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添學府新頁 
金教授有專著約二十種，論文及翻譯逾百篇，並出任

《翻譯學報》創刊主編和《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六版審
訂委員。她的最新著作是《榮譽的造象──正面與側面》，
選錄了她為中大新任校長、榮譽博士和榮譽院士撰寫的讚
辭，翻譯大師喬志高讚揚金教授「將讚辭文本彙集成書，
乃是替歐美各國高等學府頒授榮譽博士學位的傳統添一新
頁。」

金教授自謙說：「這本書的構思來自榮譽領受人。他們
都很喜歡我為他們撰寫的讚辭，此外，利國偉、楊紫芝、李
和聲等都叫我結集出書。」她最終挑選了二十篇，共十八位
名人，包括學術巨擘、社會賢達和征空先鋒。這些讚辭都是
在大學典禮上宣讀，時間有限，正面的人情事物也須點到即
止，側面的只好割愛；而且說到底，場合嚴肅，文體又是屬
於頌，趣味成分不大。金教授於是為各人補一篇側寫（各有
兩篇讚辭的陳曾燾和李國章除外），說說他們有趣的生活小
故事，令讀者立體地了解他們的成長、為人和成功之道。

啟發年輕人
「我希望這本書能給年輕人一些啟發，認識到成功人士

是如何克服人生路途上的險阻，得以成功；學習他們的做人
處事方式，自我改進，不要動不動就嚷著苦悶、累、無聊。

「李嘉誠、周君廉、呂志和、田家炳很支持教育和醫療
發展。劉尚儉、陳曾燾都大力支持新世紀全球華文青年文學
獎。

「我和費孝通初相見時，他已九十歲。文革結束後，
他自忖仍可活到八十歲，便常向人說自己口袋裡還有十元

（年），要善用。他真的寫作講學不絕，志氣和毅力都過人。
今年四月辭世，數一數，他口袋裡原來有二十五元。

「老人家真的勤奮。季老（季羨林）每朝四時便起床工
作⋯⋯

「饒公（饒宗頤）學究天人。窮一生，能達到他的其中一
門學問的境界已了不起。他卻有多門，而且書畫皆絕。

「袁隆平研究雜交稻米的實驗室，給紅衛兵一下子砸
了，心血化為烏有，傷心得不得了⋯⋯幸好有人偷偷為他留
下一些幼苗，可以從頭再來。

「有一天我在雲起軒見到胡秀英，忙不迭告訴她在圓形
廣場有幾株較矮的樹也開了紅棉，怪怪的。她便一股腦兒跑
去看過究竟。她九十多歲了，但腳步真的快。我趕到後，她
已了解清楚，給我解釋說：『那是別人把落下的木棉插在這
些樹上罷了。』」金教授一口氣說出各人的生平、逸事。

內容齊備，可仍欠書名。喬志高得知後，提議用《榮

譽的造象──正面與側面》。「他細心到連英文的也擬了，
叫A Gallery of Honour ─ Portraits and Profiles，貼切得不得
了。他和白先勇各寫了一篇序，饒公又賜墨寶，真的感謝他
們。」

金教授將這種朋友互助的精神，延展至社會，把這本書
的版稅捐給起源自中大的兒童癌病基金。

熱誠永不變
換了職銜，金教授以翻譯學榮休講座教授、新亞書院

榮譽院務委員、第三屆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籌委會主
席、香港翻譯學會會長、大中華文化全球協會顧問的身分，
繼續為翻譯系，為新亞書院，為文學院，為翻譯界，為文化
界做事。

金教授雖然不指導研究生了，但仍會為中大翻譯系主持
工作坊，也會繼續為其他團體和政府機關主持翻譯座談會，
提高香港的翻譯水平。「舉例說，『我永不會跟我的母親分享
我的感覺』，真的是累贅。原文是 I'll never share my feelings 
with my mother，現在的人受到譯文體的影響，動不動就

