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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 貝 鈞 奇
獲中央政府邀請，參加
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
團，出席六十周年國慶
天安門大閱兵典禮

回歸迄今十五年來，世界經濟布局逆轉，香港也處於轉型的十字路口。隨着社會矛
盾的日益加深，以及經濟前景的停滯不前，港人在諸般不滿之餘，應何去何從？去年，
公民足球隊在以寡敵眾極惡劣的環境下，奇蹟般勇奪 「高級銀牌」 冠軍，正好提醒大
家，擁有逆境自強的勇氣，才是香港成功的基石所在。作為球隊領軍人物，公民體育會
主席貝鈞奇本着誠信為本、善待夥伴、共同奮鬥、共守制度、共享成果的為人理念，直
接鑄成這支球隊的成長與成就，同時也彰顯了老一代香港人以聰明才智、不怕 「蝕底」
的態度，雖身無分文也能白手起家、創造輝煌的氣魄，冀新一代年青人能加以
借鏡，為個人的前途、香港的未來，注入新動力。
本報記者：溫寶生

有志向、有決心的人只要肯付諸行動，勇於實
踐，大都能實現自己的目標，貝鈞奇無疑就是這樣
的人。他白手創立了亞聯工程公司，憑藉 「待人以
誠，不怕蝕底」的處事方式，贏得了社會的高度讚
譽和信任，令公司生意遍及香港及內地；在遇到人
生致命低潮時，他以自強不息的精神，戰勝了嚴重
的抑鬱症，也學懂了奉獻的意義。

航海生涯：開拓眼界

2008 年，貝鈞奇獲香港特區政府
頒授銅紫荊星章，以表揚其對社會公
益事業的貢獻，與太太於禮賓府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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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高齡）為貝鈞奇先生題字相贈，
鼓勵貝鈞奇逆境自強

學懂堅持

出生於浙江寧波的貝鈞奇，五歲隨家人移居香
港，從小一至中六均在漢華中、小學完成，畢業後
即踏入社會，曾於樹人小學任教，期間對電子通訊
產生濃厚興趣，在課餘時間不斷鑽研。其後，有感
教書生涯發展有限，為滿足環遊世界、增廣見聞的
好奇心，轉而步入海員行列，在遠洋輪船上任職電
報員，開始了以船為家，闖蕩四海的生活。
眾所周知，漫長而又艱苦的航海歲月，很容易
令海員沾染惡習，但年輕的貝鈞奇卻是豁達而行，
力求上進，在完成自身工作之餘，更樂此不疲地義
助其他船員解決各樣問題，上至替船長寫海事報
告，下至幫助船員解讀信件等皆義不容辭，這種不
怕 「蝕底」，不求回報的心態，除令貝鈞奇學懂更
廣泛的知識外，更讓他在日後贏得 「好好先生」及
「
體育界義工」的稱號。
「航海是我人生中一個重要學習過程，當中不
但有助自己開拓眼界，認識世界和學習人際關係的
相處之道，更學懂了做任何事情不要輕易放棄，只
要堅持下去，終可以獲得成功。」貝鈞奇娓娓道出
其致勝之道。
就是因為這種自強不息、永不言敗的精神，貝
鈞奇在航海歲月中，應一名在報社任職編輯的同窗
邀請，為報章撰寫專欄。他是航海界人士中，首位
專欄作者，其佳作描寫航海生活的見聞和感受，大
大加深了當時港人對世界各地的認識，其後更輯錄
成兩本書，分別為《航海散記》及《人在旅途——
海員看世界》，其中《航海散記》更一度在 70 年

代末在香港大會堂書展中展出。

創立亞聯：誠信為本

不敢懈怠

結束五年的航海生涯後，貝鈞奇回到香港，曾
任漁船機械推銷員，又擔任過無線電學校校長，後
來在其表叔的幫忙下進軍香港裝修業，在不斷拚搏
的過程中，貝鈞奇 「從零開始」，經過數年歷練，
逐步掌握各種裝修工程的運作模式，並意識到要做
一番事業，還須自立門戶，於是決定自己創業，於
1987 年創立亞聯工程，任總經理，經營大型裝修
工程業務。
在創業過程中，貝鈞奇全身心投入其中，時時
處處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不敢有絲毫懈怠，篤志
勤學之時，亦不忘虛懷若谷、不懂就問，以虛心的
態度，學習別人的長處，彌補自己的不足；跟客戶
打交道，則以誠信為本， 「只要你充分贏得客戶的
好感，獲取對方的信任，客戶才會跟你保持長期合
作。」貝鈞奇指出。

