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性的人物
任
葛量洪敎育學院証書。
美國University of Wisconsin理科碩士。
美國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傳意與
戯劇專業文憑。
美國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敎育傳
播博士。
1973—78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敎育傳悬與科技中心講師
兼主管。
1978 — 79年任美國University of Pittsburg敎育學院
客座敎授。
1979 —81 年任美國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多元
文化學系副系主任兼國際敎育研究中心主任。
1981 — 92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敎育學院講師兼敎育傳意
與科技中心主管及高級講師。
1982 — 92年任香港中文大學高級文憑管理課程兼任講
師。

「十七歲時’我希望當明
星。」
任博士在十四歲時已開始在
校內傲話劇，當時的他渴望做明
星。會投考自由影業公司，試鏡
的還有謝賢、林翠等。惜他與謝
賢皆考不到。50年代至60年
代，流行國語片。十七歲的他在
大華國語學校讀劇本，如《家春
秋》、《北京人》及《褪變》等，加
强了他對中華民族的觀念和熱
愛°他憤恨當時封建制度的壓迫
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行爲。
其後，他又投考昭氏，但失
敗°後來，他再哈書時，g感仍
喜做演員，再考昭氏，終於給他
考到了，並在暑假的時候拍了幾
部電影，担任第二、三線的主
角。而且他曾受過英國敎授的話
劇訓練°他不但熱愛戲劇，他更
認爲戲劇幫肋他了解人生，研究
戲劇幫肋他研究人際關係的事。

學院的總面積爲8，604米《

「我發現自己始終喜歡從事敎
育事業。J

錢，可惜仍未足夠。兩年後，一

九六七年，校長給他船費，加上

十七歲時，曾敎街童。然

夜校的學生替他_錢，終於足夠

後，他入讀葛量洪敎育學院。這

一個學期的學費及生活費。幸

一年給他在敎育哲學、敎育心理

好，第二個學期開始取得獎學

及心理學等各方面莫大的啟示。

金，已不用交學費了。當時，還

之後，他又修讀了一個敎育的課

要儲些錢給在香港的母親。另

程，增加他對敎學的濃厚興趣。

外，他被介紹到視聽敎材中心，

任博士擁有豐富及多元化的

負責放電影及搬運視聽敎材，只

敎學經驗，曾敎戲劇、英文、舞

賺得_塊錢。「又在戲院負責帶

蹈、活動敎學法及視聽敎育等。

位 ， 後 來 升 爲 H e a d doorman,

當時，他已開始利用各種視聽敎

可以早些到戲院，早幾分鐘又可

材，如錄音機、幻燈機及電影等

賺多幾毛錢的。」他說。

等，增加同學在學習的興趣。

在那個時候，一毫子可買一
杆大牛奶，對他來說，等於現在

「 在 美 國 威 新 康 斯 和

五百元對他的重要性。因此即使

Columbia是我人生中最難忘

用一毫子，他都需要前思後想。
「 我 住 在 International house

的階段。」
其後，由於他任敎之學校的

時，常會在早上吃飽些而希望可

校長給予他的支持，加上當時在

省掉午餐。但又會•渴，在十一

美國留學的朋友的鼓勵，他努力

仰或十二點飲牛奶亦需要考

從夜校補習及電影配音等途徑儲

慮。」他說。又說：「那時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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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寄六十元（美金）回港作家

「除了演話劇、演講外’辯論

集的重要性，認爲可以啟發個人

用。我替外國人補習普通話一小

亦幫助我消除自小口吃的缺

關心社羣。正所謂：「風聲、雨

時賺得五元，雖交通不便，但幸

憾。」

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

人家有晚餐提供。」

任博士認爲Speech

他在威斯康新大學修讀
Speech Education,包括戲劇、

Communication這一門學問對
人生的成長及領袖才能的培養有
積極的作用。辯能訓練個人的

那時香港尙未推行敎育電視。於

思考與組織能力，邏輯思維，推

是，他前往紐約的Columbia
University，

在

Teachers

理及應對能力，不但使我們以客

"Charity

begins at

home."

