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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主旨就是要傳播基督教福音，培養教會人才，

故此宗教教育是第一要務；此外還要兼顧其它實

用科目的教育，於是如何處理宗教教育與實用教

育的關係，這就關係到了一個大學校長在履行「天

職」時候如何秉承教會大

學的宗旨；最後，作為「基

督教大學校長」，有很多

人是自身是基督徒，而

「基督徒」最大的「天職」

就是承擔其主耶穌所交托

的「大使命」：「你們要去，

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太28:19），即傳播耶穌

基督的福音（或稱宣教）。

本文擬以嶺南大學首任華

人基督徒校長鍾榮光先生

（1866-1942）為例，探討

其在收回教育權運動、興

辦實業教育以及海外籌款

這人生三大功績中，如何正確處理自主辦學與海

外籌款，實業教育與宗教教育、愛國主義情感與個

人信仰之間的關係，從而完滿地踐行自己的「天職

觀」。

一、鍾榮光與基督教

鍾榮光（1866-1942）年，原名惺可，嶺南大學
第一任華人校長，後被譽為「嶺南之父」。1866年
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與孫中山同齡且

同鄉，故與孫中山一生交情篤厚。同時他也是我們

著名的教育家，與北大校長蔡元培齊名，享有「北

論嶺南大學鍾榮光校長的「天職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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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職」（cal l ing）一詞，源於基督新教教義

中的「呼召」或「呼喚」，指的是上帝授予信徒的

職分。馬克斯·韋伯在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

義精神》曾這樣解釋到：「在『天職』的概念裏表

達出了所有基督新教教

派的中心教義，那就是

……經營為神所喜悅的生

活的唯一手段……是端

賴切實履行各人生活崗

位所帶來的俗世義務」。
[1]換句話說，在信徒眼中，

他們在塵世所從事的職

業實際上就是上帝頒發

的如何在塵世上生存的

命令，是要信徒完成個人

在現世裏所擁有的與其

角色和地位相適應的責

任和義務。故此，天職觀

讓信徒可以帶著神聖感、

使命感去從事世俗的工作，從而把自己的職業視為

上帝所賦予的不可推卸的神聖天職。應該說，天職

觀對於每一個基督徒來說都是非常重要，因為他

們堅信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是上帝所賦予的，故要

盡心盡意去做。但對於「基督教大學的校長」這個

特殊的群體來說，他們的「天職觀」又多了幾重含

義：一方面他們具有「大學校長」這個公職身份，所

以他們要做好大學管理、學科建設、師資引進、校

舍擴建以及資金籌款等這些校務、科研和行政的

工作，這是最基本的「天職」；另一方面，他們所管

理的學校是「基督教大學」，或稱「教會大學」，其

摘 要：基督新教的「天職觀」要求信徒以神聖
感和使命感來履行上帝所賦予的職責。這一點在

「基督教大學華人校長」這個特殊群體中得到了

淋漓盡致的反映。嶺南大學首任華人校長鍾榮光

先生一生有三大功績：收回教育權、施行實業教

育、海外募捐。但這其中交織著他如何處理自主

辦學與海外募捐、宗教教育與實業教育、愛國熱情

與個人信仰之間的關係，這也正是我們理解他的

「天職觀」的關鍵所在。

關鍵詞：嶺南大學；華人校長；天職觀；鍾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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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蔡元培，南有鍾榮光」的讚譽。鍾榮光自小就天

資聰慧，勤奮好學，17歲即中秀才，師從於當時的
嶺南國學名家吳道熔舉人，24歲中副榜，在廣州開
設「大館」授徒。28歲（1894年）中舉人。當時已經
在文壇頗有文氣，擅長做八股文章，時常在當時

