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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一九九零年一月 

大學第卅九屆畢業典禮 
一千三百多名畢業生獲頒學士學位 

大學十二月七日於校園擧行頒授 

學士學位典禮。當日天氣良好，陽光 

普照，不少畢業生回到校園，即披上 

學士學袍，手抱鮮花，與同學及家人 

合拍畢業照。百萬大道四周充滿節日 

氣氛。本年共有一千三百四十五名畢 

業生獲頒學士學位，計有文學士三百 

零九名，工商管理學士二百七十一名， 

內外全科醫學士一百零一名，理學士 

三百一十五名，及社會科學學士三百 

四十九名。 

畢業典禮於下午三時開始，港督 

兼大學監督衞奕信爵士親臨主禮，港 

督夫人亦陪同出席。先由大學校長高 

錕敎授致辭，再由各學院院長介紹畢 

業生逐一上台行禮，典禮於下午四時 

十五分左右結束。會後來賓及家長繼 

續在校園享用茶點。不少畢業生更互 

述畢業後狀況，並與老師合照留念。 

至五時左右，人羣才陸續散去。 

高錕校長講辭撮要 

‧改良學分制　‧推廣對外聯繫 

‧設立研究所　‧行新人事政策 

高錕校長於畢業禮講辭裡闡述了 

大學最近幾項重要工作和新政策。第 

一項是繼續改良學分制，設計有更大 

靈活性的新課程，以栽培不同才具能 

力的學生。第二是加强與海內、外學 

術及工商機構的聯繫，以爭取更多學 

術交流及合作硏究的機會。第三是設 

立全港第一所生物科技硏究實驗所和 

工業生產設施，以協助香港開拓建基 

於生物科技的新工業。第四是施行新 

的人事政策，以更具彈性的僱用條件 

和獎勵計劃汲納及挽留人材。在推行 

各項工作的同時，大學會繼續全面發 

展硏究院課程，增加硏究生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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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消息 

敎務會通過靈活學分制 

敎務會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會議 

上，通過由九一年九月起實行靈活學 

分制，容許學生按能力及程度決定學 

習進度，在三至六年內完成學業。 

實行新制後，中七入學的學生可 

獲豁免部分學分，並可於三年內畢業， 

他們亦可自由選擇以四年時間完成課 

程。其他學習能力特佳之學生則可根 

據其學業成績，申請修讀暑期班，加 

快學習速度。不論修讀年期長短，各 

學系都會遵照嚴格標準審核學生程 

度，以維持敎育質素，務使畢業生達 

到一定的專業及學術水平。 

大學將會修改則例，以配合大部 

分中七入學生能以三年時間畢業的措 

施。校方亦會加强輔導，協助學生選 

課及應付考試，使學生能在新制度下 

獲得最大裨益。 

本校於八五年開始採用學分制， 

經過是次全面檢討，制度將更富彈性， 

不但能適應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更 

會方便大學與本地及國際學府的交 

流。 

第四屆國際內視鏡療法示範 

本校於去年十二月五日至七日與 

香港消化系內視鏡學會合辦第四屆國 

際內視鏡療法示範，在沙田威爾斯親 

王醫院擧行，目的是推廣內視鏡療法 

的技術。兩百多位來自三十多個國家 

的醫生透過閉路電視看到專家的現場 

示範示範項目包括膽管取石術、急 

性膽管閉塞導流術，食道靜脈曲張硬 

化治療術、食道癌人工食道、胃潰瘍 

出血注射術等，其中最爲矚目的是經 

過子母鏡的膽道碎石法。示範完畢， 

各國代表更在硏討會上交流最新的內 

視鏡治療經驗及心得。 

威爾斯親王醫院的腸胃內、外科 

醫生於一九八四年合作成立內視鏡檢 

查組，在爲病人服務之餘，更對內視 

鏡療法的硏究不遺餘力，不少以往必 

須施行外科手術的病例，現在都可用 

內視鏡治療而毋須開刀。 

廿四小時藥物及毒品諮詢服務 

臨牀藥理學系於一九八九年十二 

月五日召開記者招待會，宣佈自當日 

起，其屬下之藥物及毒品諮詢中心爲 

全港醫護人員提供廿四小時緊急諮詢 

服務。該中心成立於八八年一月，但 

以往只在辦公時間內爲醫生、藥劑師、 

護士及牙醫等提供有關的藥物及毒品 

資料。開展廿四小時服務後，中心之 

日間工作由兩位臨牀藥理學硏究小組 

的護士負責，並由四位醫生從旁協助， 

他們均爲臨牀藥理學及毒物學專家， 

而且積極參與威爾斯親王醫院之內科 

診症及敎學工作。中心廿四小時有醫 

生當値，遇有緊急情況，可利用流動 

無線電話與之聯絡。 

藥物及毒品諮詢中心設有一個商 

用藥物及毒品的電腦資料庫，內存超 

過四十六萬種物質的資料。化學病理 

學系及中藥硏究中心亦分別協助提供 

所需的藥物分析和中藥諮詢。中心的 

經費則由一間藥廠贊助。 

諮詢中心的電話是：六三五一一 

一一(星期一至六辦公時間內），及 

零五四八三零四八四（廿四小時緊急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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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出版書籍獲獎 

