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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耶魯攜手舉辦音樂盛事 

國際名師授技青年精英匯聚 
十一位來自本校及世界各地的年輕鋼琴手，六月中齊集中大，參加首次在亞洲 

舉行的「國際夏令鋼琴學院」，親炙四位世界著名鋼琴大師之技藝。 

是次盛會由中大音樂系與耶魯大學合辦，許讓成基金贊助，於六月十八日至七 

月九日舉行。 

「國際夏令鋼琴學院」旨在訓練參加者之彈奏技巧，並提高其演擇能力。四位 

駐院鋼琴導師俱爲國際殿堂級人物，分別是耶魯大學音樂學院鋼琴系系主任曁鋼琴 

學院行政總監布里斯•鮑貝民教授（Boris Berman)、米高•費爾文教授（Michael 
Friedmann)、彼得•范格高教授（Peter Frankl)和寇迪•法蘭卡教授（Claude 
Frank)。他們除個別教導學員演奏之技巧，並主持大師班。此外，鋼琴學院又舉 

行硏討會，由導師及本校音樂系教師講述美、亞、歐近代著名曲目，闡釋其特色、 

風格與演繹技巧等。 

過往歷屆「國際夏令鋼琴學院」都在耶魯大學舉行，爲北美及歐洲等地靑年提 

供短期之高水準鋼琴演奏專業訓練。駐院之導師均享負盛名，邀請他們演奏，至少 

得提前三年預約。亞洲從未舉辦過類似規模的鋼琴大師班，該地區之好手要隨大師 

學習演奏技巧，往往要遠赴西方國家，有些更因不勝昂貴的學費及旅費而不能前 

往。故耶魯大學於前年構思在亞洲試辦「國際夏令鋼琴學院」，其後決定與本校合 

辦，由音樂系羅炳良博士出任學院副行政總監。 

十一位學員由四位駐院鋼琴導師從眾多申請者中挑選出來，恰巧均爲亞裔人 

士，其中包括本校音樂系校友林玉明及二年級的羅倩欣，另有八位來自美國及本地 

之華裔人士，其餘爲泰國及日本籍好手。他們都是來自世界知名音樂學院。 

經過三個星期的訓練，學員均表示獲益良多，經驗難忘；駐院導師也認爲效果 

理想。耶魯決意再與本校合作，於來年續辦「國際夏令鋼琴學院」，且亦蒙許讓成 

基金同意繼續贊助。現時已有不少世界各地年輕樂手向音樂系查詢有關詳情。 

此項活動不但有助提高亞洲區鋼琴演奏水準，更築起東西音樂文化交流的橋 

樑。各地的傑出鋼琴手有機會隨大師學藝之餘，亦能互相切磋技藝，交流東西音 

樂、學術、文化之精髓，從而更充分地發揮各自的音樂潛質與才華。另一方面，藉 

此盛會，中大與耶魯之學術連繫得以不斷加強，音樂系之國際地位亦進一步提高。 

中大音樂系在作曲、民族音樂、音樂硏究等方面之發展向獲讚譽，如今演奏一環更 

顯實力。 

導師與眾青年鋼琴手 

前排中坐者爲米高•費爾文教授（左）和彼得•范格高教授（右）； 

後排中爲許讓成基金會代表許耀君博士（左四）， 

其左右分别爲中大音樂系系主任隊永華博士及羅炳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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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夏令鋼琴學院首次移師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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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級下棋電腦於中大對奕 
電腦國際象棋世界賽首次在歐美以外地區舉行 

賽事有助促進本地電算科學研究 

由國際象棋協會主辦的世界電腦國際象棋錦標賽，第八屆賽事首次移師歐美 

以外地區，由本校工程學院協辦，於五月廿五至三十日在中大校園舉行。 

是次大賽匯集了全球最精銳的廿四部下棋電腦作賽，其中有五部透過國際電 

腦網絡越洋來港應戰。 

參賽電腦由美國、英國、荷蘭、德國、法國、匈牙利、加拿大、丹麥、西班 

牙和以色列的專家設計，包括曾於快棋賽擊敗世界棋王卡斯帕羅夫的 F r i t z (荷 

蘭 ） 和 C h e s s Genius ( 英 國 ） ， 以 及 去 年 A C M 國 際 錦 標 賽 冠 軍 D e e p 

Blue ( I B M )。 

賽制爲勝方得一分，負方零分，賽和則各得半分；經五輪比賽，累積分數最 

高者爲冠軍。每盤首四十著限時兩小時，其後每四十著限時一小時。 

經過五天比賽， F r i t z成爲世界下棋電腦盟主，亞軍由麻省理工學院電腦科學 

實驗室超級電腦科技小組開發的 S t a r Socrates贏取，而Deep Blue則獲季軍。 

工程學院希望藉是次比賽鼓勵本地年靑人 

多參與能鍛練思維的活動，啓發他們對電腦科 

學的興趣。電腦對弈涉及複雜而精確的電算科 

學硏究，下棋程式倚賴快速搜尋方法來找出每 

著的最佳弈法，而每一著均需經過數以百萬計 

的運算步驟。開發及硏究下棋程式，有助於硏 

究及運用人工智能，並可應用於多個電算科範 

疇。• 

Star Socrates(左)通過國際電腦網絡，利用 

Paragon超級電腦（長五十吸，重三萬磅，有處理器一 

千八百二十四個），越洋出戰只用個人電腦Pentium 90 
爲硬件的Fritz （右），然而終是敗陣。可見出色的軟件 

設計，可彌補運算能力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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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對電腦赛事之 

餘，尚加插人與電腦對 

弈：香港六名國際象棋高 

手，其中包括電子工程學 

系曾漢奇博士（九四年國 

際象棋香港公開賽冠軍暨 

是 次 世 界 賽 籌 委 會 主 

席），分别與六部國際大 

師級下棋電腦激戰五小 

時，結果三和三負，人腦 

未能戰勝電腦。此役亦改 

寫下棋電腦只在三小時以 

下的快棋賽挫敗人腦的紀 

錄。 

大學副校長楊綱凱教授（右二）頒獎予冠軍Fritz軟件設計者Mathias Feist (右 

一 )及 F r a n s Morsoh (左一）。左二、三分别爲國際電腦象棋協會主席Prof. Tony 

Marsland及IBM中國香港公司香港總經理楊曉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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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靜皆宜 能言善算 

中大學生表現出色 

兩大划艇賽中大再唱凱歌 

男隊膺五連霸　女隊重拾后冠 

一年一度的兩大划艇賽盛事，今年九月廿四日在城門河舉 

行，本校男女子隊雙雙奪得錦標歸。 

中大男子隊在三千米八人有舵比賽中，划至二千五百米時 

仍落後於對手港大隊約一隻艇位，惟後勁凌厲，於最後五百 

米，憑堅毅之意志，全力以赴，在終點前二百米超越對手，以 

一秒之微勝出，成爲「五連霸」。 

中大女子隊則在一千五百米四人有舵 

賽勝出，奪回去年失去的冠軍寶座。她們 

的新賽艇在比賽前兩天才到達，只試划了 

一次便要作賽。幸而平日訓練有素，合作 

純熟，終於以輕鬆姿態擊敗對手奪標。 

賽後中大男女子隊均欣喜若狂，互相 

祝賀之餘，更有隊員喜極而泣。 

出賽名單 

男子八人有舵賽 

隊長：陳永裕 專業會計學第三年 

隊員：黃兆賢　藥劑學第二年 

周俊傑 電子工程學第二年 

何志康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第二年 

蔡家輝 專業會計學第二年 

鄧智輝 生物第二年 

黃雅綸 經濟學第三年 

黃震宇 訊息工程學第二年 

談健華 電子工程學第四年 

女子四人有舵賽 

隊長：蕭涓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第三年 

隊員：陳玉春　中國語言及文學第三年 

陳慧玲　社會學第三年 

鄺鎂瑩　建築學第二年 

李麗儀　工商管理學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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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明報》提供 

