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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本校獲

劉殿爵敎授

委員：張樹庭敎授

本校大量硏究計劃
獲政府資助
政府撥款一千四百七十萬元，資助

李沛良敎授

閔建蜀敎授
Prof.F.A.

李金漢敎授

Gul

Prof.
R
.
H
. Scott

兪肇熊敎授
(三)生物科學小組

張樹庭敎授

Prof.J
.A.

李卓予敎授

胡德佑敎授

Prof. D.

李川軍敎授

本校成員申請大學及理工敎育資助

沈宣仁敎授

(一)文學及語言小組

陳天機敎授

Gosling

Anderson

(六)物理科學小組

楊綱凱敎授

李偉基敎授

戚建邦博士

陳偉良敎授

李錫欽敎授

李沛良敎授

(七)社會科學及敎育小組

關信基敎授

李卓予敎授
李志明博士

委員會研究撥款事宜。硏究委員會

Dr. John J. Deeney

孔慶琛敎授

經研究委員會、各學科小組及
大學敎研人員共同努力，通過校方
提交大學及理工敎育資助委員會之
申請撥款硏究項目，成功獲取政府
直接撥款及甄選撥款者甚衆，成績
相當理想。自八八年起，獲資助之
項目數量穩定上升。

近年發展成績理想

蕭炳基敎授

盧乃桂博士

楊汝萬敎授

廖柏偉敎授

周昌敎授

秘書：葉顏文慧女士

下設七個學科小組，負責篩選及評

劉殿爵敎授

任德盛博士

學科小組

蔡棉敎授

楊綱凱敎授

閔建蜀敎授

劉述先敎授

梁秉中敎授

大學敎硏人員開展不同學科領域之

研究計劃。本年度，該項撥款大幅
增加近一倍，達二千九百二十萬
元。

硏究委員會下設七個學科小組
大學爲推展校內之硏究活動，
特設立一研究委員會，定期檢討大

趙錦威敎授

估各該學科領域之研究計劃，並在

羅炳良博士

潘裕斌博士

學之長遠研究政策，以及負責統籌

大學敎研人員擬訂硏究計劃及經費

吳倫霓霞敎授

周昌敎授

胡應劭博士

之過程中，提供諮詢建議及協助。

余均灼先生

林耀燊敎授
梁秉中敎授

(五)醫學小組

(四)工程學小組

研究委員會及各小組之成員名單如

何秀煌敎授

饒美蚊敎授

(二)工商管理學小組

下：
硏究委員會

主席：譚尙渭敎授

2

1988—89
1989—90
1990—91

12
18
25

4.9
7.35
10.74

發展及對本港經濟與社會發展之貢
獻，甄選自由競爭之項目。
本年度獲政府撥款之研究方案
共一百三十五項，其中四十四項爲

本校敎職員所提交，佔項目總數百
分之卅三，繼去年再居各院校之
冠；而本校所獲之撥款，亦較去年

元，佔總撥款額百分之卅五點四，

倍增，達二千二百二十三萬九千

建立一個電腦操作的「香港英語資料庫」
研究人員：孔憲煇博士
獲撥款額：450,000元

比去年(百分之卅一)又跨進一步。

此外，大學又獲政府直接撥款七百
萬元，資助經費不超過二十萬元之
研究項目。因此，本校於九一至九
二年度獲取政府之硏究撥款合共二
千九百二十萬元，較去年撥款額增
長近一倍。
大學及理工敎育資助委員會本

年度撥款詳情如下：

包括管理學及社會硏究、語言學、

本年度大學獲資助之硏究範圍

本校獲甄選撥款項目詳情

中文大學
香港大學
科技大學
理工學院
城市理工
浸會學院
生物科學、電子計算及資訊科技、

語言學硏究

撥款額
敎育、電子工程、醫學及物理科學。

粵語兒童語法能力之發展
研究人員：李行德博士
獲撥款額：700,000元

款額
(百萬元）

百分比
35.4
26.9
14.1
10.5
9.3
3.8
100
百萬元
22.239
16.88
8.825
6.575
5.835
2.365
62.719
大型硏究
項目總數
44
37
18
19
13
4
135
機構

7.4
10.69
14.69
2.5
3.34
3.95

項目總數

獲直接撥款額 撥款總額
(百萬元） (百萬元）
年份

九一年度更進一步

中文大學
香港大學
科技大學
理工學院
城市理工
浸會學院
嶺南學院

甄選撥款

詳見各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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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額
百萬元
百分比
7
23.33
7
23.33
3
10
5
16.67
4
13.33
3
10
1
3.33
30
100
機構

獲甄選撥款

政府於九一至九二年度撥款一
億元，資助本港七所大專院校之硏
究計劃；其中三千萬元直接撥予各
院校，資助二十萬元以下之計劃；
七百萬元留供中央調配，用以加强
各院校之研究基礎；餘下之六千三
百萬元，則由各院校敎硏人員自由
競爭。大學及理工敎育資助委員會
之研究資助局，根據申請方案之學
術硏究價値，其對各該院校之學術

直接撥款（二十萬元以下項目）

過去三年資助數字

管理學及社會硏究
地理訊息系統及遙感技術應用於郊野公園的資源管理
研究人員：馮通博士
獲撥款額：500,000元

開發具智能的空間決策支援系統
研究人員：梁怡敎授

梁廣錫博士

獲撥款額：660,000元

香港患「注意力缺失/過度活躍症」兒童認知缺失之客觀測量
研究人員：梁展鵬博士

鄧素琴博士

獲撥款額：240,000元

香港華人的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
硏究人員：劉兆佳敎授

關信基敎授

獲撥款額：300,000元

香港已婚中年人的婚姻適應、親子關係及心理健康
研究人員：石丹理博士
獲撥款額：490,000元

林孟秋博士

蔡冠華先生

林靜雯女士

中國多向性格測量表的效度確定和標準分數制定
研究人員：張妙淸博士

梁覺博士

夏士莊博士

獲撥款額：300,000元

物理科學硏究
有機金屬化合物之合成、結構、機理及催化
研究人員：麥松威敎授

陳建成博士

梁永波博士

獲撥款額：840,000元

用氣相外延生長三元及四元直接帶隙的半導體化合物和人爲結構
研究人員：郝少康博士

蔡忠龍敎授

李榮基博土

獲撥款額：740,000元

非線性偏微分方程及其應用
研究人員：陳煒良敎授

曹啓昇博士

獲撥款額：370,000元

非標準數據之結搆方程模型分析
研究人員：李錫欽敎授

潘偉賢博士

獲撥款額：44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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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物 科 學 硏 究
天花粉蛋白和苦瓜子蛋白的蛋白質工程：抗原決定簇的改變和結
構功能關係的分析
研究人員：邵鵬柱博士 何國强博士 蒙耀生博士 楊顯榮博士 吳子斌博士
獲撥款額：2,290,000元
磷酸隣脂酰肌醇激酶:G蛋白之調控及特異抑制劑之發展
研究人員：鄭漢其博士
獲撥款額：420,000元
高熱對癌細胞的作用
研究人員：李卓予敎授 馮國培博士
獲撥款額：350,000元
新型抗血小板活化因子拮抗劑的化學及藥理硏究
研究人員：李志明博士 黃乃正博士
獲撥款額：520,000元
NK1型P物質受體抗體的硏製
研究人員：李志明博士 何國强博士
獲撥款額：380,000元
低密度脂蛋白受體活性在基因水平的調控
研究人員：何國强博士 李志明博士
獲撥款額：470,000元
發展「工麻式」海洋魚類養殖的可行性
研究人員：胡應劭博士
獲撥款額：400,000元
微生物技術應用於合成染料之分解及脫色
研究人員：王保强博士
獲撥款額：570,000元
草菇原生質體及分子生物的硏究
研究人員：張樹庭敎授 趙紹惠博士
獲撥款額：495,000元

電子工程硏究
在多路傳送中非固定時延之自發預測
研究人員：程伯中博士
獲撥款額：470,000元
用於光纖通訊及光學訊號處理系統的光學集成電路
研究人員：潘裕斌博士
獲撥款額：84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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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計算及資訊科技硏究
採用知識庫管理綜合課題及資源
研究人員：陳漢偉博士
獲撥款額：240,000元