吃虧是福：盡心盡力

備受讚譽

貝鈞奇語記：

好好先生念情重義
獻身體育感動人心

竭力服務社會

推動文化傳承

在積極拓展業務的同時，貝鈞奇更竭力為社會服務。這種服務社
會、回饋公眾的理念其實由來已久，早在 80 年代開始，貝鈞奇就以
母校漢華校友身份，參與籌備購買會址，積極發動募捐等活動，更向
當時的宋會長及常理會表示 「我包底」，結果，他包了 16 萬底，其
後，校友會的大小活動，他都附帶這一句話： 「我包底」；在 06 年
他任校友會會長時，更出錢出力，邀請著名鋼琴家劉詩昆及一眾演藝
界名人，包括汪明荃、張明敏、羅家英、梁漢文、周麗淇等參加演
出，並獲國內多位音樂家支持，如著名琵琶演奏家方錦龍、著名鋼琴
演奏家趙胤胤、廣東 「芳華十八」及四川音樂學院優秀歌手等同台演
出，為母校籌建小西灣分校獲得百萬元超額完成的目標。
另外，貝鈞奇亦積極參與中國文化的推廣和傳承，除肩負公民及
愉園兩間體育會主席、香港足球總會副主席、香港柔道總會會長、香
港體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四川省政協委員、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主
席、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名譽會長等體壇重任或社會公職，還身兼香港
紅荔書畫會名譽會長、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協會名譽會長、加拿大
華裔作家協會名譽會長、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永久榮譽會長等多項文化

貝鈞奇出
席香港作家聯
會成立二十周
年文學講座，
與來自北京的
主講嘉賓中國
作家協會主席
鐵凝合照

時至今日，在貝鈞奇的帶領下，亞聯工程具備
了非常豐富的實踐經驗，擁有一支掌握專業技術知
識的優秀團隊，多年來與客戶共同成長，業務遍及
香港及中國內地。事實上，這麼多年來，貝鈞奇特
貝鈞奇出
別注重 「待人以誠」這句座右銘，無論做人做事，
席 2008 北京奧
都不能脫離這個原則，因此，亞聯工程也堅守 「誠
運宣傳活動，
信為本、客戶至上、公平公正」的理念，對每一位
與香港體操運
客戶都盡心盡力，即使是無利可圖的項目，也一定
動員石偉雄合
盡全力、負責任地完成好，體現出專業水平，因此
照
在業內備受讚譽。 「如果你做什麼事都不怕蝕底，
不斤斤計較，就沒有拿不起，放不下的，無論做什
麼事都能保持好的心態，這就是古人所說的 『吃
虧是福』的道理吧。」貝鈞奇寄語新一代的
年輕人，要抱着唔怕 「蝕底」的精神多
「人生變幻無常，在我行船的一年內，同一
些學習，對人生有很大幫助。
艘船換了四位船長，各人不同的際遇令人感觸良多，我記
得其中一位船長說： 『風浪一定有，一艘船只要保持動力，就
有機會擺脫風暴、巨浪，向前走。』做人亦如是。」
「有錢人多的是，在功利主義的社會，商人只重視商業回報，忽視
民間組織、民間活動和文化事業，未必肯支持文化。我支持文化團體，
資助文學，只是盡一點點個人綿力而已，我樂意支持文化，支持文學，是
因為我覺得從閱讀中可以令自己增長知識。」
「生死一線間，名利身外物。多做公職多為社會做貢獻，是很愉
快的事，我只想做一個待人以誠的好人，儘管好人不易為。」
「在浩瀚大海中也體會到生死一線、名利何價不足道的
哲理。人生應隨遇而安，為自己的興趣而生活，太刻
意追求名利會很辛苦的。」