會計學院校友題名專業試榜首 

《香港會計師公會學生會員期刊》九五年 

五/六月號公布該會九四年杪專業階段考試的 

榜首名單，本校會計學院五位校友囊括其中四 

張試卷的首名位置，成績驕人。 

該會專業考試共分十四卷，而中大專業會 

計學課程畢業生獲豁免其中十卷，只須參加卷 

十、十一、十三和十四的考試。去年畢業的岑 

向華和伍敏怡分別在卷十H(H指香港試題） 

「會計及審計執業」和卷十一H「稅務安排」 

取得首名；蔡小淸（九三年）和潘紅玲（九一 

年）並列卷十三H「財務報告狀況」榜首；卷 

十四「財務策略」首名爲陳潔雯（九三年）。 

中大學生表現出色 7 



普通話辯論隊勇奪港滬辯 

論賽錦標 

中大普通話辯論隊在九五港滬兩大辯論賽 

表現出色，擊敗上海同濟大學代表隊奪標。 

比賽於八月一日假沙田新城市廣場舉行， 

辯題爲「技術進步是人類發展的根本保障」。中 

大以正方作辯，指出根本保障並非等於全面保 

障，擊中反方要穴，獲評判裁以二比一勝出。 

中大普通話辯論隊 

前 中 ： 徐 海 樓 　 生 物 學 博 士 硏 究 生 

後排左起：周健 中國語言及文學第四年

陳佩珊 工商管理學第四年

薛崢 專業會計學第三年

首兩位本地栽培的藝術 

碩士 

本校九三年在港率先開辦藝術碩士課程， 

培育本地藝術專才，首屆畢業生楊秀英和李尤 

猛於本年結業，並先後於新亞許氏文化館舉行 

結業展覽。前者展期爲五月廿六日至六月七 

日，後者則爲六月九日至廿二日。 

楊氏九二年畢業於本校藝術系， 

後專攻雕塑，曾於九二年入選市政局 

雙年展，以及贏得夏利豪現代藝術比 

賽雕塑組最有潛質藝術家獎。其作品 

爲香港藝術館及海內外人士收藏。 

李氏九一年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 

油畫系，在中大修讀碩士課程亦專攻 

油畫，作品曾於本港及國內多地展 

出，畫作爲中港藝術機構和私人收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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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藥劑學教育的里程碑 

首批香港培訓藥劑師於七月畢業 

實習後可投入本地醫療服務 

今年七月，首批共三十一名中大醫學院藥劑學 

系學生畢業，是香港藥劑教育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 

碑。這些畢業生是第一批本地培養的藥劑師，目前 

在醫管局轄下各主要醫院的藥劑部門實習，其中十 

二名更獲本地一家藥廠錄取，接受進一步的專業訓 

練。 

何謂藥劑師 

我們可以在醫院、診所、零售藥房找到藥劑 

師，但一般市民都不太了解他們的工作性質。 

現代的先進藥物，療效極高；以往的許多頑 

疾，今天幾乎已可藥到病除。而藥劑師的專業職 

責，就是在既乎合科學及醫學標準，亦適應社會條 

件的情況下，安全正確地使用藥物。藥劑師與其他 

醫療專業如醫生、牙醫和護士等必須互相配合，才 

能爲社會提供更佳的醫療服務。 

一般藥劑師的日常工作則包括硏究基本化學結 

構、探討天然物料的藥用價値、發展藥物之新劑 

形、製造藥物及測試其品質和安全程度、在醫院和 

零售藥房配藥，以及提供服用指示等。 

香港藥劑及毒藥管理局，是直接管轄本港藥劑 

行業的政府機構。其監管範圍包括所有香港執業藥 

劑師的註冊和登記事宜、藥劑師之執業標準及其訓 

練和教育水準。 

中大藥劑學系之成立 

由於社會對藥劑專才需求日殷，中文大學於一 

九九二年在港首辦藥劑學系。該系講座教授兼首任 

系主任李明德博士（Prof. Kenneth Raymond)於該 

年六月上任，其他教職員亦陸續應聘到校，藥劑學 

士學位課程於九月正式開課。課程內容經諮詢本港 

藥劑專業人士，旨在「以藥劑及藥物自然科學爲基 

礎，提供一套高質素的、全面的，且適用於香港的 

現代藥劑學綜合訓練」。 

課程設計全面 

藥劑師必須具備多方面的知識，他們須學習化 

學、材料科學及人類生物學，以便掌握藥物的特 

性、來源及對人體的作用，又要學習設計藥劑劑形 

和評估醫藥產品效能。另外，課程又涉獵行爲科學 

和社會科學，以加強學員的人際溝通技巧，方便日 

後與病人或其他醫療專業人員溝通，以達到更佳的 

醫療效果。 

此外，由於傳統中藥在香港廣爲市民接受，使 

用十分普遍，中大藥劑學系課程亦設基礎生藥學科 

(生藥即由植物提取的天然藥物）；藥劑師可根據 

所掌握的有關知識，指導正確使用中藥，以保證服 

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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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學系學生在 

品質控制實驗室（右）及 

藥物分析實驗室（下） 

實習訓練一年 

學生修畢三年之學位課程後，須接受爲期一年 

之實習訓練，到醫院在執業藥劑師直接監督下工 

作。如條件許可，將來可能安排其中三個月在藥廠 

或零售藥房接受訓練。這樣，學生便能更實際地將 

課堂獲取的知識，應用於現實工作之中。 

此外，藥劑及毒藥管理局已授權中大藥劑學系 

爲畢業生安排實習，並監察整個訓練進度，以確保 

成效。 

規模日漸壯大 

學系成立之初，教員 

專注於課程籌備，至九三 

年秋，始能開展硏究工 

作。目前該系側重基礎及 

應用藥劑科學及執業發展 

的硏究，不少計劃先後獲 

中文大學、本地藥劑工業 

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撥 

款支持；而有關的硏究報 

告及論文，已自九四年中 

陸續發表於國際專業期 

刊。 

學生在無菌生產間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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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第一批藥劑學畢業生與教師合照 

學系初設時，幾乎所有教員都是從外地應聘到 

港，當時的辦公室及實驗室，尙是空空如也。到了 

今天，課程日漸充實，講師人數亦逐年增加，由九 

二年的五名，增至九四年的八名，而九六年初將再 

有一名講師加入。 

未來發展計劃 

中大藥劑學系現致力改善教學及硏究質素，未 

來主要任務包括： 

(一）根據校外考試委員及學生的意見，鞏固及加 

強現有的本科課程； 

(二）籌劃於九六年開辦一項臨牀藥劑學的碩士課 

程，及一項哲學碩士課程； 

(三）策劃於九七年遷往中大基本醫學大樓； 

(四）加強藥劑硏究之質與量，務使學系發展成爲 

東南亞地區的優越藥劑學教育中心； 

(五）與香港各藥劑專業學會加強合作，激勵藥劑 

學學生及執業藥劑師在專業上精益求精。 

應充分發揮藥劑師專長 

目前，香港藥劑師的主要工作仍限於調劑及分 

配藥物；這顯然並非人盡其才。但隨著藥劑業在香 

港的迅速發展，藥劑師必將擔當越來越重要的角 

色。 

要提高藥劑專業的執業水準，原動力還需來自 

行業本身。中文大學藥劑學系作爲香港唯一的藥劑 

學學系，當竭力提供學術支援，協助制定和推行有 

效措施，使市民更了解藥劑師的角色，使其他醫療 

護理行業更明白藥劑師在藥物應用方面的重要性， 

以及使本地藥劑師有更佳及更多的繼續進修機會。 

當前本地藥劑業的發展令人鼓舞，惟業內人士 

亦抱實事求事之態度，深知在香港推行新槪念是極 

需要時間和耐心的。他們也淸楚了解，要盡快提高 

藥劑業的水平，必須迅速設計長期及短期策略。中 

文大學藥劑學系的學生，就是香港未來的藥劑師， 

他們將會爲實踐這些策略作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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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首批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閔建蜀教授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主任 

亞 太 經 濟 蓬 勃 　 帶 來 嶄 新 挑 戰 

科技與交通的進步縮短了世界各地之間的距 

離，同時加深了彼此的經貿關係。可以預見，廿一 

世紀的經濟環境將帶給企業行政人員更大的挑戰。 

世界三大經濟區域——北美、歐洲與亞太—— 

正逐漸朝一個全球經濟體系發展。而亞太地區在全 

球經濟中的地位上升，又給香港的企業人員帶來了 

新的機會。香港的經濟結構已經轉型成爲一個向本 

港、大陸與國際商業社會提供卓越服務的中心。香 

港公司的行政人員要勝任所扮角色，其管理知識與 

技能就必須更上一層樓。根據這一信念，中大在兩 

年前開辦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今年第一屆 

學生畢業。 

學 生 背 景 不 同 　 課 程 設 計 有 別 

中大早於一九六六年創辦兩年全日制工商管理 

碩士課程，十年後再開設三年制兼讀課程。兩項課 

程都十分成功。我們在此基礎上，發展了目前的行 

政人員課程。此課程的培養對象，是具有多年工作 

及管理經驗的人士，因此，課程設計與重點也就與 

前兩項不同。 

本課程的宗旨爲培養學員在現代管理環境中， 

承擔高層管理職責所需的知識與技巧，且著重提高 

分析與決策能力，增強公司的競爭優勢。有關香港 

如何利用其在亞太地區戰略位置的課題，亦爲本課 

程的討論要點之一。 

強 調 小 組 學 習 　 側 重 亞 太 問 題 

本課程有兩個特色。第一是強調小組學習法。 

全班分爲若干小組，每組不超過四人，成員來自不 

同的行業。課程的有關討論與報告皆由各小組負 

責，以培養團隊意識。透過這種學習方式，可創造 

一個理想的學習環境，讓小組內及小組間均可充份 

交流，切磋經驗。 

第二，課程設置以亞太地區爲中心，例如課題 

討論注重亞太區問題；而課程的講授除邀請本港高 

級行政人員外，亦盡量聘請不同地區的學者參與， 

上一學年便有來自台灣、南韓、新加坡、泰國及英 

國等地的學者授課。 

著 重 管 理 藝 術 　 培 養 高 層 通 才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與其他兩項工管碩 