綜合服務網絡之設計、分析及落實
硏究人員：黃寶財博士
獲撥款額：530,000元

神經網絡複雜性的降低及其應用
研究人員：鄺重平博士
獲撥款額：390,000元

電訊網管理的智能軟件工具
研究人員：陳漢偉博士黎名傑先生任德盛博士
獲撥款額：640,000元

醫療影像高速傳遞
研究人員：吳偉賢博士

范季融敎授

獲撥款額：290,000元

敎育硏究
香港中學系統效能調查
研究人員：盧乃桂博士

鍾宇平博士

鍾財文先生

鄭燕祥博士

曾榮光先生

獲撥款額：400,000元

醫學硏究
從旋毛蟲克隆基因發展一種快速免疫分析方法以診斷豬之旋毛蟲病
研究人員：林柏良博士

蔡惠芬女士

獲撥款額：350,000元

華人腦部退化的組織
研究人員：吳浩强醫生

潘偉生醫生

獲撥款額：310,000元

頭部受傷引致之腦水腫：發病病理及治療
研究人員：黃芃芃博士
獲撥款額：630,000元

曾守焯博士

潘偉生醫生

甄錫聰醫生

肝癌病人體內「撲熱息痛」氧化新陳代謝的增加——分析細胞色素
P450的特徵及探討其在肝癌發病機理中所擔任的角色
研究人員：郭志良敎授
獲撥款額：550,000元

梁慧儀博士

李國章敎授

6

無創傷心功能檢查於華人高血壓病患者在治療前後之中央和外圍血
液流動改變的評估
硏究人員：湯寧信醫生

郭志良敎授

獲撥款額：360,000元

華人結核病患者之年齡增長對抗結核藥的動力學影響
硏究人員：胡令芳博士

陳金泉敎授

獲撥款額：380,000元

二肢膽管阻塞之機理及預防
研究人員：梁永昌敎授
獲撥款額：320,000元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ellular mechanisms of action of atrial
and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s (ANP-BNP) in astrocytes
研究人員：楊鐸輝醫生
獲撥款額：420,000元

郭克倫敎授

李志明博士

聶國善敎授

乙類肝炎菌引發腎小球炎的分子生物硏究
研究人員：黎嘉能敎授

談兆麟博士

獲撥款額：260,000元

低核甘酸探針在臨牀分離中對菌株氨基甘耐藥基因的檢測
硏究人員：凌美麟博士
獲撥款額：470,000元

一項新的宮頸疾患普查試驗之可行性
研究人員：黃胡信醫生

陳國美醫生

黃潘慧仙博士

獲撥款額：630,000元

軟骨之生長：用體外哺乳動物模型硏究軟骨細胞之骨化成長過程
研究人員：梁秉中敎授

李廣民先生

獲撥款額：520,000元

鬆性骨移植後之存活——物理性質、血液循環重整，以至最後存活
硏究人員：許炳威博士

佘慶良先生

梁秉中敎授

獲撥款額：420,000元

補充鈣質給長期低鈣攝入兒童對其鈣吸收及骨質密度的影響
硏究人員：梁淑芳醫生

馬重安敎授

鄭振耀醫生

獲撥款額：394,000元

天花粉蛋白與S萄聚糖的偶聯對天花粉蛋白之藥物動力學、免疫活
性及生物活性的影響
研究人員：譚兆祥博士
獲撥款額：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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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有別於其他敎學院系，例如本身
沒有院務會或系務會的組織，因而
在大學的各級會議，也沒有敎育學

院選任的敎師代表。

兩個學務會，向敎育學院院務會和

大學敎務會負責。

目前，敎育學院(包括原大學

體育部)共有專任敎師六十人，學

敎育學院更開辦敎育學文學碩士課

基學院的敎室上課。一九七三年，

來敎育學院遷進大學校園，借用崇

敎育行政與政策三個系務會。大學

系，成立敎育心理學、課程與敎學、

務會。又建議在院內劃分三個學

學院，根據大學組織章程，成立院

理、社、商、醫等學院同等地位之

課程。這些課程，共設有一百六十

科生提供敎育學和體育的通識敎育

課程；學院並爲大學其他院系的本

博士課程，以及兩種兼讀學士學位

範圍的碩士課程，三個專研範圍的

敎育學院新發展

程。至一九七八年港府訂定高中及

多個科目。除體育科目以外，敎育

生八百餘人。開設的課程包括全日

專上敎育發展大綱時，敎育學院已

敎務會原則上接納此一建議，並把

學院的課程，都在近年建成的何添

制、兼讀制日及夜班三種敎育文憑

本校敎育學院成立於一九六五

取得相當長足的進展：有全職講師

負責校內本科生體育敎學的體育

樓上課。

一九八七至八八學年，敎育學

年，是大學第一個專業學院，主要

十多位，學生五百人；開設的課程

部，撥歸敎育學院轄下，以便發展

過去四分一個世紀，敎育學院

課程，論文式和修課式共八個專修

任務爲訓練學位敎師。

有一年全日制及二年在職兼讀制敎

體育的學術研究和專業培訓。體育

爲香港社會培訓了約六千名高中敎

制，把敎育學院改組爲一個與文、

學院成立初期，只提供一年制

育文憑，和文學碩士(敎育學)課

部亦於一九八九至九零學年開辦兼

師，二百多名敎育研究及專業人才

院全體敎師一致議決向大學建議改

敎育文憑課程，收錄大學畢業生，

程。此後十餘年，師生人數根據旣

讀體育學士課程。

的科目，也只有十餘科。

創興銀行大厦的一層樓上課。開設

位，學生二十名，租用九龍旺角廖

學院的規模很小，只有講師三數

培訓中學高年級的專業師資。當時

訂的發展計劃按年遞增，以配合社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香港中學

見顯著。敎育學院因應社會轉變，

師的敎育學院，則改隸大學研究

爲大學的學院。而負責訓練學位敎

科生敎學的書院各學系，皆合併成

七六—七七年大學改制，負責本

校本部，直接向敎務會負責。一九

敎育學院成立之初，隸屬大學

敎育行政與政策及體育，分別透過

系——敎育心理學、課程與敎學、

院長。目前，敎育學院共有四個學

基本完成，盧乃桂博士獲選爲新任

度，亦相繼推行。至本年度，改制

改由院內講師互選產生；其餘新制

八至八九學年起，敎育學院院長已

改制工作逐步開展，自一九八

中西文化交流作出更大的貢獻。

求對香港，對各華人社會，以至對

將繼續致力於敎學和學術研究，務

論文及書籍。今後，敎育學院同人

界各大華語社會，出版過不少學術

中英雙語《敎育學報》外，還在世

績，研究成果除刊載於學院出版的

員生的學術研究，也取得可觀的成

及五十多位訓練敎師之講師。學院

會發展所需。

迅速發展。除師生人數不斷增加

院，地位相當於研究院一個獨立的

敎育學學術課程和敎育學專業課程

敎育急遽擴展，敎育當局對中學敎

外，課程的水準與多樣化，以及各

學部。自此，敎育學院對校政的參

時，對敎育研究專才的需求，亦日

對學位敎師的需求因而大增，同

才算是符合檢定升等的資格。社會

學畢業生必須修畢敎育文憑課程，

師的專業水平日益重視，並規定大

種敎學設施，也有頗大的改進。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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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院長盧乃桂博士

於一九八二年返

盧乃桂博士早年在香港接受中、小學敎育，
畢業於聖保羅書
院，後赴美國留
學。他在俄勒岡
大學畢業後，再
往紐約哥倫比亞
大學深造，先後
獲該校頒授國際
事務碩士、東亞
硏究文憑及敎育
學博士。盧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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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其後一直任敎於香港中文大學敎育學院。在此
期間，盧博士之專研範圍在於比較敎育學，其硏究
工作主要圍繞當代亞洲及中國之敎育發展。
盧博士一九八七至九一年間獲委爲大學研究院
敎育學部主任，對擴展和改進敎育學院之高級學位
課程貢獻良多。一九九零年，盧氏獲擢升爲敎育學
高級講師。本年八月，敎育學院改制，盧博士更獲
敎育學院敎師推選爲新任院長；最近又獲港督委任
爲敎育委員會成員。
盧氏之研究成果及學術著作多篇，曾刊載於本
港及世界各地之學術期刊；他亦曾把中國劇作家曹
禹之名著《北京人》翻譯爲英文，由哥倫比亞大學
出版社出版。去年盧博士又特爲本港敎師編製兩輯

