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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紀賢神父談論媒介 

 

谷神父現任香港大學利瑪竇宿舍舍監。他曾為香港國際教賢學院以往的季刊提供很多寶貴的文

章。這次，筆者跟谷神父做了一個訪問。讓我們齊來探討這次的對話。 

 

筆者 ：谷神父，午安。謝謝你那麼樂意地接受這次的訪問。 

 

谷神父 ：不必客氣。實在是我的榮幸。 

 

筆者 ：谷神父，我看到桌上放置了多份報章和文章副本，你好像為今天的話題已作好準備。 

 

谷神父 ：對呀！我想談論傳播媒介。 

 

筆者 ：很好。那你是指香港或全世界的傳媒呢？還有，你對傳媒的定義是甚麼？ 

 

谷神父 ：我所指的是全世界的媒介，以香港的為焦點。媒介包括報章，電台，電視台，雜誌，

刋物，互聯網新聞，等等。我希望能夠和讀者們分享我的觀點。 

 

筆者 ：好的。那就請你陳述你的觀點吧。 

 

谷神父 ：第一點，新聞工作者開始擔心他們的過量對他們的職業構成破壞。第二點，新聞向

全世界傳遞的速度過速，完全沒有給人們反思的空間，從而產生極大的壓力。下一

宗大事發生之前他們都沒有時間去思考，去判斷。如此，他們的生命有如陷入充滿

著憂慮、恐懼和恐慌的危機了。 

 

筆者 ：神父，讓我們先返回上一節吧。你首先提及“過量，＂。可否加以分析這個用詞呢？ 

 

谷神父 ：媒介人仕往往過量書寫或談論所需要的。而這些額外的構思、詞句、或甚麼對他們

的行業沒有造成幫助。 

 

筆者 ：就是這樣。接著你提及“人們，＂你是指那些人們呢？ 

 

谷神父 ：我是指接收者，那些注意媒介的人。 

 

筆者 ：請問，有沒有一個年齡組別是你特別關注受媒介影響的呢？ 

 

谷神父 ： 有 的 。 我 特 別 關 注 年 青 人 。  ( 谷 神 父 拿 起 一 份 文 章 ) 你 參 閱 這 篇 文 章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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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英國廣播電台記者 Fergal Keane，他所著作的書 Letters Home 的序文中敍述“新

聞從業員必須報導發生了甚麼，誰導致這些事情發生的，誰是受害者與及侵犯者....＂

作者憶述盧旺達集體大屠殺事件，新聞工作者好像錯誤解釋、歪曲或誇張了事實。 

 

筆者 ：那麼你對 Fergal Keane 的評論有甚麼意見？ 

 

谷神父 ：我認同他的見解。我覺得媒體必須盡量把事實傳遞過來。可是，有些人卻置諸度外。

他們究竟是懶惰還是無知呢？ 

 

筆者 ：那你最關切的又是甚麼呢？  

 

谷神父 ：我最關切的便是年青人被誤導及受媒介的成見影響。 

 

筆者 ：你認為甚麼可以對媒介構成幫助呢？ 

 

谷神父 ：我建議新聞工作者必須訂定他們擔當的角色。他們擔當的是新聞工作者、評論者、

表演者、(這完全沒甚麼問題) 或激勵者的角色呢？如果他們可以為此作出確定，

他們所幹的便會令人尊重。而我站在接收訊息的立場，也要確認誰在說話。 

 

筆者 ：神父，請稍慢著。你可否分析不同的角色所肩負的責任是甚麼？ 

 

谷神父 ：根據 Fergal Keane，一位新聞工作者的首要職責便是報導發生過的事情。而評論者則

嘗試提供他們對發生了的事件的洞察。表演者的工作往往是使人驚愕或發笑的。對

激發行動者來說，他所寫的便要激勵人們作出行動。 

 

筆者 ：那你所說的是，身為媒體，不論他們打算報導、評論、表演或激勵，必定要明確地

認定他們的立場。 

 

谷神父 ：對。再進一步的危機，就是新聞從業者可能被多方面的人利用 ; 例如受政府、大型

商業、以及很多類型的利益機構。貴為讀者的，應自行判決新聞的價值；閱讀後會

令我成為一個好的、能幹的、還是明白事理的人嗎？再者，你有沒有察覺到，當你

重覆又重覆地講述一件事，雖然該事情不是真實的，基於聽得多了，卻被視為事實！ 

 

