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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任命新副校長
大學校董會宣佈委任譚尙渭敎授爲大學副校長，

院院長（一九七六至八一年\一九八八至九零年）、研

任期兩年，八月一日起生效。連同現任副校長徐培深

究院宿舍主任(一九七六年迄今），以及大學研究院院

敎授及金耀基敎授，大學共有三位國校長。

長（一九八一年迄今）。此外，譚敎授曾爲數大國際學

譚尙渭敎授於一九五五年獲英皇愛

術機構理事會及執行委員會成員，如東

德華獎學金，進入香港大學攻讀理科，

南亞高等學府協會香港代表和亞洲基督

先後獲理學士及理科碩士學位。六一年

敎大學聯會會長等。

獲英聯邦獎學金，前往英國諾定咸大學

譚敎授雖身負行政重任，仍孜孜不倦

深造，研究有機化學，六四年榮獲哲學

從事敎學與研究工作，主要研究興趣包

博士學位。

括質譜學，以及天然產品之化學結構與

譚敎授於一九六五年加入中文大學

合成方法；對離子結構及有機金屬化學

爲化學系講師，七零年晋升高級講師，

方面，尤有專長。譚敎授曾在國際學報

七八年晋升敎授，八二年晋升講座敎

上發表許多研究論文及評論文章，並爲

授。譚敎授在中大任職期間，獲校外多

柏泰(S. Patai)主編之《功能組的化學》

項研究資肋，如中英信托友好獎學計

叢書其中兩卷撰寫重要章節。

劃\國際衞生研究所學人計劃\英國海

譚敎授熱心公益，在多所學校校董

外高等敎育校際委員會資深學人計劃，以及英國文化

會及志願團體擔任要職，其中包括聖基道兒童院義務

協會高等敎育國際合作委員會交換學人計劃等，得以

秘書、香港雅麗氏何妙齢那打素醫院執行委員會成員

多次前往麻省理工學院及劍橋大學從事硏究工作•

及前任主席\基督敎聯含醫院醫務協會董事及前任主

譚敎授自加入中大以來，經常肩負行政重任，包
括崇基學院理學院院長（一九六九至七二年）\崇基學

席\臨時香港學歷評審局成員、敎育委員會成員，以
及輔肋醫療業管理局主席等。

終身校董
大學校董會宣佈，

他曾先後擔任裘樣基金會之董事（一九七九年）、主

委任陶德勳爵（the Rt.

席（一九八零至八八年）及會長（自一九八八年起），

Hon.

熱心支肋本港高等院校之培訓及硏究工作，對促進香

Lord Todd

of

Tmmpmgton)爲終身校

港科技事業之發展，不遣餘力。

董，由一九九零年六月

陶德勳爵於一九七七年出任本校自然科學學術顧

一日起生效，以表揚其

問委員會主席；七八年起擔任大學之海外校董，多年

對高等敎育及中文大學

來協肋大學發展，建樹頁多。陶德勳爵之海外校董任

之傑出貢獻。

期於五月册一日屆滿，而是項終身校董之任命將使大

陶德勳爵爲傑出科
學家、諾貝爾獎得獎人\

學得益非淺，在未來之發展中，大學將能繼續獲其指
導及隨時諮取其寶貴意見。

前英國皇家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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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池滄桑