士課程比較，有何獨特之處呢？我們歸結了下列六 

點： 

(一）此項課程較著重管理「藝術」的應用，包括如 

何適當使用客觀的「科學」方法。 

(二）學員需具備更高的資歷，並需由公司推薦與贊 

助。 

(三）課程始末各設一「住宿週」，第一個住宿週旨 

在讓學員增進彼此之了解及討論有關之管理課 

題。第二個住宿週在外地舉行，讓學員了解當 

地的商業環境與經營管理。首屆學員的第二次 

住宿週安排在北京，淸華大學管理學院提供有 

關的課程。 

(四）課程內容反映了亞太地區的文化、經濟及價値 

觀點。 

(五）課程偏重培養公 

司高層管理的通 

才知識與技能。 

(六）課程經常調整， 

以適應不斷變動 

的環境。 

人 才 乃 競 爭 之 本 

在今日的全球競 

爭時代，競爭焦點之一 
開課時的「住宿週」於沙田麗豪 

酒店舉行。學員在出席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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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人力資源的素質：誰能擁有高質素的隊伍，誰就 

具有競爭的優勢。 

我們希望本課程能對培養香港高層管理人才作 

出一些貢獻。而本課程的成功，既有賴我們的教師 

隊伍和優秀學員的共同努力，亦需要工商界的支 

持。在第一屆學員即將畢業的時刻，讓我們預祝他 

們前程似錦。• 

結業前的「住宿週」在北京舉行。閔教授與學員攝於清華 

大學。 

首批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畢業生 

陳步靑　福而偉融資有限公司副主席 

陳國輝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兼總編輯 

陳敏 建正建築師事務所/歐陸時尙有限公司 

董事 

陳秉光　中國國際信托投資（香港集團）有限公 

司副總經理（人事及行政） 

陳雪紅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高級經理 

陳偉成　開利（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維修） 

陳建業　迪偉嘉（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張偉雄 Gardiner-Caldwell Communications Ltd 

地區總裁 

蔡燕秋　美國喬斯國際（香港）有限公司高級採 

購經理 

周家德　開利（香港）有限公司部門經理 

馮漢威　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助理集團司庫 

何炳羲　亞洲玻璃水泥有限公司董事 

何瑞良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國際銀行系 

統協進部證券經理 

黃子龍　華潤百貨有限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 

葉美正　百事可樂國際集團（亞太區）高級財務 

經理（東亞區） 

林炎南　廣東省銀行副總經理 

劉根芝　法國再保險（亞洲）有限公司財務總監 

劉文邦　美國銀行財務風險管理副總裁 

李明威　遠東銘質工程有限公司技術董事 

盧綺華　瑞士山德士藥廠部門經理 

馬玉麟　美林集團副總裁 

莫家麟　香港地下鐵路公司管理發展經理 

吳榮添　摩托羅拉亞太有限公司市場經理 

單衞齡　香港演藝學院財務長 

蕭黎麗英　新寶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田向平　新中發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 

徐少群　新華銀行高級經理 

尹耀銘　怡和科技集團董事 

黃貴生　美國通用電氣國際公司財務及行政經理 

黃雪貞　雅芳化粧品有限公司（遠東採購辦事 

處）人力資源經理 

楊紹銘　得信佳電信有限公司中國業務部經理 

葉見強　萬國商業機器中國/香港公司資訊系統 

部主管 

余世雄　摩根士丹利亞洲有限公司稅務部副總裁 

趙斌 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 

副總裁 

閱建蜀教授 

• 一九六九年加入中大 

• 一九八二年任市場學教授 

• 一九八一至八四年及一九八七至九三年任工商管 

理學院院長 

• 一九九三年起任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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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大 學 獲 政 府 研 究 撥 款 六 千 八 百 多 萬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之硏究資助局公 

布九五至九六年度硏究撥款分配，本校共獲撥款 

六千八百二十四萬四千港元。 

資助局是年度之硏究撥款共二億七千六百 

萬元，其中六千三百萬元以直接資助形式撥予各 

院校開展成本少於二十萬元的硏究計劃，中大獲 

得一千四百九十萬元。 

資助局預留七百二十萬元供中央分配用 

途，以加強各院校之科硏設施；餘下二億零五百 

五十萬元則依遴選方式分撥各院校。本校共有一 

百一十二項硏究計劃取得撥款，資助金額共達五 

千三百三十四萬四千元。 

中大共提交硏究方案一百一十二項，成功 

獲取撥款之項目佔百分之五十三，而獲款額則佔 

總資助額百分之二十六。獲資助之硏究範圍包括 

行政、商科及社會硏究（十三項），文學及語言 

(四項），生物科學（九項），電腦、資訊科技 

及應用數學（十五項），教育（三項），電機及 

電子工程（八項），機械工程（一項），醫學 

(四十三項），物理科學（十四項）及純數學 

(兩項）。 

工 業 署 資 助 本 校 四 項 研 究 

工業署九五至九六年度「工業支援資助 

計劃」撥款一千五百餘萬，資助中大開展應 

用硏究，目的是開拓科技新領域，協助香港 

工業界發展。 

獲撥款之四項硏究計劃簡列如下： 

•開發診斷冠心病之試劑（1,900,000元） 

硏究統籌：生物化學系何國強博士 

•開發更簡易之香港成衣業電腦影像檢索系 

統（2,920,000元） 

硏究統籌：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金國慶 

博士 

•電子新聞媒體的軟件和硬件基礎設施 

(3,260,000元） 

硏究統籌：訊息工程學系張國偉博士 

•設立中藥及健康食品之品質控制實驗室 

(7,100,000元） 

硏究統籌：生物系畢培曦博士 

工業支援資助計劃於去年設立，旨在支 

持能加強本地製造業競爭力的硏究。九五至 

九六年度預算撥出的資助額達二億一千萬 

元，首輪獲資助的硏究共有三十一項。 

介 紹 三 項 研 究 計 劃 

本刊自九四年起，陸續介紹本校教硏人員成功 

申請硏究資助局撥款之硏究計劃，盡量以較平易之 

用語解釋硏究之目的、程序及成果。今期簡介硏究 

計劃共三項，刊於16至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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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息

醫管局研究基金撥款 

本校硏究人員獲醫院管理局醫療服務硏究 

基金撥款共二百八十六萬餘元，開展七項醫療服 

務硏究計劃： 

•殲滅幽門螺旋桿菌與重覆性消化潰瘍出血之關 

係（517,480元） 

主要硏究人員：內科學系沈祖堯博士 

外科學系鍾尙志教授 

•探討自然流產婦女接受藥物或手術治療對個人 

健康與醫療營運成本之影響及其社會代價：一 

項臨牀硏究（752,724元） 

主要硏究人員：婦產科學系鍾國衡醫生 

精神科學系李德誠醫生 

婦產科學系韓英士醫生（Dr. 
C.J. Haines ) 
精神科學系黃重光教授 

•婦女之健康問題與多重角色硏究（618,370元） 

主要硏究人員：心理學系張妙淸教授 

護理學系馬淑儀女士 

心理學系鄧素琴博士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陳兆儀博 

士 

•中年婦女骨質及其流失情況（607,420元） 

主要硏究人員：社區及家庭醫學系何陳雪鸚 

博士 

內科學系胡令芳教授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陳兆儀博 

士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梁秉中 

教授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陳秀雁女 

士 

•預防性子宮頸癌檢驗之功效：一項護理人員之 

個案硏究（236,610元） 

主要硏究人員：護理學系程思雅博士（D r . 
S.F. Twinn)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鄭任鳳琼 

女士 

•兒童哮喘及敏感症發病情況之跨國比較硏究 

(69,605元） 

主要硏究人員：內科學系梁宗存博士 

內科學系賴奇偉醫生 

•手部損傷之後果：一項跟進調查（60,000元） 

主要硏究人員：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熊良儉 

醫生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王韻娜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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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粤語之語法差異 

本地中學生學習第二語言遇到的問題 

Mary thought that Susan disliked herself. 

句中的herself指Mary，抑或Susan，還是兩人均 

可? 

What did Tom wash the pan after Mary fried? 

以(一)至(七)爲等級衡量此句是否準確〔(一) 

完全合乎文法，(七)完全不合文法〕，你給予哪一評 

級 ? 