左起：盧乃桂博士、鄭燕祥博士、李瑞全博士、陳若敏博士、曾
榮光博士、劉國強博士、麥肖玲博士、蔡寶琼博士

左起:黃顯華博士、施敏文先生、周漢光博士、任伯江博士、傅
瑋女士、麥思源博士、馮以浤先生、鍾財文先生、區潔珍女士、
黃毅英先生、方鏡熹先生、楊熾均先生、蕭麗萍女士
體育學系

公民敎育錄影帶——「民主的意義」及「民主敎育」，
以期藉電子傳媒協助敎育界人士推廣民主敎育。

敎育行政與政策學系

課程與敎學學系

敎育心理學系

前排左起：雷陳麗子女士、江曾碧珠女士、周張貞美女士、馮蓮
娜博士、夏秀肖女士、張小燕女士、韓桂瑜女士；中排左起：雷
雄德博士、盧遠昌先生、潘鏡雄先生、傳浩堅博士、劉永松先生、
陳展鳴博士、郭源華先生、盧德溪先生；後排左起：羅茂卿先生、 左起:陳維鄂博士、張炳松博士、夏偉富博士、蕭炳基敎授、林
李餘川先生、魏思彤博士、黃靖先生、吳思儉先生、潘克廉先生 孟平博士、侯傑泰先生、徐慶豐博士、林文鶯博士

工程學院正式成立

區別？答案只有一個，就是爭取硏

子計算學課程的專上院校又有甚麼

生、處理、傳遞，分析及編排顯示。

每天所經營的工作，就是訊息的產

傳播學方面的運用聯繫起來。此一

智地把電子學與電腦之使用及其在

錕校長在建立有關課程之初，即明

周昌敎授

中文大學工程學院於一九九一

我們可以槪括地稱這些工作爲資訊

方針一直指引並將繼續指引工程學

究竟我們工程學院的目標是甚麼？
我們與其他也開設工程學和電子計算學課程的專上院校又有甚麼區別？

年八月一日正式成立。新的開始帶

工業，而支援資訊工業的技術則可

過去數年，獲校方的鼓勵和大

之發展。

學及理工敎育資助委員會的大力資

稱之爲資訊技術。

究及敎學的卓越成就。
要達至卓越，首先我們須擁

來新的機會和挑戰。工程學院當前
之要務，便是明確本身的目標，並

我們認爲，在可見的將來，資

有一群優秀的敎硏人員，各自在
其學術領域中發揮先導作用。同

拓展資源，予以實現。
本校工程學課程之淵源，可追

院的每一位成員，都成爲其硏究領

訊技術將是香港之主要工業，而發

及傳送多種語言之訊息；此等訊息

域中最優秀的學者之一。未來數

時，我們亦須有一套鼓勵進取之制

此外，我們在決定硏究範圍及

通過聯繫世界各地之寬帶電訊網

年，隨著學院之擴張，以及本科生

溯至一九六七年，其時理學院屬下

在衆多工程學科中決定開設哪些課

絡，以不同形式如聲音、數據、影

人數增長百分之六十之發展，學院

助，學院敎職員之硏究活動得以不

提供主修課程：至一九八八年，易

程時，必須謹愼選擇。因爲大學的

象，及錄象等播送。因此，我們的

將繼續增聘各主要學科之敎員。

展這種工業之原動力，是電腦日益

名電子工程學系。同年，訊息工程

資源始終有限，而社會的資助，只

敎育使命，應是協助資訊技術之發

度，使一切優異的表現，都得到回

學系亦告成立，並與七三年建立之

應支援能夠互補不足之敎學課程。

持，工程學院已作好準備，努力把

之物理及電子學系開設電子學副修

電子計算學系一起，三者合作提供

香港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超

資訊技術之基礎是電子計算、

學院發展爲敎學和研究方面的先進

斷擴展。我們的目標，是努力使學

工程學課程，但行政上仍受理學院

過百分之七十的工業，都是屬於服

電子學、傳播及系統管理，而這些

資訊技術中心，以應香港社會及其

廣泛的使用：人們使用電腦來處理

統轄。至一九九一年，大學又增設

務方面的，其中很多是金融、銀行、

正是組成工程學院的四個學系所包

報。

系統工程學系，上述四個學系遂脫

貿易、航運、保險之類的行業，而

工業發展之需。

課程。三年後，電子學自成一學系，

離理學院，成爲獨立的工程學院。

含的學科。中大工程學之創辦人高

有了明確的目標和應有的支

究竟我們工程學院的目標是甚

其主要的商品就是訊息。這些行業

展。

麼？我們與其他也開設工程學和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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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學院院長周昌敎授

長委任，

訊息工程學講座敎授周昌敎授獲大學校

於一九九

一年八月

一日工程

學院成立

時起，暫

時執行工

程學院院

長職責，

直至學院選出新的院長履任爲止，任期將不

逾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

周敎授現年六十三歲，一九五零年畢業

於美國田納西大學，獲理學士學位；旋即往

麻省理工學院深造，五二年獲頒理學碩士

銜。其後他又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課

程，並於五九年獲授工程科學博士學位。周

敎授畢業後即受聘於該校電子工程學系任助

理敎授，兩年後晉升副敎授，後更於六九年

榮升講座敎授；並曾於七四至七八年及八三

至八六年擔任該系系主任。周敎授是美國電

機及電子工程師學會會員。

周敎授已婚，有一子一女。

電子計算學系
訊息工程學系

前排左起：吳錦榮博士、孔慶深敎授、樂秀章教授、陳天機敎授、
梁廣錫博士、陳麗雲博士、楊守中博士
；後排左起:蒙耀生博士、
簡永基博士、黃健康博士、李滿全博士、陳立基博士、馮汝輝博 左起：黃寶財博士、黎名傑博士、任德盛博士、陳漢偉博士、吳
士、董樹能博士
偉賢博士、周昌敎授、李碩彥敎授、楊偉豪博士、張明遠博士、
鄺重平博士
電子工程學系
系統工程學系

前排右起：魏爾遜敎授、蔡潮盛博士、陳澤權博士、李棠博士、陸
貴文博士、黎建宇博士、蔡德祥先生；後排右起：湛偉權博士、
李占霄博士、蔣上明博士、黃世平博士、潘裕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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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林啓沛博士、廖永能先生、林耀燊敎授、張強星博士、雷
鄧燕萍女士

中國考古藝術硏究中心近期活動

紐。

東亞南部已形成相當穩定之文化帶

化皆有相似之處。可見早期人類在

中國、台灣、長濱、印支和貨平文

義，亦證明東灣底部文化，與東南

現，對石器工藝技術之硏究極具意

陶器十分相似。總的來說，這次發

造型及紋飾均與廣州西漢墓出土之

文物，包括戰國、漢初之陶碗，其

該次發掘，出土了大量的史前

老之文化。

五、六千年，是目前所知香港最古

新石器時代。最底之文化層距今

考究分屬唐、六朝、戰國、漢初及

現該址之土壤分成幾個文化層，據

經過兩年之工作，考古人員發

圳博物館、香港考古學會等。

波大學及千葉大學、中山大學、深

參與此項工程之機構，還有日本筑

隊，於大嶼山東灣進行考古發掘。

一九八七年，硏究中心組成考古

大嶼山東灣遺址

田野考古發掘

中國文化硏究所之中國考古藝
術研究中心，乃由前中大副校長鄭
德坤敎授、前文物館館長屈志仁敎
授及已故歷史系高級講師林壽晉先
生倡儀建立，旨在集中文物館、歷
史系及藝術系之人力資源，奠定本
校之中國考古及藝術硏究之基礎，
進而推展有關之研究，並與各地學
術機構交換考古資料，促進海內外
之學術交流。硏究中心於一九七八
年正式成立，早期之工作集中於收
集及整理文獻；近年已逐步把重點
移至田野考古，由硏究中心副硏究
員部聰先生和區家發先生組成考古
工作小組，積極參與本港之重要考
古發掘工程。

田野考古發掘活動
中國考古藝術硏究中心多年來
致力本港史前歷史及文明之研究，
是香港參與本土有系統發掘工作之
唯一學術機構。一九八七至九一年
間，該中心曾於下述四個考古地點
進行發掘。

