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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董會簡訊
A林李翹如女士獲委任爲大學司庫，任期三年，由一九八九年

七月一日起生效，以接替潘永祥議員。
潘永祥議員自一九八五年十月廿四日出任大學司庫，今辭去

司庫一職後，仍續任大學校董會副主席。
A蘇宗仁博士再度獲崇基學院校董會推選，代表該會出任大學
校董，任期三年，由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一日起生效。
A唐翔千先生再度獲新亞書院校董會推選，代表該會出任大學

校董，任期三年，由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六日起生效。
A邵逸夫爵士及何添博士再度獲聯合書院校董會推選，代表該

會出任大學校董，任期三年，由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六日起生效。

A傅元國敎授獲崇基學院院務委員會推選，代表該會出任大學
校董，任期三年，由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起生效。

A麥松威敎授獲新亞書院院務委員會推選，代表該會出任大學
校董，任期三年，由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起生效。

新任大學司庫林李翹如女士

新任大學司庫林李翹如女士爲恒生銀行副

總經理、香港電話有限公司及永安銀行董事；

並爲多個公共團體之成員，包括香港科技大學

校董會、臨時香港學歷評審局、證券及期貨事

務上訴委員會，以及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
士。

務委員會。李女士 一 九 八 七 年 獲 委 爲 太 平 紳

林李翹如女士早於一九七七年即出任本校

三年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顧問委員會委員，並

自八七年起任大學財務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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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作下一步之決定；或

㈠若該項發明或槪念具備成熟科技條件，而
其商品化又是可行的，該院即會從財政、
法律及市場之角度作進一步分析；
㈡要求發明者提供更詳盡之科學資料，然後

下列決定之一：

接到此類評估申請後，該院即盡速作出

與科技硏究院雙方同意，直接與硏究院聯絡
評估事宜。

院校備案，由該院校轉送往香港生物科技硏
究院，以接受進一步之評估；或㈡經其院校

香港生物科技硏究院之一項重要功能，
是協助香港之專上院校及其屬下之理科及醫
科學系敎職員，發展有商業潛質之生物科技
新發明或槪念。有關之敎硏人員，可循下述
途 徑 申 請 評 估 ： ㈠呈 交 發 明 報 吿 予 其 所 屬 之

如何協助專上院校處理有關生物
科技之新發明

香港生物科技硏究院對具商業潛力之科
技及產品有廣泛之興趣，主要之硏究與發展
範圍包括營養與食品科技、環境與廢料管
理，以及東西方藥物。

科技硏究院之臨時辦公室設於邵逸夫夫人
樓。

香港生物科技硏究院
香港生物科技硏究院成立於一九八八年
六月，爲香港第一所非牟利之生物科技硏究
機構。其宗旨爲：
㈠以該院爲基礎，開展生物醫學硏究。
㈡與香港專上院校之生物科技硏究者合
作，挑選合適之科技發明，給予評估，協助
獲取資金，使其繼續發展至商品階段。
㈢就與生物科技有關之計劃及產品之硏
究與發展，向香港政府及工業界提供建議，
或與之合作。
㈣通過與有技術、財力及市場潛力之公
司合作，以合資經營、合伙經營、科技特許、
合約硏究等不同合作方式，共同發展香港之
生物科技工業。

香港生物科技硏究院之永久院址將位於
吐露港畔之中大校園，佔地三萬一千平方米。
一九八九年五月，該院獲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
捐贈一億七千萬元，部分捐款將用作興建總
面積達七千平方米之大樓及購置設備。該大
樓可容納逾百專業研究人員同時工作，而硏
究及發展之項目將包括細胞組織培養、基因
重組、蛋白質/酶化學、天然產品、分離技術
等。又院內將裝置一套特別爲藥品生產及質量
管理基准而設計之試驗性生產設備，爲東南
亞同類設備中最先進之一套。大樓建築工程
預計於一九九一年夏季完成。目前香港生物

㈢不作進一步之評估，把該項發明退回予申
請者，而發明者則有權決定如何自行發展
該項硏究成果。
科技研究院會請其科學顧問委員會就各項發
明在科學與技術上之價値，提供意見。
若科技硏究院採取上述第㈠項決定，該
院將與發明者緊密合作，共同規劃該項發明
及/或產品之硏究、發展、法律、財政及市
場策略。至該項發明商業化後，發明者可獲
淨專利權稅的百分之五十；而其餘百分之五
十，則由發明者所屬之專上院校及香港生物
科技研究院攤分。
如發明者超過一人，淨專利權稅之收入
將按其已訂協議之比例分配。而發明者所屬
院校與科技硏究院之分配比例，則按雙方對
該項硏究計劃所作之貢獻而定。
所謂淨專利權稅，即專利權稅減去百分
之二十之行政費，再減去獲取、保障與維持
專利權，領取專利特許證及有關資產權之費
用，以及各項稅款或法例規定之補償等。
如有關院校與科技硏究院共同決定不開
發某項發明，該發明者有權根據其院校之規
例，決定是否與其他機構合作發展以將其發
明商品化。在此情況下，發明者亦須與該等
機構議訂如何分擔費用及法律責任，以及如
何攤分專利權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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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生物科技硏究院院長
林文傑敎授
林文傑
敎授生於中
國汕頭。早
年在香港慈
幼中學及華
仁書院接受
敎育，中學
畢業後往加
拿大繼續學
獲萊克德大

業，先後考

李兆良博士
香港生物科技硏究院科技與產品發展部主任

李兆良
博士中學畢
業於香港皇
仁書院，一
九六九年獲
頒香港中文
大學理學士
(生物學)

學位，其後

頒哲學博士(生物化學)學位。

赴美國普度
大學深造，
於七四年獲

亞大學理論物理學理學碩士(一九六八年)

學數學理學士(一九六七年)、英屬哥倫比

及多倫多大學醫學生物物理學哲學博士(一

九七零年)學位。七二年以後，林敎授曾任
職於哈佛醫學院及貝勒醫學院。
林敎授曾發表超過一百八十篇科學論文
及摘要。其著作及硏究興趣主要在於神經細
胞傳遞之分子結構基礎，特別是接收視覺訊
息之過程。林敎授在過去二十年中有關這方
面之硏究，主要以脊椎動物之視網膜系統爲
基礎。他曾採用多種技術，確定用於視網膜
神經原之神經介質。林敎授目前之硏究工作
集中於介質與神經肽之使用，並以此探索中
樞神經系統之組織與發展。

李博士於七四至七七年間任職於耶魯大
學化學系，擔任博士硏究員。其後加入德克
薩斯農工大學化學系，敎授有機化學、生物
化學及天然產品之本科及硏究院課程；同時
亦主持硏究工作，利用從完整植物及組織培
養得到的無細胞酶，進行天然產品之生物合
成。李博士於八二年轉職康寧玻璃廠，主理
一個應用酶學之硏究小組，發展脂質生物技
術。八四年李博士加入巴特爾紀念硏究所，
並成立一個生物分離實驗室，硏究蛋白質
及天然產品下游提純之過程。他同時亦主理
分離技術及關於天然產品計劃之市場及評估
工作。李博士曾發表逾曾篇科學論文及專文，
並持有使用固定酶合成高値脂質之專利。
林敎授於八八年六月加入香港生物科技