頗為流行的刊物《課藝日新》、《文壇幟》上發表

文章。然而，不久，甲午中日海戰爆發，中方戰敗。

鍾有感於國家內外之憂患，不滿時局，且自己報國

無門，於是意志消沉。他的老友胡繼賢在《我記憶

中的鍾榮光先生》中說，鍾榮光中舉後終日花天

酒地、放浪形骸，嫖、賭、飲、吹，無所不會，做槍

手、收賭規是他的生涯。[2]但1896年，加入孫中山
所創立的「興中會」卻的確成為了他生命的轉折

點。從此洗心革面，浪子回頭，開始了嶄新的人生

履歷。有史料描繪他前後期的變化：「鼓吹反清，

提倡剪髮易服，解放婦婢，破除迷信，學習外國語

言文字，希圖改革風俗，以致改革國家、社會、改革

家庭、個人，言論激烈。」[3]還有資料說，他當時染

上了吸食鴉片的惡習，但歸信基督後，在教會的幫

助下戒除了鴉片。[4]

這是一個典型的「浪子回頭」的故事。常常會

讓人想起西方基督教的巨擘奧古斯丁的年輕時

代，此時的鍾榮光似乎就是青年奧古斯丁的翻版。

雖然鍾榮光並沒有奧氏「花園光照」的屬靈經歷，

我們也沒有更多資料去了解此時的鍾榮光的心理

或信仰狀況，但是有兩個史實是我們不可忽視的：

第一，孫中山創立的「興中會」，其成員有一部分人

是基督徒，比如孫中山、鄭士良、陸皓東、陳少白、

區鳳墀等，他們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在組織活動

中處於領導和骨幹的地位。[5]特別是，1895年，香

港興中會總會在成立之時，「凡入會者，……舉右

手向天宣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

府，倘有二心，神明鑒察』」[6]，其中的神明就是指

基督教的上帝，因為這次香港興中會最初參加的

人，基督徒佔大多數，較檀香山的更高。依照這樣

的說法，鍾榮光在不久之後即加入興中會，而後又

跟孫中山等基督徒建立起了一生偉大的「革命友

誼」，我們完全可以推斷，此時的鍾榮光顯然已經

接觸到了基督教，或者開始受基督教的影響。第

二，1899年，鍾榮光受洗歸信基督，深信「耶穌基

督乃世之光」，於是，改名榮光，是為世界之光以

榮耀基督之意。一個人改名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

情，因為這個名字會伴隨他一生，而「榮光」這個

名字顯然具有特殊的基督教意味，也表明鍾榮光

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活在塵世上的目的，也就

是他的「天職」，就是完成上帝所賦予他的職業：

辦好教會大學。於是受洗不久，他就入職格致書

院，任漢文總教習，從此就與嶺南大學結緣。

二、鍾榮光的三大功績

從1899年到1942年，鍾榮光的下半生都奉獻
給了嶺南大學。縱觀他對嶺南大學的貢獻，筆者認

為，其最大功績有三點：第一，從美國教會手裏收

回嶺大的教育權，第二全面擴展嶺大的學科建設；

第三，為嶺大全球募捐。

1.收回教育權，淡化學校宗教色彩
首先，我們來看「收回教育自主權」發生的背

景。嶺南大學是本著基督精神立校的，以宣教為自

己的使命。這在建校之初的外國傳教士身上體現

的淋漓盡致。本來由於教會學校擁有自己獨立的

辦學權，完全獨立於中國的教育體制之外，故與中

國教育界關係較為疏遠，且隱含著某種競爭和對

立。然而，隨著一戰的結束，中國面臨不公正待遇，

於是國內的局勢也開始風雲突變。「五四運動」更

是民族積怨的大爆發。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了與

外國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教會學校。民族主義情

緒，加上教育主權，問題就變得很嚴重了：外國人

在中國的土地上開辦學校，教育的對象是中國的

青年人，但是教育主權卻不歸屬於政府，而且教會

學校開展的是宗教教育，蔑視國文教育，培養國人

媚外的習性，而且其教育規模還在不斷地擴大，發

展極為迅速，這不簡直就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

嗎？就嶺南大學的實際情況而言，它在1888年開辦
前，便先在紐約州註冊；及至1917年該校正式升格
為大學時，再向紐約大學評議會(Regents)提出申
請批准頒授學位。這種做法的目的是為了使學校

取得國際上被認可的地位，以方便學生將來出洋

升學。但問題是，傳教學校的校董會在外國、校長

是外國人、學制是外國的，連學校也在外國註冊，

那它不僅是外國人在華開設的學校，從法理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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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直就是在華的外國學校了。於是，教會大學的最