時至初夏，校園內杜_|將盡，崇基「荷花池」中央
的美人蕉及荷花，卻又含苟待放，期以美姿及幽香，招
待賞花人士。池畔柳影樹蔭下，魚兒不時探首張望，
冀盼遊人賞花之餘，賜予食物。晨光熹微，使水色山
光添上了幾分嬌彳庸；暮月隱矓，輕風送爽之際，一片
悠間安逸景象。誰又知道，這麼詩情畫意的一個好地
方，竟一度是人與植物爭鬥的場所呢？
話說在六零年代，電氣化火車猶未面世，柴油火
車的「鳴\轟隆…轟隆…」聲，間歇地騷擾著專心上
課的莘莘學子。當時的「荷花池」還未經人工修飾，
幾支源自山上的涓清，匯聚在這塊窪地，再宣泄出吐
靈港。
也記不起是那一年，有人提議在水潭種植些睡蓮
之類植物，以期爲這塊灰暗和單調的地方，抹上幾分
色彩，加添幾分雅致。乃有熱心的花匠，殷勤地安排
種植，未幾，已是蓮香四溢，滿眼靑綠。那知煩惱亦
由是而生。
别小覷這些睡蓮兒，它們的繁殖速度實在驚人•
诺大的一個池塘，不消兩三載時光，已給重重疊疊的
睡蓮擠得水浅不通，在密不透風的層層蓮葉之間，更
無罅隙可讓人看到水面了。同時，從上游沖來的泥沙，
因水流呆滞而：；於積池底，造成池水十分混蜀。這時若
不加以援手，「荷花池」恐怕要變成沼澤了。
建築處初時安排了幾員花匠，有些涉水，有些乘
舟，擬把蓮葉一一割去。可是這項工程看上去似乎容
易，其實困難重重。因爲遇到惡劣天氣，稍爲擱延了，
睡蓮又趁機重新繁衍，幾個星期的努力，依然未見成
果。及至冬季來臨，員工在水上工作信感辛苦，建築
處體恤他們的處境，轉而僱用承判商用機器剿珍，因
利乘便，同時挖去游積池底的泥沙。一時間，推土機\
挖土機、運土車等等，穿梭池畔。但這「荷花池」似
乎不願意輕易受人擺佈，千方百計，廣佈陷胼，來個
負隅頑抗。施工期間便發生過有推土機跌陷在游泥之
中無法開動，要出動大型起重機，幾經擾攮，才能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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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話舊
離陷胼。如是者，經過月餘，才算把睡蓮鏟除，並把
池底數尺厚之游泥挖走。
正當各人鬆過一•氣的時候，睡蓮姐姐又再靜悄
悄地露出水面，這一趟更是來勢淘淘，生長得迅速而
茂盛，並且「根深蒂固」。原來睡蓮的根部早已深深地
鑽到池底，先前雖然動用龐大的人力物力，卻還是不
能除根，反替它們翻鬆土壤，更有利它們苗壯繁殖。
負責這次行動的員工徒呼奈何I
眼看問題愈趨嚴重，建築處不禁大傷脳筋。在别
無他計之下，唯有狐注一擲，把海水灌入荷池，並買
來數噸•和化學藥品，盡數傾注池內，務求將惱人的
睡蓮全數謀殺。接下來的一年，繼續按時把li和化學
品加入荷池，使池水維持相當的鹹度。寒暑兩易，才
使睡蓮飲跡•
建築處在確定睡蓮已被根治之後，復將池水淡化，
控制鹹水植物生長。七零年代末期，大學獲獅子會捐贈
獅子亭一座，經過考慮，認爲建在荷花池中比較適宜。
爲點繰池亭環境，乃決定種植荷花。汲取了上次的敎
訓，這回可要愼重處理。爲控制其生長，先將荷花植
於大盆內，再放入水中種植，同時又加建通路及水閘，
疏導池水，使景致換然一新。兩年後，發覺荷花生長
不符理想，遂在水中築一小筏，將美人蕉排放在上面
種植。
這場人與植物的鬥爭，至此似乎告一段落，但卻
餘波未了。「蓮患」過後又有水草蔓生的問題，這回幸
虐亏江潤祥敎授拔刀相肋，提出「続魚愛吃水草植物」
的論據，並親自替建築處購買及安排蓮送魚花到荷池
飼養，以克制水草的生長。這法子果然奏效。後來’
錦雖\金山鯽也陸續入住荷池。
除去睡蓮，克制水草，太平安逸了一段日子，游
泥聚積之情形，又重新出現。池堤受風雨侵凌，多處
出現崩塌。建築處主任陳尹璇先生苦笑道：「算起來，
淸理池底游泥，修葺池塘的時候又到了…」。