上述兩個句子，取自兩份不同的問卷，用以測 

試本港學生在學習英語作爲第二語言的進程中，一 

些較易混淆和出錯的語法問題。 

本地學生主要通過有限數目的課堂學習英語， 

對於一些與其母語明顯不同的英語語法，到底他們 

能掌握多少呢？英文系葉彩燕博士及鄧慧蘭博士於 

九二年起，開展一項題爲「香港學生在正規學習環 

境裡英語語法能力的發展」之硏究，並獲取硏究資 

助局撥款三十六萬二千元。 

研 究 目 標 

此項硏究的對象爲某中學的二百七十名學生， 

以及少量大學一年級生。硏究人員發出問卷測試， 

內容圍繞兩個重點：對反身代詞(reflexive pronouns) 

的理解，和對特殊疑問句（wh-question)規範的掌 

握。 

受測試學生按英語程度分成三組：中二、中三 

組；中四、中五組；以及中六、中七和大一學生 

組。另加設一個對照組，由母語爲英語之人士組 

成。 

其實，不少外國學者曾對採用不同母語的學 

生，就上述語法範疇作過深入的硏究；而在香港這 

個以粤語爲主的語言環境，從事類似的硏究無疑有 

助提高英語教學質素。兩位硏究人員更希望藉此找 

出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及母語在學習第二 

語言時所起的作用。美國語言學者Noam Chomsky 

曾指出，普遍語法是人類學習語言的天賦本能，小 

孩子藉此在數年間便能純熟運用母語，無須課堂傳 

授。不過，大部分香港學生都不是在學習母語的同 

時學習第二語言英語的，那麼，當他們在學校學習 

英語時，普遍語法是否仍然產生作用？母語語法對 

他們的影響又有多大？硏究人員希望通過此項硏究 

得到更多的啓發。 

對 反 身 代 詞 的 理 解 

葉博士指出，硏究範疇與方案之設計是以近期 

語法硏究及英粵語比較語法硏究成果爲指導的。粤 

語與英語語法分別很大，香港人學習英語時，或多 

或少受母語影響而產生混淆。像篇首的句子，把它 

譯成粤語口語是「Mary以爲Susan好憎自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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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慧蘭博士（右）及葉彩燕博士（左） 

鄧慧蘭博士現於英文系教授語言學，她的 

硏究範圍包括語言學理論及第二語言之習得、 

課堂狀態及學用文法、課程發展及設計、語言 

測試理論及方法、香港手語文法等。鄧博士在 

英國愛丁堡大學專攻應用語言學，一九九零年 

獲頒博士學位。她是香港語言學會之執委。 

葉彩燕博士在南加州大學專攻應用語言 

學，一九八九年獲頒博士學位，旋即加入本校 

英文系任教。葉博士是《第二語言硏究》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及《語言學習》 

(Language Learning)兩國際期刊的評稿員，亦 

是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書籍評審員。近期出版 

專書兩冊，分別論述粤語語法及中國學生學習 

英語作爲第二語言。 

裡「自己」既可指Mary，又可指Susan。但英語則 

不一樣： 'Ma ry thought that Susan disliked herself.' 
句中的herse l f必定是指Susan，這是操粵語人士 

容易混淆之處。再看另一個關於「主語指涉」的例 

子：「Peter俾咗Paul 一張自己嘅相」。此例有別 

於上例，根據粵語語法，「自己」一定是指主語 

Peter ；而反過來，英語句子 ' P e t e r gave Paul a 
picture of himself.'中的himself亦可以是指其賓語 

Paul。 

對特殊問句結構的掌握 
硏究的第二部分，是測試學生普遍語法能力的 

其中一項，即在重組句子時識別語法錯誤的能力。 

中文把句子變爲疑問句時，句法變動不大，英語則 

不然。舉例說：從中文句子「你是誰？」可見，只 

需用問語字替代賓語便成問句；而英語問句語 

'Who are you?'就得把Who放在句首。一些中小學 

教師教導學生造特殊問句時，只吩咐他們把問語字 

移至句首。不少學生乃至教師都不知道，更改語句 

結構是受制於某些規限的，有些可作簡單的字序調 

動，有些則不可。硏究人員於是設計一份問卷，探 

討學生能否識別這類違反句子變動規則的語法錯 

誤。以下爲擇自問卷中之例句： 

John heard the news that Mary hated who? 
Who did John hear the news that Mary hated? 

受測試者需評核第二句是否合乎文法。 

研究結果及啓示 
硏究結果顯示，初學者對反身代詞的理解受粤 

語影響較大，而隨著英語水平的提高，大多數學生 

都能正確理解。不過，當反身代詞牽涉主語指涉 

時，即使英語程度較高，也未必能充分理解，粤語 

影響仍然強烈。 

至於掌握特殊疑問句語法規限的能力，硏究結 

果亦顯示會隨英語程度提升而增加。唯英語程度最 

高的測試對象的表現，總比不上以英語爲母語者。 

根據上述結果我們又可否作如下推論？ 

•在學習第二語言過程中，如遇到與母語有共同之 

處的語法問題（如反身代詞），母語語法之影響 

力會較大。（見諸學生往往以母語的主語指涉來 

理解英語。) 

•在課堂學習第二語言，普遍語法在某程度上仍然 

發揮作用。（見諸學生均能逐漸掌握英語之微妙 

特性，如特殊疑問句的句法規限，而此乃粵語語 

法所無者。) 

•普遍語法能力會隨年齡增長而下降。（無論受測 

試者英語程度如何高，其掌握語法微妙處的能 

力，還是比不上以英語爲母語者。） 

以上種種關於普遍語法和母語對第二語言學習 

所起作用之爭論，雖然仍未得出一致的結果，但可 

以肯定，以上硏究結果對深入探討這些問題有重要 

意義。 

此外，通過這項硏究，可讓教師了解，教授語 

言非如想像般容易，因爲教學課時有限，同時亦受 

客觀因素的干擾。若教師對語法變化中的細微特性 

有所認識，可使語言教學事半功倍。葉博士與鄧博 

士相信，如果把關於學習第二語言的硏究結果融入 

教師訓練的課程中，將有助提高英語教學的質素。 

本篇所述硏究之有關成果，已在本地及國際學 

術會議上發表，並將刊印出版。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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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測巨噬細胞的活動規律 

訊息如何在胞內傳遞？ 

人體由無數細胞組成。細胞 

受外來刺激而不斷活動——生 

長、分裂、分泌，直至死亡。如 

果能掌握細胞運作之過程及規 

律，便可預防和治療疾病，甚至 

推遲衰老，這一直是科學家的夢 

想。其中生物化學家已識別出很 

多誘發細胞活動的刺激物，但到 

底細胞如何感應這些外界刺激， 

並將之轉變爲各種化學訊息，導 

致不同反應呢？ 

訊 息 傳 遞 靠 信 使 

據硏究人員所了解，胞外 

「信使」諸如激素和各種生長因 

子撞擊細胞表面，誘發細胞表層 

分子——亦稱受體——產生變 

化，導致細胞內部產生某些物質 

如酶之類，稱爲第二信使。第二 

信使可激起胞內分子間連串的相 

互作用，強化胞內的傳訊系統， 

把某種訊息傳送至不同的部分， 

指揮細胞起動、調節，或終止不同的活動。（見圖 

一）若在訊息傳遞途中出現問題，細胞活動便會失 

控，因而產生各種疾病，諸如糖尿病、癌症、免疫 

功能丟失等。 

巨 噬 細 胞 

本校生化系李卓予教授及江紹佳博士多年來潛 

心硏究一種白血球細胞，稱爲巨噬細胞，其基本功 

能是幫助人體對抗各種致病體。顧名思義，巨噬細 

胞能迅速吞噬細菌，它亦會分泌一些物質去消滅細 

菌和癌細胞，或激發其他免疫細胞去做同樣的工 

作。因此，巨噬細胞在人體先天免疫系統和特殊免 

疫力中，舉足輕重。（見圖二）舉例說，淋巴細胞 

作用之一是消滅某些病菌，但事先必須依靠巨噬細 

胞作出識別及傳達訊息，才會行動。因此，醫療人 

員每每盡量避免使用會抑制或消滅巨噬細胞之藥 

物，以免擾亂人體自然抗病的過程。但目前科硏人 

員仍未能掌握巨噬細胞內的訊息傳遞過程。 

圖一 

胞外信使 

受體 

第二信使 

細胞質 
運作系統 

基因表達 細胞核 

細胞活動 

巨噬細胞的訊息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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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先天免疫力 