"My wife is the soLH-ce of my
happiness."
他强調凡事由家開始傲起，
開心見誠的商量，彼此的溝通及

College任技術秘書文員，需要

互相聘聽，是絕不可缺少的。

修理機器，搬機器及拍電視，頗

此外，他認爲除了父母的關

辛苦的。另外，外國人揚善隱惡

懷，照顧及敎導對個人成長有密

的特質，啟發他在日後盡量欣賞

切的關係外，夫妻間的融洽亦同

下屬的優點，藉以促進工作的效

樣重要。他認爲夫妻不能常把心

率0

事或不滿銷在心上，他同意以朋
之後，他在Columbia

友方式去討論雙方的缺點。切忌

University讀傳意及戲劇。他曾

在雞蛋裡桃骨子。最重要的是，

任 敎 於 Teachers College，後

凡事互相分擔，互相分享。此爲

被 介 紹 到 ST. John University

他的家庭觀。

任傳意系的講師及兼任副敎授。
七三年時，回港於中文大學任敎

「大專的敎育及科技發展，沒

育、傳意與科枝中心講師及主

有給我足夠的機會去發揮我的

管，主要協助敎員運用敎具及敎

才能。」

學法。
五年後，University

任博士認爲敎育學院及大學
of

未能善用他的興趣和專長爲敎員

Pittsburg與中大有交流的機

提供服務。大專的科技是頗重

會，他被欣賞而邀請到此敎育學

要，但卻被忽視。而且沒有提供

院任客席敎授。而他亦於

足夠的機會，讓他發展潛能。而

Pittsburg與未婚妻結婚。七九

這裡提供的職位及機會，正含他

年，他在三藩市大學任敎，此

意。値得一提的是，陳佐舜校長

外，他曾到中國大陸，台灣及星

曾是他的老師。

加坡等地，担任辯論比賽的評

觀的態度看一件事的兩面，而且

判。而且他更成爲第一個獲得敎

加强分析及明辨是非的能力，更

育傳意與科技獎的中國人。這些

豐富對修辭學的認識。

「你知道我戴着兩頂帽子
嗎？」

收穫都是他的事業發展，個人的

此外，他常被邀請往學院，

他現於嶺南任敎育科技中心

信心及成長等積極的回饋。總括

電視台及電台作評判。經常需要

的主任，負責設計敎材’協助敎

他幾十年來的敎學經驗：「我體

在幾分鐘，甚至幾十秒內作總

師製作他們所需的敎材及提高工

會到從學去敎，亦從敎去學，這

結，對於急才及敏捷思考有一定

作效率。同時，亦幫助同學運用

樣，才可以敎學相長，不斷學

的銀練。他重視在辯論中資料捜

適當的視聽敎材和發揮他們在溝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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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灰内望

電視、視聽敎材及敎師敎育等。

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比海洋寛閱的是天空，比天
空寬闊的是人的胸懷。」
他認爲自己性格開朗，亦鼓
低的嫁九

勵我們要保持心境開朗，以減少

？m祐姊碌

煩惱及壓力。另外，他認爲心結

的汽•tti烟J

f^^f^m

"I

八坎洋的J

是需要自己去解的。當他失落
時，他會盡量找尋自己失落的原
因，由埋怨別人轉而反省自己，
從而將心頭的結解開。他認爲
「否極泰來」略爲消極，故需加
上積極的行動。要緊記一次的失
敗並不是一輩子的失敗，只是當
時自己的要求過高而已。
「勤、謹、仁、奮、忍、恒、
是我送給同學的六個字。」
「傳之以心，授之以意，爲

通技巧的潛能。他承認在敎育及

傳情達意之本。推已及人，愼敏

科技發展方面，人力資源極爲

於事，爲立身處世之道。」是任

少。幸得同事不斷的支持及鼓

博士做人處事的座右銘。最後，

勵。

他勉勵同學需要勤，不斷努力；
另外，他兼任學生事務輔導

謹，小心緊謹；仁，有仁愛之

長，協助S.A.O.替同學服務，包

心，體誘別人；奮，發奮圖强，

括獎學金及協助學院，各學系或

積極爭取；忍，理性及感性的

同學推動文娱活動，幫肋同學身

忍；恒，凡事持之以恒，貫徹始

心，思想的成長以及人生觀的發

終。他說：「這六字，希望能同

展°

學互相共勉。」
他表示加入嶺南是他事業上

的新紀元。亦直言對於行政的工
作，還是戰戰競競，感到壓力很
大。他需要同學友善而有建設性
的回應。
「一少撮人的見解，並不能代
表全體同學的意見。J
筆者問任博士有否留意大紙
報，他表示極重視大衆傳媒。同
時亦望了解大字報上的意見是屬
於個人或團體的。他强調不能以
偏蓋全。面對着學院在地方及資
源上的限制，要配含一少撮同學
理想化的要求，實在沒有可能。
但無論如何，他會關注同學的意
見。

Ir

採訪：黎秀雯協助：Carol
電腰中心可供學生使用的堪腰有122部”舆學生人数比例爲1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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