服務國際

*大學校長高錕敎授獲六所專上院校校長提名’代表學術界出任工業發展委員
會委員，任期由一九九零年一月一日起生效。該職務由六位校長輪流出任。
*社會學系李沛頁敎授應邀出任香港明愛服務機構敎育委員會委員，任期兩年
半，由一九九零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電子工程學系鍾寶璇敎授應邀出任香港公開進修學院電子學諮詢委員會委
員，任期一年，由一九九零年三月起生效。
*人類學系講師王富文博士獲選出任香港人類學會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會長。
*音樂系講師陳永華博士於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十七日擔任第四十二屆香港校
際音樂節評判。陳博士又應香港市政局邀請，爲香港中樂團創作樂曲「飛雲
篇」。
*新聞與傳播學系高級講師兼系主任朱立博士應澳洲國立大學之邀，出任博士
論文之校外考試委員。
*崇基學院院長、研究院院長兼化學系講座敎授譚尙渭敎授獲提名’代表大學
出任政府人力策劃組學歷諮詢委員會委員。
*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兼市場學系講座敎授閔建蜀敎授出任英國國家學歷評審事
務局(CNAA)之香港評審委員，參與於一九九零年三月廿六至廿九日評審香港
理工學院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大學敎務長吳利明敎授及敎育學院院長蕭炳基博士獲提名，代表大學出任香
港考試局會考委員會委員。
*地理系楊汝萬敎授獲港督委任爲房屋委員會委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零年
四月一日起生效。楊敎授並應邀出任Hong

K o n g C o m m i t t e e for

Pacific

Economic C o o p e r a t i o n 之 委 員 ， 任 期 由 一 九 九 零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至 一 九 九 一 年

九月三十日。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高級講師黃潘慧仙博士擔任英國皇家放射學院（放射治
療及腫瘤學）院士考試委員，該考試將於一九九零年九月三日至四日擧行。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師何文匯博士獲代理港督再度委任爲區域市政局委任議
員，任期至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
*物理系楊綱凱敎授獲港督再度委任爲香港韓射管理局委員’任期三年’由一
九九零年三月二十三日起生效。
*社會學系講師鄧龍威博士獲港督批准，出任交通諮詢委員會成員，任期一年，
由一九九零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系主任鄧仕樑先生於三月廿四日擧行之第六屆全港校際辯
論比賽擔任中文組評判。
*英文系講師D「. Peter Cnsp及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師黃宏發先生於三月廿四曰
擧行之第六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擔任英文組評判。
*婦產科學系高級講師龍炳樑博士應邀出任香港婦產科學院敎師，任期由一九
九零年至九二年。
*邵逸夫堂經理蔡錫昌先生獲委爲演藝發展局戲劇事務委員會特别延聘委員，
任期一年，由一九九零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外科學系李國章敎授再度獲港督委任爲科學與技術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
由一九九零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下列同仁獲提名，代表大學出任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組轄下之考試小組委員
會及非駐院實習委員會委員：
內科學系聶國善敎授
外科學系講師劉允恰醫生
婦產科學系高級講師黃胡信醫生
兒科學系高級講師霍泰輝醫生
繞形外科及創傷學系陳啟明敎授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李川軍敎授（只出
任考試小組委員會委員）
*翻譯學系高級講師金聖華博士獲選爲香港翻譯學會會長，任期兩年，由一九
九零年三月廿四日起生效。
(此欄資料全部由新聞聯絡處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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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兩位中文秘書
中文秘書，顧名思義，是處理有關中文方