大嶼山東灣出土文物

石錘

罐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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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鼓灘遺址
首次與政府合作之發掘工程

八九年十月，硏究中心首次與

政府文康廣播科古物古蹟辦事處合

作，分別派出考古硏究員，於屯門

龍鼓灘開展發掘工作。是項工程，
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時代之珍貴文
物，對硏究本土史前文化及東南中
意義。

國新石器時期歷史，有重要之學術
政府於一九八五年把龍鼓灘遺
他四處爲南丫島深灣、長沙、屯門

址列爲全港五大考古地點之一；其
湧浪和龍鼓灘上灘。由於龍鼓灘遺
址須興建公路，爲保存埋藏地下數

千年之歷史文物，有關方面遂由道
路興建費中撥出資金，邀請中國文

發掘。是次爲香港首次由華人主持

化硏究所聯同古物古蹟辦事處共同

多年歷史，是上古人類用以打磨工

多，而礪石則最爲古舊，約有三千

大量陶片，其中並有十多件可以復

結束，歷時五個月。考古人員發現

從文物判斷，龍鼓灘遠在三、四千

歷史，可作楔入骨或木中之工具。

珍貴。此種小型石塊亦已有三千年

石。石器之中，又以楔形石器最爲

具之石器，作用類似現代之磨刀

原之器物。此外，還有精美的石英

「飾物工場」，製作石英環，以作

年前已有人類居住，並可能是一個

龍鼓灘發掘工程於九零年二月

之考古發掘工程。

環、石錘、水晶片、礪石、楔形石

飾物或陪葬品。

器等。據推斷，這些出土文物，大
多屬新石器時代晚期，以陶片佔最

南丫島大灣遺址

九零年十至十一月間，蒙北山

堂有限公司資助，研究中心考古工

作小組再次與廣州中山大學合作，

攜手於南丫島大灣開展發掘工作。

南丫島大灣是本港著名的考古

地點，早於一九三三年該處已有考

古發掘活動。硏究中心在是次發掘

工程中，發現了二千年前之古墓

群，出土玉石禮器共二十多件，而

該等器皿更是首次在廣東省附近發

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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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璋

南丫島大灣出土文物

大嶼山北部發展地區
本年初，研究中心應政府委
托，於赤鱲角機場及靑馬大橋動工
前，在大嶼山北部發展地區進行考

古發掘，盡量保存該處之文物遺
產。發掘工程於四月展開，預期十
三個月，至明年四月結束。考古工
作小組至今已在該區不同地點，出
土大量由新石器時代直至唐、宋、
元、明等朝代之文物，數量以唐代

其他活動
研究中心從事大量田野發掘及
考古研究之餘，更不時擧辦講座、
硏討會等，與同行交流考古學術心
得。近期之活動包括於六月廿八及

廿九日，與廣州中山大學及深圳博
物館合辦國際會議，探討南中國沿
岸地區之史前文化。與會之二十多
位學者，分別來自香港、日本、加

心更配合是次會議，同時出版《環

拿大及中國東南沿岸各省。研究中

代，最少也有數千人集居大嶼山；

珠江口史前文化圖錄》一書。

最爲豐富。由此推測，早於唐朝時

這是歷史未有記載的。

未來計劃

業管理局同意，與山西省考古研究

一萬二千年前舊石器文化

矛頭

硏究中心將繼續加强田野發掘
工作，除整理與研究現有之資料，
並出版硏究報吿，更不斷開拓新課

文化」硏究計劃•研究中心並獲北

近年，研究中心從事之四項大
型本港田野發掘工程，在大嶼山東
灣、龍鼓灘、南丫島大灣及大嶼山北
部開展發掘工作，收獲甚豐。現正
忙於整理有關資料，結集硏究成
果，陸續出版詳細之報吿及專書。

出版硏究報告及專書

究工作。

山堂有限公司答允資助一位硏究員

所合作開展「一萬二千年前舊石器

硏究中心已獲中國國家文物事

題。此外，研究中心亦結合本港之

於十至十一月間前往山西省參與研

擧行，其後，將繼續於本港中學巡
迴展出。

硏究中心將與荃灣三棟屋博物
館合辦「考古之旅」展覽，內容包
括介紹考古之基本槪念，香港民族
之起源及近年香港之考古發現。展
覽先於十一月假荃灣三棟屋博物館

「香港考古之旅」展覽

條件，推廣考古學知識。近期籌劃
之活動，包括下列數項：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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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
校董會委任
大學校董會再度委任金耀基敎

大學副校長

授爲大學副校長，任期兩年，由一
九九一年十月十一日起生效。

硏究院院長

大學校董會再度委任譚尙渭敎

授爲研究院院長，任期一年，由一
九九一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大學成員獲英女皇授勳
本年度英女皇壽辰授勳名單於

六月公布，大學三位成員獲授勳章：
校董王賡武敎授獲頒英帝國司令勳
章(CBE)；校董鍾沛林議員及政治

與行政學系講師黃宏發議員獲授英
帝國官佐勳章(OBE)。

學術聯繫活動新架構
大學爲加强與國際重要學術機
構之聯繫，於九一年六月成立學術

聯繫委員會，代替原屬於敎務會之
國際交換計劃委員會，統籌學術聯

繫活動之發展。委員會之組成如

下：
主席：金耀基敎授
委 員 ： 譚 尙 渭 敎 授 陳佳鼐敎授

何秀煌敎授 李 金 漢 敎 授
楊綱凱敎授 關信基敎授
當然委員：敎務長
香港亞太硏究所所長
國際交換計劃學部主任
新雅中國語文硏習所所
長

增選委員：由委員會增選一至兩名
秘書：學術聯繫辦事處主任

除當然委員外，所有委員之任
期由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九日起，至

一九九三年七月卅一日止。
此外，大學於九月一日成立學

該批器材於美國加州生產，包

330，

及兩部SUN SPARC SLC電腦工

三部SUN SPARC 1+電腦工作站

括一部SUN SPARCserver

作站，已全部安裝在電子計算學系

術聯繫辦事處，由秘書處及國際交

工作，對參與發展學術聯繫活動之

換計劃學部調配人員參加該辦事處

之開放系統電腦室，並連接成爲大

通本港任何一部以UNIX系統操作

學系提供更妥善及更高效益之行政
謝天懋先生(Mr. Mark

之私人電腦及電腦工作站。大學將

學工程電腦網絡之一個機組，可接

兩位副主任爲倫熾標博士及羅汝飛

利用該批器材研究以UNIX爲基礎

支援服務。學術聯繫辦事處主任爲

博士。倫博士兼理與國內之交流計

Sheldon)，

劃；羅博士則兼理國際交換計劃學

題。

之分佈型電腦工作環境及有關之問

一百萬港元，設立腎病及泌尿系統

A本校醫學院獲國際獅子會捐贈

部及其他國際聯繫計劃。

大學獲贈硏究器材及基金

硏究基金。

校接受。該筆基金每年衍生之利

由醫學院副院長李國章敎授代表本

捐贈儀式於八月卅一日擧行，

A S u n Microsystems ofCalifornia

Ltd.贈送價値逾百萬元之電

腦器材。

本港之普遍情況、治療方法等。

息，供內、外科兩學系硏究腎病在

外科燒傷治療新突破

本校外科學系最近在治療皮膚

燒傷及灼傷方面取得突破，運用嶄

新醫療科技，以特配之培養基繁殖

人的表皮細胞。此種技術，可在三

至四星期內，把小塊的薄皮繁殖至

面積大兩百倍以上的表皮，於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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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傷焦痂手術時，移植至病人身