硏究院。

訪問香港賽馬會
薛特倫先生

薛 特 倫 先 生 ( M r . N.J.C.Sutherland)是英

皇御准香港賽馬會秘書長兼香港賽馬會(慈

善)有限公司秘書，掌管馬會之慈善工作。
大學近蒙該機構捐款一億七千萬元，成立香
港生物科技硏究院。

《校刊》編輯就馬會作此項捐贈之目的與期

望，訪問了薛特倫先生。

薛特倫先生，馬會捐贈一億七千萬元予大學，

目相當大，可否請您談談貴會期望該項資助

資助成立香港生物科技硏究院。這筆捐款數

計劃對社會作出何等貢獻？

從敎育之觀點出發，我們相信此項計劃可以
提高香港本科及硏究院敎育之質素。隨着硏
究資源之增加，中文大學可以吸引及挽留更
多優秀之敎授及科學家。總的來說，這對學
生，特別是對繼續循研究方向發展之本科畢
業生十分有利。我們亦把此項捐贈視爲對「未
來工業」之一項投資，因爲在廿一世紀，生
物科技之於香港，可能像六、七十年代紡織
工業之於香港一般重要。如果說生物科技硏
究是新型工業之基礎，而香港在這方面的發
展又落後於其鄰近地區如新加坡及台灣，那
麼香港很容易便會喪失競爭能力，香港之前
途亦將陷於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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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投資。假如硏究院可以生產一些銷路

品或是治療癌症之藥品，我們便會認爲這是

甚廣之生物科技產品，例如一些較便宜的食

貴會對香港生物科技發展之資助總額是三億

我們並不希望如此，所以馬會特別要求香港
生物科技硏究院成立一個監督委員會；而

一項重大成就。當然，成功的指標還包括中

元，可否讓我們知道其餘一億三千萬元之用

文大學能否吸引高質素敎硏人員，以及生物

此委員會成員必須包括所有有關專上機構之

同硏究機構間之充分合作，避免工作重覆；

某些成績。

代表、政府官員及本地工業家，以保證不

貴會多年來都有資助本校之基本建設及硏究

投資及贊助。我們預期在五年內，可以見到

圍。

計劃，包括在七十年代捐贈二百多萬元建設

科技硏究院能否獲取更多本地或海外機構的

我敢說一億七千萬元是馬會至今資助硏究計

以及保證硏究範圍及層面之適當劃分，使硏

劃最大的一筆捐贈。幫助中大開展這項計

硏究中心之硏究活動逾一千四百萬元、一九

大學體育中心、自一九八五年以來資助中藥

究資源能夠用於最能造福於本港大衆之範

途？
那是撥予香港科技大學，供發展其生物科技
硏究所之用。也許你會有興趣知道，在此之
前，我們亦捐贈了八百萬元予香港大學之生
物分子學硏究所，資助他們一些特定之硏究
計劃。
那是不是三所大學各自搞各自的生物科技硏

究？

劃，是否一項很不容易的決定？困難在哪

那些期望獲取硏究資助之人士，必須提出非
常充份之理由和有力之論據，其申請才會獲
得考慮。因爲在這一連串對專上機構生物科
技硏究之巨額資助後，我相信馬會在未來數
年內，都不會再撥款予其他研究計劃了。馬
會亦預期各專上院校在下一個三年計劃中，
獲得大學及理工敎育資助委員會增加撥款，
資助更多研究計劃。至於基本建設項目，本
會隨時都會根據各項申請之獨特情況予以考
慮。當然，申請者必須解釋爲何不能從大學
及理工敎育資助委員會或其他可能的來源獲
取資助，以及其計劃如何能夠造福大衆。

請貴會撥款之人士有甚麼指點？

助生物科技硏究。請問您對中大其他有意申

氧化碳激光機，以及這次的一億七千萬元資

八六年贊助婦產科學系四十萬元購買一台二

裏？
首先是計劃涉及巨大的資金，而這些資金將
會撥交一個當時尙未存在之機構管理。其次

是我們必須肯定，在顧及衆多已獲撥款之慈

善計劃之餘，我們會有充足之款項維持這項

計劃在未來數年之開支。最後，也是最重要
有實效之計劃，必能造福社會大衆。我們特

的一點，就是要說服馬會的董事，這是一項
別成立了一個捐款小組委員會，仔細地研究

中文大學之申請。當然，大家都知道，馬會

之董事最終都被說服了。
貴會如何衡量這項計劃之成功與否？

如果生物科技硏究院之設施能被充份利用，
盈虧之目標，我們便會認爲這項捐贈是一項

運作妥善，而在五年內能達到財政獨立、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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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
第三十八屆頒授學位典禮
大學宣佈第三十八屆頒授榮譽學位典禮
將於十月十二日在邵逸夫堂擧行，由港督兼

Hon. Lord

Stechford)、方心讓醫生及

Rt.

大學本年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四位傑出

大學監督衞奕信爵士主持儀式。

Butterfield of

人士；其中畢達飛勳爵(The

期錄取學生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入讀中大，或

始，以聯合招生辦法招收本科課程新生，以

八三年間獲委爲行政局議員，七四至八五年
間獲委爲立法局議員。一九七九年起出任大
學校董達六年之久。
譚惠珠議員爲本港著名法律界人士，曾
獲英女皇頒授CBE勳銜及獲委任太平紳士，
現任行政及立法兩局議員，熱心參與社會服
務，建樹良多。譚議員曾主理多個政府諮詢
委員會及公共團體，包括出任交通諮詢委員
會主席及敎育統籌委員會委員，並任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委員，以其卓識與豐富經驗對本
港多方面發展作出貢獻。譚議員於一九八三
年起出任大學校董，並任敎職員服務規則委
員會委員。

譚惠珠議員將獲頒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李遠
哲敎授則獲頒榮譽理學博士學位。
畢達飛勳爵爲英國傑出敎育家及科學
家，四十多年來致力醫學研究及敎育工作。
他於七十年代初出任諾定咸大學校長，並於
七六至八七年間先後出任劍橋大學之醫學欽
定講座敎授、唐寧書院院長及大學校長等
職。畢達飛勳爵熱心公益事業，曾擔任多個
慈善及公益基金之主席或理事，其中包括本
港之怡和敎育基金及裘槎基金會。他更於七
五至八三年間出任本港大學及理工敎育資助
委員會委員，對促進本地之科研與專上敎育
發展貢獻良多。
方心讓醫生爲本港著名矯形外科醫生，

生「條件性取錄」的資格，只要該學生於翌年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取得指定成績，即可獲正
式取錄入學。在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公佈
後，即在中七學年結束後，兩大學會集中審
理申請，在這程序中，任何未獲取錄之申請

聯合招生辦法將使學生同時知悉進入各

人，當再次由兩大考慮取錄入學。

大學之機會，俾能從容地選擇大學及課程，

而且簡化申請程序，學生可用同一表格同時

兩大學已致函本港所有設有預科課程中

向兩大學申請入學。

學之校長，介紹兩大學之新訂收生程序及諮

兩大學相信新訂之聯合招生辦法，能使

詢彼等對聯合招生運作之意見。

敎授，他自六十年代末期開始便以分子束技

法將來略作修訂後，可望適用於本港其他有

意加入之大專院校。聯招實施後，本校不再

學生在中六學年獲得最大限度之選擇。該辦

採用暫取新生辦法。

定遴選結果，本校將給予獲選學生「正式取

兩大聯招將會於每年中六學年結束時決

醫學科學增插學年學士學位課程
敎務會通過由一九八九至九零年度起，
在醫學院開設「醫學科學增插學年學士學位
課程」，使有志向及有能力從事醫學硏究之優
異醫科學生獲得此方面之實際知識及經驗。
學生修畢臨牀前期課程，成績理想，始可申
請入讀此項課程，惟須經敎務會核准其同時
註册修讀一項以上之學位課程。修畢此項課
程之學生將獲頒授醫學科學學士學位，惟於
有關學位之大學規程第廿六條作適當修訂之