仙逝，遣缺由陳宣稼敏女士接任。周先生和相

面的工作，如草擬文槁，或將某些文槁加以修

先生都已獲頒廿五年長期服務獎，不久便要退

飾等。大學的中文秘書職位於八零年設立，當

休，《中大通訊》趁機訪問了這兩位資深的中文

時有三位職員先後獲擢升中文秘書，他們是相

秘書，請他們談談當中文秘書的必須條件與工

開明先生（新聞聯絡處）\周啟賡先生（敎務處）

作情況。此外，兩位老先生閱歷甚豐，每一段

與馬頌漢先生（校外進修部）。馬先生於多年前

經驗都可寫成故事，値得我們借鏡與學習。

書法馳名的相開明先生
相先生的書法與文筆，早已馳
名大學，但他求學的經歷，相信大
家不會太淸楚。相先生年輕時正値
抗日戰爭，爲了繼續學業，他只好
隨學校到處逃亡，故此他稱自己哈
的是「流亡中學」。那時全部家當就
只是一個背包，內裏除必需品外，
便是石筆與石板。由於戰時物資缺
乏，他們每人每學期只分配到一枝
铅筆，大家都珍惜不已，總捨不得
用。若要練字的話，便用石筆在石
板上寫，寫滿了抹去再寫。他感慨
地說：「哪像現在你們那麼幸福I」
相先生幾乎跑遍大江南北，就
只欠四川\東北\內蒙和西藏沒去
過，最後來到香港，並加入中大。
從那時開始，他就負責草擬對外的
中文槁件。曾有一段時間（八個半
月），他更要兼管大學的貴賓車隊。
談到日常的工作，相先生道：

所以日以繼夜地工作是常有的事。」
至於中文秘書必須具備的條
件，相先生認爲文學根柢與文筆流
暢是不可缺少的；因爲對外文稿的
遣詞用字\行文切要尤須考慮週
到。至於書法方面，他認爲要求中
文秘書書寫工整，也是理所當然
的。可是，相先生特别補充道：「我
的字還稱不上書法，不過是常常
寫，有時更是被逼不得不寫而已•
擧例說，十多年前，建築處主任林
遠蔭先生匆匆跑來找我，要我立即
用柰隶書寫「兆龍樓」三個十四寸大
字給捐建人過目。對於_書我是一
鼓不通，卻又難以拒絕，唯有硬着
頭皮寫了交卷。」直至今天，相先
生表示仍不敢肯定他當年寫的三個
字是不是隸書體。

「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這十

除書法了得外，相先生原來還

多年，我差不多每天都要代校長室

是一位「起名專家」。約在四年前，

草擬中文稿，包括校長講詞、邀捐、

馬臨校長請相先生替德國駐港總領

邀聘、賀唁、答謝\序文\題詞等。

事起中文名字，新上任的奧國領事

相先生認爲文學根抵與文筆流暢

那時期，大學正在加速發展，文物

知道後，也請大學替他起中文名

是不可缺少的：因爲對外文稿的

館\三年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中

字，於是馬校長又把這任務交給

遣詞用字、行文切要尤須考慮週

藥研究中心等相繼成立。大學與資

他•相先生便替他起名夏知樂，並

到。•..」

助人頻繁的函牘，大部分都是我撰

寫了一張名片樣本。這位總領事三

稿，再用毛筆繕正的。有時，一項

個月後來信道謝，且附來一張照樣

捐贈關係十多位捐者，那就要分别

本印的名片，說他每天苦練，現在已

繕寫以示恭敬。當年大學本部只有

能輕易地書寫自己的中文名字了。

「•••中文秘書必須具備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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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而彌堅的周放賡先生
周啟賡先生的家鄕遠在遼寧，