金融事務部門首長及本港金融界知

息系統、經濟管理等，由本校敎師

型工商機構短期實習。受訓期間，

及來自香港、日本、台灣及泰國之

學員須參加專題硏討會、參觀訪問

名人士；而課程策劃者均負責敎授

「外滙實務」爲三學分課程，

活動及遞交實習報告及結業論文，

體，作永久性覆蓋創口之用。

所有工商管理學院綜合學士學位課

俾能深入了解香港作爲一個國際城

專業人士授課。學員並獲安排到大

程的四年級主修生均可修讀，惟須

該項培訓計劃於去年首次擧

市及金融中心的運作，以及認識亞
決定與預測、貨幣市場、香港的貨

辦。培訓計劃主任爲香港亞太研究

經特別甄選程序。課程內容包括貨

幣體制、港幣的銀行同業市場與票

所王佩儀博士。

幣管理的理論、匯率制度、外匯市

目前硏究的具發展潛質之方法，包

據市場、金融工具、公司的外匯交

A福建學人培訓計劃由福光基金

太區經濟發展現況及趨勢。

括肌肉注射及皮下植入睪丸素，以

易、司庫風險管理與交易遊戲模擬

會資助，本校校外進修部主辦。該

項課程專爲培訓福建省、市、縣級

等。

括宏觀經濟分析、經濟計量學、信

培訓計劃共設十七項課程，包

理人員。

員會屬下國家信息中心的技術及管

內二十個省市，是中國國家計劃委

期六個月。學員共廿五名，來自國

港信興敎育慈善基金聯合資助，爲

劃由聯合國發展計劃紐約總部與香

A一九九一年聯合國學人培訓計

人培訓計劃。

開辦聯合國學人培訓計劃及福建學

大學分別於六月下旬及七月初

學人培訓計劃

抑制精子的生成；皮膚切開及非皮

工商管理學院綜合學士學位課

工商管理學院新課程

之情況。

從副睪角度着手研究男性避孕方法

提煉有效藥物。黃敎授並解釋香港

注入輸精管製成栓子；以及從植物

膚切開結紮輸精管手術；藥物直接

場、現貨市場、期貨市場、匯率的

部分課程。

以往，大面積重燒的病人，沒
有足夠的自體皮供覆蓋創面之用。
隨著一些歐美國家近年成功移植培

養所得的表皮，外科學系亦致力硏
究引進此種技術，並於四月在沙田
威爾斯親王醫院成功施行首宗移植

培養皮手術，治療一名燒傷面積達
百份之四十五的病人。當病人自體

皮在實驗室繁殖時，主診醫生先用
新鮮豬皮臨時覆蓋病人傷口，避免

創面受細菌感染，待培養的表皮細
胞足以移植給病人時，即替病人移
植其自體皮及培養皮。

外科學系現正籌劃硏究一種由
培養表皮細胞及皮膠質合成之人表
皮，可用以臨時及永久覆蓋創面。

此外，該學系亦計劃成立香港第一
所皮庫，儲存冷藏豬皮片及培養表

皮，供治療燒傷病人之用。

程於九一至九二學年開辦一項新的

在培養兼備理論、技術與實務經驗

高年級課程——「外滙實務」，旨

生理學講座敎授黃宜定敎授於

的外滙專才。該課程有別於一般商

講座敎授就職演講
五月卅一日主持就職演講，講題爲

院長閔建蜀敎授負責統籌，參與策

學院的本科課程，由工商管理學院

黃敎授著重介紹當前世界各地

劃課程者包括該學院之敎師、香港

「男性避孕的新路向」。
採用之男性避孕方法及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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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笈英國，七五年獲利物浦大學商

馬來西亞大學，獲文學士學位；後

A會計學系傅元國敎授再度獲委爲

起生效。

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

委爲政府助學金聯合委員會成員，

A學生事務處主任周陳文琬女士獲

敎育委員會委員，任期兩年，由一

A敎育心理學系蕭炳基敎授獲委爲

九一年六月二十日起生效。

進修學院校董，任期一年，由一九

起生效。譚敎授並獲委爲香港公開

任期一年，由一九九一年六月八日

計師、澳洲會計師公會會員及特許

月卅一日。

九九一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九五年五

再度獲委爲市政局議員，任期由一

A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梁秉中敎授

監管下釋放囚犯委員會委員，任期

A社會學系李沛良敎授再度獲委爲

三年。

爲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任期

A政治與行政學系關信基敎授獲委

Gul一九六八年畢業於

員共廿二名，其中十名來自省級部
學碩士銜。他於八一年考獲澳洲新

稅務上訴委員會委員，任期三年，

九九一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以更全面地了解香港之經濟發展。
執業會計師，並爲英國成本和經營

A心理學系高級講師張妙淸博士獲

三年，由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起生

Prof.

門。
爲期六週之培訓，分經濟與管
馬來西亞、澳洲、新西蘭等地之大

英倫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其後曾於

由一九九一年五月九日起生效。

之高層官員而設。本屆亦即首屆學

理兩部分，共十項課程，講者包括

學敎授會計學。

此外，學員尙須參加四項研討會，
管理會計師學會會員。

委爲區域市政局議員，任期由一九

效。

者及專業人士。學員並參觀香港政

香港、台灣、日本、泰國的著名學

論題分別爲金融發展、中國與亞太

* 周昌敎授任訊息工程學講座敎

九一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九五年三月

A地理系楊汝萬敎授獲委爲都會規

Gul爲馬來西亞執業會

區、閩港台經濟合作及亞太區市場

授，任期由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五日

卅一日。

劃小組委員會成員，任期由一九九

Prof.

開拓。

起生效。
周敎授簡介見本期校刊第十一

A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師何文匯博

府部門、金融機構、跨國公司等，

新任講座敎授

士獲委爲區域市政局議員，任期由

士獲委爲職業訓練局零沽批發及出

A國際企業學系高級講師盧榮俊博

委員會成員：

A社會工作學系何錦輝敎授獲委出

二月廿八日。

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九三年

入境事務審裁處審裁專員，任期由

三月卅一日。何博士並獲委爲人民

日。

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九三年六月三十

敎育委員會委員，任期由一九九一

A敎育學院院長盧乃桂博士獲委爲

年，由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視光師管理委員會委員，任期兩

A外科學系何志平敎授再度獲委爲

卅一日。

入口業訓練委員會委員，任期兩年，

任一專設小組之成員，以執行人民

A婦產科學系張明仁敎授再度獲委

下列敎職員獲港督委任爲校外

由一九九一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入境條例第廿二條之規定，任期兩

爲香港助產士管理局成員，任期三

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九五年

頁。

大學宣佈委任下列人士出任講

Ferdinand Akthar Gul

A逸夫書院院長、精神科學系陳佳

A大學副校長兼硏究院院長譚尙渭

年，由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年，由一九九一年九月五日起生效。

敎職員出任校外委員會成員

一年七月十八日至一九九二年三月

Prof.

座敎授：

*
任會計學講座敎授，任期由一九九
一年六月十九日起生效。

鼐敎授獲委爲長期囚禁復檢委員會

敎授獲委爲香港學術評審局成員，
月一日起生效。

成員，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一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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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書院畢業禮
大學四所成員書院分別於六月

初擧行畢業禮。
聯合書院於六月一日上午擧行

畢業典禮，邀請標準渣打亞洲有限
公司行政總裁韋傑時先生及書院校
友會會長張煊昌先生爲主禮嘉賓，

向應屆畢業生致訓辭，並頒發各項

學業優異獎。
逸夫書院亦於同日下午擧行書

院之第二屆畢業禮，敦請書院資深
導師劉殿爵敎授向本屆畢業生致訓

辭。劉敎授並皆同院長陳佳鼐敎授
及書院之院務委員頒發各項優異獎

予書院學生。
崇基學院於六月二日擧行第三

十七屆結業崇拜，主禮嘉賓爲香港

嶺南學院校長陳佐舜博士。禮畢，

應屆畢業生於校園擧行植樹禮；來
新亞書院於六月九日擧行第四

賓家長並享用茶點與拍照留念。
十屆畢業禮。典禮由院長林聰標敎

授主持，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

敎授應邀爲主禮嘉賓，致辭敦勉畢
業生。書院校友會主席李金鐘先生

亦向畢業生致賀。其後畢業生代表
與母校互換紀念品。典禮後並擧行
畢業生植樹儀式及茶會。

聯合書院畢業典禮

逸夫書院畢業典禮

崇基學院畢業典禮

新亞書院畢業典禮

中大辯論隊再奪錦標

本校粵語辯論隊五月十八日於

「第三屆港澳大專辯論邀請賽」中，

擊敗澳門東亞大學辯論隊，奪得冠

軍。擔任結辯之鄭港涌更獲「最佳

辯論員」獎。

是次比賽由本校與澳門東亞大

學合辦，假澳門新麗華廣場擧行，

辯題爲「傳媒不應鼓勵無厘頭文

化」，中大隊以反方作辯。兩隊表

現出色，比賽過程緊湊。結果中大

隊以二比一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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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一九九一年畢業生
大學已公佈一九九一年本科畢