大學開設新課程

貢獻至鉅，於燃燒過程理論尤具卓見。李敎

本校與香港大學已同意於一九九零年開

兩所大學一九九零年實施聯合招生

拜獎。

年分別獲美國國家科學獎章及美國化學會德

與另兩位科學家同獲諾貝爾化學獎；並於同

授之科研成果贏得國際稱譽，於一九八六年

術硏究化學動力學，對化學反應之基礎理論

李遠哲敎授現任柏克萊加州大學化學系

曾獲英女皇頒授CBE勳銜及獲委任爲太平
復康服務，貢獻至大。方醫生曾任多個本地

於一九九二年九月入讀港大。

復康服務委員會及機構之主席，一九八零至

錄」的資格，即時入學；港大則給予獲選學

紳士。二十多年來致力於傷殘及弱智人士之

八四年間更任世界復康會會長。一九七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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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畢業生將獲授予理學士(醫學科學)學

位。
生物—化學兼讀學士學位課程
敎務會通過於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開設

生物—化學兼讀學士學位課程，僅招收一
年級學生。該課程將爲各院校、政府化驗室
及工商機構中之敎師及技術人員提供進修機
會，使其可以同時兼習兩項理科。

工商管理學院改組
工商管理學院之敎學單位於八月一日起
全面改組。原有之三個學系分爲六個學系，
與較早時成立之兩個系務會，共同推行工商
管理學之本科及研究院課程。改組後之敎學
單位及其系主任\系務會主席如下：
學系及系主任

會計學系——黃錫楠博士
財務學系——史怡中博士
國際企業學系——閔建蜀敎授
市場學系——李金漢敎授
組織與管理學系——饒美蛟敎授
營運與系統管理學系——段樵敎授
系務會及主席

本科學系系務會主席——饒美蛟敎授
硏究院學系系務會主席——李金漢敎授
建築學科籌劃委員會
大學成立建築學科籌劃委員會，負責策
劃於九一至九二年度開設之建築學系之籌備

工作。

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設計建築學本科
課程、根據建築學敎育諮詢委員會之意見，
提交九一至九四之三年發展計劃建議，並協
助新學系之招聘工作。
委員會成員如下：
委員：陳尹璇先生(增選委員)

主席：譚尙渭敎授

敎務長(當然委員)

社會科學院院長(當然委員)

秘書：何溫小雲女士(敎務長指派)

劉殿爵敎授獲授榮譽學位
中文系講座敎授劉殿爵敎授於三月廿一
日香港大學第一百卅六屆頒授學位典禮中，
獲頒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劉敎授爲中國語文硏究及比較哲學方面
之卓越學者，曾於七五年獲本校頒授榮譽法
學博士學位。

賽馬會資助香港生物科技硏究院
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通過撥款港幣三億
元，資助本港之生物科技硏究計劃，並以其
中一億七千萬元，捐贈設於本校之香港生物
科技硏究院。
該筆捐款用於興建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
大樓，以及支付該院首五年之部分運作經費。

外科學系(耳鼻喉科)訓練獲海外認可
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董事會宣佈，認
可本校外科學系(耳鼻喉科)爲威爾斯親王

八九年四月開始生效。

醫院兩位駐診醫生所作之院士試前訓練，由

馬應彪質譜儀室開幕

馬應彪質譜儀室於四月二十日正式開幕，
由馬佩嫻醫生主持揭幕儀式。出席嘉賓逾四
十人，包括馬氏家族、化學專業及其他科學
界人士。
馬佩嫻醫生及其家族自一九八七年以來，
多次慷慨資助本校，認捐款項共達一百五十
萬元，其中約五十萬元用以改良化學系質譜
儀之資料收集系統，使系內有關質譜分析法
之硏究及敎學活動得以加强。
新命名之馬應彪質譜儀室位於科學館南
座地庫，隸屬化學系。

校董會委任

A林聰標敎授再度獲委任新亞書院院長，
任期三年，由一九八九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A譚尙渭敎授再度獲委任研究院院長，任
期一年，由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新任學院院長

下列敎師獲選出任其所屬學院之院長，

任期三年。
—哲學系何秀煌敎授由一九八九年八月一
日起接替沈宣仁博士出任文學院院長。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胡德佑敎授由一九
八九年七月一日起接替李川軍敎授出任醫學
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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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行政學系關信基敎授由一九八九
年八月一日起接替李沛良敎授出任社會科學
院院長。
工商管理學院及理學院之現任院長分別
爲閔建蜀敎授及林逸華敎授。

新生入學導師
大學校長委任下列敎師出任或續任各學
院之新生入學導師，任期由一九八九年九月
一日起生效(除特別註明外，任期至一九九
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文學院吳倫霓霞博士
工商管理學院劉可復先生
Gosling)

醫學院高瑞齡敎授(Professor J.A.

理學院蘇叔平博士
八月三十一日)

社會科學院!梁怡博士(至一九九零年

本校敎職員出任校外委員會成員
㈠下列敎職員獲港督委任爲校外委員會成員：
*歷史系講師科大衞博士再度獲委出任古
物諮詢委員會成員，任期兩年，由一九八九
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講座敎授梁秉中敎
授再度獲委出任人民入境事務審裁處及人事
登記審裁處審裁專員，任期兩年，由一九八
九年三月一日起生效。
*中文系講師何文滙博士再度獲委出任銀
禧體育中心董事局成員，任期由一九八九年
三月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五日。

*音樂系講座敎授紀大衞敎授(Professor
David Gwilt)任演藝發展局成員，任期兩年，

由一九八九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校外進修部主任何錦輝博士再度獲委出
任保良局顧問局成員，任期三年，由一九八
九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社會學系講師鄧龍威博士再度獲委出任
交通諮詢委員會成員，任期一年，由一九八
九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地理系講師林健枝博士任空氣汚染管制
上訴委員會成員。
㈡新聞與傳播學系講師陳文博士獲提名代表
大學出任職業訓練局大衆傳播訓練委員會成
員，任期兩年，由一九八九年四月一日起生
效。

高錕校長會見傑出學生
高錕校長曁夫人於三月三十一日在漢園
設茶會，招待成績優異或在其他方面如體育
及社會服務有特別成就之應屆畢業班學生逾
三十位。其他出席茶會之人士尙包括各學院
院長、書院院長、高級敎職員及行政人員。

成龍慈善基金獎學金及學生活動津貼
頒獎典禮
本校於五月二十五日擧行成龍慈善基金
獎學金及學生活動津貼頒獎典禮，由該基金
會顧問委員會主席鍾逸傑爵士主禮。獲獎學
金之六名學生分別來自音樂、藝術，以及新
聞與傳播學系。獲學生活動津貼之團體包括
劇社、土風舞會、音樂系系會等。津貼乃用

校長與傑出學生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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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助擧辦與藝術有關之學生活動。
成龍慈善基金會本學年首次資助本校學
生，目的在鼓勵學生培養對藝術之興趣，多
辦與藝術相關之活動，藉以提高校園之文化
氣息。

生物系獲贈書
生物系獲卡夫—通用食品公司捐贈一
批關於食品科學之書籍，以促進食品科學研
贈書儀式於五月廿三日在大學科學館擧

究之合作。

梁銶琚樓
奠基典禮

本校將新廈命名梁銶琚樓，乃爲表揚本
港工商企業鉅子梁銶琚博士熱心公益及多年
來對本校之鼎力支持。

興建中之梁銶琚樓座落中央校園西部，
總面積達四千平方米，主要由工商管理學院
使用，並置有可供各學系使用之敎學設施，
全部工程預期於明年中完成。

大學於四月十二日擧行「梁銶琚樓」奠
基典禮，由梁銶琚博士主持儀式。校董會主
席利國偉爵士及高錕校長分別致辭。觀禮來
賓約七十人。

Honer)將首批書籍共三十二本交予生

行，由該公司之技術硏究主任韓納先生(Mr.