『分享』，有時連痛苦也要他人來分享。其實，這句可譯為
『我從不與母親談心』，多麼簡潔！」她不只在教翻譯，還在
教中文，教中國文化哩！

令她稍感安慰的是，不少中大翻譯系畢業生投身政府，
每多擔任中文主任之類的工作，「現在政府的中文公文可讀
多了，確實比以前進步了不少。」

「大陸有人翻譯了《堂吉訶德》，總共八十多萬字，居
然便嘲笑楊絳的版本只得七十萬字，批評她『漏譯了不少
吧！』他那裡知道楊絳的初譯也是八十多萬字，不過她不斷
修訂，最終刪去了十萬字。」金教授流著翻譯血，匡正歪理
胡言之餘，也免名宿為亂語所欺。畢竟，翻譯是要有心有力
才可以做得好。

香港翻譯學會一九九一年慶祝成立二十周年時，金聖
華教授以會長身分，邀請傅聰來港演奏，為學會籌得大量經
費。事隔十多年，經費所餘無幾，而金教授又復任會長，她
已再次為學會籌款，成績可觀。

推動文學獎
然而，這一切都不及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的分

量，「這份工作要投放全副精神，才能夠做到最好，才不致
辜負支持者。」

支持者的陣容龐大，有文學院上下、世界各地的協辦院
校和機構、擔任決審評判的文學和翻譯名家，以及贊助人和
贊助機構。

  金聖華教授服務中文大學整整四十年，今年（2011年）
七月三十一日榮休。她沒有閑下來，在新學年前一天，她
在錢穆圖書館麗典室接受了訪問，暢談她的新書和沒完沒

了的工作——總是離不開中大的。她眸子迸發熾熱的光輝，與窗外的驕陽相映照。

金聖華（1958銳社）的
側面與正面

金聖華（1958銳社）的
側面與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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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煥棠學長 黃傑龍學長

金教授一直出任籌委會主席，深切體會到仍有不少人關
心文學，協辦和贊助賽事的人和機構數目便一屆比一屆多。

「榮譽贊助人劉尚儉先生致力推動文化事業，不求回報，真
可說是儒商。文壇大家、翻譯泰斗，一接到邀請，毫不猶豫
便答應下來，出任決審評判，還要預留一年後某月某日來
港參加頒獎禮，這些大忙人真的難得。李景端先生出任文學
獎特邀顧問後，不停接到內地參賽者的查詢電話，數量太多
了，他在週末幾乎花費全部時間專門接聽和解答。知道這事
後，我真的無言，只有感激。」

參賽稿件來自全世界，數以千計，初審和複審由文學
院教師負責，再經決審評判反覆磋商決定名次。為了公正，
三次評審都是以隱名方式進行，行政和統籌工作龐複。得出
結果後，大會會邀約得獎學生來港領獎，並親炙名家。「這
方面的工作並不輕鬆，得獎學生若住在大陸偏遠省市，沒有

『自由行』，便要協助他們申請簽證。我們還要籌辦講座和展
覽，以及出版得獎作品彙編。」

今屆比賽的截稿日期為十一月十五日，籌備工作早於年
初開展，頒獎禮明年五月舉行。工作多多，「但是值得的。
這個獎項可令得獎人親身接觸文學大師，並且和其他得獎人
交流，大開眼界。記得第一屆頒獎禮上，有一位來自內蒙的
同學，聽到別人問他怎樣騎馬，他便瞪大眼睛說：『我們有
高樓大廈，騎摩托車的，不要想得我們那麼落後喲！』也有
南洋來的說香港天氣冷，北方來的卻認為熱。」

春燕三來時
金教授表示，他們要做的工作雖然不少，但已達到一部

分目的──拋出文學的球，讓年輕人去接。「現在球已拋出
去了，反倒是接球方面，還得花一些力氣。」

家燕每年三月左右會從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地飛
來香港繁殖，八、九月便飛返南方過冬。金聖華教授已將前
兩屆得獎作品彙編為《春來第一燕》和《春燕再來時》，明年
陽光和煦時，她的燕子一定會三度歸來。