嚴重的「罪名」就集中在了這三點之上：教育權歸

屬外國勢力、宗教教育對青年人的洗腦，灌輸崇洋

媚外數典忘祖的思想。這使得國人普遍深信「基督

教由教會而學校，而醫院，而青年會，而社會服務

團，而童子軍，而平民教育，日益遮掩其布教面目，

日益深入社會，迷惑無量青年。」[7]而解決這一切

的關鍵就在於第一條：收回教育權即可。1922年爆
發的「非基運動」最終成為了「駱駝身上的最後一

根稻草」，形勢的發展使得教會學校開始承受越來

越大的壓力，於是「收回教育權」成為了不可逆轉

的潮流。

面對複雜多變的形勢，鍾榮光有著自己敏銳

的觀察力和預見性。第一，外國捐款會隨時中斷。

自從他剛被聘入嶺南大學監督（1917），即在「一
戰」期間，由於西方國家忙於戰爭，使得靠外國捐

款才能得以運轉的嶺南大學就已經「捉襟見肘」

了。故此他曾經說過：「中國的教育並不發達，不能

不借助國外力量辦學，但一味依賴，終非長久之

計，應把握時機收回自辦。」第二，更為重要的是，

作為中國人，他能直接體會到國人「排外」的民族

主義情緒的實質，而且也深深感受到這種情緒對

教會學校的衝擊和壓力。故他提出教育有收回自

辦的必要，並認為，與其說是「收歸中國人自辦」，

倒不如說是「承擔教育的責任」。[8]隨著形勢的發

展，他意識到，收回教育權乃是大勢所趨，而且更

為重要的是，可以順應當時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

情緒。

而且，他的這一主張也成為他海外募捐之所

以成功的一大「法寶」。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他

在海外籌款時，為什麼反復提到「興辦學校，實為

現在救鄉救國之事」，「嶺南為中西合辦，但靠人

終非久計，應當儘量發達，以得將來接收華人自

辦。」以及，「中國教育何以免外人管轄？外國政府

及教會在中國所辦學校，如與國際條約無背，不容

易收歸吾人自辦，吾政府但按教育部章取締之足

矣」。[9]他的這些主張順應了國人，尤其是海外華

僑的民族主義情緒，激發了其愛國熱情。而且，他

對於收回教育權也有自己獨特的思路，認為，應該

分三個階段進行：「其過程可分為三期，第一期，國

人參與校務；第二期，國人應擔負一定管理職責，

籌措一部分經費；第三期，主權收歸國人。」[10]而

且，對收回嶺南學校的具體步驟，他認為，收回嶺

南之第一步，即今嶺南農科大學，再進而收回嶺南

之教育科、商科，更進而收回嶺南全校。功夫不負

有心人。1926年，嶺南大學終於從美國紐約董事局
手中收回中國人自辦，也是第一個從外國教會中

「收回教育權」的教會大學。1927年，由清一色的
中國人組成的嶺南大學校董會正式成立，選舉鍾

榮光為校長。3月，校董會遵照當時的國民政府教
育行政委員會公布的《私立學校校董會設立規

程》，呈請廣東省教育廳轉呈國民政府教育行政

委員會核實，隨後成功立案。[11]