大學出版社參加香港出版學會及 

香港印藝學會合辦的「一九八九年香 

港印製大獎」比賽，贏取封面組六個 

獎項中之三項，包括最高榮譽大獎。 

獲獎書籍均爲英文書。獲得印製大獎 

的是《戴望舒：一位中國現代詩人的 

一生及其詩歌》 ( D a i Wangshu: The 

Life and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獲得優異獎的兩本書是 

《八十年代的中國現代化》(China: 
Modernization in the 1980s)及《中 

國語言及碑銘研究論文集》(Paper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Epigraphy)。 

此外，由大學出版社協助製作的 

英文書《點石齋畫報選》(Vignettee 

from the Chinese) 亦在「印製大獎」 

的書籍組比賽中獲得優異獎。該書爲 

《譯叢文庫》 ( R e n d i t i o n s Paperback) 

的單行本，由大學之翻譯研究中心出 

版，製作精美，是《譯叢》編輯委員會 

及中大出版社製作部之心血與成果。 

除「印製大獎」外，在由香港市 

政局及香港貿易發展局合辦的「一九 

八八年度香港最佳印製書籍獎」比賽 

中，大學出版社爲中國文化研究所出 

版的一套共九册的《近代名人手札眞 

蹟》獲選爲十本最佳印製的中文書籍 

之一。據市政局發言人稱：是次比賽 

的得獎作品是從七千多種書籍中挑選 

出來的。中大出版社能獲得獎項，正 

顯示該社在書籍製作和設計方面皆有 

卓越的成績。 

中大出版社設計及製作部由製作 

經理馬桂鴻先生負責，協助製作工作 

的專業人員包括製作主任李智偉先 

生、封面設計員賈楊美寶女士、吳劍 

業先生及鄭錦橋先生。出版社獲獎書 

籍的編輯工作則由稿務編輯何鎮中先 

生及助理編輯朱王建慧女士負責。 

裘槎基金會捐款二百萬元支持生 

物科技硏究 

本校最近獲裘槎基金會捐贈二百 

萬港元，資助生物科技學講座敎授兼 

香港生物科技硏究院院長林文傑敎授 

進行一項硏究，題爲「神經遞質高親 

和力攝入系統的遺傳重建」。 

該項硏究將在香港生物科技硏究 

院的臨時院址，即邵逸夫夫人樓進行。 

硏究小組成員除本校科硏人員外，尙 

包括本港其他機構及中國大陸的科學 

家。 

他們會將特定的人類基因移植於 

小鼠的成纖維細胞內，用遺傳工程技 

術造成細胞系，以了解各種腦功能如 

視覺、學習及記憶等的細胞作用過程。 

該種細胞系亦可協助尋找某些腦病及 

心血管病的新藥物。這是本港首次利 

用人鼠轉基因細胞系來硏究神經系統 

的訊息處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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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獲贈捐款二 