業生及敎育文憑畢業生名單。
畢業生人數計爲全日制本科生

一千三百七十三名，其中文學院二
百七十一名、工商管理學院二百九

十二名、醫學院一百零七名、理學
院三百五十一名、社會科學院三百

五十二名；兼讀制本科生一百一十
一名，其中修讀工商管理課程者三
十五名、中英語文課程三十六名、

音樂課程十一名、社會工作課程二
十九名。

此外，考獲敎育文憑者共三百
八十六名，其中一年制日班畢業生
一百二十一名、二年制夜班一百三
十七名、二年制日班一百二十八名。

學術會議及講座
A婦產科學系於五月二日擧行「婦

科先進手術硏討會」。
A香港亞太硏究所之性別硏究計劃

博物館藏品，亦有部分爲省港之公

書院之組織應否有所變更。麥仕維

員會的高級行政人員，畢生致力推

展硏究計劃於六月廿五至廿六日擧

雕琢端硯之石材，主要產於廣

廣英聯邦地區之學術交流及學人培

先生亦是海外高等敎育大學校際委

A香港數學學會及本校於六月廿六

東肇慶市以東欄柯山附近端溪一

訓工作。

私收藏精品。

至廿九日協助東南亞數學學會擧辦

墨而不損毫，是極優良之硯材。因

帶；石質溫潤細密，琢而成硯，發

辦「亞太地區國際關係硏討會」。

「序結構及電算語言代數會議」。

此端硯自唐代問世以來，名聞遐邇。
是次展出唐至元代端硯七方，

他曾任一九六三年及一九七六年兩

麥仕維先生與本校聯繫淵源甚遠。

年獲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八年任本校大學建築師，並於七八

黎逝世。司徒博士於一九六三至七

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廿四日在法國巴

A前大學名譽建築師司徒惠博士

A本校中國考古藝術硏究中心與廣
州中山大學及深圳博物館於六月廿

均爲出土文物；而明淸端硯則有百

八至廿九日合辦「南中國海史前文

化國際會議」。

餘方，不少更有文人銘刻品題其上。

訃告
Maxwell)先

A本校社會學系及香港亞太研究所
與日本都市社會學協會於七月八至

十日合辦「都市社會學之趨勢——
香港與日本」研討會。
A香港亞太研究所於七月十二至十

三日擧辦「香港工業政策之跨科際

研究」研討會。
A生物系與聯合國敎育、科學及文
化組織於七月十四至二十日合辦

「食用蕈菌的菌種保存及育種」研
討會。

Ian

本校文物館與廣東省博物館於

個富爾敦委員會之秘書。第一個委

A麥仕維(Mr.

六月廿九日至九月八日假文物館西

「紫石凝英：歷代端硯藝術」

翼展覽廳合辦「紫石凝英：歷代端

員會建議政府成立香港中文大學；

生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在英國辭世。

A中藥研究中心於六月一日及八日

硯藝術」展覽，展出唐至淸代端硯

第二個委員會則硏究大學及其成員

展覽

擧辦「香港中醫藥現狀與前瞻」公

一百二十方。展品主要選自廣東省

於五月廿五日擧辦「九十年代香港

開講座。

家庭——矛盾與出路交流會」。

A香港亞太研究所之日本與亞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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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萬卷書 行萬里 路
五名獎學金得主談外遊感受

化，參觀訪問，出席硏討會，或從

學修讀短期意大利語文或文化硏究

資助學生前往佩魯賈意大利語文大

學金

佩魯賈意大利語文大學獎

硏究課程

化學院修讀短期意大利語文及文化

資助學生前往錫耶納意大利語文文

院獎學金

錫耶納意大利語文文化學

大學每年提供的各種獎學金之

事文化交流，以增廣見聞，擴闊眼

課程

國作短期進修，學習當地語言文

中，不少是鼓勵及資助學生前往外

界。該等獎學金之受惠者，完成進

獲獎學生：

Popolare

di

工商管理學院四年級傅淑娟

獲獎學生：
歷史系四年級黃志成

經濟學系四年級鄭慧儀

修活動後，都有不同程度的收穫，

不論是學業或是生活方面，都獲得
新的知識和體驗。

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經學生

Banca

日本政府文部省獎學金(日

本語及日本文化硏修)

資助學生前往日本之大學進修一年

獲獎學生：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三年級張泳

日航獎學金

資助學生前往東京上智大學進修暑
期課程

工商管理學院三年級雷慧筠

獲獎學生：

日本政府文部省本科生獎

學金(日本筑波大學)

資助本科生前往筑波大學進修日本

事務處獎學金及經濟援助組之安

排，共有卅九名學生獲獎學金資

語文及日本文化研究

計劃

語及日本文化課程或參加文化交流

資助本科生前往日本之大學進修日

大和銀行集團獎學金

政治與行政學系三年級林頤年

獲獎學生：

米 蘭 卡 托 利 卡 大 學 國 際 硏 Bergamo獎學金
資助學生前Istituto Universitario

習班獎學金

及文化研究課程

Bergamo修讀短期意大利語文
蘭卡托利卡大學參加研習班，進修

獲獎學生：

di

意大利語文

資助修讀意大利語文之學生前往米

助，分別前往加拿大、意大利、日

本、英國、澳洲、印度、台灣等地
進修訪問。有關資料臚列如下：

卑詩省大學七十五周年獎

工商管理學院四年級劉翠芬

英文系四年級朱恩霈

新聞與傳播學系四年級廖慧玲

英文系四年級司徒嘉善

獲獎學生：

進修一年

工商管理學院四年級梁淑琼

英文系四年級胡永泰

資助本科生前往加拿大卑詩省大學

獲獎學生：

工商管理學院四年級黃思麗

工商管理學院二年級甘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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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學生：
歷史系三年級林少玲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二年級劉桂芳

歷史系二年級劉燕儀
地理系二年級呂禮芬

生物化學系二年級黃靜
藝術系三年級陳嘉豪
歷史系二年級羅玉琼

工商管理學院三年級蔡慧思

余兆麒醫療基金獎學金
院接受短期選修科訓練

資助醫科生前往海外大學之敎習醫

獲獎學生：

數位獲獎學生的感受

醫科四年級陳力元

形式及學習氣氛；廣泛利用

甘明明：很欣賞當地的上課

該是儘量爭取參與的機會，

對文化交流的態度，應

樣激烈，可不能躲懶。

同學之間的競爭，跟香港同

都是香港所缺乏的。不過，

材，自由而積極的發言等，

錄映帶敎學，採用實物敎

醫科四年級羅穎業
醫科四年級梁華盛

資助醫科生前往英國或澳洲大學之

鄭植之紀念獎學金

工商管理學院三年級莫潔妍
敎習醫院接受短期選修科訓練

工商管理學院三年級楊雲鈐

新聞與傳播學系二年級袁賽雲

獲獎學生：

且要盡情投入，才能深入了

解當地文化。

資助成績優異之醫科生前往台灣或

外，也使我更爲獨立。同時

習，除給了我知識及朋友

卑詩省大學一年的學

中國大學之敎習醫院接受短期選修

人，與人相處之道的異同。

亦體會到不同文化背景的

不滿。

求，往往會惹來對方極大的

人社會中，不答應朋友的要

請求，是很正常的；而在華

懇地道明原因，拒絕朋友的

例如，在西方社會，只要誠

科訓練

醫科四年級梁廷勳

獲獎學生：

學接受短期選修科訓練

資助成績優異之醫科生前往海外大

孔安道紀念獎學金

醫科四年級朱蔚波

獲獎學生：

郭靖堂獎學金

醫科四年級李奉儀

工商管理學院三年級陳穎詩
經濟學系三年級李少光
工商管理學院三年級張詠芬
人類學系三年級蔡玉群

政治與行政學系三年級郭桂怡

東海銀行國際學生會議獎
資助本科生前往日本名古屋參加一

項國際學生會議
工商管理學院二年級何詩敏

獲獎學生：

英聯邦靑年交流計劃
資助香港靑年前往英國訪問三週

新聞與傳播學系二年級朱順慈

獲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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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慈儀：出發以前，很希望藉著此
次到意大利進修一個月，可大大改
進自己的意大利語文能力。然而課
程開始後，才發覺雖然自己的文法
比别人好，但會話卻明顯較弱，致
使溝通常碰上困難，花了兩星期才