特殊免疫力 

圖二 

巨噬細胞 

探 索 支 配 巨 噬 細 胞 活 動 的 機 制 

生化系同人自八七年起已開始硏究細胞的訊息 

傳遞，且陸續獲得硏究資助局撥予經費支持，硏究 

成績更獲該局評爲「卓越」。李教授與江博士此項 

硏究，旨在檢驗支配巨噬細胞發育、激活及衰亡的 

機制，獲撥款一百二十九萬一千元，作爲兩年之經 

費（自九四年十月起）。 

前此，硏究小組已識別出多種能引發巨噬細胞 

活動的外界刺激物，並錄下不少胞內訊息傳遞的資 

料。根據這些硏究結果，他們假設巨噬細胞只利用 

極少量的「第二信使」發揮作 

用。而該等「第二信使」，乃透 

過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及配合， 

去加強其傳送訊息的功能。李教 

授與江博士專硏在不同傳送途徑 

中，空間與時間之關連。 

追 尋 鈣 離 子 的 「 旅 程 」 

在巨噬細胞內活動的第二信 

使中，李教授與江博士最感興趣 

的是鈣離子（Ca 2 +)。鈣離子是十分重要的中介物， 

其作用是激活其他酶，使細胞進行各種活動。它還 

有另一獨特之處：一般的第二信使完成其工作後， 

會被細胞所分泌的物質消滅或抑制，情形類似人體 

進行劇烈運動時，心臟跳動加速，以便輸送更多血 

液提供身體所需，但當運動完畢，心跳便會回復正 

常。然而鈣離子卻受特殊禮遇，細胞不會分泌物質 

消滅它。那麼，鈣離子自細胞釋放出來完成工作 

後，到哪裡去了 ？爲了追縱鈣離子的「旅程」，硏 

究人員首先得找出能顯現鈣離子的方法：他們把鈣 

江紹佳博士在本校主修生物化學，一九八九 

年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其後從事資深博士硏究， 

九一年返回中大生物化學系任講師。江博士之硏 

究興趣集中於以螢光及影像分析法探究巨噬細胞 

活動及細胞死亡時之生化程序。 

李卓予教授早年在加 

拿大卑詩省大學攻讀生物 

化學，一九六八年獲頒哲 

學博士學位。隨後在美國 

新英倫學院從事硏究及教 

學，七二年加入本校生物 

化學系，八五年一月出任 

該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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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當巨噬細胞遇上細菌，細胞内鈣離子之濃度會改變。圖中所示三個細胞之鈣離子水平明顯提高。 

離子與一種螢光指示劑化合，令其在激光照射下產 

生綠色螢光。再把巨噬細胞放在共聚焦顯微鏡下， 

從不同焦面觀察細胞。每個細胞不同焦面的數據都 

以數字形式儲存於電腦中，隨後再從庫存抽取所需 

資料，以繪畫細胞的立體圖。根據不同時間繪錄得 

的不同圖像，可追查鈣離子的活動情況：從哪裡釋 

出？「旅程」何時開始？以甚麼速度往哪裡走？ 

過往對巨噬細胞之硏究不多，因爲它們附於人 

體組織內，難以抽取或培養。李教授與江博士克服 

了這個困難，成功於動物腹腔抽取巨噬細胞；另外 

又利用試管培育巨噬細胞株作硏究。 

巨噬細胞的形成、生長、活動以至死亡，當中 

皆包含複雜的變化過程，如遇上細菌時，巨噬細胞 

內鈣離子的濃度改變（見圖三），垂死時，又會因細 

胞膜結構改變而衍生突出物（見圖四）。李教授與江 

博士的硏究，是要掌握巨噬細胞演變規律及訊息傳 

遞方法，協助醫療人員硏製及採用適合之藥物，激 

活巨噬細胞，增強人體的免疫及抗病能力。• 

圖四：正常與垂死巨噬細胞對照（焦面距離：一微米） 

正常細胞 

垂死的巨噬細胞——細胞膜出現變異的突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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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決定借貸及股息策略 

探討亞太地區企業的財務政策 

借貸和股息策略——分析 

公司財務的著眼點 

公司可藉借貸發展業 

務。若債務高，破產的 

風險自然也高，但這 

亦意味公司的增長 

機會也較大。另一 

方面，投資者往往 

根據公司股息水平 

衡量其業績和前 

景。股息高，乃顯 

示公司盈利情況比 

預期爲佳，亦即公司 

承擔的風險相應減少。 

故此，財務分析人員十分重 

視企業決策人員採用甚麼借貸 

和派息策略，因爲這些都是投資決定 

的重要考慮因素。 

不少專家曾對借貸和股息策略的變化規律作過 

多種解釋，但這些論點仍待驗證。即使在英美，儘 

管已有大量的硏究，仍未能得到確切的結論。資本 

市場在亞洲方興未艾，中國更是近年才成立股票市 

場。這類新興市場爲投資者提供了不少機會，但本 

身帶有很多不穩定因素，加上亞洲文化和經濟環境 

與西方大有迥異，西方發展的理論對這類市場更是 

不適用。會計學院辜飛南教授（Prof. Ferdinand A. 

Gul)遂致力硏究跨文化財務管理，並於九四年獲硏 

究資助局撥款四十二萬三千元，開展一項題爲「酬 

報計劃和管理成績表現決定因素之跨文化管理會 

計」之硏究，而硏究的第一個階段，是探討亞太地 

區公司的財務和股息策略，特別是大公司決策人員 

如何決定公司的借貸及股息策略。 

以「立約成本理論」爲研 

究之理論基礎 

辜教授之硏究分兩個 

方面：（一）日本、韓 

國和泰國上市公司的 

借貸和股息策略； 

(二）一般公司的 

財務策略。硏究顯 

示影響借貸決策的 

因素眾多，包括企 

業的規模、利潤水 

平、發展機會等， 

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 

程。這項硏究是根據經濟 

學之立約成本理論去分析各 

種問題，基本論點是：一家公司是 

法律上假設的整合體，它以契約關係制衡 

及連結個別有關人士。例如，債權人與股票持有人 

之間有著合約關係，規定一旦淸盤，所得款項要先 

還予債權人。如果能以財務契約平衡及控制債權人 

及股票持有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公司便可穩健發 

展，而它的價値也會隨之上升。 

簡言之，立約成本理論嘗試超越僅把公司視爲 

法人，而深入探討決策人員、債權人及股票持有人 

之間的關係。此理論假設公司決策人員總爲股票持 

有人設想，不惜損害債權人的利益；而此種關係最 

終影響公司所採的借貸和股息策略，以及其承擔新 

計劃風險的意欲。增長機會越高的公司，通常業務 

會較爲多樣化，致令其決策人員的活動更難監察。 

增長機會 

理論上，企業增長機會之多寡以其現有資產和 

整體價値來界定。現有資產於企業的整體價値所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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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飛南教授九零 

年到本校會計學系任 

客座教授，九一年獲 

委爲講座教授。加入 

中大前爲澳洲昆士蘭 

省格里菲思大學會計 

學講座教授。辜教授 

的主要硏究興趣在於 

行爲會計學，然近期側重鑽硏利用資本市場的 

數據，分析管理人員如何選擇企業財務政策、 

補償計劃及會計程序，以增加或減少企業之收 

入。辜教授現正指導五名博士生從事此方面之 

硏究。 

比例越低，表示發展空間越大，亦即企業的增長機 

會越高。投資者作投資決定時所考慮的，不單是看 

一個企業的現有資產，還需考慮其他因素，例如企 

業是否具可帶來高利潤的增長潛力。這些增長潛 

力，可以是擴張計劃、新產品，或資產收購。然 

而，硏究發現具高增長機會的企業，往往會出現低 

投資及資產替換現象。 

何謂低投資 

低投資意指企業決策人員通常不肯冒高風險作 

太多借貸，投資於發展項目；借貸數目往往不會超 

過現有資產的總値，以保障萬一投資失利，會有足 

夠的條件償還債務。雖然企業具有高增長機會（亦 

即現有資產比例較低），決策人員會爲股票持有人 

著想而決定不借錢開發有獲利潛力的項目，因爲如 

投資失利，公司整體利潤只會進了債權人口袋，股 

東毫無得益。解決低投資的方法之一，就是發行股 

票以籌集資本，而非靠借貸來支持企業的擴充。這 

樣，假如其他條件不變，相比之下，增長機會越高 

的企業，其借貸便越少。 

何謂資產替代 

基於同樣的利益考慮，倘若企業原先欠有債 

務，決策人員往往傾向以價値較穩定的資產去替代 

價値變化較大的資產作抵押，此所謂資產替代。債 

務既已由低風險資產作抵押，那麼從高風險資產所 

獲的利益便可悉數轉往持股人。然而，資產替代的 

可行性很大程度取決於企業現有資產數量。如果企 

業擁有眾多的有形資產如土地、建築物及機器，進 

行資產替代的機會便不會高，因爲這類資產的存在 

與價値容易爲外人如核數師所監察。只有在企業有 

較大的無形增長機會時，外界對其資產的監察才會 

比較困難，因而進行資產替代的機會也較大。由此 

看來，要是其他條件相若，具有較大增長機會的企 

業，會更傾向於運用資產替代的手法，而不會傾向 

於借貸。 

推論 

我們也可由此推論：有充足利潤但具低增長機 

會的企業，會有較高的派息水平。理由是現金回報 

比投資於沒有足夠回報保證的項目，對股票持有人 

較爲有利。因此，如果其他條件相若，增長機會較 

少的企業，會趨向於把更多股息分派給股票持有 

人。 

研究結果與未來發展 

辜教授從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二年太平洋地區資 

本市場（Pacific-Basin Capital Markets)資料中，抽 

取日本、韓國及泰國之數據來檢證上述理論。雖然 

三地經濟情況分別很大，但統計數據似乎證實了上 

述推論，特別是增長機會和借貸策略的關係；不 

過，增長機會與股息策略的相互關係卻並不明顯， 

在某些個案中，甚至沒有循預期方向發展。這可能 

是因爲硏究並沒有考慮某些主要變數。 

儘管如此，上述硏究結果有助辜教授初步了解 

影響企業決策的因素。因此，他準備再廣泛探討一 

系列變數對股息策略的影響。辜教授並希望擴闊硏 

究範圍，以他的分析方法評估增長機會及借貸策略 

如何影響會計策略與管理控制的選擇。硏究結果將 

有助了解公司決策人員如何決定會計程序及公司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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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素描