轉載《中大通訊》第二六五期， 
二零零五年十月四日 記者蔡世彬

金聖華教授著
《齊向譯道行》
轉載自一一年五月中明報〈文化走廊〉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學榮休講座教授金聖華教授著之《齊
向譯道行》，最近在北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書為金教授
於北京出版，行銷各地的《英語世界》期刊專欄發表之八十
篇文章結集而成，著名翻譯家林文月教授與許鈞教授為該書
撰序：
做為翻譯系的教授，聖華長期在學院內主持〈翻譯工作

坊〉，認真教學，作育英才。除了理論根基，她更重視譯事
的實際推敲斟酌，不放過一字一句，舉凡花草色彩，眉目五
官，乃至於篇名書名、作品氛圍、文化異同，均予細究。她
舉出學生們的優、劣作業，分析所以，更以自身翻譯經驗，
及古今名家的業績提供比對佐證，把譯事的發生，以及不斷
的修飾過程，終至於滿足定稿，或雖非十分滿足卻不得不暫
時定稿的憂喜告訴了讀者。

——林文月
讀金教授的一篇篇文章，有不斷的欣喜，有不絕的共

鳴。她談翻譯的文字，說白話為常貴在應變的道理，借前輩
的經驗，囑咐我們翻譯時文字要點煩切忌添煩；她不懼翻譯
之難，探討色彩、親屬關係、容貌、季節的翻譯，舉一反
三，給人啟迪；她談翻譯常見的毛病，在人們不經意的徵兆
中，一針見血，指出翻譯值得特別注意的一些問題。我知
道，沒有數十載的翻譯經歷，沒有不懈的探索和思考，沒有
對翻譯事業的熱心與用情，不可能發表這樣獨到的見解，道
出如此深刻的譯理。　

  ——許鈞

金聖華教授簡歷
金聖華教授一九六五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任職，

九七年出任翻譯學講座教授，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
日榮休，獲大學校董會頒授翻譯學榮休講座教授銜。

金教授九三至九八年出任翻譯系系主任，帶領
該系由草創時期的副修系，發展成為獨當一面的主修
系。

一九九七年獲授OBE（英帝國官佐）勳銜，表彰
她對香港翻譯工作的貢獻。

金教授是英國語言學會院士、香港翻譯學會榮譽
會士、中國翻譯協會理事、上海外國語大學翻譯研究
所特聘研究員、福建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客座教授和
香港翻譯學會會長，歷任中大校董、新亞書院校董、
文學院副院長等職。

金教授自九六年起，為大學校長就職禮、大學榮
譽學位及榮譽院士頒授典禮撰寫讚辭。

香港培正同學會於2011年禮聘彭煥棠學長
（1959年級光社）、黃傑龍學長（1990年級騰社）為
永遠名譽會長，喜獲俯允。

彭、黃兩位學長均為本港飲食業鉅子，分別經
營本港多間成功食肆，兩位又榮任多項社會公職，
對本港社會多有貢獻，今榮任本會永遠名譽會長，
定必有助本會業務之長進。

彭煥棠學長（1959光社）
黃傑龍學長（1990騰社）   
榮任本會永遠名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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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中大、紅藍、銀鷹、自力、僑聯、均安、南華等老中青徒眾，齊集
珠海共謝賀潘克廉（中排坐白衣者）　

「紅藍」各隊在珠海世界華人賽共取得
冠亞季三面獎盃，將於十一月底征台中

潘克廉攝於謝宴海報前

潘克廉老大哥，上世紀
卅年代，就讀於香港培正小
學，小三年級時太平洋戰爭
爆發，香港淪陷，奉父召返
穗，就讀於中德中學，該校
乃「留德奧瑞同學會」校友
所創，其父潘尹留學德國，

