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

夫

書

院

開

幕

專

刊

新成員書院的誕生
香港中文大學第四所成員書院
——逸夫書院，將於一九九零年三
月二日下午四時由港督兼大學監督
衞奕信爵士，及逸夫書院創辦人邵
逸夫爵士主持開幕儀式。逸夫書院
的開幕，標誌着香港中文大學這所
書院制大學的成長和進步，更代表
完人敎育理想的再一步推展。

成立經過

逸夫書院奠基典禮。由右至左：利國偉博士 ，邵逸夫爵士，鍾逸傑爵士，布立之議員
及馬臨敎授。

成立新書院的構想始於一九八
五年，當時邵逸夫爵士表示願意大
力支持本校興建一所全新的書院。
大學校董會隨即委任當時的校長馬
臨敎授爲新書院籌劃委員會主席，
並誠邀邵爵士爲該書院的創辦人，
更決定把新書院命名爲「逸夫書院」
，以表揚邵爵士熱心敎育，致力捐
學的仁風厚德。籌劃委員會獲各方
賢達的大力協助，包括顧問利國偉
博士、安子介博士、沈熙瑞先生及

興建中的逸夫書院

費道宜先生。一九八六年八月一日
，香港中文大學有關逸夫書院組織
章程條例正式制定。
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二日，署理
港督鍾逸傑爵士及書院創辦人邵逸
夫爵士主持逸夫書院的奠基儀式，
出席的嘉賓衆多，包括敎育及人力
統籌司布立之先生、校董會主席利
國偉博士、前布政司姬逹爵士、首
任校長李卓敏博士、大學校董馮秉
芬爵士及利榮森博士、籌劃委員會
顧問安子介博士及費道宜先生等。

逸夫書院學生宿舍、敎育行政樓及敎職員宿舍八九年十月正式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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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學術性晚餐講座演講，爲物理
系及化學系的研究生主持研討會，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日，精神科

自一九八八年起，逸夫書院以

講座敎授陳佳鼐敎授獲委爲首任逸

月會及學術性晚餐講座等形式擧辦

夫書院院長。逸夫書院開始由轉院

了很多講座，也與不同學系合作贊

一九九零年元月十二日，逸夫

及新聘兩種途徑募選敎職員。至六

助多項學術活動。書院也爲學生擧

書院在學生餐廳設有茶會慶祝第二

並以「礦物燃料的燃燒與人類社會」
爲題在邵逸夫堂作公開演講。

月初，百多位敎員獲安排轉隸逸夫

辦了很多非形式敎育的活動，現設

屆院慶，有百多位嘉賓、敎職員及

書院，並於六月廿四日選出首任院

有六個通識敎育課程和多個不計學

學生出席。馬臨敎授、陳佳鼐院長

務委員共六位。同年八月一日馮國

分的課程。

、袁偉權先生（畢業生代表）及利

培博士獲委爲學生輔導主任。書院

一九八九年十月，逸夫書院邀

校董會亦隨後成立，九月十日馬臨

請一九八六年度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敎授當選校董會主席，蔡永業敎授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化學系李遠

在院慶前一星期，學生也擧辦

哲敎授爲「一九八九年度邵逸夫爵

一系列的慶祝活動，以院慶日晚上

一九八八年元月至四月間，逸

士傑出訪問學人」。李敎授伉儷訪

的節目爲高潮，節目包括在文瀾堂

夫書院接納約二百四十位，原屬其

問書院校園，並與敎職員及學生相

前筵開六十餘席的師生聚餐及在大

他書院的學生的轉院申請，再加上

聚甚歡。在訪問書院期間，李敎授

學道的綜合晚會。

爲副主席。

國棟先生（慶祝第二屆院慶學生籌
委會主席）分别在茶會上致辭。

一九八八至八九及一九八九至九零
年度所收取的新生，現逸夫書院共
有學生一千零二十三名。

建築物及設備
目前逸夫書院有二十七位院務
委員及超過二百位敎師。書院行政
樓座落於文瀾堂，該建築物樓高七
馬臨教授於逸夫書院第二届院慶典禮上致辭

層，連接書院校園的高低面，樓內
尙有微型電腦室、閱讀室、活動室
及貯物室等等。
書院校園內有一座可容約六百
學生的宿舍，地層是學生餐廳，面
對着風景優美的吐露港；宿舍毗鄰
有康樂中心，內設多用途活動大堂