然而，嶺南大學雖然收回了教育權，但是鍾

榮光卻要面對諸多的問題：其一，是教會接下來

的辦學宗旨是不是要改變。鍾榮光是基督徒，他

改名字為「榮光」也顯示出了他的信仰的虔誠度，

有資料表明他經常讀經，尤其是遇到困難的時

候，經常「向基督祈禱」[12]。然而，嶺南大學建校

之初就是要傳播基督福音，培養教會人才。但現在

收回了教育權，自己當了校長，這個宗旨是不是就

要改變呢？在這個問題上，他與美國傳教士香雅

各的「矛盾」正反映出了這一點。香雅各是美國傳

教士兼嶺南第二任校董香便文（Benjamin Henry）
的兒子，先後在廣東培英學校和廣州協和神學院

教書近10年，精通漢語和廣東話，善於國人交往。
後來與1919年進入嶺南大學，先任執行秘書，不久
就升任副校長。在收回教育權之前，學校的管理

實權，其實一直操縱在美國人香雅各手裏。 [13]所

以，鍾榮光與香雅各之間素有摩擦。根據黃素蓮

女士的回憶，他們之間的矛盾在擴辦農學院、聘請

教授等諸多方面，「總之，他是處處作梗，使鍾榮

光的主張不能實現。鍾榮光本來已盡最大容忍，

但遭受香的阻撓太多，有時回到家裏，也流露出

做嶺大校長徒有其名而無實權的感慨。」[14]而根

據後來嶺大校長陳序經的說法，「鍾榮光和美國

人之間早就有矛盾，有磨擦，一九二六年收回教育

權以後，鍾榮光當了嶺南的校長，磨擦進一步表面

化了。最尖銳的時期是一九二七年。」而且，「鍾榮

光和美國人之間的主要矛盾是：香雅各性格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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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在廣州出生的，廣州話說得很好，他背著鍾

榮光講到鍾夫人鍾芬庭，甚至用廣州俚語罵她。

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間，我在耶魯大學時，那段

期間和香雅各見過幾次面，談過嶺南的事情。我所

得到的印象是：香雅各根本不懂得辦教育，他甚至

連美國教育也並不了解。如果說他腦子裏有什麼

辦大學的計劃，是一個教育家，這是對他估計過高

了。」[15]鍾榮光和香雅各之間的矛盾，原因是多方

面的，表面上看來是為了爭奪學校管理實權，但更

深層次說，是二人的辦學理念的衝突。香作為美國

傳教士，秉承其父親的遺願，仍然要堅持傳教為

宗旨，可以說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而鍾則清

楚地看到，在中國民族情緒日益高漲的情況下，學

校的辦學方向應該轉向實用為主，故他算是一個

「現實主義者」。最終現實戰勝理想，在1927年收
回教育權之後，香雅各明確表示他支持嶺大由國

人自辦。「他說：他一生中最高興的一天是中國決

定對自己境內的學校加以管理。他表示將儘力使

嶺南向中國政府註冊，而且隨時準備辭去校長職

務以便使中國人能擔任此職。」[16]雖然，我們沒有

資料表明香雅各是不是為了保住自己的職位，主動

或被迫說的這些話，但此時鍾榮光當上了校長，具

有學校管理實權，於是他可以直接了當地說：我是

校長，我說了算。於是，在鍾的倡導下，嶺大的宗

教色彩逐步淡化，而轉向了實業教育。

2.興辦實業教育，兼顧宗教教育
這裏還需要交代一個背景，那就是廣東國民

政府的《私立學校校規》。1926年廣東國民政府正
式設立教育行政委員會，公布了《私立學校規

程》，要求「私立學校須受教育行政機關之監督及

指導，不得以外國人為校長，不得以宗教科目為必

修科，不得在課內作宗教宣傳或強迫學生參加宗

教儀式。」那麼，作為一個宗教色彩鮮明的學校，

如果仍然旗幟鮮明地說自己的辦學宗旨就是為了

宣揚基督精神，這無異於雞蛋碰石頭。這時候我

們就可以看出鍾榮光作為教育家和管理者高瞻遠

矚的戰略眼光了：他一方面積極宣傳嶺大辦學要學

以致用，以實用為主，儘量淡化人們對嶺大「宗

教」精神的排斥感，另一方面是要堅持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儘可能地保存嶺大所秉承的宗教精神。

於是他的辦學目的自然就是實用為主、宗教為輔

了：「欲以世界實用之科學，造成中國領袖之人才，

加以幾分基督犧牲為人之精神，使學成不至自私

自利，出則為社會國家儘力，入則負起嶺南母校之

責任。」 [17]而他在就任新校董會兼校長時候講到

「接收後之方針：（一）最低限度要維持現在之成

績；（二）保存基督教犧牲服務精神；（三）一切科

學注重實用；（四）實行學生工讀制度；（五）施行

農村教育，以加慧農民。」鍾做出這樣講話，應該

說是應對當時時局最佳的方案，正如他在同樣的

講稿中所指出的「接收本校的原因」是「（一）尊重

本國政府教育法令；（二）順應中國民族運動潮

流」。[18]