魯迅這些白話文大師，都是由於古

一九五零年初來港定居。他與中大

典文學有深厚根柢，白話文才寫得

之關係始於一九五六年；當時周先

這樣、流暢。」

生就讀於新亞書院文史系，畢業後

回顧過往有關文字的工作，周

即留校工作，算起來已經三十多

先生謙稱除翻譯《香港中文大學槪

年，比中大的歷史還要長。

兄》內大學本科生學則値得一提
外，其餘的不値細表。不過，有兩

跟相開明先生不同，周先生最

椿事他認爲自己是做得挺有意義

初的工作不光與中文有關，他形容

的。其一是中大成立後，大學開設

自己的工作就像「一腳踢」，而且

了一些院際課程，讓三院的學生修

是對內爲主。在新亞的年代，他參
與三院聯合招生的工作，並負責編
排上課時間表，打印講義、試卷、佈
告等。直至七三年轉職校本部敎務
處後，才較多處理來往之中文文件
及翻譯工作。周先生憶及當年，因
爲三院合併後，工作太多，常常加
班至凌晨，不能歸家，要睡辦公室，
滋味難忘。他凝重地說：「那裏傳
說是日本軍人殺人的刑場，所以夜
裡偶有異聲，不免毛骨悚然。」接
着，他又笑道：「我還記得加了共三
百二十六小時班，至今尙未補回，
其實當時我根本不能放年假，又遑
「行文要簡單、明瞭，切忌文言

白話混雜及格式不符：翻譯文件
則忌翻譯語氣太重。•••」

論補回加班的時間I」

讀，可是由於沙田校園建築工程剛
開始，未能提供課室，而三院本身
的課室使用率已呈飽和，大學唯有
在尖沙咀及大會堂臨時租用地方作
課室。不過，那時租地方並不容易，
而且費用昂貴，所以周先生總是盡
量調配新亞書院之課室，供院際課
程上課，此擧不但方便三院師生，
更爲大學節省不少金錢。其二就是
校車問題•周先生每天乘火車再轉
乗校車上班，眼看八時至九時一段
繁忙時間因校車不足，候車人龍排
至火車站後面空地，學生及職員爲
了趕時間，每有校車駛到，便拚命
擠上去，以致校車經常超載。有感

固先生認爲當中文秘書最重中

於超載容易發生意外，固先生於八

文程度，書法是否秀麗端正只屬次

八年底寫了一份改善繁忙時間校車

要•他指出：「行文要簡單、明瞭，

班次的建議書給大學交通委員會，

切忌文言白話混雜及格式不符；翻

希望協肋改善早上乘車的擁擠情

譯文件則忌翻譯語氣太重。」此外，

况。這項建議獲得採納並於八九年

如果大家想學好中文，周先生建議

初實施，校內交通困境因而暫時得

要從古文入手•他說：「像胡適之\

到糸予解。

宣佈事項
學博士學位。六二年加入中大任宗敎

College於一九九一至九二年度提供

大學校董會宣佈，委任沈宣仁博

系講師，七四年升任高級講師，八六

四至六個訪問學人名額，供學者前往

士接替譚尙渭敎授，出任崇基學院院

至八九年獲選出任文學院院長。沈博

該學院作一至三學期之訪問及研究。

長，任期四年，由一九九零年八月一

士是崇基學院校董，並服務於多個學

此等名額不附帶任何津貼。申請人必

日起生效。

院委員會’與崇基之關係悠、久。

須有數年敎學經驗，且從未在劍橋大

崇基學院新任院長

學任職或進修。

沈宣仁博士早年在菲律賓受敎
育，後赴美深造，先後考獲歐柏林學
院文學碩士\芝加哥大學神學士及哲

劍橋大學訪問學人計劃
英國劍橋大學Corpus

Christi

該學院將爲訪問學人\其配偶及
不超過兩名子女安排宿舍（九零至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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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之租金每星期約九十五至一零
三鎊）。訪問學人如須在實驗室工作，