筆者 ：好像似曾相識的一個現象！ 

 

谷神父 ：還有，一個衆人認同的見解並不等如確實。 

 

筆者 ：谷神父，你的評論確實富洞察力。(谷神父拿起一張報紙) 你還有更多的啟示與我們

分享嗎？ 

 

谷神父 ：對。我影印了六月三日南華早報一篇我喜歡的文章。你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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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 ：Agnes Lam : 新聞的背後。林小姐引喻一位文化評論員紹嘉駿的敍述，“相信記者過

於協助創造新聞而不是報導新聞和事件。＂谷神父，這位筆者的理念跟你以上所敍

述的非常吻合。 

 

谷神父 ：（微笑和點著頭） 

 

筆者 ：谷神父，謝謝你。過往你所寫的文章為我們的讀者帶來的得著都很豐富，更令敝刊

生色不少。相信你今次和我們分享的寶貴意念會為讀者開啟新的理念。 

   （造訪完畢） 

 

當筆者踏出谷神父的辦公室時，她開始思索她在這份刊物扮演的是甚麼角色。是報導員嗎？不

錯。是評論員嗎？這也或對。那麼，她也是表演者和激勵者嗎？這個留待讀者們作決定吧。 

 

 

囊括我們的謝意和里程碑

敝刊的版期和季節的來臨很相似。談到季節，其實在香港，我們沒有機會明顯地察覺或目睹四

季的特色。比方說，香港沒有下雪，冬季往往是短的，在城市中，我們看到高樓大廈多過樹木。

但在外地，樹葉轉變的顏色喻意季節的變遷。例如在秋天，落葉的繽紛色彩包括黃、橙及紅色。

當綠葉如外衣般披在樹枝上，我們便知道夏季已來臨了。夏天的感覺驅使筆者以綠色作為今期

的背景。綠色喻意活力，青春及希望。在此送上這幾個積極價值項目給各人深思熟慮。 

 
除了本刊的顏色背景面對改變之外，在過去的兩個月，香港國際教賢學院也經歷了幾個轉變。

在五月，兩位我們且熟悉而又謙虛的面孔，蘇國榮先生及湯惠芬女士，他們都放下在本學院的

職銜。蘇先生是上一屆的總幹事，而湯女士是教務委員會的秘書。他們都是本學院的先鋒步隊

成員，本著專業及熱誠的精神，和其他委員會會員以義工身份貢獻良多。很可惜，這份刊物的

頁數有限，不容許我們盡錄蘇先生及湯女士的功績。無論如何，我們對兩位的熱誠致無限感激。

相信本學院在他們的心中仍然持著重要的地位。他們對我們的支持仍然是真摰和深遠的。 

 

誰是本學院的新面孔呢? 吳嘉玉女士加盟為總幹事及教務委員會秘書，蘇淑卿女士為行政助

理。請大家歡迎兩位新同事，我們依賴她倆的努力，支持和實踐本學院的目標和使命。 

 

面對一連串的改變，我們需要一些時間來處理。與此同時，我們珍惜轉變帶來的進步良機。提

到進步，令我們想起在四、五及六月份所舉辦的課程、培訓及其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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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課程、 培訓及其他項目 

香港國際教賢學院（透過價值教育發展價值觀基礎領袖才能），堅毅地投向本學院的信念。在

過往三個月中，我們舉辦及協辦了相關的課程、議程和工作坊。讓我們依循編曆的次序回顧這

些項目吧。 

 

四月二十八日晚上，於保祿六世書院舉辦了一個家長課程。當晚的主題是「談情說性，」而兩

位主講者分別為陳黃淑珍女士及吳穎英醫生。陳太為香港天主教教區擔任多個行政職位。吳醫

生陣守她的醫務所為病人提供醫療服務。該晚參與的家長表示從講者的超凡信息中獲益良多。

他們極之欣賞這個課程。 

 

四月二十九日早上，於九龍華仁學校舉辦了一個名為［價值為本持續專業發展課程］的講座。

當天的講題為「人民價值觀和壓力及轉變的管理」。主治精神科的蔡定國醫生任主講者。其餘幾

位講者分別為狄恆神父、徐立修女士及謝建泉醫生。蔡醫生和三位講者引喻人們把個人價值融

入處理壓力及轉變的個案。本著個人價值觀對我們處事實在相當有幫助。價值如視野、愛心和

憐憫心、感恩、徳能、奉獻、責任、合作、幽默、公正、和諧 .....等等。 

 