在當時的時局之下，鍾榮光審時度勢，堅持推

行實業教育，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學以致用，服務

於社會。故此他先後開設了農學院、工學院和醫院

學，的確為嶺大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首先，他

清楚地看到中國是以農立國的國家，農業是根本，

民以食為天。但是，中國農業技術卻遠遠落後，人

才奇缺。加上戰爭、內亂等各種因素，糧食尚不夠

國人自食其用。故他決心設立嶺南農科大學，以培

養農業人才。早在1916年，他當副校長期間，他就
力主開設農業部，後來又購地開設農牧科，隨後

1920年又正式成立了農學院。1921年，鍾榮光向廣
東省政府申請成立嶺南農科大學。這是中國南方

第一所培養高級農業科技專門人才的學校。其次，

他創立了工學院。鍾榮光在這件事上走了「上層」

路線。憑著跟孫中山的良好關係，他直接找到了

時任鐵道部長的孫科，並通過其搞到了一大筆款

籌辦工學院。[19]工學院最初僅有一個土木系，學生

僅有幾個人，但後來逐步發展起來，並先後在上

海、香港等地設立分校，由宋慶齡擔任上海嶺南分

校校董。工學院所聘師資均為當時交通界名宿，所

設科目也以電工、熱力、橋梁等實用科目為主。學

生雖不多，但畢業後即被重用。[20]之後，鍾榮光又

創辦了醫學院。1930年，嶺南大學接收了長堤外國
教會創辦的博濟醫院，為紀念孫中山，他積極籌辦

了孫逸仙博士紀念醫學院。1935年，這個計劃終於
實現，南京政府撥款50萬元，批准建院。從此，這
樣經過十多年的苦心經營，嶺南大學終於發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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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具有文理學院，商學院，農學院，工學院和醫學

院的多學科綜合性大學，成為中國南方最重要的

人才培養基地。

但是，鍾榮光畢竟還是一個基督徒。根據基

督教教義，人活著的目的就是要榮神益人。如果

說，辦實業教育是為了「益人」的話，那麼，如何才

能「榮神」呢？這就涉及到他對嶺南大學宗教教育

的定位了。他深知宗教教育是嶺大的靈魂。而且，

他也明白，基督教之所以會造成國人的排斥，不是

基督教的錯，而是對不平等條約的不滿造成的。

他在1926年6月剛從國外回來的一次講話中就明確
提出來：「實非因基督教，而因西人夾不平等條約

而來。」

有資料記載，鍾榮光曾經教育學生說：「正是

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是注重精神靈魂的生長，

苟失此種精神，便不單是靈魂不得救，不能做大

事，就算是個人的生活，也不能解決，尚還說到救

國，救世界去嗎？」[21]但當時國民政府禁止在私立

學校進行宗教教育的政策出台後，於是他採取了

「靈巧像蛇，馴良如鴿子」的辦學措施。一方面，他

提倡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事實上，在他當嶺大監察

（副校長）時，他就做出這一主張，學校裏既有基

督徒牧師，也有天主教神父。不強求教師、學生入

基督教，大多數教師和學生也是不信教的。與一般

的教會學校不同，他還採取了類似於「天下大同」

的政策。比如，根據相關資料記載，他曾經說過：

「凡所有宗教大旨，不外愛與真而已。」「凡是圓顱

方趾，都是天父兒女，亦即天下一家的大同主

義。」他曾撰寫對聯說：「孔佛耶回，有教無類；亞

歐非美，天下一家。」他提出的嶺南校訓：「今之學

者為人。」亦與基督教的「非以役人，乃役與人」相

類通。[22]而且對於教職員工的聘任，他也堅持「兼

容並包」的政策。他說「本大學是基督教的、國際

的，已如上述，故樂意接受外國教育與學術團體之

熱誠扶助，英之倫敦會，循道會，美之長老會，同

寅會，現均資送有教授或醫師為其代表，長年駐

校，擔任義務。日本去年曾一度派茂雄博士來校演

講數星期，此外，無論何國人士，凡抱世界學才之

宏願，認本大學可與合作者均所歡迎。」[23]另一方

面，他又儘可能地在自己的能力和權限（包括晚年

聲望）允許的範圍內，儘可能地做一些基督徒應盡

的責任。這體現在幾個方面：第一，他在進入嶺南

大學不久，（即1902年）創立了基督教「談道會」，
1905年改名為廣州基督教青年會，並且擔任會長。
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是世界基督教青年會的分支，