敎育科技委員會秘書，查•電話內線

元，惟聘任期不少於兩年之本校全職

二七零二。

敎職員及其配偶，如未獲其他學習語
言津貼則可獲大學津貼百分之四十學

亦可向有關學系申請。
申請詳情可向人事組（內線二二

敎職員及配偶國粤語課程

四九）或直接向Corpus Chnsti College

費。

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由一九九零

有意申請者請於一九九零年五月

查詢。申請書須於一九九零年十月一

年五月廿二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於方

十九日前與該硏習所聯絡（內線電話

日 前 直 接 寄 達 M I S S Stella Smith,

樹泉樓再度爲本校敎職員及其配偶擧

二六八一至三）。

College Secretary, Corpus

辦下列各項國\粵語課程，暫定星期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 CB2 1RH, England。

二及四下午二時ffl"分至四時十五分上
•果

九零年度大學敎育科枝基金
接受申請

(一）供外籍敎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
級國、粵語課程
(二）供粵籍敎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
級國語課程

敎育科技委員會現接受敎職員申
請九零年度敎育科技基金。該基金由

•

(三）供非粵籍敎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

圖書館暑期開放時問
大學圖書館系統，包括大學圖書
館、成員書院圖書館及李炳醫學圖書
館，將於暑假期間（五月廿九日至八
月底）更改開放時間。詳情請閱各圖
書館張貼之通吿。
各圖書館並將於下列公衆假期停

大學撥予敎職員製作敎學視聽節目，

初級粵語課程

止開放：五月廿八日，六月十六及十

申請人須於六月十五日前將計劃撮要

以上各課程名額有限，按報名先

八日，八月廿五及廿七日。九月一日

並列明申請款額逕害大學敎材服務部

後錄取。學費全期港幣一千七百六十

本校廿五項硏究獲政府撥款逾千萬
大學及理工敎育資肋委員會自八

校所獲研究經費更高達一千零七十四

八年開始，設立研究資肋小組委員

萬，佔政府總撥款額百分之册一，比

會，負責評核各大專院校每年提交之

去年（百分之廿八）及前年（百分之

研究方案，並決定資助款額。委員會

廿四點五）更進一步。中大獲資助之

最近公佈九零至九一年度之評核結

研究範圍廣博，包括語言、科技\醫

果，在七十一項獲撥款之硏究方案

學、經濟及敎育。

中，廿五項屬中大敎職員所提交，佔
總數百分之册五，爲各院校之冠。本

大學及理工敎育資助委員會公佈
之撥款詳情如下：

大學興建新敎學樓
大學於上月十九日爲新敎學樓
「許讓成樓」擧行奠基典禮，由新亞
書院校董許國浩先生主持儀式。

文組，以及大學出版社敎學及辦事之
用。
該敎學樓的建築費由「許讓成先

新敎學樓樓高十層，總面積達四

生紀念基金」捐肋。該基金於一九八

千七百平方米，是崇基學院重建計劃

八年由許氏家族在本校捐設，以秉承

的第一期工程，預期明年杪錢工。新

許讓成先生畢生致力促進本港敎育與

樓將供歷史系、音樂系\翻譯系\日

推廣文化之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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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各圖書館將恢復正常開放時間。

機構研究項目總數撥款額（百分比）
百萬元
中文大學
25
10.74 (31%)
浸會學院
5
3.31 (9.5%)
城市理工
理工學院
香港大學

11
10
！

5.78(17%)
3.66 (10.5%)
11.01 (32%)

T T

34.50 (100%)

本校研究委員會宣佈，九一至九
二年度之研究資助經已開始接受申
請，敎研人員可往各學系及研究所之
辦公室查》詳情及索取申請表格。

中大通言fl

大學新設雙主科
兼讀學位課程

意大利政府贈送語言視聽敎材
大學最近獲意大利政府捐贈意大

大學將於本年九月開設生物及化
學兼讀學士學位課程。該課程乃本港
首項生物及化學的雙主科學位課程，
內容著重環境科學研究。收生對象主
要是在職的中\小學非學位敎師\實
驗室技術員及對生物學和化學有興趣
的人士。
,連同上述新課程，本校共開設兼
讀學士學位課程共八項，包括工商管