D.C.
物系。

事務組更改名稱
大學總務處屬下之事務組更改名稱爲商
務組，以便更貼切地表達該組之工作性質；
而且亦可避免與秘書處之校本部庶務組混淆。

校長逾敎職員運動錦標賽
一九八八至八九年度校長盃敎職員運動

錦標賽於五月七日結束。行政隊總積分最

高，奪得全場總冠軍，獲高錕校長伉儷頒發
校長盃。
五項球賽之冠、亞、季軍分別爲：乒乓

——行政隊，理學院隊，文學院隊；足球——

球——理學院隊，文學院隊，行政隊；網球

行政隊，文學院隊，醫學院隊；羽毛球——
行政隊，社敎隊，醫學院隊；籃球——社敎
隊，行政隊，醫學院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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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專輯
「亞太地區的合作與
競爭」國際會議
大學當代亞洲硏究中心之日本硏究計劃
於五月二日及三日在本校祖堯堂會議廳擧行
一項國際學術會議，主題爲「亞太地區的合
作與競爭」。
大會分八節進行，分別由本校之關信基
敎授、李南雄博士、譚汝謙博士及翁松燃敎
授主持。在會上發表之論文約二十篇。講者
包括中國之白成琦、陳建安、葛霖生、洪遠

朋、施岳群、肖向前、朱明權；香港之廖光
生、陳智宏、方徐明珠、李耀南；日本之加
加美光行、劉進慶；新加坡之張保民；台灣
之張榮豐、張虎、邢國强；以及美國之張旭
誠及薛君度。他們從經濟、政治、軍事、文
化等不同角度，廣泛地探討亞太地區合作或
競爭之現狀及前景。

「環球經濟下之管理」
國際硏討會
本校工商管理學院與美國東部管理學會

於六月十二至十五日假沙田麗豪酒店擧行
「環球經濟下之管理」國際硏討會。
美國東部管理學會隸屬於擁有七千會員
之美國管理學會。該會於一九八五年開始，
與海外學術機構聯合擧辦兩年一度之國際硏
討會，使全球各國管理學者與企業行政人員
有機會溝通交流。首兩屆之會議先後於荷蘭
與希臘擧行。今年中大獲選爲第三屆國際硏
討會之協辦機構，顯示管理學者與全球商界
均極重視香港在亞太與世界商業發展所扮演
之角色。
約一百五十名來自美國、加拿大、澳洲、
墨西哥、英國、新加坡、香港，以及其他歐
洲及亞洲國家之學者與高層商界行政人員參
加此次硏討會。
中大副校長徐培深敎授主持揭幕典禮，
前香港律師公會會長麥加林先生(Mr. Ian
MacCallum)作主題演講，講題爲「管理在香

Michael

Luna)、幹威有限公司

蒙特雷工程學院魯納敎授(Professor Jose

Bond)〕；㈡跨界經濟透視〔講者：墨西哥
IgnacioHernandez

Clint

Laurent)〕。

Steilen)、羅兵咸管理顧問公司管

士、中大市場學系高級講師史泰倫博士(Dr.

總 經 理 陳 河 鋒 先 生 〕 ； 及 ㈢太 平 洋 盆 區 之 經
濟〔講者：麥當勞有限公司總經理伍日照博
Charles

理顧問羅林博士(Dr.

大會並安排與會人士訪問美特容器(香
港)有限公司及電腦產品亞太有限公司，使
他們有機會與這兩家本地企業之高層管理人
員實地交流經驗。
本校工商管理學院之饒美蛟敎授爲此項
國際硏討會之聯合主席。

愛滋病硏討會

本校與東南亞高等學府協會於一九八九

討會」。本校爲東南亞高等學府協會之創會
會員，是次爲中大第三次爲該協會主辦學術
會議，而此項硏討會更爲首項在香港擧行之
討論東南亞及太平洋區愛滋病情況之國際會
議。硏討會於六月二十八日開幕，爲期三天。
七十多位來自澳洲、印尼、日本、馬來西亞、
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美國及香港之高等
院校代表出席會議並發表論文。
硏討會旨在探討愛滋病在東南亞及太平
洋區之蔓延、控制及預防問題，並硏究地區、

港——從不確定到不確定」。其他主題講者
年六月聯合主辦「東南亞及太平洋區愛滋病
包括前美國管理學會會長赫里克敎授(Profe
的s
預s
防o
與r
控制——高等學府所擔任之角色硏
Donald Hellriegel)、前東部管理學

會會長及院士甘能敎授(Professor Martin

Gannon)，以及中大工商管理學院院長閔建
蜀敎授。
在會上提交之論文超過一百篇。此外大

會並安排了三項專題硏討會——㈠香港在環
學院人文學院院長鄭宇碩博士、信孚證券(亞

球經濟所扮演之角色〔講者：香港公開進修

中大心理學系敎授彭邁克博士(Dr.

洲)有限公司經濟硏究副董事羅祥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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硏討會開幕典禮

全國及國際性之合作策略。多位海外及本港
專家應邀在會上發表專題演講，協會會員國
代表就該國之愛滋病蔓延及控制情況作出報
告，其他與會者亦分別提交論文。
硏討會之開幕禮由署理衞生福利司薛明

李川軍敎授(右)及楊顯榮博士(左)在硏討會上

太平紳士(Mr.N.

Shipman)主持，中大署

Detels)、

理校長徐培深敎授致歡迎辭，東南亞高等學
府協會會長Dr. Iam
Chaya-Ngam亦專程
從曼谷來港出席會議並致辭；隨後由哈佛
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愛滋病硏究所艾瑟斯敎授
(ProfessorM
.
Essex)作主題演講。硏討會
之主要講者包括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公共衞

生學院戴陶士敎授(Professor R.

Dyer)及本校中藥

生及李頌基醫生、威康大藥廠(香港)有限

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副院長曾毅敎授、香港
政府愛滋病輔導及健康敎育服務之楊永强醫
公司戴漢明醫生(Dr. H.

Espy)。

硏究中心主任楊顯榮博士。
大會於二十九日擧行專題研討，論題包
括醫療問題及專業人員之培訓、致病因素及
行爲研究、倫理與法律問題及公民敎育與大
衆傳媒之角色及影響，以及高等敎育學府之
角色及國際合作。大會更於六月三十日擧行
圓桌會議，討論區域合作防治愛滋病工作之
前瞻，硏究在本港成立愛滋病地區資訊中心
之可能性。
是次會議之程序委員會主席由本校醫學
院院長李川軍敎授擔任，籌備委員會主席則
爲大學之工商界聯絡與發展處副主任艾詩伯
敎授(Professor John

此外，硏討會期間，大學與衞生署之中
央健康敎育組及愛滋病諮詢及健康敎育服務
組聯合主辦一項「認識愛滋病」展覽，假新
城市廣場羅馬圓形獻技場擧行，對象爲一般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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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動

有無改善之必要？」

Chan Yip五月三十日主持講座，講題爲「鐵

*加拿大麥格爾大學兒科學系助理敎授兼蒙
特利爾華人醫院圍產期計劃主任Dr. Alice

六月二十三日

主持硏討會，主題爲「分析光譜學之新領域」。

Carmen W.K.Huie

*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硏究所陸熙炎敎
授六月三十日主持硏討會，主題爲「炔類衍生
物之立體選擇異構化作爲有機合成之新方法」。

