值得珍惜的經驗。

入社會’人群和自我的和諧之
中

學生事務處一直以來都為貫
徹本處三個任務而努力一

0

四、對人和事物的「適應」能力
。我們對身邊的一切轉變’我們

一、「信任」。無論對自己•對

應該相對地作出恰當的調整。

別人•如果沒有了信任•我們在

五、「廉潔」的情操。著名敎育

(一)活動方面.我個人非常欣賞

人與人之間便再也找不著互相的

家艾力遜敎授Erik Eriksoni忍為廉

同學們的積極參與和全情投入的

協調和信賴’沒有了信任’我們

潔是認同自己和接受自己的生活

精神.但希望同學除了參與之

便會一步一步走回自私和自我保

方式’不受各種物質上的誘惑•

外.還要從籌備階段和•策劃過

護的框子裡。

但是為堅持真我而奮鬥。

程.工作分配.時間.財政的預

二、第二個元素是「能力」。我

算中學習到更多。搜活動的時

們要有思考和組織資訊的能力更

候.同學要避免「眼高手低J •

重要的是分析知識和明辨是非的

(三)學生事務處的任務學生事務

我們應該對自我的要求高。但同

能力°在了解自己能力極限背

處在過去的日子，本著大專學院

時清楚地衡量自己的能力’並保

後，我們更要懂得尊重每個人獨

的敎育宗旨’積極協助學院培育

持自我持久性的興趣’才能貫徹

特的才能。

同學們在「信任J、「能力」、

地投入活動之中。此外；在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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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博 士 全 心 、 全 意 、 傳 情 、 傳 意

上和課外活動上’各大專院校仍
缺乏一定的溝通。其實，加強互
相的聯繁，不但可以筆固整個大
專院校的敎育方針’行政規劃.
還可以讓同學們有進一步的溝通
和切磋。

爲社區、爲大專、爲嶺南，作“傳意”敎育講座

(四)大專敎育對青年身心發展的
影響
大專敎育對青少年的身心發展
以及公民敎育影響深遠•因此大

三、
應鼓勵青年參與社會發
展’作出貢獻和承擔責任’尤其
應讓青年有機會參與影響其生活
事宜的有關決定；

專院校應在這方面多加關注。我
希望在這裡和大家分享香港青年

四、家庭擔當起關懷和照顧青年

事務委員會於1990年4月間所訂

的首要角色，應該得到所需的保

制的「青年約章」原則其中的四

護和協助’以充分發揮其作用。

(二)另一方面’本處專責處理的
學生資助計劃’這得到政府的支
持。除此以外’還得到私人商業
機構和敎育基金組織對嶺南的支
持’使有部份同學可免除了金錢
上的憂慮’專注在學業上用功。
希望日後•校方更能為同學爭取
這一方面的支持’給予同學更大
的資助和鼓勵。
-

-、應尊重青年’使他們得到愛
和得到家庭及社會的關懷照顧：
他們應該享有健康的身心’享有
住所’食物、敎育工作機會及文
娱康樂活動：

(三)在體育方面，我們為同學提

.二、應鼓勵青年在自由、民主、

供了多個不同類形的康體課程’

尊重人性尊嚴、寬容、團結及和

讓同學在參與中得到身心更均衡

平精神下成長和發展；

項。

這些原則在促進青年身心發展
和公民敎育上定下了重大的意義
和指引。
其賁早在一九三八年•中國
敎育部已訂下了一個「青年守則
J作為青少年立身處世之道的準
繩’鼓勵青年應該從自己本身做
起•自發、自覺、自動.也修身
和立德為人群服務。