利文視聽敎材一套，該課程旨在普及
意大利語言及文化，並提高海外文化
機構之意文敎學質素。捐贈儀式於上
月四日在校內擧行，意大利駐港領事
費拿先生將該套敎材交予高錕校長。
大學意文組自一九七四年成立以來，
已獲多項捐贈，包括獎學金多項，資
肋學生前往意大利修讀短期意大利語
文及文化研究課程。

理\中英語文、數學及統計、音樂\
體育\小學敎育，以及社會工作•

中國文化硏究所建立文獻電腦化資料庫
林文傑敎授獲頒
美國愛光獎

中國文化研究所率先在本港利用
電算機系統地整理傳世文獻，建立
「漢及以前全部傳世文獻電腦化資料

是項硏究計劃獲大學及理工敎育
資助委員會撥款八十五萬元，作爲首

步作深入研究。

兩年經費，並由本校電算機服務中心

陳方正博士及榮譽講座敎授劉殿爵敎
授於八八年倡議，除希望利用電算機
重新記錄該批歷史價値重大的文獻之
外，還希望仿照三十年代哈佛燕京學
社出版之引得書籍，將一百零二部
(包括經史子集四部之典籍），共八
百萬字之傳世文獻，以電腦程式進行
科技學講座敎授林文傑敎授最近獲美

方便。

庫」，使學者得提高研究效率及進一

該項大型研究計劃由研究所所長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院長兼生物

檢書籍中某字\某句全部用例，十分

檢索，並悉數編成《古籍逐字索引叢
刊》°

提供技術支援，成立六人工作小組。
小組採用了丨BM-PC系列電腦系統，
而有關「逐字索引」之排印\檢索等
電腦程式，均由小組自行設計。
自去年九月至今，資料庫已輸入
古文獻廿五部，包括《戰國策》\《禮
記》\《周禮》\《儀禮》等，約一百五
十萬字。資料庫計劃完成後，原則上
開放予外界人士及學者使用，並考慮
發行「古籍逐字索引磁碟系列」，把多
於一種的文獻資料儲存在一磁碟內，

國愛光研究院頒發一九九零年度愛光
作

以便利研究語言學\文學及古代歷史

獻•林敎授是東南亞首位獲頒該獎項

爲一種學術工具，對漢學研究幫肋極

之學者進行排比研究工作。日後如有

的科學家•.

大，尤其利便於語法研究工作。學者

充足經費，更可伸展至六朝睛唐之傳

利用「逐字索引」，可於短時間內，尋

世文獻。

獎，以表揚其對眼科研究的傑出貢

林敎授曾發表科學論文及摘要逾

「逐字索弓I」(Concordance)

一百八十篇，其研究興趣主要在於神
經細胞傳遞之分子結構基礎，特别是
接收視覺訊息之過程。

本校爲匹兹堡大學

愛光大藥廠總廠設於美國德州，

開辦管理課程

是有數的世界最大規模眼藥廠之一。

三十五名美國匹茲堡大學工商管

該廠之研究院每年頒發愛光獎予在醫

理碩士課程學生於上月中來港，參加

藥研究有特殊成就的人士。

由本校亞太工商研究所和工商管理學

院合辦之亞洲高級管理課程。
該課程於去年首次擧辦，由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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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學院之資深敎師及不同行業

該課程爲期五天，包括講座、個

之高級行政人員共同主持，旨在使美

案研究、小組討論等，M安排學員實

國商業行政人員進一步了解本港及亞

地考察中國深圳的中外合資機構，以

太區之商業前景和其管理蓮作。

探討中國的經濟發展趨勢。

海峽兩岸法律國際硏討會

九十年代香港一深圳一內地科技合作硏討會
中國經濟特區資料研究室於四月
三十日至五月一日主辦「九十年代香
港一深圳一內地科技含作」研討會，
近三十名中港知名人士在會上發言。