其主要宗旨是在學生中傳播基督教福音。第二，他

在主政嶺大之後，曾經力主與廣州協和神學校的

合併工作。廣東基督教高等協和神道學院（即現在

的廣州協和神學院），成立於1913年。其最初規模
很小，發展很受障礙。由於嶺南大學和協和神學校

都與美國差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且嶺大的監

督香雅各曾經任教與協和，而協和校長龔約翰夫

婦也曾經是嶺大教授。故此，1918年兩校曾經簽訂
了合作協議，互認課程和成績，學生可以互選課

程。後來到1929年，協和神學遷出原校址白鶴洞，
併入嶺南大學校園內，作為「嶺南大學之一院」，但

保留其獨立的組織、財政和行政權，（這種情況一

直持續到抗戰之後。）1926年國民政府立案禁止學
校以宗教科目為必修課，協和神學院實際上已經

沒有權利在教育部登記註冊，而1929年以低調的
姿態併入嶺大之後，卻可以得以繼續進行其神學

教育。可以說，嶺大為其撐起了一個「保護傘」，而

這其中顯然鍾榮光功不可沒。第三，在鍾榮光晚

年，曾經力主把梁發墓遷回到嶺南校園裏面，而且

生前曾有遺願，要求死後葬於梁發墳墓之旁，與之

結伴為鄰。陳序經校長在《有關鍾榮光校長的幾

點回憶》曾經說到：「他對宗教很重視則是事實，

他主張和神學院合作，甚至把梁發墓遷到嶺南校

園裏面，想使嶺南變成「基督教聖地」，以嶺南來

號召基督教人士。他這些做法，是否想使嶺南成

為宣傳基督教的大本營，這一點還難作出判斷。」
[24]鍾為何如此尊重梁發？很顯然與梁發的身份有

關：他是近代新教第一位牧師。敬重這樣一位近

代中國基督教的「巨擘」，也從一個側面顯示出鍾

榮光內心深處的宗教情結。

3.海外籌款：愛國與自律
然而，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無論擴展校舍，還

是開展教務活動，沒有資金，寸步難行。鍾榮光之

所以被稱為「嶺大之父」，並不僅僅是一種榮譽性

的稱呼，而是實實在在為嶺大在各個時期的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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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從1888年到1904年，嶺大建
校之初，哈巴、香便文和尹士嘉等傳教士主要從美

國母會那裏籌款，雖然數額並不是太大，但那時候

學校規模小，學生少等，而教職員工的薪資也較

少，甚至有義務性的教師，故花費開支並不是太

大，「入大於出」。所以，「學校早期的籌款雖然沒

有達到預期的目標，但仍能以最初籌集的款項應

付學校初創時期各項常費支出。」[25]但1904-1927
年，這時候是學校突飛猛進的發展時期，校舍、教

學樓、學生宿舍、食堂、實驗設備等都需要巨額資

金。而這段時期正是一戰前後，加上五四運動、非

基運動和收回教育權等社會活動的影響，外國的

資助常常入不敷出，學校多次面臨資金周轉困難。

時勢造英雄，這時候就顯示出鍾榮光卓越的交際

和勸捐能力。他根據當時的形勢，已經很清楚地

看到，嶺大如果要脫離與外國教會的聯繫，走國人

自辦的道路，那麼，在經濟上就不能受制於他人。

故此，他在1909年，1914年，1917年，1924-1926年
間多次赴海外募捐籌款，足跡遍布全球。但他主要

的籌款對象不是外國教會或宗教機構，而是華僑

聚居的地方。事實證明，他的這一措施是極為成功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根據當時國弱受欺的