十萬元 

本校最近獲容氏基金捐贈二十萬 

港元資助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兩項計 

劃，其中十五萬元撥予由該系管理之 

兒童義手診療所，用以添置十具電子 

義手。該診療所設於威爾斯親王醫 

院，於一九八七年成立，係本港首間 

及唯一能爲傷殘兒童提供義手服務之 

診所，過去兩年已爲十五名上肢缺陷 

之淸貧兒童成功裝配電子義手。 

其餘五萬元捐款則用以安裝超低 

溫冷藏庫於威爾斯親王醫院手術室， 

貯藏由股骨斷裂之病人身上切除之斷 

骨，留待移植他人之用。 
配上義手的女童 

「進入廿一世紀的輔導」國際硏 

討會 

中大敎育學院、三藩市州立大學 

及日本鳴門敎育大學於上月廿九至三 

十日假尖東富豪酒店擧行「進入廿一 

世紀的輔導」國際硏討會。開幕典禮 

於廿九日擧行，由大學校長高錕敎授 

致開幕辭。 

硏討會旨在探討美國與亞洲輔導 

的最新發展，及政治、經濟、文化和 

婦女角色轉變等有關問題對未來輔導 

發展的影響。一百六十多位來自美國、 

日本、台灣、新加坡、加拿大、澳洲 

與本港的專業輔導人員、心理學家， 

和社會工作學者於硏討會中發表論文 

及交流經驗。 

王澤森國際外科硏討會 

由外科學系主辦之第一屆王澤森 

國際外科硏討會，於十二月八至十日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擧行。是次硏討 

會主要目的是推廣外科敎育。來自二 

十多個國家，包括英國、美國、加拿 

大、澳洲、新西蘭、印度、中國及東 

南亞等地的一百七十多位外科醫生及 

專家，在會上就頭頸外科及肝臟外科 

交流經驗，而甲狀腺癌及膽石的最先 

進療法、肝癌、鼻咽癌及化膿性膽管 

炎更是硏討之重點。此外，尙有知名 

學者主持座談會，討論有關外科的敎 

育、實踐及硏究等問題。 

硏討會由本地知名敎育家王澤森 

先生贊助，故硏討會以之命名，以表 

示對王澤森先生之感謝。 

高錕校長參加國際會議 

高錕校長去年十月以瑞典皇家工 

程學院海外會員身份參加該會一九八 

九年度周年會議。會議於瑞典斯德哥 

爾摩擧行，主題是「科技全球性的發 

展與伸延」。會後高校長及夫人更參 

加由瑞典國王及王后作東道的周年晚宴。 

十一月底，高校長應新加坡陳家 

庚基金邀請，主持兩次講座’題目是 

「過度充裕的結果一訊息密集社會與 

科技的關係」。十二月初，高校長更 

代表香港高等院校赴吉隆坡參加由東 

南亞高等學府協會主辦之學術會議， 

題爲「九零年代的高等敎育」。 高校長伉儷與瑞典國王（右一）及瑞典皇家工程學院院長（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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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社/會/服/務/國/際/ 

＊藥理學系敎授陳金泉敎授獲港督委任爲藥劑及毒藥上 

訴審裁處成員，任期三年，由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 

起生效。 

*社會工作學系系主任吳夢珍博士再度獲港督委任爲社 

會工作訓練及人力統籌委員會當然委員，任期由一九 

八九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九一年十月卅一日。 

*外科學系講座敎授李國章敎授獲提名，代表大學出任 

The Hong Kong Academy of Medicine 籌備委員會 

成員；李敎授又獲港督委任爲大學及理工敎育資助委 

員會成員，任期由一九九零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九三年 

三月卅一日。 

*醫學院院長兼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講座敎授胡德佑敎 

授及外科學系李國章敎授獲大學提名，出任香港醫務 

委員會執照組成員。 

*敎育學院講座敎授杜祖貽敎授獲敎育署邀請，出任該 

署新成立之私立學校檢討委員會委員。 

*社會工作學系講師賴馬麗莊女士出任香港基督敎服務 

處藥物濫用者中心專業顧問，任期由一九八九年九月 

一日至一九九零年八月卅一日。 

*逸夫書院院長兼精神科學系講座敎授陳佳鼐敎授再度 

獲大學提名，出任浸會學院校務議會成員，任期三年， 

由一九九零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社會科學院院長兼政治與行政學系敎授關信基敎授獲 

大學提名，出任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牛津St. Antony's 
Co l lege太古/國泰獎學金及牛津Nuf f ie ld College J. 
K. S w i r e紀念獎學金遴選委員會成員。 