人類學系講師王鵬林博士 

王鵬林博士一九七七年畢業 

於北京外國語學院俄語系。隨後 

在中國空間技術硏究院從事科技 

文獻的翻譯工作。七八年進中國 

社會科學院硏究生院民族學系修 

讀碩士課程，主修語言調查硏究 

的理論和方法，對中國北方少數 

民族的語言和文化產生濃厚興 

趣。他於一九八一年取得碩士學位後，在中國社會 

科學院民族硏究所任助理硏究員。八七年獲美國東 

西中心獎學金，往美國夏威夷大學攻讀語言學博士 

學位，並於九三年畢業。 

王博士在民族硏究所任職期間，多次到各少數 

民族地區作田野考察，探究在中國這個多民族社會 

裡，少數民族是如何使用各自的語言文字，又是如 

何學習和使用漢語的。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曾在 

美國東西中心文化硏究所任實習硏究員和硏究助 

理，參與中國文化認同、中國兒童社會化等硏究工 

作。此外，並參與其他亞太區文化硏究，如文化的 

政治、民族認同及民族主義等硏究計劃。近年，王 

博士專心鑽硏認知人類學課題，諸如中國北方民族 

的官號、宗教術語、族稱、地名，以及在中國北 

方，阿爾泰和印歐間的文化語言接觸。王博士在中 

國和國際刊物上發表論文達二十餘篇。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講師劉雲輝博士 

劉雲輝博士於北京工業學院 

(現北京理工大學 )應用力學系 

修讀本科課程，一九八五年獲工 

學士學位。後負笈日本，先在大 

阪大學基礎工程學院攻讀機械工 

學科，一九八九年獲授工學碩士 

學位，再往東京大學工程學院專 

硏數理工程及訊息物理學，九二年獲哲學博士學 

位。 

劉博士於九五年初加入香港中文大學之前，曾 

在日本通商產業部工業技術院電子技術綜合硏究所 

任硏究員達三年，期間參與多項有關機械人的日本 

國家大型硏究。 

劉博士的硏究興趣在於機械人自動控制、運動 

規劃及機械智能，在這些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理論及 

實驗經驗。他目前專硏適用於日常生活的機械人的 

自適應控制及分散協調控制，有關的硏究成果，已 

發表於 I E E E Transactions等多種國際專業學報。 

劉博士是日本機械人學會會員，獲該會頒授一 

九九四年最佳論文獎。他亦是日本計測及自動控制 

學會會員，曾任該學會論文集編委。此外，劉博士 

是美國電機及電子工程師學會會員，多次參與該會 

主辦有關機械人、自動化及智能機械等國際會議論 

文委員會之工作。 

劉博士已婚，有一子。 

生物化學系講師D r . Georgia S. Guldan 
Dr. Gu ldan早年在美國威斯 

康辛大學主修動物學。畢業後曾 

往東南亞工作，期間對營養學產 

生濃厚興趣，遂返美往塔夫茲大 

學深造，主要硏究發展中國家的 

營養問題，先後於一九八五及八 

八年獲頒理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學 

位。其博士硏究乃關於孟加拉鄕村地區的產科教 

育、兒童喂養及家庭衞生習慣。 

加入中文大學之前，Dr . Guldan曾在亞洲發展 

中國家工作十八年。近五年半則獲塔夫茲大學營養 

學院派往中國成都之華西醫科大學，參加兩校開展 

的學術交流計劃，在華西從事硏究及教學工作。 

Dr. Guldan之教硏興趣包括調査硏究方法論、 

營養改善及教育策略、營養方針、鄉村兒童之生長 

問題、老年骨質疏鬆及髖骨折。目前正在本港及中 

國推廣營養學，且積極協助本地團體推行有關營養 

之工作。Dr. Guldan發表之學術專論約三十篇，散 

見於多種國際及中國學報，以及其他刊物。她並出 

版了一冊供中國爲人父母者使用之營養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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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Guldan，閒時喜愛各種戶外活動，如打羽 

毛球、騎自行車等。她亦喜歡學習語言。 

總 務 處 高 級 總 務 主 任 莫 柏 明 先 生 

莫先生在美國接受高等教 

育，本科學位主修管理學，後再 

攻讀財務學，獲工商管理碩士學 

位。他是美國特許會計師、特許 

內部核數師及特許管理會計師。 

莫先生從事財務及會計管理 

工作近廿年，經驗廣涉預算編 

製、審核、投資、基金管理、內部控制、庫存、成 

本計算、財務及稅務計劃、財務政策及系統、公司 

行政事務等。一九九五年一月加入中文大學之前， 

曾在政府機構、銀行及跨國公司擔任要職。 

莫先生現爲多個專業學會之會員，包括香港會 

計師學會、美國會計師學會及美國全國會計師協 

會。 

莫先生之公餘興趣偏好「懷舊」，他愛收藏古 

畫、古籍、舊歌、古董錶等，更珍惜老朋友。然 

而，他亦欣賞中大的新環境，願意接受新工作的挑 

戰。 

經 濟 學 系 講 師 莊 太 量 博 士 

莊太量博士一九六八年生於 

福建省惠安縣。五歲隨母親來港 

定居。一九八七年考進香港中文 

大學，主修經濟，九一年獲社會 

科學學士，同年赴美國羅契斯特 

大學深造，九五年獲頒博士學 

位，隨返母校經濟系任教。 

莊博士的硏究範圍包括計量經濟學理論、時間 

序列分析及多重結構性改變。他在美國攻讀硏究院 

時，已在學術期刊發表文章。他又曾應邀前往萊斯 

大學及倫敦經濟學院發表論文。 

新 聞 及 傳 播 學 系 講 師 魏 然 博 士 

魏然博士肆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先後於一九 

八四及八六年修畢英美文學及國際新聞本科課程， 

其後在中央電視台任記者及編導。一九八八年往英 

國卡迪夫之威爾斯大學專攻傳播學，翌年取得碩士 

學位。九零年九月，他轉往美國 

印第安納大學深造，主攻大眾傳 

播，副修工商管理，九五年獲頒 

博士學位。 

魏博士當硏究生時，曾贏取 

多項獎學金，包括英國文化協會 

獎學金、蔡萬霖獎學金、中國時 

報靑年學者獎學金等。 

魏博士之教硏興趣包括比較傳播制度、市場傳 

播及廣告、管理傳播及公共關係、媒體管理等。目 

前從事之多項硏究，均以台灣報紙媒體在政治轉型 

中的調適爲主題，並側重於傳媒在海峽兩岸關係上 

所起的作用。 

魏氏爲多個學術團體之成員，如國際傳播學 

會、中國傳播學會及美國中西部公共輿論硏究學 

會。 

魏博士公餘興趣甚廣，愛與夫人一起欣賞音 

樂、收集書籍及散步。 

宗 教 系 講 師 盧 龍 光 博 士 

盧博士在香港出生，一九七 

三年於台灣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 

完成理學士課程，並先後於一九 

七六及一九八八年取得香港中文 

大學神學碩士學位及英國達咸大 

學哲學博士學位。 

盧博士七六年修畢神學課程 

後，即加入香港循道衞理會工 

作，並於七九年被按立爲牧師，在油麻地循道衞理 

會九龍堂擔任助理牧師，兩年後獲派往柴灣負責教 

會在該區之工作。盧牧師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曾擔 

任多個運動之發言人，包括「反對兩巴加價運 

動」、「爭取興建東區醫院運動」、「港人救 

港」、「我愛香港運動」等。盧牧師完成博士論文 

後’在灣仔之「紅磚禮拜堂」擔任主任牧師，期間 

建議及推動重建該堂之工程。 

盧博士應崇基學院神學董事會之邀，自九五年 

八月一日起擔任宗教系講師及神學組主任。 

中大神學組乃本地大學中唯一的神學教學單 

位。盧博士將致力加強神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促 

進世界各地華人社會的文化發展。他希望認識有興 

趣結合神學作跨科硏究之學者，以便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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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 

校董會消息 

校董會副主席 

大學校董會推選梁定邦先生出任校董會副主 

席，接替孔祥勉博士退休之空缺，任期兩年，由一 

九九五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梁定邦先生爲御用大律師，現任香港證券及期 

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主席，於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七 