時局和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鍾榮光打出了「愛國

主義」這張王牌，極大地迎合了海外華僑心繫中國

的情感；第二，他在各地成立的「嶺南共進會」（包

括前身「嶺南學校共進會」），作為常設的募捐機

構，採取靈活多變的募捐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

第三，嶺南大學開辦華僑子弟學校，動員華僑遣送

子弟回國升學，同時鼓勵僑生與家長的溝通交流，

也為學校贏得了捐款。第四，更為打動華僑人心的

是，他採取了認捐留名的紀念制度，也就是說，只

要捐出一定數額的資金，那麼，將來建起來的教學

樓或實驗樓宿舍樓就可以以捐款人命名、或者鑲

玉照，立銅像等。這也完全迎合了海外華僑葉落歸

根、「青史留名」的情感。

鍾榮光一生雖然募捐數額過千萬，但他自身

卻牢記《聖經》「人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瑪門（錢

財）」的原則，所以，潔身自好，嚴於律己，生活簡

1928年12月1日，由鍾榮光校長籌集資金的嶺南大學農業教學樓（即十友樓）開建了，圖為破土動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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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從多位好友的回憶錄中都能夠體現出來他們

對鍾榮光個人魅力的敬仰：「鍾先生才智過人，資

格最深，辦學成績斐然！但只名聞於鄉，不聞於

國，殆亦只求集中，不事他騖之故。」[26]（孫科，孫

中山之子）「鍾師為人師表，事事以身作則，大的不

用說了，就算郵票紙張文具等，也從不挪作私用，

為嶺南大學辦公人員作出廉潔自愛，公私分明的

好榜樣。」[27]（廖奉靈）「鍾榮光對於嶺南的發展

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在嶺南的聲譽、影響，在「嶺

南人」中，不是任何人能取而代之的。」[28]（陳序

經）這也體現出他作為一個基督徒為基督做光做

鹽的品格。

三、評價

鍾榮光有多重身份，首先他是一個基督徒，

任教於一所基督教大學，故他深明白教會大學的

最高宗旨就是要傳播基督福音；其次他是一個大

學校長，致力於學校的教務、行政和校務的管理，

而這一切需要不斷地海外勸捐；第三他是一個中

國人，深諳社會時局和中國民眾的愛國熱情和民

族情緒；第四，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深深明白中

國歷史的變革期中國民族實際上的需求。故他的

「天職觀」就是在中國風起雲湧，民族情緒持續高

漲，各種革命、運動頻發的時期，如何以敏銳的眼

光，審時度勢，正確處理好作為校長的個人公職

身份與作為基督徒的個人信仰身份之間的關係，

在自己的職責、權限和能力的範圍內，既能順應時

代的發展和民心所向，又能堅持自己的宗教立場。

故在他一生的三大功績中，他能較好地處理好自

主辦學與海外募捐、宗教教育與實業教育、愛國

熱情與個人信仰之間的關係，應該說比較出色地

完成了作為一個教會大學校長的身份，作為一個

基督徒的信仰身份和作為一個愛國者的公民身份

三者的統一。

鍾榮光有過很多日記和書稿，但由於戰爭年

月不幸遺失。至今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他的一副

自勉聯：「三十年科舉沉迷，自從知錯悔改以來，

革過命，無黨勛，做過官，無政績，留過學，無文

憑，才力總後人，惟一事工，盡瘁嶺南至死；兩半球

舟車習慣，但以任務完成為樂，不私財，有日用，不

養子，有眾徒，不求名，有記述，靈魂乃真我，幾多

磨煉，榮歸基督永生。」我們認為，這幅對聯既是

鍾榮光先生對自己一生的評價和總結，也是我們

這些後人對其敬佩和愛戴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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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Universi ty and i ts Pr inc ipal 
ZHONG Rongguang’s View of Calling

SUN Qinghai（Qilu Cultural Institut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View of Calling in Christian 
protestant requires its disciples to fulf ill his job 
with sense of holiness and mission. This is deeply 
ref lected in a particular group-Chinese principal of 
Christianity University. ZHONG Rongguang, the first 
Chinese Principal of Lingnan University, boasts three 
great achievements in his whole life: namely, taking 
over the rights of education, carrying out industrial 
education, and raising funds aboard. These three great 
achievements were interwoven with how he dealt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unning school independently 
and raising funds aboard,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indust r ial educat ion, pat r iot ism and individual 
faith. And all these relationships is the key for us to 
understand his view of calling.

Key Words: Lingnan University, Chinese 
principal, view of calling, ZHONG Ronggu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