A下列學人於四至六月間應邀訪問新亞書院：
强化嬰兒配方和牛乳餵哺六至十二個月中國
A音樂系主辦下列活動：
獎氏訪問學人
嬰兒的臨牀比較」。
*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主任溫可錚敎授四月
*美國西東大學藝術系版畫敎授廖修平敎授
A
化
學
系
主
辦
下
列
硏
討
會
：
六日主持獨唱大師班，並於四月十一日擧行
四月九日至二十六日來訪，並於四月十五日
*「有機合成」小型硏討會(四月二十一
男低音示範演唱會，由紀大衞敎授(Professor
主
持講座，講題爲「談版畫藝術」。
日
)
，
多
位
台
灣
學
者
應
邀
演
講
。
David Gwilt)鋼琴伴奏。
明裕訪問學人
*
中
國
科
學
院
大
連
化
學
物
理
硏
究
所
林
炳
承
敎
*中大國樂團四月十八日擧行音樂會。
*
加
拿
大
溫
哥
華
英
屬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榮
休
敎
授
授四月廿八日主持硏討會，主題爲「手性化
A大學圖書館系統主辦下列展覽：
布洛克敎授(Professor Michael
Bullock)
合物之氣相色譜及高效液相色譜分離」。
*「法國大革命」展覽(四月六日至十六
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六日訪問該書院，並於
*美國加州大學化學及生化系戈德堡敎授
日)。與法國領事館合辦展出多幅海報，以
(Professor Israel
Goldberg)五月八日主訪問結束前主持一項詩歌欣賞及硏討會，主
紀念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
題爲「溫哥華情貌」；該項活動爲新亞書院
持硏討會，主題爲「包合物之分子識別」。
*「金龍書法篆刻作品」展覽(五月十五日
與英文系及翻譯系合辦。
*美國貝爾傳播硏究所陳小惠博士六月二日
至二十一日)。金龍先生爲加拿大世界書協
*中國科學院化學硏究所錢人元敎授六月二
主持硏討會，主題爲「高溫超導薄膜之合成
會員、中國書協廣東分會會員、省靑年書協
十至二十七日蒞院訪問，並於二十二日主持
及硏究在電子學方面之應用」。
理事、市靑年書協會長、市硬筆書協副會長
硏討會，主題爲「導電高聚物：聚吡咯」，
*西德基爾大學有機化學硏究所霍庇敎授
及香港《收藏天地》雜誌藝術顧問，現任職
該項硏討會爲新亞書院與物理系合辦。
(Professor D. Hoppe)六月九日主持硏討
於深圳圖書館。
A工商管理學院於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會，主題爲「手性及構型穩定之稀丙基鋰衍
A生理學系與香港神經科學學會於四月十三
爲匹兹堡大學約三十位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學
生物中介之對映選擇性合成」。
日合辦硏討會，由英國愛丁堡大學皇家獸醫
生擧辦爲期一週之課程。
*香港環境保護署署理首席環境保護主任劉
學會臨牀前期獸醫學系講座敎授德根敎授
該課程旨在使美國商業行政人員認識亞
(Professor Arthur
Duggan)主講「前側角志 偉 博 士 六 月 十 六 日 主 持 硏 討 會 ， 主 題 爲
太區之貿易機會及有關障礙，重點介紹亞太
「香港之環境保護」。
內的肽」。
區金融、市場及管理的運作，以及西方商業機
*美國卡尼基—梅倫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A兒科學系擧辦下列講座：
Professor Edmond
I. Ko六月二十一日主構
持在該區特別是中國及香港所受到的文化衝擊。
*紐卡素大學兒童健康學系艾思禮格林敎授
該課程包括講座、小組討論及實地參觀；
硏討會，主題爲「固體表面之化學修改」。
(Professor A.Aynsley-Green)四月十九
*美國賓厄姆頓紐約州立大學化學系Profes由
s本
o校
r敎師及本港商界人士聯合主持，課程並
日主持講座，講題爲「從代謝及內分泌方面
安排參加者參觀設於蛇口之匹茲堡玻璃工廠，
實地觀察一間美國公司在中國的生產活動。

探討嬰幼兒之痛覺——對嬰幼兒痛覺之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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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婦產科學系與澳洲國際友好組織及國際婦
科腫瘤專家於五月六至七日聯合擧辦「國際
婦產科及婦科腫瘤會議」。
應邀參加該項會議之著名婦產科學者分
別來自澳洲、中國、西德、意大利、香港、
南韓、瑞士、台灣、英國及美國。會議討論
重點包括婦科腫瘤、不育、本港產科、嬰兒
死亡率及先天殘缺診斷。
A工商界聯絡與發展處五月八日擧辦講座，
由工業署首席貿易主任(工業推廣服務)張

德厚先生主講「工業署工業推廣服務如何協
助高等院校與製造業機構發展合作關係。」
A統計學系五月十五日擧辦硏討會，由美國
加州大學數學系李克昭敎授主講「以一個基

人事動態
(一九八九年四月一日至六月卅日)

聘任

A歷史系與國際交換計劃學部於五月十五日
聯合擧辦「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體系」學
術講座，由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講座敎授
兼台灣中央硏究院院士許倬雲敎授主講。
A電子計算學系、電子學系及工科課程籌劃

群的信息輪廓」。

省理工學院物理系積橋敎授(Professor

A文物館於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十八日擧行
「藝術系畢業展」，展出十九位應屆藝術系
畢業生的作品。展品包括油畫、國畫、書法、
雕塑、陶塑、版畫、混合材料等。
A物理系六月二十日主辦硏討會，由美國麻

聯接機構二百餘所，其中數十所位於歐洲及
加拿大。

於三維動態畫圖的SIR變換而得到高維數據

委員會於五月十六日聯合擧辦「NSFNET：

Kumta)

藥理學系訪問學人

A.Bentley

羅耀同先生!! 當代亞洲硏究中心副硏究員

硏究人員

建築處助理建築師
寗雄斌先生!! 文物館文物修復助理
莊林巧香女士! 崇基學院學生輔導處二級事
務助理

Mr. Selvam Mariappan

行政人員

李 兆 良 博 士!! 生物科技學高級講師

鄭寧民博士!! 內科學系名譽講師
鍾偉明醫生!! 內科學系名譽講師
理學院

RomanJackiw主持，主題爲「貝利相——
原子及化學物理中的拓樸構思」。
A逸夫書院於六月二十二日擧行講座，由林
聲翕敎授主講「六月英魂」之創作經過，並
由男高音呂國璋先生演唱「六月英魂」及其
他愛國歌曲。

兒科學系高級講師
婦產科學系講師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講師
內科學系講師

功能及發展方面」硏討會，由美國萬國商業
機器公司科學計算策劃工程部總監范季融博
士主講。
NSFNET網絡爲美國科學基金會建立，
以高速T—1線路爲骨幹聯繫各大學及硏究機
構之網絡系統；自一九八八年成立以來，已

宋銀子醫生!!
梁國齡醫生!!
呂全信醫生!!
陸衞光醫生!!

Das
Dr.Subrata

Dr. Geoffrey

古明達醫生(Dr. M.

敎員

Critchley)

放射診斷學系客座講師
紀欣斯醫生(Dr. PeterA. Gaines)
放射診斷學系客座講師

A.J.H.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客座講師
廖建揚醫生 !!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客座講師
Julian

文學院
陳雄根博士!!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師
醫學院
郭志良敎授(Dr.