*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朱立博士應邀出任《亞洲傳播 

學報》編輯顧問委員會委員。該學報由設於新加坡之 

亞洲大衆傳播硏究與資訊中心出版。 

*音樂系講師羅炳良博士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應邀擔任 

音樂事務統籌處及香港電台擧辦之八九年度靑年音樂 

家大獎電子音樂組評判；又於十一月十一日擔任聖保 

羅男女中學歌唱比賽評判。羅博士並應香港兒童合唱 

團邀請，創作兒童合唱與風琴合唱曲「詩篇一百篇」， 

於香、文化中心開幕獻禮中首演。 

*臨牀藥理學系敎授兼系主系郭志良博士獲輔助醫療業 

管理局邀請，出任該局屬下之視光師管理委員會之藥 

物評估委員會委員，任期三年，由一九九零年一月十 

三日起生效。 

中 大 通 訊 

1.本刊逢月中出版，下期截稿日期 

爲一月廿五日。 

2.有關下列兩項投稿，編輯部並不 

直接處理，請聯絡秘書處新聞聯 

絡處（內線2358)索取指定表格 

塡寫，再交回新聞聯絡處： 

(甲）敎職員校外/社會服務及 

學術成就 

(乙）大學各單位宣佈事項 

3.其他來函或投稿，請寄沙田香港 

中文大學秘書處出版事務處《中 

大通訊》編輯部（內線2936 )。 

4.投稿者必須同時塡妥英文表格或 

附上英文翻譯，否則來稿只會在 

中文版刊登。 

5.本刊編輯有權刪改及決定是否刊 

登來稿，不欲稿件被刪者請預先 

聲明。 

6.所有投稿必須附有投稿者眞實姓 

名及校內聯絡電話。 

7.本刊內容未經編者書面准許，不 

得轉載。 

8.本刊每期發行二千份，免費供校 

內敎職員索閱，部分郵寄本地敎 

育機構及與大學有關人士。私人 

索閱，請致函本刊查詢。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事務處出版 

編轉：梁其汝 

助理編輯：溫李琪，陳偉珠 

製作：馬譚桂英 

5 



處處看來皆是綠 

惠園萬紫千紅的簕杜鵑於冬季盛開 
猜猜這裡有多少盆花卉 

保健中心附近的松樹，要好好珍惜 
大學行政樓外面的草木修剪成幾何圖案 

中大啣山抱水，草木蒼翠，鳥 

語花香，不僅是理想的校園，也是 

旅遊的好去處。很少人會想像得到 

廿年前的大學校園，只是光禿的一 

個山頭。 

六十年代初的大學校址，本是 

荒山野嶺，只有崇基學院孤立在山 

麓。及後三院合併成立中大，建築 

工程相繼開展，平山移土，建築物 

陸續出現。然而校園自本部以上皆 

是秀地，只有嶙峋大石，找不到一棵 

樹、一株草，好不荒涼難看。於是， 

綠化工作就急不容緩地展開了 。 

綠化校園的重責落在建築處屬 

下之園地組身上。昔日之園地組只 

有十多人，爲了使各種花草樹木開 

遍校園，他們絞盡腦汁，流了不少 

汗水。 

要在地高風速的禿地上種植樹 

木，談何容易？園地組的同事費煞 

思量，才想到先用風鑽在堅硬的大 

石上鑽洞，然後塡進肥沃的泥土和 

種苗，經過長期悉心料理，植物終 

於長出來了。然而，植物雖能生長， 

要長得美和茂盛，仍要克服不少困 

難。據園地組一級工程監督游中驥 

先生解釋，由於大學的地勢問題， 

加上臨海關係，風中所含鹽份相當 

高，對植物的生長極之不利。聯合 

和新亞書院地勢最高，風最大，所 

以那裡的植物總是長得不太好。他 

們的應變方法是多種耐寒、耐旱、 

抗鹽力强的植物，如松樹、台灣相 

思、木麻黃、杜鵑等。 

一般來說，該在哪裡栽種樹木， 

種甚麼，是依客觀條件而定，即地 

質的軟硬、泥土的深度、地勢的斜 

度、陽光、水源、風向等。譬如說， 

土深之處種大樹，斜坡則多種灌木。 

其次還要配合植物的顏色和樹型高 

度，避免高矮過於參差或品種的雜 

亂無章。 

除卻客觀條件外，主觀因素亦 

經常影響到植物的設計。近年流行 

綠化環境，建築師在畫則時往往包 

括花槽及擺放植物的空間，甚至預 

設植物的種類及顏色，以配合其建 

築特色。 

十多二十年的默默耕耘，花盡 

幾許心思，校園現已一片翠綠。從 

七二年即參與綠化工作的游先生感 

慨地說：「果眞是十年樹木，當年 

種下的幼苗，現在經已綠葉成蔭。」 

目前園地組除種植樹木，更有 

一小組的員工專責修剪及護理工 

作。此外，他們還有另一項主要任 

務——盆花的生產。牡丹綠葉，必 

須兩者兼備才算完美，校園內那一 

盆盆的花卉正是他們的傑作。大學 

面積廣闊，要到處都是花團錦簇， 

少說也要一千多盆花才足夠，遇上 

重大慶典，則需求更甚。上月剛擧 

行的頒授學位典禮，光是禮台及百 

萬大道兩旁，便要七百多盆時花。 

爲了應付如此龐大的需要，園地組 

設置了花圃。 

花圃座落崇基學院學生宿舍背 

後，佔地兩萬多平方呎，內有溫室一 

間，大小花棚共五座，大部分花種從 

外國購入。花圃內有工作人員七位， 

負責播種、移植及上大盆等工作， 

期間更要不斷澆水、除草、施肥， 

有些時花還要插竹、摘芽。待花兒 

將要盛開之際，便送到校園各處擺 

放。佈置校園之盆花若要「歷久常 

鮮」，平均每月便需更換一次。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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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年辛苦不尋常 
——綠化校園功臣園地組—— 