日起獲大學監督委任爲大學校董。 

新任校董 

•周文軒博士獲新亞書院校董會推選，繼唐翔千先 

生出任大學校董，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五年四月 

十六日起生效。 

周博士爲南聯實業首席常務董事和海南發展 

的主席，現任本校新亞書院校董會副主席，平素 

熱心社會服務，歷任許多慈善團體的總理或顧 

問，並設立基金數項，促進教育事業和推動學術 

硏究。 

•藝術系講座教授兼文物館館長高美慶教授獲新亞 

書院院務委員會推選，繼金聖華教授出任大學校 

董，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五年四月廿七日起生 

效。 

•利德蓉醫生獲崇基學院校董會推選，出任大學校 

董，任期由一九九五年七月一日起至一九九八年 

二月十日止，以接替孔祥勉博士。 

利德蓉醫生自一九八四年起出任崇基學院校 

董。她是牛津大學St. Hilda's College之榮譽院 

士，又爲羅德獎學金遴選委員會成員及香港保護 

兒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並爲利希愼置業、希愼 

興業等多家公司之董事，以及利希愼基金之執行 

秘書。 

•下列人士獲大學教務會推選/再度推選，出任大學 

校董，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五年八月一日起生 

效。 

•政治與行政學系關信基教授（連任）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李川軍教授（連任） 

•建築學系李燦輝教授（新任） 

校董會委任 

大學校董會委任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陳啓明教 

授爲大學輔導長，任期一年，由一九九五年八月一 

日起生效。 

大學成員及校友獲殊榮 

•校董會主席利國偉爵士獲香港公開進修學院授予 

榮譽工商管理博士學位，頒授典禮將於十二月舉 

行。 

•高錕校長分別獲北京大學及淸華大學聘任爲名譽 

教授。兩校均表揚他開創光纖通訊科技，促進高 

等教育發展，拓展香港與國內院校交流，貢獻良 

多。 

•聯合書院校董陳普芬博士和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陳啓明教授名列六月公布的英女皇壽辰授勳名 

單，分別獲頒英帝國員佐勳章和英帝國官佐勳 

章。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胡德佑教授獲選爲澳洲及新 

西蘭麻醉科醫學院顧問委員。胡教授爲該院首位 

在澳洲境外工作而獲此殊榮的院士，亦是首位亞 

裔人士榮膺此項職銜。 

•華人物理學會最近授予本校物理系校友孫緯武教 

授一九九五年度物理硏究優秀靑年獎，表揚他在 

重力理論的傑出貢獻。 

孫教授爲本校七八年畢業生，現任聖路易斯 

華盛頓大學副教授。 

華人物理學會每年從各地華裔年靑物理學者 

中選拔成就最傑出者，授予物理硏究優秀靑年 

獎。該獎項之評審爲朱經武教授、李政道教授、 

沈呂九教授、顏東茂教授和楊振寧教授。 

新任學院院長 

下列人士獲選或再度獲選爲學院院長，任期三 

年： 

•李國章教授再度獲選爲醫學院院長，由一九九五 

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張妙淸教授獲選爲社會科學院院長，由一九九五 

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何秀煌教授再度獲選爲文學院院長，由一九九五 

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簡訊 25 



聯合書院校董會消息 

岑才生先生獲推選爲聯合書院校董會主席，接 

替何添博士；何博士則獲推選爲聯合書院永久校 

董。另張煊昌博士獲選接替岑先生，出任校董會副 

主席。 

何添博士一九六四年起出任聯合書院校董，九 

一年獲選爲校董會主席。岑才生先生於一九六三年 

起加入該院校董會，九一年獲選爲副主席。張煊昌 

博士則於一九七八年起加入聯合校董會，現爲該院 

校友會會長及中大校董。 

新設課程 

大學由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起增設下列碩士及 

證書課程： 

•預防醫學碩士學位課程 

•計算機科學理學碩士學位課程 

•中文電腦證書課程 

•中國營銷管理證書課程 

•產前超聲波訓練證書課程 

講座 

偉倫訪問教授講座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Prof. Mark 

Rosenzweig九五年四月十二日主講「教育投資回 

報爲何可觀？」。 

•美國密西根大學心理學講座教授Prof. Richard E. 

Nisbett九五年九月八日主講「推理之法則」。 

•日本東京大學數學工程及訊息物理學講座教授甘 

利俊一教授九五年九月十八日主講「電子計算和 

大腦」。 

講座教授就職演講 

內科學系胡令芳教授九五年六月九日主講「延 

年益壽」。 

學術會議 

•教育學院於九五年四至六月間主辦下列硏討會： 

•四月十四日舉辦「小學教育的創新與反思」硏 

討會。是次會議由香港初等教育硏究學會協 

辦。 

•五月廿七日舉辦「香港師資培訓的反思」硏討會。 

•六月一日舉辦「如何提高香港學生語文程度」 

硏討會。 

•本校香港亞太硏究所與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 

學系及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於九五年四月廿七至 

廿九日合辦第二屆華人社會社會指標硏討會。 

•課程與教學學系於九五年四月廿九日舉辦中文教 

學硏討會。 

•歷史系於九五年五月四至六日主辦中國海關史第 

三次國際學術硏討會。是次會議由文學院及蔣經 

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 

•體育運動科學系與廣州體育學院於九五年五月十 

一至十三日合辦國際硏討會，探討東亞靑少年體 

育運動的管理策略。 

•崇基學院於九五年五至六月間主辦下列硏討會： 

•五月二十日與香港亞太硏究所性別硏究計劃合 

辦第五屆兩性角色交流會，主題爲「婦女健康 

面面觀」。 

•五月廿五至廿八日與地理系及中國海外地理訊 

息系統學會合辦「遙感、地理訊息系統及全球 

定位系統的理論和在持續發展與環境監測中的 

應用」國際學術會議。 

•六月廿一至廿三日與心理學系合辦亞洲社會心 

理學會成立大會。 

•訊息工程學系於九五年五月廿七日舉辦硏討會， 

向三十間中學的師生介紹香港教育資訊網絡。 

•本校於九五年六月間主辦下列硏討會： 

•六月三日舉辦「資訊科技：香港邁向新工業」 

公開講座暨硏討會；著名電算科學家哈佛大學 

孔祥重教授主講「資訊科技對教育及工程硏究 

與發展的影響」。是次會議由美國國家科學院 

贊助。 

•六月三日及四日舉辦國際瘢痕硏討會。 

•六月十九至廿三日協辦第二屆亞太區內鏡外科 

會議。 

•六月廿六至三十日舉辦第十屆集成光學及光纖 

國際會議。 

•數學硏究所及數學系於九五年六月五至九日合辦 

「控制論及資訊工程會議」。 

•當代中國文化硏究所於九五年六月七至九日舉辦 

「中國近代歷史的社會學闡釋」硏討會。 

•化學系於六至七月間爲國內年靑硏究員舉辦開放 

實驗室計劃，第一期「單晶X光結構分析」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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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生物分子的核磁共振」講習班先後於六月 