•

的發展和友證。同時促進同學間

rsHTTwsraD

的體育精神。
青年守則
忠勇為愛國之本
學生事務處的工作就是為校方

孝順為齊家之本

和學生建築一道橋樑令三者保持

仁愛為接物之本

密切的聯繋’從而把我們學院帶

信義為立業之本

到社區和整個社會裡。我本人十

禮節為治事之本

分希望•當本校遷往屯門後.學

服從為負責之本

生事務處會再加一把勁把嶺南帶

勤儉為服務之本

進該社區中’因為敎育工作的推

整潔為強身之本

廣是源於學校本身和社區，能夠
在自己的社區打穩根基•這樣才

積極參予學生活動

可以進一步使嶺南推廣得更遠更

助人為快樂之本
學問為濟世之本
有恒為成功之本

響亮。
4 4

在過去一年裡•我曾在週會上

觀感’以及有關大專敎育和大學

屆學生會交職典禮裡我所發表的

對同學發表過一些演辭。主題都

生生活等題材’指望能和各位同

講辭•或者可以總結了我對學生

環繞著人際關係傳情達意’知覺

學產生共鳴和共勉。在第二十六

事務處的觀點以及對同學的期
望。現摘錄下來與同學分享。

(五)展望

嶺南學院第廿六屆學生會交職典禮
(—九九三年五月七曰）
學生事務處輔導長任伯江博士致辭全文

展望將來’我希望學生事務處
能夠一步加強對同學的服務。同

韋校董、陳校長、各位嘉賓、蔡會長、各位新舊幹事、各位同事：
首先恭喜各位新幹事•勇於承擔這個重大的任務’為同學服務’
替校方與同學間做一道橋樑。這未來一年的挑戰•肯定是一種非常
有意義和有價值的使命I為嶺南繼往開來’燃點著永恒的火光°

時翠固我們所建造的這道橋樑。
然而•我們嶺南人都應該好好的
使用這道橋樑，彼此達至互通心
意、情感、理念和理想的境界。
最後’希望學生事務處各同事在
未來的日子更能發揮團隊精神’

敎育是一件艱巨而長遠的工作’所謂「百年樹人」；不過我們學
生事務處在這短短的八個月來都得到同學的認同與支持•以各種不
同傳意的形式講賞和鼓勵•在此’代表學生事務處向各位同學致
謝.希望這屆學生會和各位同學一直支持和合作下去’使嶺南學院
的師生職員心連心。
在這個月來•我先後出席五個系會的就職典禮和致詞’而每個系
會的籌備工作都非常認真.同時亦為學生會監票三次•而每次勝出
的內閣或同學’都是經過“民主、公平、參與"的過程選出來的’
幾位點票和監票的同學都是非常公正、盡責、認真。在這裡’我向
他們致敬和希望他們帶著這種嶺南的傳統精神’從嶺南學生會做
起 ’ 一直帶到社會去.為香港人爭取自由、民主、公平以及繁榮安
定的社會。這種嶺南的內驅力(Intrinsic Force)就是要求各位同-去
•‘實現自我"（Self-actualize) •同時要追求社會心理學家馬思备博
士(A.H. Mas-low)在1970年間倡儀的“知識、 明理需要".因此敎
育最終的目的，不是只為生活.而且還要爭取資訊，培養明辨是
非.以及適應社金的能力“如果要滿足這些「成長的需要」•那麼
我們必須要創造出團隊(Team-Wark)的動力：彼此在互愛、互助、
互勉、互誌的情況下’去創造美纟#的明天°各位同學，明天的創
造’就是你們的團結和愛護镇南的心。

實事求是為嶺南服務’共同發揚
嶺 南 「 紅 灰 精 神 」 ’ 「非以役
人，乃役於人」的敎育宗旨。我
們須要用行動去做，非單以語言
去講：用行動去做，非單以文字
去寫；用行動去做’非單在象牙
塔裡思想丨

(六)践
•一曰嶺南人.一生嶺南
人
「一載學生事務處輔導長
輩子學生事務處輔導長7」
我個人認為•凡是敎育工作
者•都應負起輔導學生的責任’
以學生為本的敎育宗旨去協助他

在這八個月來’我個人在嶺南的大家庭裡’在各單位、部門和組
織都有機會服務過•使我對镇南不斷產生一種歸屬感‘我們學生事
務處的同事也有同感。我們對學生會的事務有逭樣的見解：「學文
學禮仗溝通’生活生機若現龍：事事關心我镇南’務實求是更灰
紅。」希望與各位同學共勉。

們成長.「誠心誠意’積極主
動」地投入為學生服務°在敎育
工作上這些精神是永恒的°我
深深相信每一位敎育工作者’
在他的敎育生命裡’都應該抱

我想在這裡引用已故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f. Keunedy)在1961年

總統就職典禮時所發表的演説一幾句瞀惕、勉勵美國人’和世界
各國人民的説話：「我的美國同胞們•不要問你的袓國能夠為你們
做些什麼’而是要問自己能夠為祖國做些什麼。世界各國的人民•
你們不要問美國能夠為你們做些什麼’而是問我們大家能夠為人類
的自由做些什麼。J

著這種態度和情操’坦蕩蕩的
為學生服務。

祝各位健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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