圃內經常保持大小盆花約二千盆， 

每逢重要慶典，更要準備多至三、 

四千盆。單是澆水，每天就要三次， 

一次就得花上個多小時，工作殊不 

輕鬆。園地組更不時需爲校內同事 

解決種植花草遇到的問題，甚至義 

務替他們照顧及治理有毛病的盆 

栽。 

春夏之交，校園是蘇菊、海棠、 

天竺葵、杜鵑、百合等花卉的天下， 

而秋冬之際，主角卻換上了聖誕花、 

金鐘、一串紅、芍藥和菊花。如果 

大家有留意的話，不難察覺夏季的 

盆花，不論是種類或數目，都比冬 

季來得少，原因是香港的四季不明 

顯，適宜播種的時間只有春秋兩季， 

即三、四月和九、十月間。而一盆 

花由播種至開花，最少也要三個月， 

甚至四個多月。如此推算，六、七 

月及十二月至翌年三月該是花開的 

日子，而八至十一月則是靑黃不接 

之時，因此夏季的花，論種類和數 

目就遜色許多。雖說六、七月也是 

花開的季節，但那時天氣已開始炎 

熱，花兒不耐高溫，很快枯萎。所 

以，十二月至三月期間是花兒最怒 

放的時間，各位同事應把握這段時 

間，多多欣賞那彩色繽紛的盆花， 

否則，又要再等好一段日子了。 

儘管如此，花圃的同事一直在 

努力尋找其他方法，希望校園的花 

卉一年四季都是同樣鮮艷奪目。他 

們正在試驗一些新品種，又嘗試延 

後播種期，現時已有一點成績，估 

計在即將來臨的夏天，可增加盆花 

的種類和數目。 

從童山濯濯到放眼皆綠，游先 

生都有參與，校園每吋綠色的地方 

都有他的心血，硬要他挑的話，他 

最欣賞的還是崇基學院的景致，因 

爲那裏發展得最早，先天有泥土、 

溪流，風勢較小，所以花木蓊鬱， 

特別怡人。他認爲縱使新亞及聯合 

書院先天條件不及崇基，但如有足 

夠的後天支援，仍可補先天之不足。 

所謂後天支援，是指人力和各種器 

材。可惜的是園地組的人手始終不 

夠，因爲大學面積三百多英畝，而 

園地組只得四十多人，不能全面照 

顧，更困難的是這四十多人當中， 

有些是散工，有些年紀老邁，要把 

他們分開幾個小組，各負責盆花、 

剪草、種樹、修剪、搬運，另外， 

又要派一至兩位員工長駐每個行政 

區域，負責打理該區的盆栽花木， 

人力實在是捉襟見肘了。本來利用 

自動灌溉的設備可彌補人手的短 

缺，但是，新亞和聯合書院地勢太 

高，水壓不足，而且水源又有限， 

很難實行。目前，園地組唯有「集 

中火力」，先照顧盆栽，而樹木和 

草地，便得靠老天爺多下雨。 

使游先生惋惜的，是許多壯實 

的松樹，都因染上寄生蟲而相繼死 

去。這種病蟲近年橫行香港，連漁 

農處也束手無策，若是發現松樹有 

此病蟲，便須立即砍掉以防蔓延。 

此外，他們亦不再種新的松樹，所 

以校園內的松樹眞是「買少見少」。 

最近，園地組又有新的任務— 

綠化大學的新成員逸夫書院。游先 

生預期這項任務會更艱巨，因爲那 

裡的風更大，又欠缺泥土，路途遠 

而交通工具又不足。但不管怎樣， 

相信若干年後，憑着他們的努力， 

逸夫書院也會樹木參天，花香四溢。 

崇基學生宿舍後面的花圃 溫室内花卉可免風吹雨打 

沿大學道及中央道一帶的竹 范克廉樓外面之南洋杉會不斷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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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通訊 