參與當日講座的有校長，副校長和高級教師。這些教育專業人士在校內擔當管理、課程設計及

推行、關注學生工作、海外教育就業指導及輔導的職責。隨著講者們的分享是問答時段，還有

四十五分鐘的工作坊及組別分享。這個講座使我們更加體會到教師們今天面對的轉變和壓力。

回應這個現象，蔡醫生鼓勵我們，面對轉變和壓力的時刻，不妨參考個人的價值觀。 

 

五月四日，本學院的範疇委員會擧行會議。主要議程包括教師培訓課程，確認及培訓教育成員

和把 Reflective Pedagody 融入教學方式。這些議程展示香港國際教賢學院的理念和方向。 

 

五月二十七日的下午，於瑪利曼中學舉行了 VEC 最後一個環節。由瑪利曼中學及小學家教會合

辦。當日的天氣雖然惡劣，但沒有防礙數百位參與者的原定計劃。家長，教師，校長，副校長

和學生仔仔一堂。家教會成員的表現令人歎為觀止。比方說，兩位任司儀的家長極富職業水準

地帶領當日的各項目。家長及學生們興致勃勃地演繹他們在 VEC001 及 VEC002 吸取到的知識。

香港國際教賢學院其中一位首要委員，劉龐以琳女士被應邀出席當日頒發證書的嘉賓。劉女士

向各參與者更獻上幾句致理明言。有幾位家教會成員透露，他們盼望能與更多中小學合辦價值

教育證書課程。 

 

六月六日本學院的總幹事出席「香港教育學院獎學金頒授典禮 2006」。五位完成 VEC001 及

VEC002 價值教育證書課程的準教師透露，課程幫助提昇她們在事業和個人生活的價值觀。她

們展望 VEC003 再進一步鞏固她們對人民價值理念的認識。 

 

香港國際教賢學院於六月二十日舉行了第四十四屆教務委員會會議。委員會已批準成立 V-Show

的工作小組，以便籌備相關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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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上我們衷心的謝意 

香港國際教賢學院衷心地向下列人士的慷慨支持表示感激： 

 

捐款人 捐款﹝港幣﹞ 

• 無名士先生 (1) 12,000.00  

• 無名士先生 (2) 7,000.00 

• 鄧蕙珍女士 3,000.00 

• 香港北區扶輪會 2,400.00 

• 譚國雄先生 1,500.00  

• 何女士 1,200.00 

• 施先生                                                      800.00 

合共 27,900.00 

 

 

永久會員 
 

 
 

 

 

香港國際教賢學院歡迎許錦屏博士，麥業成先生，林靜鴻醫生及朱樂生先生加入永久會員的行

列。 

 

 

處世箴言 

不要畏懼生命。堅信生命是值得我們活著，這個信念會為我們創造事實。 

(威廉．詹姆士 1842-1910) 詹先生被譽為現代美國心理學之父 

 

仁慈的說話可以是簡短和容易表達，但它的回音往往是無窮無盡的。 

(德蘭修女 1910-1977) 德蘭修女是諾貝爾和平獎得獎者 

 

 

領袖貼士 

 
一個好的領導者以鼓勵的方式令他人體會個人的極限。對於平凡的成就，也友善地贈予鼓勵的

說話。 
 
一個好的領導者以堅定和誠懇的態度處理分歧／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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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來 
 

 

VEC003 將會在七月份一連五天在九龍華仁書院舉行。Rev. James Keenan, SJ 在八月二十五日擔

任生命倫理講座。本刊會在十月跟進報導以上及其他項目的細節。與此同時，我們按時修訂網

頁，報導其他課程及活動，特別是 V-Show 工作小組的工作進度。敬請留意。 

 

我們以談論傳媒作今期的開端；大家不妨持著這個話題完成整篇文章吧。筆者對谷神父的寶貴

意見作深思熟慮後，認為我們也有責任去分析傳媒的訊息。雖然媒介的訊息會存有誤導性，但

生活於現金社會，一旦沒有收音機，電視機，互聯網新聞或報章，試想像情況如何悲慘呢？祝

大家有一個美好的夏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