公民體育會名譽會長余錦
基（右一）、梁孔德（右二）及
主席貝鈞奇，於 2008 年 5 月公
貝 鈞 奇 在 2001 年 帶 領 香 港 籃 球
貝鈞奇帶領公民足球隊勇奪香港足球總會歷史最悠久的足球
民足球隊於 「 足總杯
足總杯」
」 決賽當 隊，憑永不放棄精神，於完場前 8 分
錦標賽─ 「2010/11 高級銀牌
高級銀牌」」
天，為四川地震災民舉行義賣籌 鐘落後 14 分情況下反勝對手泰國隊勇 錦標賽─
款活動
奪 「 香港工商杯國際邀請賽
香港工商杯國際邀請賽」」 冠軍，
成為籃球史上另一經典賽事
2007-08 年度球季，公民
足球隊除贏得 「足總杯
足總杯」
」 外，
更勇奪多個足球獎項，其中包
括：教練廖俊輝奪得 「最佳教
練」 及隊長法圖斯奪得 「最佳
11 人球員
人球員」
」 殊榮，圖為（右
起）廖俊輝、貝鈞奇和法圖斯
合攝
「我因嚴重傷患需要休息長達 9 個月，但貝氏兩父子對我無比關
心，不離不棄，更給予我無限信心及支持，讓我克服嚴重傷患重返球
場……」； 「說貝鈞奇兄是個重情的人，相信沒有人會持異議，這裡
所說的情，包括友情、親情、以至社會人群的關懷、博愛之情……」
翻閱貝鈞奇給予記者的資料，很容易發現無論是其校友、公民球隊隊
員，以至社會各界，給其評價都是 「好好先生」、 「體育界義工」
等。然而，對於這些讚揚，貝鈞奇只淡然一笑： 「當你所做的事得到
人們的肯定，贏得人們的尊重，你當然會更加積極、更加投入，這是
我在這方面一直沒有停下來的原因，也是鼓舞我繼續前進的動力。」

星期日

公職；與此同時，他更出錢出地方，支持兩本月刊《地平綫》及《文
綜》的運作至今。期間，沒有人懷疑過他背後的動機， 「也許有人會
說，投入社會服務全都是付出，沒有任何回報可言，這種做法是不是
犯傻？但我獲得却是精神上的愉悅和滿足，這才是我認為最難得的地
方。」這位 「好好先生」灑脫地說。

運動產生力量

發揚堅毅精神

對於被封為樂於奉獻的 「體育界義工」，則緣於貝鈞奇對體育的
情結，由熱愛體育、推廣體育而至獻身體育。其中最難忘的是，1993
年，貝鈞奇以名譽領隊的身份率領廣東省體操隊及柔道隊參戰全運
會，當年的廣東省體操隊歷史性地勇奪 5 面體操金牌，而柔道隊年僅
18 歲的冼東妹亦勇奪一面銅牌，開始了她日後分別在雅典及北京奧運
會兩奪奧運冠軍之路。貝鈞奇更欣賞已為人母的冼東妹，在京奧再奪
奧運金牌的自強不息精神。另外，香港足總 2010 至 2011 年度球季的
「高級銀牌」賽，公民在極惡劣的逆境中勇奪冠軍，這場經典傑作，
一度引起香港運動員很大的反思空間。賽後，全體隊員道出了球隊團
結一致的精神所在，異口同聲感謝主席貝鈞奇及其兒子貝可泓（公民
隊行政總監及教練），令公民隊如一個大家庭，球員之間融洽相處，
互相信任，時任隊長的法圖斯，曾因傷需要休息長達 9 個月，而貝氏
父子對其不離不棄，令其感動不已。
「這場比賽在香港產生很大的迴響，球員在逆境中顯示出永不放
棄的高昂鬥志，這種崇高的體育精神，深深感動了香港人的心。讓我
堅信只要懷着堅毅信心，逆境自強的勇氣可克服一切。」貝鈞奇深有
感觸地說。就是因為這種信念，以及家人的無限支持，令其克服了在
千禧年時，因繁重的稅務及經濟困擾，而患上的嚴重 「抑鬱症」。現
時，貝鈞奇擁有以體育團體為主的五十多個各類社會團體重要職位名
銜，在足球圈更是身兼多職，包括足總副主席、公民及愉園體育會主

貝鈞奇作
海員時使
──航海
用 「六分
觀察星象
儀」
及定位儀
器

席，亦是多支乙、丙組球隊負責人，因他相信： 「運動產生力量，堅
持將這份體育精神延展下去。」貝鈞奇致力回饋社會、積極參與社會
服務所付出的努力，贏得了社會各界的贊同和褒獎，當中包括在 2003
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MH），以及在 2008 年獲香港特區
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BBS）等榮銜，以表彰其對社會公益事業的貢
獻。

貝鈞奇為母校漢華中學籌辦 「星輝樂韻耀漢華
星輝樂韻耀漢華」
」 晚會，籌募經費
予母校興建新校舍，出席校友及嘉賓眾多，場面熱鬧，盡顯漢華團結
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