山 城 話 舊 

一九七六年首次在林蔭大道舉行畢業典禮 

滂沱大雨中的頒授學位典禮 

大學第三十九屆頒授學士學位典 

禮於上月七日完滿結束。那天風和日 

麗，校園內擠滿了嘉賓、學生和家長。 

攝影機快門之聲此起彼落，大家都興 

高采烈地把這値得紀念的一刻留住。 

十三年前參加頒授學位典禮的學生及 

來賓便沒有那麼幸運了 。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大學第 

十八屆頒授學位典禮的好日子，卻來 

了個傾盆大雨。那時尙未有邵逸夫堂， 

典禮要臨時改在崇基禮拜堂擧行，弄 

得全校上下異常狼狽。 

七六年以前的頒授學位典禮都在 

大會堂擧行，但後來畢業生人數迅速 

遞增，大會堂座位有限，已不敷應用。 

後來有人提議利用大學自己的地方， 

讓學生在熟悉的環境參加畢業典禮， 

該是更有意思。起初提議的地點是崇 

基足球場，經硏究後認爲行不通；後 

來才敲定百萬大道，因爲那裏是大學 

的心臟地帶，大道長而廣闊，擧行典 

禮是最適合不過的了。 

當時，負責策劃的同事已經考慮 

到百萬大道是空曠的地方，熾熱的陽 

光固然會令來賓吃不消，下起雨來更 

是無從躱避，故特意將典禮安排在十 

一、二月間擧行，好避開夏季及雨季。 

經過一番小心籌備，一九七六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首次在校園擧行頒授 

學位典禮，並順利結束。唯一美中不 

足的，是坐在後排的學生和來賓距離 

禮台太遠，看不淸楚典禮的進行情況。 

有見及此，有關方面立刻決定於翌年 

裝設多部閉路電視，讓所有來賓看得 

更淸楚。 

一九七七年畢業典禮之籌備工作 

照前次經驗進行，可是在典禮的前幾 

天，天氣開始不穩定，還有點飄雨， 

公共關係及新聞組（現已易名爲新聞 

聯絡處）即時向天文台查詢典禮當日 

的天氣預測。答覆是天氣將會好轉， 

於是大家放下心來，繼續有關準備工 

作。 

十一月三日早上，一切已準備就 

緖，只待典禮的開始。十時多，烏雲 

漸漸攏聚。十一時許，不得了，果眞 

下起雨來！當時的公共關係及新聞組 

主任俞靄敏女士立即向李卓敏校長請 

示是否需要更改地點。李校長親自視 

察後，認爲這些雨很快便會停，於是 

決定暫不改地點。十二時多，天不從 

人願，滂沱大雨，嘩啦嘩啦的下，李 

校長終於放棄希望，一聲令下，全體 

動員，把一切用具搬到崇基禮拜堂去 

也。 

此時距離典禮開始只有兩小時， 

時間迫促，每項工作皆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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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因天雨改在崇基禮拜堂行畢業典禮 