臨牀藥理學系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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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素描
新任學院院長
文學院院長何秀煌敎授 林寶芳

一及六五年

何秀煌
敎授早年於
國立台灣大
學攻讀哲
學，一九六
分別獲頒文
學士及文學
碩士學位。
何敎授隨後
赴美國深
造，一九六九年獲密西根州立大學頒授哲學
博士學位。
何敎授曾在美國加州州立大學任哲學系
副敎授三年，一九七二年加入香港中文大
學，任哲學系講師，八零年獲升爲高級講師，
八八年晉升敎授。
何敎授除致力於敎學外，亦多方參與大
學之行政工作。他於一九八五年獲委任爲大
學通識敎育主任，並曾多次出任哲學系系主

任/署理系主任及硏究院哲學學部主任。何
敎授亦曾出任書院及大學多個委員會之委員
或主席。
何敎授專攻數理邏輯、科學哲學、語意
學及語言哲學，以及心靈哲學；他熱心於硏
究及寫作，目前正開展多項硏究計劃。其主
要之硏究興趣包括日常語言之邏輯、人性及
理性之語言及邏輯。何敎授曾將五種有關專
書譯成中文，並發表多篇文章，至今已有十
八部屬於邏輯、語意學、方法論、哲學及文
學之著作面世。

醫學院院長胡德佑敎授
胡德佑

敎授現年四
十四歲，生
長於澳洲布
里斯本，早
年在昆士蘭
大學英皇學
院攻讀醫
科，一九六
九年十二月

獲頒內外全
科醫學士學位；實習期滿後，先後在澳洲及
英國倫敦之醫院接受麻醉學訓練。七五年在
西澳洲大學硏究臨牀藥理學，並專硏當時開
始成爲專科之深切治療。隨後數年，胡敎授
在澳紐羣島開展這方面之工作，貢獻良多；

硏究範圍涉及臨牀硏究、同行間之工作評
鑑、深切治療部門之組織、人才訓練、專業
學會考試等。胡敎授加入本校服務前，在西
澳洲佩思之伊利沙伯二世醫療中心主管深切
治療部凡十一載。
胡敎授爲多個專業學會、團體及醫學期
刊之執行、硏究及編輯委員會委員；目前仍
爲澳洲全國醫藥衞生硏究委員會屬下麻醉及
深切治療小組成員。胡敎授爲英國皇家外科
醫學院麻醉科院士、澳洲皇家外科醫學院麻
醉科院士，並爲後者之深切治療學院士及麻
醉學院士，以及該學院之考試委員。
胡敎授已有三本著作發表，並經常撰寫
關於麻醉及深切治療之專文，刊登於麻醉學
、深切治療、醫藥、臨牀藥理學期刊。這些
著述反映了胡敎授廣泛之硏究課題，包括治
療危急病人時之監察及設備、非腸道養料供
給及藥物動力學。胡敎授曾應邀在多個國際
會議發表演說，並於八五年出任英屬哥倫比
亞大學之客座敎授。
胡敎授在工作上專心鑽硏醫學，在家裡
是一位標準丈夫及父親。此外，還保持着對
運動之濃厚興趣。他曾代表昆士蘭大學出賽
欖球及曲棍球，並曾贏得優秀球員獎。

社會科學院院長關信基敎授

關信基敎授一九六三年在台灣國立政治
大學取得法學士學位。後轉往西德深造，於
六七年獲柏林自由大學頒授文學碩士銜。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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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慕尼黑大
學肆業，於

七二年獲哲
學博士銜。
關敎授
一九七三年
加入中文大
學聯合書院
任政治與行
政學系講
師，八一年

會(ACLS)達成協議，接管「大學服務中

擢升爲高級講師，八七年晉升敎授。除敎學
外，關敎授亦爲本校社會科學研究之中堅份
子及領導人物，曾任公共事務硏究中心主
任，八二年本校社會科學硏究單位改組，關
敎授獲委任爲當代亞洲硏究中心主任，以迄
於今。八八年中，本校與美國學術團體委員
心」，關敎授於是年七月獲委爲該中心之主
任。
關敎授學識廣博。在西德深造期間，專
注硏究西方政治哲學與西方國家之國際關
係，尤以西德之對外關係爲然。回港後，其
學術興趣愈趨廣泛，除對本港政治制度素所
硏習外，復對中國之法制發展特加關注，蓋
有感於法律乃現代國家之大本也。至於一
般政治現象方面，關敎授則素重寃情大使
(Ombudsman)之探討，蓋以其於現代科層社

會中擧直錯枉之重要性然也。
關敎授秉性冲和，在社會科學院同寅之

生物化學系講座敎授楊正善敎授

間，德行備受推崇。其擘劃科硏及行政工作，
雄圖偉略，公爾忘私，深爲同寅所稱許。

楊敎授與海外之敎育及學術機構聯繫密
切，包括亞爾伯特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
學，以及上海生化硏究所；並活躍於英國生
理學會、生化學會等多個科學學會，且爲《生
化學報》之編輯顧問。

D.Young)

醫生在英國
倫敦出生，
當時其父正
任職於咸美
史密夫醫院
之皇家醫學
硏究院。劉
醫生年少時
曾在吉隆坡
居住，後往
英國接受敎育，並獲得肯特大學聖羅蘭斯學
院之獎學金。他曾在地產公司短期工作，後
取得牛津大學聖彼得學院獎學金，開始鑽硏
醫學。考獲生理科學榮譽學位後，再於拉德
克利夫醫院之牛津大學醫學院攻讀醫科，七
七年獲牛津大學頒授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
在此期間他得到麻瘋病救濟會基金獎學金，
硏究治療麻瘋病人之藥物。劉醫生在牛津及
倫敦實習一年後，又先後往布里斯托爾及格
洛斯特郡皇家醫院深造麻醉及深切治療學，

劉西恩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高級講師
劉西恩醫生

(Professor James

楊正善
敎授生長於

蘇格蘭，在
愛丁堡大學
攻讀生物化
學，先後於
一九七一及
七五年獲頒
理學士及哲
學博士學

位；旋即往
劍橋大學繼續其研究工作。兩年後受聘於劍
橋動物生理學硏究所生物細胞硏究室，研究
工作成績卓越，七九年獲特別晉升爲首席科
學主任。楊氏於八一年加入本校生物化學系
任高級講師，八五年獲擢升敎授，八八年榮
升講座敎授。
楊敎授之主要硏究興趣，在於生理上的
重要有機溶質如氨基酸、核苷、核等透過細
胞膜之機制。其硏究成果發表於多種國際期
刊、書籍及會議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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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更考取英國皇家外科醫學院麻醉科院士
資格，並獲頒牛津大學碩士學位。自八零年
起，他獲取三年之獎學金，在布里斯托爾大
學任硏究員，發展了在麻醉及手術過程中量
度血漿鄰笨二酚胺作爲緊張指標之一種技
術。在布里斯托爾接受心臟與胸部及兒科之
麻醉訓練一段時期後，劉醫生更考取了英國
皇家外科醫學院麻醉科高級專業訓練文憑。
他曾經應邀在英國皇家外科醫學院、牛津大
學格林硏究院、布里斯托爾大學及香港麻醉
學會演講。
劉醫生於一九八五年加入中文大學，任
麻醉學講師，後晉升爲麻醉及深切治療學高
級講師。其臨牀興趣主要集中於麻醉方面，
特別是心臟及胸部之麻醉。劉醫生現爲威爾
斯親皇醫院手術室主任。自從八八年十月在
威爾斯親皇醫院開展心臟外科計劃以來，他
便負責統籌心臟麻醉之工作。劉醫生之硏究
興趣除dapsone compliance之外，更包括鄰

