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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文浩 在勤奮與進修中建功立業
黃潔玲 熊德鎏
提起顏文浩老師，年輕屆別的校友不難回想到他在課堂上嚴肅的治學態
度，但更深刻的是他在課餘時那張親如兄長的臉龐。他那亦師亦友的親和力，
足以令人把藏在心底的苦惱，也願意毫無保留地向他傾訴。然而，他在教育
教學與後來轉業從事銀保管理的成就，不只是天生悟性使然，更多的是他高
潔誠信的品格和長期不懈地從事專業增值，在學術與技巧上不斷自我完善的
結果。

芬生關懷 深受感動
顏文浩校友幼時家境清貧，兄弟姊妹眾多。在 11 歲那年，父親不幸離世，
家境倍添艱難。1958 年，他獲減費入讀中華中學初中三。遽料還未上學就遇
上了「護校事件」：「記得那天晚上，有位同學叩門通知我明日要盡早回校。
翌日清晨，我這個
準學生就眼睜睜地
目擊了港英封校拉
人的經過，及後更
經歷了史無前例的
竹棚上課。」文浩
校友追溯著續說：
「在 4 年的學習生
活裡，我感到老師
關心學生，同學相
處融洽。記得有一
次我在家中燙傷了
左手，包紮著手上
學。那天突然被芬
 在新春到芬生與師母家拜年
生 ( 黃祖芬校長 )
傳召，我懷著忐忑的心情走到校長室，誰料校長只問及我傷手的事，隨後還
替我塗上藥膏並重新包紮。我心裡想：過往在外校時入教員室，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老師責我沒有準時交學費，著我回家向母親追討。如今卻受到如此體貼
關懷，教我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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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路上 溫習良機
高中畢業後，文浩校友立志上大學。由於當時香港只有一所用英語授課
的香港大學，於是報讀英文書院以提升英語水平。但學費從何而來？這時芬
生又向他伸出援手，介紹他
到一家平民子弟夜校任教。
就這樣，他上午讀書，下午
備課，晚上教夜校。哪有時
間溫習？他的回答是：「要
趕上功課固然艱辛，而應付
夜校的備課、改卷、家訪，
時間通常都不夠用，我只能
利用每天花在上學路上的時
間溫習。為了節省開支，我
每天從彩虹邨徒步 45 分鐘到
九龍城碼頭乘船到北角，再
走 30 分 鐘 的 路 到 銅 鑼 灣 上
課。我就是利用這些走路與
乘船的時間，把預先寫好的  1961年顏文浩就讀母校高三的班級到青衣旅行
英文字條進行反覆溫習。一
年半後，由於要專心應付會考而辭去夜校教職。離校前那天晚上，學生們哭
著鼻子說：『老師，你唔好走啦！』捨不得的情景，至今還歷歷在目。」

受學生感染 留校任教
放榜了，芬生和鄧統元老師從報
章上得悉文浩校友及格的訊息，誠邀他
回母校任教英文。但繼續升學是他的夙
願，他掙扎在繼續升學還是回校教書的
抉擇之間。在兩難的情況下，他再一次
實行了半工半讀的生涯，不過這回是白
天教書，晚上繼續進修。回校任教那
年，由於羅便臣道校舍遭業主迫遷，他
上課時要來回於育群與信修兩所借來的
校舍。那時候的中華學生，儘管連課室
也沒有，但大家不離不棄，學習認真，
愛校如家。為了籌款建新校舍，老師捐
獻工資，而學生亦表現得十分熱心。他
 1965年報考港大入學試， 後因留校教書
而中途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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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班主任的那班同學自發地做了一
個籌款箱，每天自覺捐出零用錢，不
用多時，一個 8 吋乘 8 吋的木箱，已
盛載了大半箱輔幣。文浩校友一再被
同學們愛校激情所感動。事實上，他
所教的學生，家境清貧的比比皆是，
一家八口一張床的居住環境司空見慣，
對社會低下階層子女的不幸，感同身
受，亟盼通過教育能使學生擺脫貧困，
改寫人生，遂橫下一條心，暫且放棄
升學計劃，全情投入教師行列。