一九七八年起林蔭大道成爲「全天候」典禮場所 

公關組迅即安排汽車環校廣播，通知 

大家典禮已更改地點，另一方面又趕 

到禮拜堂編排座位與及部署其他細 

節；建築處負責拆卸大道上的一切儀 

器、電視、音響，再運到禮拜堂重新 

裝置；而總務處事務組（即現在的商 

務組）則專責搬運一切雜物如枱椅和 

食物。工作人員和搬運貨車不斷穿梭 

於校園，再加上在雨中倉忙趕到的學 

生、家長及來賓，一時間像天下大亂。 

當時的總務主任楊其賜先生透露，那 

時秩序之亂，校園之擠擁，實在前所 

未見。港督麥理浩爵士的座駕車進入 

校園後也曾受阻，要煩保安人員開路 

，才可順利前進，到達會場。 

據策劃典禮主要負責人兪靄敏女 

士表示，早在籌備七六年的典禮時， 

他們已想到下雨的問題，亦擬定好下 

雨時的應變計劃。不過，七七年那次 

時間實在太緊迫，而且大家又沒有類 

似經驗，無疑是有點混亂，但不管怎 

樣，典禮還是能夠按時擧行。當然， 

因爲禮拜堂座位有限，畢業生要擠擁 

而坐，原來只能坐八人的長櫈，最少 

要擠上十人；而家長及來賓更要搬到 

禮拜堂附近的崇基敎職員飯堂就座， 

透過閉路電視觀看典禮的進行。不過 

最辛苦的，應該是皇家警察樂隊。這 

支二十多人的樂隊，被迫擠在禮拜堂 

一間小室內，每當奏起音樂時，那些 

鼓和大、小喇叭等等樂器的聲響震耳 

欲聾，難爲他們要「自作自受」，直 

至典禮結束。令人又好氣又好笑的， 

是曲終人散之際，天竟又轉晴了。 

一場大雨，導致許多人不便，可 

是當日並沒有任何人投訴，據兪靄敏 

女士表示，事後還有人寫信給大學， 

讚揚工作人員在雨中的合作精神、應 

變能力和高效率。一說又云兪女士經 

此一役，操勞過度，病了一場。 

値得一提的，是現在頒授學位典 

禮時所用大帳篷的由來。吸取了兩年 

在校內擧行典禮的經驗，有關方面決 

定設置一些帳篷，用以遮撞太陽。因 

爲雖是十一、二月的日子，在太陽下 

個多小時，可也眞不好受，加上禮台 

面對西方，給午後的陽光曬個正着， 

有個帳篷遮檔，主禮人士沒有那麼 

辛苦。當然，遇有小雨，帳篷也可緩急 

，來賓和學生不致於要立刻撤離。 

經過結構工程師研究有關的風 

力、鋼纜等問題後，大學聘請外面的 

公司設計，一共花費十萬元，用帆布 

造了八張大帳篷，每張長五十四呎， 

闊二十六呎，於七八年的頒授學位典 

禮首次應用。其後，學生人數不斷增 

加，帳篷的數目也隨著增多，八九年 

的畢業禮便用上了十四張。現在，有 

了邵逸夫堂及這些帳篷，頒授學位典 

禮已是無懼風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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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事項 

大學書院成員 

大學四所成員書院現接受非敎 

職人員申請成爲書院之正式成員。 

所有事務助理或以上職級之行政及 

專業人員，及副硏究員或以上職級 

之全職硏究人員，可按各自意願向 

有關書院申請加入。每所書院將根 

據各自之規章接納或不接納申請， 

並規定名額。申請書請經各有關院 

務室主任轉遞，詳情請向各書院院 

務室查詢： 

崇基譚潔瑩女士　內線二四五零 

新亞張端友先生　內線二六零八 

聯合戴朝明先生　內線二五七七 

逸夫陳嘉瑩女士　內線二五零五 

逸 夫 書 院 院 呔 及 絲 巾 出 售 

逸夫書院院呔及絲巾已於大學書 

店及逸夫書院文瀾堂LG 110院務室 

發售。院汰每條三十五元，絲巾四十 

五元，查詢電話內線二五零零。 

大 學 出 版 新 書 

大學敎職員在富爾敦樓大學書店購買 

下列新書，可獲八折優待： 

1.謝孝衍譯：《香港稅務：法例與實 

施說明》（中文本）五百一十四 

頁，平裝本，港幣一百二十元正。 

2.饒宗頤，沈建華，沈之瑜編：《甲骨 

文通檢》（中文本）二百二十頁， 

精裝本，港幣一百三十五元正。 

3 . 詹 德 隆 ， 陸 鴻 基 編 ： T h 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 英 文 本 ) 

四百三十一頁，平裝本，港幣六十 

八元正。 

4.鄧文正譯：《開放的航空業》（中 

文本）一百二十頁，平裝本，港 

幣三十五元正。 

人 事 動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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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續 

職位空缺 截止申請日期 

數學系講師/副講師（二名） 31.1.90 

數學系暫任講師 31.1. 90 

統計學系講師/副講師 15. 2. 90 

師生中心農曆新年營業時間 

范克廉樓及富爾敦樓將於一九九零年一月廿五日（星期四）下午五時關閉， 

並於一九九零年一月三十日（星期二）上午八時重新開放；各服務單位歲晚及 

農曆新年之營業時間如下： 

范克廉樓 一月廿五日暫停營業時間 一月卅日恢復營業時間 

(一)大膳堂 下午二時正 上午七時三十分（二月二日） 

(二)咖啡閣 下午二時正 上午七時三十分（二月二日） 

(三)快餐店 下午二時正 上午八時三十分 

(四)影印服務中心 下午四時正 上午九時十五分（二月二日） 

富爾敦樓 

(一)銀行 下午四時正 上午九時十五分 

(二)美容院及理髮店 下午五時卅分（一月廿六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三)大學書店 下午六時正 上午九時正 