切生日餅儀式

、音樂室、電視室、壁球室及敎職
員餐廳。
文瀾堂側的敎職員宿舍命名爲
雅群樓，共有十四個單位供敎職員
作較長期住宿，及四個單位供訪問
學人作短期住宿，另有一單位乃爲
書院敎職員在課餘與學生交流之用。
在逸夫書院入口右側正興建一
個大講堂。

出席院慶茶會的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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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慶祝
在本月底至三月初，逸夫書院
爲慶祝其正式開幕，擧辦以下各種
活動：
音樂會——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晚上八時，與邵逸夫堂合辦「慶祝

逸夫書院開幕音樂會」，由香港中
樂團演出，當晚首次演奏由林聲翕
敎授作曲的逸夫書院院歌。

李遠哲教授與研究生舉行研討會。
「邵逸夫爵士傑出訪問學人」李遠哲敎授於邵逸夫堂
舉行公開演講會。

八九年九月院長（左四）及輔導主任(左一）與交通組
職員及學生乘搭第一班穿梭逸夫書院的校巴，衆人
攝於逸夫書院候車處。

國際會議——三月一日（星期四）
上午九時二十五分至下午五時三十
分，在祖堯堂擧辦「書院在大學裡
的角色」國際會議，由杜華敎授（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榮休敎授）主
持，講者包括賀理第敎授（英國都
咸大學校長)、麥亨利敎授（加州大
學聖十架分校榮休校長）、羅富國
敎授（英國劍橋大學悉尼蘇索斯學
院院長）、韋基思敎授（美國耶魯
大學巴克萊學院院長）及陳佳鼐敎
授（逸夫書院院長）。歡迎各同仁
屆時出席。
演講——三月二日（星期五）上午
十一時三十分，杜華敎授在逸夫書
院月會演講，題目爲「與政府遭逢
六十載」。
開幕典禮——三月二日（星期五）
下午四時，在文瀾堂前擧行逸夫書
院開幕典禮，儀式由港督兼大學監
督衞奕信爵士及逸夫書院創辦人邵
逸夫爵士主持。屆時許多海外及本
地嘉賓、大學校董、書院校董、大
學及書院敎職員將會參加此次盛會。

院慶夜文瀾堂外的師生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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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樂團演出

逸夫書院與邵逸夫堂合辦

慶祝逸夫書院開幕音樂會
時間及地點：一九九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下午八時邵逸夫堂
香港中樂團音樂總監兼指揮：關迺忠
1.

逸夫書院院曲

材聲翕曲

2.

龍翔操

黃嘵飛編曲

古曲

邱少彬編曲

3. 鳳凰展翅 胡天泉、董洪德曲 鄭德惠配器
笙獨奏：鄭德惠
4.

良宵

劉天華曲

5.

春節序曲

李煥之曲

6.

彩虹萬里

楊紹斌曲

憑票入座

符任之編曲

7.

晉鄕秋色 王惠然曲
柳琴獨奏：阮仕春

羅偉倫編曲

8.

老虎磨牙

西安鼓樂

安志順曲

9.

鴨子拌嘴 西安鼓樂
擊樂領奏：閻學敏

安志順曲

10. 杏花天影 關迺忠曲
11.

百鳥朝鳳 民間樂曲
嗩响獨奏：翟建庄

翟建庄編曲

12. 花燈 關迺忠曲

入場票自一九九零年二月十四日起於邵逸夫堂票房供免費索取

逸 夫 書 院 開 幕 誌 慶 會 議

書院在大學裡的角色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祖堯堂
程序：
9:25- 9:30

歡迎辭
開會辭
主持人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學系
榮休敎授杜華敎授

9:35- 10:00

「香港中文大學的書院制度」
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院長
陳佳鼐敎授

10:00-11:00

11:15-12:15

12:15-12:45
1:00- 2:00
2:15- 3:15

* * 茶點 * *
「大學裡的書院」
美國耶魯大學巴克萊學院院長
韋基思敎授

討論
* * 午膳 * *
「大學與書院之間的關係」
都咸大學校長賀理第敎授

3:15- 3:30
3:30- 4:30

「劍橋的書院功能」
劍橋大學悉尼蘇索斯學院院長
羅富國敎授

11:00-11:15

下午

上午
逸夫書院校董會主席馬臨敎授

9:30- 9:35

日期：一九九零年三月一日

* * 茶點 * *
「一間美國書院制大學的
問題」
加州大學聖十架分校榮休校長
麥亨利敎授

4:30- 5:00

討論

5:00- 5:30

總結
杜華敎授

如有垂詢，請電：6952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