朱順慈：此次訪問英國，主要到威
爾斯加的夫參觀。除飽覽當地名勝
外，還參觀了多個政府部門，了解
其架構及運作；又探訪了中、小
學，認識當地的敎育情况。此外，
每逢週末，我便入住當地家庭。

此行最大的收穫是認識了許多
來自不同地區、階層，和年齡各異
的朋友，其中對非洲及中東的同學
印象尤爲深刻。

了，自覺進步比預期的小。

算適應過來。一個月很快就過去

莫潔妍：是次日本之行，最大的收

三個星期的訪問，行程緊湊，
可是卻沒有走馬看花的感覺。事實
上，我還了解到英國人的生活細
節、公餘生活，更感染上其悠閒、
寫意的氣息。過去，總以爲在外國
唸大學十分簡單輕鬆，經過此行，
我對當地的大專敎育，有了比較實
質的認識。

以後進修該項課程的同學，最
好提早出發。因爲佩魯賈大學不提
供宿位，及早抵達，可有充裕的時
間找尋居所，免卻狼狽奔波之苦。

梁華盛：選擇接受醫學選修科訓練
的地區，我不留香港，也不挑英、
澳等地，而選擇了印度。因爲我極

四個星期的學習對我來說異常
充實：旣了解到當地的醫療情况、
設備、流行病種類等，又體驗到當
地醫院發展社區醫學的情況。受訓
期間，我還隨當地醫護人員到附近
的村落看病，敎導村民注意飲食衞
生和營養。在學習醫學知識之餘，
亦獲取了社會工作的經驗及領略到

以及傳敎士醫生在印度的工作。

有興趣了解落後地區的醫療狀況，

將來赴日進修的同學，若能在

認識了當地的醫生，也結識了來自

落後地區居民的文化與生活。不但

穫是認識了一群熱情的日本朋友。
我的行程包括入住日本家庭一星期
及於天理大學修讀日語兩星期。論
收穫，正式的課堂敎學所得不多，
因時間短，且講授的內容較淺易，
對已有一定日語基礎的人來說，幫
助不大。反而入住當地家庭雖只一
週，但交談機會多，不但日語有進
步，亦能體會當地文化，更可藉此
機會驗證在中大修習日本社會學所
得的書本知識。遣憾的是時間太短
了。
出發前先了解多些當地的文化和多

世界各地的志願工作者。

掌握些日語，會發覺趣味更大，得
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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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素描
生理學系講師黃景祥博士

後，在
中文大
學修讀
學碩士

數學哲
課程，

於一九九零年獲頒哲學博士學位。

往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繼續硏究，

學系助敎。課程完成後，又往美國
布朗大學深造純數，一九八八年獲
理學碩士學位。其後，再隨其導師

同時並

位。現任本校社會工作學系講師，
敎授社會工作哲學及外展社會工
作。倪先生獲聘於中大以前，曾任
香港基督敎服務處外展社會工作
者。
倪先生一向致力社會工作事
業，發展香港以至海外之外展社會
工作貢獻良多。倪先生於一九八九
年應新加坡福利會之邀，爲該國靑
年工作
者開設
訓練研
習班，
並爲新

黃景祥博士在印度加爾各答出
生，七歲隨家人來港並開始就學。

勞博士之硏究興趣包括無窮維李代

加坡建

兼任數

數之表示論、非線性可積方程之代

立外展
社會工

群之表示論。
勞博士在數學與學術硏究之
餘，熱衷於小提琴演奏，曾爲其先
後就讀四所大學屬下樂團之小提琴
手，並曾爲香港靑年交響樂團成
員，目前則參與香港室樂團之演
出。此外，勞博士亦喜愛人數較少

之室樂活動。

社會工作學系講師倪錫欽
先生
會科學院，後又於一九八六年獲香

作服務提供意見。倪先生現爲香港
社會服務聯會外展社會工作統籌委
員會之增選委員，並任香港社會工
作人員協會敎育委員會委員。
倪先生之專研範圍包括社會工
作哲學、外展社會工作及靑少年問
題。他近年完成的研究包括「香港
外展社會工作者之工作壓力、社群
支持及心灰意冷癥候」、「靑少年壓
力與社群支持」、「危機靑少年臨時
宿舍之需要調查」等，而其研究成
果亦發表於多種國際期刊及會議論
文集。倪先生目前正從事「香港社

數結構、量子群、超流形理論及超

黃博士
於一九
八四年

在香港
浸會學
院畢業
後，曾
從事敎
職及在羅富國敎育學院接受正規之
敎師訓練。他於八六年赴英國曼徹
斯特科技大學攻讀生物化學，翌年
考取理學碩士學位；其後返港，進
香港大學深造生理學，並於九零年
獲頒哲學博士學位。
黃博士於九零年加入本校生理

學系任副講師，九一年升任講師。
黃博士之硏究興趣，在於外分
泌組織及生殖器官內之離子轉移機
理。

港中文大學頒授社會工作碩士學

倪錫欽先生畢業於香港大學社

勞永泰博士在香港大學主修數

數學系講師勞永泰博士
學，取得文學士(一級榮譽)學位

會福利行政及社會工作實務上的倫

理問題」之研究。

電算機服務中心二級高級
電算師顏敏標先生

顏

九六九

敏標先
生於一

年在香

港完成
中學學
業，隨

後赴加拿大深造。一九七四年，顏
先生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麥吉爾大
學，獲理學士學位。其後任職於該
校之電算中心近十年，參與發展多
用戶交互計算系統；此乃目前中文
大學供敎學人員使用的一種主要計

算系統。

顏先生於八五年返港，同年八
月受聘於本校電算機服務中心任助
理電算師。初期在系統程序編纂組
負責多用戶交互計算系統之運作，
後職責範圍漸擴展至多種不同之電
算系統，並於九零年底獲委爲系統
程序編纂組組長，翌年四月，更同
時出任電算機操作組組長。顏先生
於八七年升任電算師；本年七月晉
升二級高級電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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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界 捐 贈
㈩港九無線電聯會每年捐贈四千港元，設獎學金一

項，頒予主修電子工程學之學生。

⑿柏 基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二 萬 港 元 ， 於 九 零 至 九 一 年 度

⑾素 友 社 捐 贈 一 千 二 百 美 元 ， 於 九 零 至 九 一 年 度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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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臚列

⒀台灣婦女協會捐贈一萬港元，於九零至九一年度

拉，設獎學金三項，每項一百三十萬里拉，資助

⒁意大利Cattolica大學捐贈三百九十萬意大利里

設學生助學金兩項，每項五千元。

設貸款數項，資助需要經濟援助之學生。

獎學金四項。

如左：

㈠陳曾燾先生捐贈一千萬港元，贊助醫學院之癌症

研究基金。

⒂安達信公司捐贈七千港元，贊助學生事務處出版

元，贊助婦產科學系一項研究。

《一九九零年度畢業生就業槪況》。

學生於九零年前往該校出席暑期國際硏習班。

㈡香港人事管理學會每年捐贈三千五百港元，設獎
學金一項，頒予專修組織與管理學之四年級學
生。

⒃Ares-Seronon (Services) PteLtd.捐贈一萬港

元，頒予需要經濟援助之學生；

㈢新昌—葉庚年敎育基金捐贈：
⑴三萬五千港元，設助學金十項，每項三千五百

⑵五萬港元，設九一至九二年度學生工讀計劃。

區及家庭醫學系之研究活動。

二五Nutricia Foundation先後捐贈五萬及四萬五千五

百港元，贊助社區及家庭醫學系之硏究活動。

二六默沙東(亞洲)有限公司捐贈：

A/s先後捐贈三萬四千餘及四萬

⑵六千餘港元，贊助化學病理學系之研究活動。

⑴七十八萬港元，贊助內科學系一項研究；
Nordisk

V.捐贈五萬三千餘港元，贊

Ltd.捐贈十二萬港元，贊助社區

B.