苯二酚胺之高效液相層析、藥物滴注之反應
控制及心肺灌注。
劉西恩醫生曾擔任香港麻醉學會名譽司
庫三年，現仍任職於該學會之理事會，任助
理名譽司庫。他深信在香港目前之不明朗局
勢下，海外華人專家應對香港之高等敎育事
業作出貢獻。
劉西恩醫生在工作之餘，亦十分重視家
庭生活，他的業餘興趣還包括音樂和攝影。
劉醫生並爲九龍聖安德魯敎堂理事會之成

員。

翻譯系講師吳兆朋博士
吳兆朋

博士生於澳
門長於香

港，畢業於
香港大學英

文系，獲文

學士學位；
在校又曾攻
讀歐洲文
學，並硏習
普通話的羅
馬字拼音。移居瑞典後，曾由瑞典敎育局派
往北京參加漢語敎師進修課程，獲優異文
憑。吳博士在瑞典硏讀漢學，獲斯德哥爾摩
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並曾修敎育、瑞典語、

北歐文學等科。所著博士論文《陳敬容的詩
歌》成書出版，被譽爲「以西方語言評述當
今在世的中國詩人的專題論文中最槪括而詳

盡的」，其中收入作者所譯陳敬容詩二百首。

洲科學基金會編輯《1900—1949中國文學手

册》的詩歌部分。吳博士亦就較早期的西方
文學漢譯及中國詩歌的跨文化詮釋發表過論
文，譯著包括魯迅論文藝的作品。最近又發

表英譯陳敬容詩七首，載於《中國文學》英

文版一九八九年夏季號。吳博士目前正着手

備搜集匯編中國文學的北歐譯本目錄。

翻譯一本有關現代小說技巧的論著，同時準

位。離校後任職於Xerox Palo Alto硏究中

電子學系講師許中奇博士

許中奇

博士一九七
六年畢業於
國立台灣大

學，專攻電
機工程學。
後負笈美
國，一九七

心至八零年。八一至八五年在猶他大學攻讀

九年獲普度
大學頒授理
學碩士學

又曾於瑞典國家電台電視及瑞典外貿局任翻

大學英文系及斯德哥爾摩大學東方語言系，

博士學位。八五年加入Lasertron公司，硏

吳博士受聘於本校之前，曾任敎於香港

譯員，並多次在瑞中文化交流的場合當傳

吳博士曾參與國際硏究計劃，包括史丹

會、歐洲華人學會及香港翻譯學會。

譯。吳博士參加的專業組織有歐洲漢學協

究長波激光發展之有機金屬氣相磊晶。八七
年返台灣，任職於材料硏究所。
許博士八九年初來港，獲聘任本校電子
學系講師。

福大學的「中國考古參考資料」，並協助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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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近期新書
中文大學出版社自三月至七月出版的書

籍計有：
中文書籍
學術著作
頁

平裝)

劉創楚、楊慶堃：《中國社會》 ( 二 零 五

(上、下册)

(四六一頁

精裝)

潘銘燊(編)：《廣東地方志傳記索引》

頁

平裝)

( 一

王利器：《嘵傳書齋文史論集》 ( 三 二 五
普及讀物

平裝)
(一九九頁

周陳文琬(編)：《學生活動手册》
六八頁

平裝)

周巧笑：《企業人事管理》

平裝)

黃牧：《音樂家與音樂欣賞》 ( 二 零 零 頁

英文書籍
學術著作

平裝)

鄭何艾齡：《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傳》
(二二二頁

(二九八頁

平裝)

華德英(Barbara E. Ward)：《華德英論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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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捐贈
中文大學最近蒙外界捐贈款項、儀器設

備及古物，並贊助敎職員進修及學生獎助學
金、出版計劃、硏究計劃、校園建設等。詳

⑴一百五十萬港元，供中國文化硏究所裝

情臚列如左：
㈠林炳炎基金會捐贈：

修其擴建部分；
⑵淸雍正粉彩福壽圖盤予文物館。
㈡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每年捐贈二萬港元，設
獎學金一項，自八九至九零年度起，輪流
頒予工商管理學院或社會科學院之四年級
本科生。
㈢法國國家巴黎銀行捐贈五千港元，設獎學
金一項，頒予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之二年級
學生以參加學生交換計劃。
㈣太平洋行商業機器捐贈一萬港元，設獎學
金一項，頒予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之二年級
學生以參加洛杉磯加州大學學生交換計劃。
㈤新 亞 書 院 一 九 八 八 年 畢 業 生 贈 予 該 書 院 五

千港元，設獎學金一項。
㈥香港眼科學會每年捐贈二千港元，自八九
至九零年度起，設獎項頒予撰寫最佳眼科
論文之醫科生。
㈦Perugia意大利語文大學捐贈一百九十二

萬意大利里拉，設獎學金四項，資助學生
於八九年夏季前往該大學作短期進修。
㈧智威湯遜有限公司每年捐贈二萬港元，設

獎學金兩項，每項一萬元，頒予新聞與傳
播學系之畢業班學生。
㈨香港蜆穀有限公司捐贈三萬零三百港元，
資助六名本科生參加一項外展訓練文憑課
程。
㈩瑞典雅士達大藥行捐贈：
⑴一萬六千港元，贊助外科學系之硏究；
⑵一千九百七十餘港元，贊助內科學系於
八八年十一月擧辦之心臟硏討會。
⑾下列人士及機構捐款予兒科學系之香港兒

⑵一萬五千港元，贊助一位敎師於八九年

五月前往澳洲阿德雷德出席科學會議。
⒄新加坡李氏基金續捐十三萬八千七百港元

予當代亞洲硏究中心之海外華人資料硏究

室。

⒅李衆勝堂(集團)有限公司捐贈十萬港元，

贊助中藥硏究中心之草藥儀器分析工作。

⒆默沙東(亞洲)有限公司捐贈：

⑴十三萬一千五百美元，贊助內科學系之

一項硏究；

二二Nutricia (Asia)

Ltd.捐贈十五萬港元，

童骨髓移植基金：
⑵一萬五千港元，贊助外科學系於八九年
⑴Mr. Chan KingSing二千港元。
十二月擧辦一項國際硏討會。
⑵鄭榮斌夫人二百萬港元。
⒇曼谷微生物資源中心捐贈七千七百餘港
⑶Mr. Liu Shing Keung五萬港元。
元，贊助生物學系一項硏究計劃。
⑷ 麥 當 勞 有 限 公 司 五 十 六 萬 零 六 百 港 元 。 二一西德美樂寶捐贈四萬港元，贊助兒科學系
⑸Nonpas RAF
Sek Kong一萬零九百餘
一項硏究計劃。
港元。

贊助兒科學系一項牛欄牌硏究計劃。
⑿鍾其芳女士捐贈四十四萬港元予醫學院之
二三羅氏亞洲硏究基金捐贈：
腫瘤硏究基金，資助購置硏究婦科腫瘤之
⑴四萬二千港元，繼續贊助社區與家庭醫
設備。
學系之一項硏究計劃；
⒀葛蘭素香港有限公司捐贈一萬港元，贊助
⑵三千五百餘港元，贊助臨牀試驗及流行
化學病理學系及婦產科學系之一項合作硏
病學硏究中心主辦之每月硏討會。
究計劃。
⒁韓信先生(Mr.D.R.
Henson)捐贈二百港二四施貴寶遠東有限公司捐贈二萬港元，贊助
內科學系之硏究。
元，供化學病理學系硏究之用。
⒂香港腸胃內視鏡學會捐贈四萬港元，贊助 二五環球製藥有限公司捐贈一千二百港元，贊
助藥理學系之鑑定測試。
內科學系之腸胃硏究。
二六W.L. Gore & Associates(Far East)
⒃Janssen Cilag贈予內科學系：
Ltd.捐贈一萬港元，贊助矯形外科及創傷
⑴七萬八千港元，贊助神經病學之敎學與
學系之硏究及學術活動。