（斯時潘父出任廣州中德校
長，解放後舉家南遷香港，
輾赴台灣，於台大教授德
文，台大生必須選修外文，
合格始可畢業，潘尹教授對
香港僑生極端關愛，百分百
合格率，上世紀五六七十年
代入讀台大之培正學兄們，
均津道其蔭護。）

克廉學長在小學初中
期間，樂渡於中德執信東山
培正各校校園中，抗戰勝利
後未幾，南返香江，憑記憶步回窩打老道，欲
返培正，誰知摸錯門口，去了香島（昔時香島
中學位於培正禮堂側），被香島校長勞動（為戰
後香港共產黨進步人士，後被港英政府送返廣
州），賞識其球藝，留讀香島，潘克廉憶述，上
了兩三星期課，頂唔順進步教育，離校出走，
培正無緣，轉讀德明，其後因籃詣出眾，加以
其中德血統之魁壯身型，遂被喇沙聖若瑟等英
文學校挖角羅致。

吳華英主任慧眼識才，潘克廉、盧荷渠、
黃文運、陳德基、劉維政、張棹槐、任偉齡、
李宏盛⋯⋯組成之「紅藍」，稱霸五十年代初，
最膾炙者乃於修頓大敗勁敵「順聯」，勇奪银
牌，盧荷渠一人所取之分數，多於「順聯」 全隊
之和，賽後「順聯」全隊剃光頭，藉以思過，此
事轟動港澳籃壇，大家可往香港圖書舘，翻查
華僑日報舊檔。

其後潘克廉與盧荷渠兩位學長，及南華之
吳乙安，受邀代表中華民國，是為戰後第一代
香港產之「國手」，誠培正紅藍
之光也。出戰菲律賓亞運（亞
軍）、巴西第二届之世界盃（第
五名），更遠征加美古委秘厄
等北中南美洲諸國，戰績蜚
然；代表香港征星馬印泰菲等
地，更不計其數。

在香港籃壇芸芸球員中，
潘克廉可算是具高深教育學歷
之表表者，在美國半工半讀於
加州完成商學士後，再往美國
籃球運動發源地——麻省春田

大學攻讀體育碩士，其碩士
論文（Jump Shoot析解） 經
審核後，被收編於美國籃球
技術（籃壇聖經） 一書中，
名垂不朽之作也。

返香港後，任職中文大
學副體育主任凡卅多年，上
世紀六七八九十年代升讀中
文大學之培正學弟，對其美
式教風，印象猶深。

潘克廉為中德混血兒，
貌俊如潘安，球壇鐵衞無人
能過，屢挫台灣籃盟克難
隊，名士雄風，港台影藝壇
大明星大歌星，風流韻事，
港九報刋無日無之，至今仍
為老球迷所津懷樂道。

他歷任中文大學、南
華、均安、警察等甲組勁旅

及香港隊教練，桃李幾代，更一直擔任麗的、
TVB、亞洲、衛視及加拿大FairChild等電視台
籃球專業評述員。

近年回流在港穗兩地輪居，熱心教導青少
年籃球，正籌劃在各地培正，以其畢生籃詣經
驗，無償形式傾囊傳授中小學生籃藝，制成光
碟送存各培正母校，是其心願也。

他每年兩三次帶領「紅藍」各分齡球隊 出
外參加世界華人籃球賽、今年五月在珠海，取
得冠、亞、季三個獎項，一群年齡由30多至
70多的徒弟們，趁雲集珠海之便，撰聯如文首
並齊集設宴，一則謝師，二則為他餞行返加避
暑，三則為他賀壽，貴庚？他話未夠半百喎！

潘克廉性格作風，正如其花名「鬼佬潘」，
但受祖父薰教，國學深湛，重中國優良傳統，
且性情中人；其先祖父名嘉，字麗亭，為同盟
興中先賢，隨國父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每年清
明，克廉例獨往廣州同盟興中會墓園，懷緬革
命先烈，其行操於今時今日，稀矣！

臣俯難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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