五千港元，贊助一項與內科學系合作之實驗。

二七Novo

助外科學系一項研究。

二八NutriciaExport

及家庭醫學系一項研究。

二九Nutricia (Asia)

三十Otsuka PharmaceuticalCo. Ltd.捐贈：

⑴十八萬五千港元，贊助外科學系一項研究；
⑵五千港元，贊助臨牀藥理學系之硏究活動。

⒄拜耳中國有限公司捐贈十四萬港元，贊助內科學 三一輝瑞公司捐贈一萬五千港元，贊助婦產科學系一
系之硏究及敎學活動。
項硏究。
⒅BeechamLaboratories

三三Trans Bussan

HK Ltd.捐贈二萬五千港元，贊

文化硏究所一項考古硏究計劃。

Ltd.續捐四萬港
三二布政司署文康廣播科撥款二十萬港元，贊助中國

㈣華 僑 日 報 救 童 助 學 基 金 每 年 捐 贈 八 千 三 百 港 元 ，
設獎學金一項，頒予傳播學哲學碩士課程之學生。

元，贊助外科學系一項臨牀實驗。

二四醫學硏究委員會捐贈三千八百七十港元，贊助社

校生物學系期間從事關於菰類顏色之硏究。

音樂系陳守仁博士一項關於粵劇之研究。
二三卡夫通用食品有限公司捐贈二萬四千五百港元，
贊助天津師範大學生物系閻炳宗敎授，於訪問本

三五Visiray PtyLimited捐贈十萬港元，贊助外科

學系之敎學及研究活動。

East

英國格拉斯哥出席會議。
三七ArmedicFar

Ltd.捐贈二萬一千港元，贊

議；
⑵二萬九千餘港元，贊助外科學系一位敎師前往

⑴三千港元，贊助社區及家庭醫學系擧辦一項會

二 二 柯 達 ( 遠 東 )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六 萬 八 千 港 元 ， 贊 助 三六愛蘭百利葛蘭素香港集團捐贈：

內科學系之腸胃學研究。

二一香港腸胃內視鏡學會捐贈廿六萬六千港元，贊助

系及腫瘤學系合作之鼻咽癌硏究計劃。
助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一項臨牀研究。
⒇Cilag Asia
Pacific Regional Office捐贈二
六加 拿 大 阿 爾 伯 特 大 學 捐 贈 一 萬 加 元 ， 贊 助 醫 學 院
三萬四
千港元，贊助婦產科學系一項臨牀實驗。
科際實驗室一項硏究。

⒆迦密愛禮信中學捐贈一萬七千港元，贊助外科學

(Pte)

㈤Perugia意大利語文大學捐贈一百二十萬意大利

里拉，設獎學金兩項，贊助學生於九一年前往該
校修讀暑期課程。
㈥香港美孚石油有限公司捐贈一萬五千港元，於九
零至九一年度設獎學金一項，頒予工商管理學院
之三年級學生。
㈦張 潤 珍 女 士 捐 贈 二 千 四 百 港 元 ， 於 九 零 至 九 一 年
度設獎學金一項，頒予新聞及傳播學系之學生。
㈧潘光迥博士捐贈一萬港元，於九零至九一年度設
研究生獎學金一項。
㈨悟宿基金會捐贈十五萬港元，於九一至九二年度
設獎學金十項，頒予二年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之
一年級學生。

⑵四千港元，贊助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一位敎師
⑴六萬港元，贊助外科學系兩位敎師前往澳洲悉
助內科學系一位敎師前往美國華盛頓出席會議。
前往澳洲悉尼出席會議。
尼出席會議；
三八愛寶藥廠香港有限公司捐贈：
⑵五萬七千七百餘港元，贊助外科學系一位敎師 五九山德士藥廠有限公司贈予內科學系：
⑴三萬五千港元，贊助內科學系一位敎師前往美
⑴一萬七千港元，贊助一位敎師前往美國西雅圖
前往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出席會議；
國華盛頓出席會議；
出席會議；
⑶三萬港元，贊助兒科學系一位敎師前往葡萄牙
⑵二萬五千港元，贊助腫瘤學系一位敎師前往美
⑵九千餘港元，贊助一位敎師前往美國新奧爾良
出席會議。
國德州休士頓出席會議。
出席會議。
三九百時美香港有限公司捐贈二萬港元，贊助腫瘤學 四 九 赫 司 特 中 國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四 萬 港 元 ， 贊 助 婦 產 科
六十香港蜆穀有限公司捐贈三萬五千四百港元，贊助
學系兩位敎師前往法國巴黎出席會議。
系一位敎師前往美國德州休士頓出席會議。
六名學生參加一項外展訓練文憑課程。
四十亞洲基金會捐贈五千美元，贊助新聞及傳播學系 五 十 香 港 學 聯 旅 遊 及 香 港 學 聯 海 外 升 學 中 心 每 年 捐 贈
一萬港元，贊助中大學生會幹事會之成員往海外 六一世界聯合保險有限公司捐贈三萬港元，贊助香港
參加國際會議、訓練課程、交換計劃及參觀海外
亞太硏究所之日本與亞太發展硏究計劃。
之大學。
六二各方人士及機構共捐贈一百五十五萬三千八百餘

擧辦一項硏討會。
四一瑞典雅士達大藥行捐贈：
⑴四萬港元，贊助內科學系兩位敎師前往美國加

二贊
卜助內門中國有限公司捐贈六千港元，贊助內科學 六 四 各 方 人 士 及 機 構 於 九 零 年 十 一 月 至 九 一 年 三 月
Paris捐贈四千餘港五
元，

港元及六十美元，贊助兒科學系之兒童癌病基金。
五一美國輝瑞有限公司捐贈二萬七千八百餘港元，贊
州、出席會議；
助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一位敎師前往法國參加一 六 三 各 方 人 士 及 機 構 共 捐 贈 五 十 四 萬 三 千 七 百 餘 港
⑵一萬五千港元，贊助外科學系一位敎師前往泰
項訓練課程。
元，贊助兒科學系之兒童骨髓移植基金。
國曼谷出席硏討會。

四二BesinsIscovesco

之每月硏討會；

閱讀室。

系每週之心臟病學硏討會。
間，捐贈款項共一百一十四萬八千四百餘港元予
婦產科學系一位敎師前往泰國曼谷出席會議。
四 三 食 益 補 ( 白 蘭 氏 ) 太 平 洋 行 有 限 公 司 捐 贈 一 萬 港 五三梁紹康醫生捐贈五萬港元，贊助外科學系培訓中
崇基學院。
國之眼科醫生。
元，贊助大專辯論賽九一之決賽。
六五王澤森先生捐贈九十萬港元，贊助外科學系之王
四四威康大藥廠香港有限公司捐贈：
五四明裕基金會贈予新亞書院廿三萬四千港元。
澤森會議基金。
⑴一萬港元，贊助外科學系擧辦關於角膜之訓練 五五東京PAF硏討會籌委會捐贈十二萬日元，贊助 六六黃炳禮先生捐贈五十萬港元，贊助醫學院之護理
課程；
內科學系一位敎師前往東京出席一項關於變應性
學位課程。
⑵一萬二千港元，贊助內科學系一位敎師前往日
呼
吸
及
心
血
管
病
之
硏
討
會
。
六
七
王錦全女士捐贈三千港元，贊助大學圖書館購藏
本名古屋出席會議。
五六東方日報慈善基金協會捐贈二千餘港元，贊助內
書籍。
四五陳百强先生捐贈三萬五千餘港元，贊助內科學系
科學系腎臟組之活動。
六八美國惠氏藥廠(香港)有限公司捐贈一萬五千港
爲國內之醫生購買有關書籍。
元
五七PharmaciaFar
East Ltd.捐贈三萬港元，
贊，贊助兒科學系一名硏究生前往英國接受關於
四六周氏基金捐贈二萬港元，於九零至九一年度設學
兒童鈣營養之訓練。
助外科學系眼科組之Journal Club及雙週臨牀會
生工讀計劃。
六九愛普生香港有限公司捐贈電腦一部，贊助社會學
議。
四七范止安先生捐贈兩萬港元，贊助新聞及傳播學系 五八羅氏亞洲硏究基金捐贈：
系鄧龍威博士主持之一項硏究。
七十Mrs. Sharon
Bond捐贈書籍十三本予逸夫書院
⑴三千港元，贊助臨牀試驗及流行病學硏究中心
慶祝建系廿五周年之活動經費。
四八葛蘭素香港有限公司捐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