嚴格要求 學生信服
顏老師上課嚴格是在學生中公認
的了，他要求每個學生都要認真、專
心。上課時每個學生的舉動與反應他
都看到、聽到，他授課時務必讓學生
 2002年祝賀母親百歲大壽
明白理解。為了提升教學效果，他積
極修讀教育機構如英國文化協會主辦的香港英語教師進修班等多項課程。無
論怎樣忙，他一定充分備課。為了幫助有志提升英語能力的同學提供進修機
會，他犧牲課餘休息時間，在
晚上開辦英文寫作班及國際音
標班。為了幫助學習上有困難
的清貧學生，文浩校友經常替
他們免費補習。實在是沒有時
間了，唯有在午膳時間一面捧
著飯盒，一面替學生補習，只
求學生有進步！
「顏生上課出名夠嚴！」
「難得我哋受呀！」這是在數
十年後一次校友聚餐會上兩位
校友的對答，可見顏老師教育
與教學的效果。他深信：「只
要 真 誠 待 人， 學 生 遲 早 會 明
白。」

 在黃祖芬基金主辦的藝術教育論壇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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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理英專 成績顯赫
1972 年，育華專科夜校成立。文浩校
友除負責日校英文科組外，還主力協助芬生
打理夜校，後接任全權主理。育華專科夜校
是為提高中資銀保機構骨幹英文水平而成
立，故成立後相當一段時期獲銀保界持續保
送員工來校進修，以配合業務發展並為有關
機構日後保送他們報讀理工、港大 MBA 等
課程打下基礎。據不完全統計，歷屆在育華
專科夜校進修、及後獲晉升為銀保界總經理
室成員的學員超過 40 人。
80 年代初，銀保界開始招聘大學畢業
生，夜校的重點轉為協助內地新移民提高英
語水平，融入社會。自 1980 年起，夜校參
 1991年考獲美大學工管碩士學位證
書
加香港考試局的英文科 ( 課程甲、乙 ) 會考，
至 2003 年業主收回校舍、夜校結束止，這 23 年中 17 次獲得課程甲 100%
及格率，課程乙亦有 6 次獲得 100% 及格率，歷年平均及格率為 90.45%，
成績顯赫。難怪有位夜校學員稱「育華專科夜校是一所比日校還要日校的夜
校」！
然而，成績並非從天而降。以文浩校友為首的一群充滿教學熱忱的老師
團隊，有人笑稱他們是一批「教書癡」，為保證教學質素，他們經常開會研
討、組織聽課與教學觀摩；老師因病因事請假，都早作安排，由文浩校友充
當「萬能替工」，夜校辦學 30 多年從沒有因老師請假而脫課。他鼓勵老師們
在 假 日 替 學 員 補 課，
鼓勵學員多做寫作訓
練， 並 協 議「 學 生 願
寫作，教師肯批改」。
不少同學於一個學期
交 了 數 十 篇 作 文， 而
老師則翌日改好發還，
這樁事在師生中傳為
一時佳話。

 顏文浩(左二)獲中保集團頒發優秀員工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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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職商管 深造有成
1980 年日校結束，他轉職到太平
保險有限公司工作，並取得公司領導同
意繼續堅持夜校工作，而在業務上他要
從零開始。剛巧他其中一些師傅是他原
來 的 學 生， 他 抱 著 達 者 為 先 的 態 度 甘
當學生的學生。他常以一句諺語『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早著先機 )
來鼓勵自己，自覺進修保險及工商管理
知識，盡快提升自己。首先修讀了理工
大學香港管理進修文憑課程 (DMS)。90
年初，他更報讀美國奧克拉荷瑪城大學
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當時與他一起應
試的是一群正規大學畢業的年輕業界專
才，加上要到美國與日校學生一起考試，  1991年在美國奧克拉荷瑪城大學校園
留影
更糟糕的是在他代表其集團洽談上海浦
東開發項目時發生意外，斷了三條肋骨，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養傷，導致有
一個學科不能上課。後來幾經爭取，校方才批准自修應考。他能戰勝這些不
利條件嗎？結果是：在 12 份考卷中，他以 8A、3B、1C 的優異成績完了他的
大學校園夢！他的鑽研精神真是有點不可思議。