十七日及七月卅—日開講。 

•眼科及視覺科學系於九五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三 

日舉辦「眼科及視覺科學新挑戰」國際硏討會。 

•香港教育硏究所於九五年七月一日舉辦「雙語教 

育：何去何從」硏討會。 

•建築學系於九五年八月七至十日舉辦中國建築史 

國際會議，並於會議期間在古物古蹟辦事處展出 

該系師生的粵閩民居考察硏究成果。 

更改名稱 

•電子計算學系於一九九五學年度開始，改名爲計 

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 

•文物館原英文名稱 'A r t Gal lery '，已改爲'Art 
Museum'。 

九四新生調查結果 

本校學生事務處每年均進行新生狀況調查，以 

掌握資料，俾大學有關部門提供更切合學生需要之 

服務。九四年度調查經已完成，二千八百零二名全 

日制本科新生中，交回問卷者二千七百三十三人， 

回應率達百分之九十七點五。 

調查結果顯示，大學近年收錄之新生，年齡趨 

向較大。九四至九五年度新生之平均年齡爲十九點 

四歲，比上年度大零點四歲，比九零年度更長一點 

一歲，四年來一直上升。這種趨勢，主要是由於近 

年錄取中七生的人數增加；且新生之中，亦包括了 

一些非首次申請入學者。此外，本年度爲十六年來 

第三次出現一年級女生之平均年齡比男生大：女生 

爲十九點六歲，男生爲十九點四歲。 

就經濟背景而言，家庭收入較低者仍然佔新生 

之大多數。本年度新生家庭月入中位數爲一萬三千 

四百一十一元，比上年度微增百分之零點六。而家 

庭每月總收入低於六千元者佔百分之七點八。此種 

情況，足以說明何以本年度申請政府及大學資助的 

學生人數大幅增加。 

調查結果又顯示，如果以父輩的教育程度爲基 

準，有八成半新生爲其家庭中第一代大學生。新生 

的母親之中具專上學歷者只佔百分之七。 

至於語言能力之自我評估，自覺英語口語能力 

不足的新生佔百分之廿三點五，而對運用普通話缺 

乏信心者更佔百分之七十二點三；這說明大學加強 

學生語言訓練的措施實屬必要。 

是次調查的內容，尙包括新生的一些心理特點 

及他們對大學生活的期望。大部分回應者表示有信 

心適應大學生活之餘，亦預料要面對不少挑戰，包 

括來自課程的要求、適應大學的教學方法，以及理 

解英文教材的困難等。 

至於畢業後的職業選擇，最爲一般新生垂靑的 

四類行業依次爲行政/管理、教學、硏究，以及電 

腦。而攻讀專門學科如會計、醫科及社會工作的新 

生，則往往選擇與他們所學有關的專業。 

新亞紀念錢穆先生百齡冥壽學術活動 

新亞書院九五年五月紀念創辦人錢穆先生百齡 

冥壽，舉行一連串學術活動，邀約錢先生門生、朋 

友及著名學者四十餘人，聚首中大，回顧和討論錢 

先生的學術成就和思想。 

硏討會於五月十一至十四日在祖堯會議廳舉 

行。出席學者來自美國、日本、澳洲、中國、台 

灣、澳門及香港。他們在會上發表論文，深入討 

論，氣氛熱烈。大會並於十一及十四日晚上，假尖 

東科學館演講廳舉行兩次公開講座，由何茲全教授 

談「錢穆先生的史學思想」，杜維明教授論「人心 

與天道：儒家的終極關懷」，余英時教授講「文化 

認同與中國史學——從《國史大綱》『引論』談 

起」，許倬雲教授述「從世界歷史看中國歷史」， 

出席者甚眾。 

此外，新亞書院在五月中旬假許氏文化館舉行 

爲期兩週之小型展覽，展出錢先生著作、與友好及 

門人來往的書簡、照片及手稿等。 

「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會」的活動經費由唐翔 

千先生和台北《聯合報》贊助。 

聯合書院訪問學人 

柏克萊加州大學藝術史榮休教授高居翰教授 

(Prof. James C a h i l l )應邀於三月下旬訪問聯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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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出任該院之到訪傑出學人。 

訪問期間，高教授以宋、明、日本江戶詩意畫 

爲題，舉行四項公開講座。 

港京學術交流 

•北京淸華大學師生團於九五年三月廿七日至四月 

二日再度訪問聯合書院，參加該院「第六屆萌芽 

學者學術交流計劃」。 

訪問團一行八人，由該校學生處處長劉裕品 

副教授帶領，以「中國城市建設與現代化」爲題 

開展專題硏究，並與聯合師生舉行硏討會。 

此外，訪問團亦獲安排參觀屯門區議會、土 

地發展有限公司、香港地下鐵路公司、新機場工 

程統籌處及其他大學。 

•聯合書院萌芽學者學術交流團於五月廿四日至六 

月一日報聘淸華大學，期間曾到訪北京大學、人 

民大學行政學院和北京國家公務員法規司，搜集 

公務員制度及人力資源管理的資料，與二百名淸 

華師生硏討。 

•上海大學及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三十多位師生於七 

月十七日至廿四日訪問新亞書院，參加「香港及 

兩岸大學生互訪計劃九五」，並出席亞太經濟發 

展硏討會，交流經驗。 

本校向國際展示環保新發明 

本校應香港工業署邀請，參加九五年四月三至 

八日的漢諾威工業展，展出一項處理有害染料的新 

發明：利用兩個新品種的細菌H-12和W-3，分別 

對付藍靛和硫化黑這兩種染料。 

發現 H - 1 2和 W - 3者爲本校生物系麥繼強教 

授。藍靛和硫化黑主要用以漂染藍色和黑色騾布， 

布料經漂染後，尙要經「石磨」步驟以製造褪色效 

果，而整個過程完成之後，殘餘的化學物質不溶於 

水，排出大海會嚴重危害海洋生態。H-12用酵素迅 

速分解藍靛，溶解物不會損害海洋環境和海洋生 

物；W-3則以「生物吸附作用」吸取硫化黑，並回 

收貴重的化學副產品——硫代硫酸鈉（大蘇打）。 

漢諾威工業展爲歐洲一年一度的工業界盛事， 

今年的展出單位達六千八百個，來自六十個國家。 

設計程式檢驗電腦晶片運算之準確性 

數學系鄧平德博士最近應美國Intel公司之邀， 

提供專家意見，以解決其產品Pentium在運算除數 

時所出現的問題。 

Intel爲著名之電腦晶片製造商，九四年十月 

Pentium被發現有瑕疵而導致除數計算錯誤後，曾引 

起很大轟動。該公司一方面爲用戶免費更換晶片， 

另方面要爲未便立刻更換晶片的用戶，提供有效之 

檢證辦法，確保計算無誤。 

鄧博士連同其他專家，已成功設計一項檢驗程 

式，用以查核Pentium晶片計算除數的準確性。用 

戶一旦發現有出錯可能，便可及時用軟件替代晶片 

作運算。 

本校獲捐助五十萬元訓練中國病理科醫生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最近獲霍英東基金捐助五 

十萬元，設立獎學金計劃，每年培訓四至五名中國 

病理科醫生。 

該系特成立專責小組處理培訓事宜，由吳浩強 

教授擔任小組召集人。病理科是一門重要的醫學科 

目，有助了解疾病的成因，讓病患者得到適切的診 

斷與治療。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近年積極協助培訓中國病 

理科醫生，是次成立「霍英東中國病理獎學金」， 

將可推動較全面的訓練計劃。未來三年，培訓小組 

會到國內重點醫學院，挑選一些優秀的年靑病理醫 

生或講師，到中大受訓，爲期半年至一年不等。訓 

練重點包括外科病理診斷、屍體解剖及細胞診斷。 

該計劃亦會資助國內資深醫生到中大作短期交 

流，加強他們對病理實驗室組織管理、病理電腦程 

序、病理教學及培訓計劃等方面的認識。 

美國工管研究生來港取經 

根據本校與美國匹茲堡大學一項合作計劃，匹 

大三十三名工商管理碩士學生於九五年四月到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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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亞洲高級管理課程——「亞太區新挑戰：香港 

與中國」。 

該課程由本校亞太工商硏究所舉辦，旨在促進 

學員認識香港及亞太區的工商業前景和管理運作。 

爲期四天（四月十七至二十日)之課程，包括 

講座及小組討論，除由本校商學院講師授課外，並 

邀請五位工商界資深行政人員講述本港工商管理的 

實際運作。此外，學員又獲安排到東莞的中外合資 

機構實地考察一天，以探討中國的經濟趨勢。 

校園公益行壽獲善款百二萬 

本校評議會與香港公益金於九五年三月廿六日 

合辦之「中大校園公益行」慈善步行籌款，經結算 

共籌得一百二十萬港元，其中半數撥捐香港公益 

金，四十萬元用以資助本校音樂系購置音響設備， 

二十萬元則撥捐兒童癌病基金，資助威爾斯親王醫 

院兒童癌病服務經費。 

支票遞交儀式於六月二十日在富麗華酒店舉 

行，由中大署理校長金耀基教授主持。中大評議會 

主席李金鐘先生則致送紀念品予「中大校園公益 

行」的贊助人及贊助商。 

體育領袖訓練營 

本校與香港康體發展局於七月合辦「一九九五 

運動領袖訓練營及工作坊」，培育中學生的領袖才 

能，以推廣本地的體育活動。受訓學生逾九百名。 

展覽 

生物技術展覽 

生物化學系師生獲政府工業署贊助，於五月二 

十及廿一日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三期，舉辦「生物 

科技於工業上之應用」展覽，介紹香港食品工業、 

環保和醫藥的最新發展。 

是次展覽強調生物科技與生活息息相關。例如 

透過遺傳工程改變蕃茄和荔枝的脫氧核糖核酸序 

列，可延長它們的保存期；又如利用「脫氧核糖核 

酸指紋法」科技，可分辨野生和人工種植的人參； 

若將胰島素的脫氧核糖核酸序列植入細菌內，可大 

量生產胰島素，使無數糖尿病人受惠。其他高科技 

項目尙包括保存胚胎、快速複製植物、淸除石油污 

染、生產低脂肪食品等。 

藝術系年展 

藝術系於六月十至十四日假香港大會堂高座八 

樓展覽館舉行九五年展，展出該系各級學生豐富多 

姿的作品，有書法、國畫、油畫、水彩畫、素描、 

版畫、雕塑、陶塑、塑膠彩等。 

文物館徐氏藏品展 

文物館與徐氏藝術基金合辦展覽，於七月八日 

至十月八日在文物館之西翼展覽廳舉行「文物粹珍 

——徐氏藝術基金藏陶瓷靑銅器選」，並由港督彭 

定康先生伉儷和徐展堂博士主持剪綵儀式。 

展品共百餘項，以 

中國歷代陶瓷爲主， 

包括新石器時代彩 

陶、漢代釉陶、唐 

三彩、宋代各地名 

窰、元明淸靑花瓷 

器、明淸單色釉和 

彩瓷等，可以綜觀中 

國陶瓷藝術的時代風格 

演變及高度成就；另輔以商代 

至戰國時期的靑銅器，紋飾豐富， 

鑄製精良，亦可槪見中國靑銅文化的非凡造詣。 

徐氏藝術基金由本港著名企業家徐展堂博士創 

立，其中國陶瓷藏品精美豐富，聞名遐邇。口 

元青花模印 

花弄庭園圖大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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