(四)超級市場 下午七時正（一月廿六日） 上午九時正 

(五)大學紀念品出售處 下午四時正 上午九時正 

王寬誠敎育基金會學術會議資助 

中國王寬誠敎育基金會一九九零 

至九一年度學術會議資助開始接受申 

請。來自港、澳及內地之本校敎硏人 

員欲前往歐美國家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及發表論文者，均可申請資助，以津 

貼機票，會議註册費用及開會期間生 

活費。 

申請人必須附上個人履歷書；擬 

參加之會議簡介；會議徵文通知；會 

議主辦單位邀請宣讀論文證明文件及 

主辦機構所提供之資助詳情；及論文 

副本。最後兩項文件最遲必須於開會 

前四十五天遞交。 

所有申請或提名須經系主任及學 

院院長送交敎師審議委員會秘書。截 

止日期爲一月二十五日。有關詳情， 

請向人事組張煦群先生（內線二二四 

九）查詢。 

「乙類」及「丙類」服務條例敎 

職員申請進修學費津貼 

大學現接受「乙類」及「丙類」 

服務條例敎職員申請進修學費津貼。 

申請津貼之課程，以在一九九零年一 

月至八月期間開課爲限。所有申請， 

須由部門主管書面推薦，並附進修課 

程之詳細資料，於一九九零年一月三 

十一日（星期三）或以前，送交人事 

組轉行政事務委員會秘書譚壽森先生 

(內線二二六九）。 

崇基聯誼會消息 

由本月開始，任何人士租用或借 

用崇基敎職員聯誼會小飯廳及客房， 

必須先塡寫指定申請表格，如欲查詢 

詳情或索取表格，請致電崇基院務室 

(內線二四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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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通訊 

校園點滴 校園點滴 校園點滴 

職員協會會所正式啓用 

中大職員協會會所於一月五日正 

式啓用，會員們於工餘又多一個好去 

處。 

職協會所設於富爾敦樓314室。 

啓用典禮由職協名譽會長張煊昌先生 

主持，隨剪綵後是切金豬儀式，最後 

是聚餐，讓會員可以聯誼暢談，交流 

意見。出席之會員十分踴躍。 

會所面積三十平方米，除用作職 

協辦公外，並可供會員休憩之用。會 

員更可借用會所擧行會議及其他活 

動，借用細則可向校友事務處查詢。 

此外，職協計劃在會所添置多項 

康樂及服務設施，供會員使用；目前 

已有棋類遊戲及電話錄音機，電話號 

碼是六零三五零一七。短期內更會增 

添電視、飛鏢、錄映機、微波爐等。 

漢園迎新茶會 

爲了進一步認識大學之生力軍及 

他們的理想和抱負，高錕校長及其夫 

人每年都會在住所漢園設茶會招待新 

到任的敎職員。本年度第一次招待茶 

會已於十二月十四日擧行，出席之敎 

職員及其配偶逹四十多人，賓主歡聚 

一堂，其樂融融。數名學生中樂手更 

獲邀到場助興。本年度第二及第三次 

類似之茶會於本月及下月中擧行。 

校 長 盃 足 球 賽 文 人 隊 摘 桂 冠 

校長盃足球賽於八九年十二月九 

日擧行冠軍爭奪戰，文學院隊異軍突 

起，繼在分組賽及半準決賽屢創佳績 

之後，再撃敗決賽對手商學院隊，成 

爲八九至九零年度冠軍。 

自八一年第一屆校長盃足球賽開 

始以來，文學院隊從未能稱霸於足球 

場上，爲何今年竟獨領風騷？ 

隊長陳善偉表示，早在去屆校長 

盃足球賽第一次取得亞軍後，他們已 

雄心勃勃，計劃在今年攀登冠軍寶座。 

比賽前兩個月，他們已積極操練， 一 

些隊員更各自加時練習，故此今年整 

隊的技術十分平均，隊員自然充滿信 

心，加上得同事打氣，所以能把對手 

一一擊敗。 

可是，在最後三場賽事中（包括 

準決賽及冠軍爭奪戰），文學院隊皆 

是賽和後憑射九碼球取得勝利，那這 

次勝利是否僥倖？陳善偉認爲比賽的 

時間短促，上下半場加起來才不過四 

十分鐘，當兩隊實力相當時，便容易 

賽和，自然要以九碼球定勝負。他們 

的勝利固然是有點幸運，但畢竟實力 

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初嚐冠軍的滋味，不僅隊員高興， 

連文學院也上下興奮，特地宴請這羣 

勞苦功高的球員！希望他們再接再勵， 

明年再奪錦標。 

今年代表文學院出賽的球員共十 

一位，敎職員各佔一半，他們是：陳 

善偉、陳守仁、張光裕、鄭煒明、朱 

耀偉、方梓勳、馮統照、何志華、李 

熾昌、李錦輝及曾志雄。 

崇基敎職員聯誼會八九至九零年 

度執委選出 

崇基敎職員聯誼會於最近擧行執 

行委員會會議，並選出八九至九零年 

度執委，名單如下： 

主 席：江大惠先生 

副 主 席 ： 吳 梓 明 博 士 

司 庫 ： 李 淑 儀 女 士 

秘 書：葉漢明博士 

各小組委員： 

聯誼會管理：梁文聲博士（主席） 

梁巨鴻先生 

徐志宇先生 

聯誼活動：梁覺博士（主席） 

吳梓明博士 

王建元博士 

會 籍：林萃靑博士 

福 利：李淑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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