硏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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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3M香港有限公司捐贈三千六百餘港元，
贊助外科學系一位敎師於八九年二月前往
該公司在美國之總部參觀。
二八巴斯夫中國有限公司捐贈一千港元，贊助
德文組開辦之八九年德文暑期速成班。
二九拜耳中國有限公司捐贈二千港元，贊助臨
牀試驗及流行病學硏究中心主辦之每月硏
討會。

⑴一萬一千港元，贊助一位敎師於八九年

一月前往新加坡出席硏討會；
⑵四萬港元，贊助一位敎師於八九年二月

前往英國倫敦出席國際硏討會。
三八怡和丹比有限公司續捐二千六百餘港元，
贊助內科學系於八八年十一月擧辦研討會。
三九怡和商務拓展有限公司捐贈六千六百港
元，贊助出版《一九八八年度畢業生就業

敎師於八九年三月前往夏威夷出席會議。
四八Smith Kline&
French Laboratories捐

贈二萬港元，贊助內科學系一位敎師於八
九年六月前往美國俄亥俄州出席科學會議。

四九聯合餅乾(遠東)有限公司捐贈七千二百

餘港元，贊助兒科學系一位敎師前往中國
廣州主持一項合作臨牀試驗。
五十耀章有限公司捐贈五千港元，贊助外科學
系一位敎師於八九年五月前往澳洲出席科

學會議。

四十莊生(香港)有限公司捐贈一萬一千港元，

槪況》。

⑴一千五百港元，贊助臨牀試驗及流行病

三十大昌洋行捐贈：
學研究中心主辦之每月硏討會；
⑵二千港元，贊助婦產科學系主辦之研究

生敎學活動；
⑶一具量度器予兒科學系。

內科學系之韋浩雲(John Vallance-owen)

基金，贊助一位敎師於八九年五月前往加
拿大多倫多出席科學會議。
四五輝瑞公司捐贈四萬港元，贊助外科學系於
八九年十二月擧辦國際外科硏討會。
四六飛利浦香港有限公司醫療系統專業器材部
捐贈三千港元，贊助放射診斷學系於八九
年三月開設之一項課程。
四七山德士藥廠有限公司捐贈二萬五千港元，
贊助社區與家庭醫學系及內科學系各一位

—電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八千港元。
—美國長老會五百美元。
—黃林秀蓮女士三萬港元。
⑵湖景婦女聯合敎會二千一百餘港元，設
獎學金。

千六百餘港元。

⑴特別基金
—基督敎亞洲高等敎育聯合董事會五萬三

管窺鏡予外科學系。
五六下列機構及人士於八八年十一月至八九年
三月間給予崇基學院下列捐贈：

五一易寶系統有限公司捐贈二十台VT100兼容
贊助外科學系一位敎師於八九年二月前往
中英雙語終端機予電子計算學系。
吉隆坡出席會議。
四一銀禧體育中心續捐二千一百港元，贊助內 五二林鉅津醫生捐贈一台AT微型計算機予內
科學系，供硏究腸胃病學之用。
科學系一項計劃。
四二李直方先生捐贈三千港元，贊助大學圖書 五 三 利 迅 半 導 體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一 台 多 用 戶
發展系統予電子學系。
館系統聘用學生，協助館內各項計劃。
四三MBfl Travel
Pty. Ltd.捐贈一萬港五
元四
，香 港 日 電 電 子 有 限 公 司 贈 予 電 子 學 系 一 件
微型計算機晶片之開發套件。
贊助婦產科學系於八九年五月擧辦國際會
五五得律創力(香港)有限公司捐贈一套支氣
議。
四四美敦力國際有限公司捐贈二萬二千港元予

三一高堡洋行捐贈五千八百餘港元，贊助婦產
科學系主辦之研究生敎學活動。
三二威康大藥廠香港有限公司捐贈五千港元，
贊助婦產科學系主辦之一項講座。
三三台灣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捐贈六萬港
元，贊助當代亞洲研究中心於八九年十二
月主辦一項會議。
三四香港謙信洋行有限公司捐贈一萬港元，贊
助腫瘤學系一位敎師於八九年五月前往美
國三藩市出席會議。
三五方樹福堂基金會捐贈十五萬港元，贊助購
置富爾敦樓音樂室之音響及視聽器材。
三六羅氏藥廠捐贈一萬三千港元，贊助內科學
系一位敎師於八九年二月前往瑞士出席國
際研討會。
三七卜內門中國有限公司贈予內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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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容啓東博士紀念獎學金

⑷校牧基金

—傅子義先生一千港元。
—雷榎華女士二百港元。
—何輝錐先生一千港元。
—陳兆歡先生五百港元。
—陳家偉先生一百港元。
⑸電影工作室有限公司一萬五千港元，由
院長決定用途。
⑹電腦室
—泰藝電影製作公司五千港元。
—郭志樑先生一千港元。

—永安電腦系統有限公司五千港元。
—李福慶先生十五萬港元。
—熊翰章先生十萬港元。

—利德蓉博士二萬港元。

—宋常康先生十萬港元。
—周近智律師五萬港元。

—胡格非先生二萬港元。
—雷覺坤先生一萬港元。
—吳天安牧師二千港元。
—伍步昌先生一萬港元。
—孔祥勉先生廿五萬港元。
⑺神學組

—無名氏五十萬港元。
—梁發紀念禮拜堂一千五百九十三港元。
—郭慧玫女士二千港元。
—循道會香港堂二千港元。

—鄭左雪顏醫生二十萬港元。
—美京中華基督敎會二百三十七美元。

—潘鎭球先生二百港元。
—東南亞神學研究院四千港元。
—崇眞會十九萬三千港元。
—加拿大聯合敎會三萬一千七百餘港元。
—聖公會一萬港元。
—深水埗崇眞堂七千四百餘港元。

—救恩堂三千五百港元。
—香港基督敎會宣道堂一千港元。
—旺角崇眞堂二千港元。
—許桂英女士五百港元。
—吳梓明博士一千港元。
—黃德榮牧師一千港元。

—梁秀珊女士二百港元。

—胡維頎先生一千港元。
—
M
s
. Bettsy Ng一百港元。
—宋偉琳女士一百港元。
—張美珍女士二百港元。
—蘇成溢牧師二百港元。

—許開明牧師三百港元。

—余秀嶽女士三百港元。
—吳天安牧師二百港元。

—中華基督敎會六百港元。

—阮綺娜女士五百港元。
—宋常康先生一萬港元。
—循道衞理聯合敎會九千美元。
—崇眞會沙田崇眞佈道所一百港元。

—崇眞會南華甫崇眞堂九百餘港元。
—崇眞會元朗崇眞堂五百港元。
—崇眞會崇謙堂一千港元。
—崇眞會荃葵崇眞堂九百七十港元。
—周天和博士四千港元。
—循道會香港堂八萬六千三百餘港元。

清雍正鬥彩龍紋蓋碗(文物館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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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農(一六八七至一七六四)

梅花卷(文物館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