屢建業績 備受信賴
由於文浩校友忠誠信實、作風親和，加上他工作勤奮，不斷進修，業務
上每有表現，取得公司的信任。「團隊合作」及「服眾」更是他的領導魅力。
他從副主任擢升為經理，再因機緣際會，調到中國保險
港澳管理處當人事部助理總經理，後又調到中國保險集
團投資有限公司當董事副總經理。

 第11屆全國人代會議代表選舉
會議的入場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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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遇上了好上司。先後得到多位上司的提攜，委
以重任，使他在多方面的實踐機會中作自我提升：通
過代表集團與香港各大集團合作，如東方廣場、盈科
保險等項目，擴濶了視野。通過買路、買橋、買樓建
樓、項目貸款、買大廈命名權等實踐，提高了投資專
業水平。通過代表集團出任香港各界慶祝回歸委員會
委員；代表集團出選作為中國企業協會的代表出任第
2、3 屆香港特別行政區 800 人選舉委員會委員；第十、
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會議成員；代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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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出任國際大廈（後改稱中
保集團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主席近 20 年，積累了社會服
務的經驗。
他遇上了好拍擋、好下
屬。早在 90 年代就早著先鞭
合作研究訂立了集團公積金
制度；保送員工入香港大學
修讀 MBA 課程；組織集團各
公司舉辦了集團第一届運動
會、第一届籃球比賽及參與  位於銅鑼灣的民安廣場是顏文浩(後排左三)親自策劃的建築工程
沙田龍舟競賽並奪得冠軍，
因而亦促進了機構上下的互信與員工之間的團結。

富眼光膽識 重團隊精神
在談及投資的時候，文浩校友憶述了蓋建民安廣場 ( 後改稱中國太平大
廈 ) 的小故事：因應業務發展，其集團需選址建總部。他做了大量的調研分析，
發現銅鑼灣有一嶄新的甲級商廈「八號廣場」與隔壁舊物業因通道使用權發
生訴訟。由於糾紛一時難以解決，雙方出售物業都出現困難。文浩校友遂建
議趁其官司纏身，物業價值受壓，以 13 億將兩物業分別秘密買下，把舊物業
拆掉，並以原新大廈作藍本對稱蓋建出一簇新大型甲級商廈。這樣一來，官
司即時化解，又可利用原大廈的樓梯電梯，提高了實用率。這在香港的建築
行內是少見的。不到半年，物業已升值到 18 億，升幅近 40%。文浩校友語重
心長地說：「投資固然要靠眼光、膽識加運氣，而誠信和專業水平則是最重
要的保證，團隊合作更是成功的基石。」
2004 年 文 浩 校 友
退休了。由於受集團的
信任和同事們的擁戴，
被推舉為中國太平保險
集團香港榮休同仁聯誼
會創會理事長迄今。他
現任校友會副主席、中
國太平保險集團投資控
投有限公司高級顧問、
 顏文浩(左三)等作為800人特首選舉團成員參觀立法會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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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老師(左)與李鴻子校長(中)向首任特首董建華校友(右)介紹夜校情況

中國太平保險集團投資有限公司董事、中國交銀保險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文浩校友關心窮苦大眾，退休後積極參與一些帶扶貧性質的活動，又資
助內地貧困的農民子弟上大學。

 顏氏家族重視組織家族旅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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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融洽 女兒孝順
歷盡艱辛倍覺親恩重。由於少年喪父，文浩校友和他的兄弟姐妹們均異
常融洽與孝順，大家輪值照顧今年已屆 109 歲的母親，並每周相約聚會。30
多年來文浩校友每周 3 晚上夜校，加上進修、開會、應酬，一家團聚的時間
很少，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相聚一刻。檐前滴水點點依舊――現時兩位已出
嫁的女兒，她們就像父輩那樣「每日一電」噓寒問暖，「每周一聚」和睦溫馨，
令人艷羡！
( 原載校友會會刊《國光》2011)

 顏老師伉儷與兩位女兒及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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