自台灣放寬赴大陸探親以來，海

是次會議的硏討主題包括香港一

峽兩岸人民關係迅速發展，產生牽涉

深圳一內地科技合作的前景與問題\

兩岸的法律問題在所難免。如何處理

多元方式、具體領域及其促進的途徑

該類案件，已成爲海峽兩岸法律專家

和建議。特邀嘉賓工業署署理署長梁
建邦先生、香港科技委員會主席潘宗

專題發言。朱悅寧先生並率領三十二

光敎授\深圳市副市長朱悅寧先生及

人包括不同行業負責人之代表團出席

科技協進會會長何鍾泰博士在會上作

會言義0

關注的重要課題。本校中國法制研究
計劃\香港律師會\台北律師公會及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於本月三及四曰聯
合擧辦一項國際研討會，以「海峽兩
岸法律適用之理論與實務」爲題，探

大學出版新書
大學敎職員在富爾敦樓大學書店
購買下列書籍，可獲八折優待。
1.廣P美慈著：Market

Environment-

ahsm (英文本），一百二十八頁，

平裝本，港幣四十八元正。
2.

Norton G i n s b u r g 著 ： The Urban

港幣三百二十五先正•
4.何美歡著：《香港含同法》（中文
本），四百八十七頁，精裝本，
港幣三百二十元正。
5.周陳文琬編：《從學校到社會》
(中文本），作者包括周兆祥\

Transition ( 英 文 本 ) ， 一 百 三 十

陳特、林靜雯、陸沈湘文、倫佩

二頁，平裝本，港幣五十元正。

芳、李天命、蔡冠華\任伯江及

3.饒宗頤：《饒宗頤書畫集》（中、

中文大學學生事務處，一百七十

英文本），九十二頁，精裝本，

八頁，平裝本，港幣三十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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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海峽兩岸的兩個關係法及有關的法
律適用問題，並提出論文和分析案
例。是次硏討會邀得中國大陸、台灣、
香港及海外的華人法律專家參加，並
獲台北律師公會的葉潛昭先生與香港
律師會的傅德楨先生、黎錦文先生\
李孟華先生及馬兆林先生賛助。

中大通訊

人事動態

若要瀏覽本部分的資料，
請須輸入中大校園電子郵件密碼。

職位空缺

截止申請曰期

敎育學院暫任講師

19.5.90

醫學院腫瘤學系講座敎授

19.5.90

哲學系講師

3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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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點滴
社敎隊再奪校長盃籃球賽冠軍
校長盃籃球賽決賽於上月十九日
擧行，上屆冠軍社敎隊以四十七比四
十一擊敗文學院隊，蝶聯冠軍寶座•
決賽過程異常緊張。比賽初段，
社敎隊先以十分拋離對手，其後文學
院隊急起直追；中段時，雙方輪流入
球，形成拉銀戰；最後，社敎隊以六
分之微僅勝對手。

「校園生活協會」
宣佈成立

社敎隊隊員劉誠博士表示，社敎
隊得以取勝，身兼敎練、領隊及隊長
的謝天懋先生功勞不少。劉博士並認

一個以推廣大學社羣生活，協調

爲，如果隊員變動不大，明年獲取三

系之朱立、李少南\蘇縫機，敎育學

連冠的機會很大。

院之盧乃桂\劉誠，心理學系之梁覺\

這次社敎隊出賽的隊員共十位，
包括政治與行政學系之謝天懋，新聞

梁展鵬、陳建堂及聯合體育部之余雲
程。

校園關注問題的組織一校園生活協
會——已於上月成立。該會由校長夫
人高黃美芸女士出任主席，各組織成
員包括刊物《友聲》、中大婦女會、崇
基學院敎職員聯誼會、新聞聯絡處\
新亞書院敎職員聯誼會、逸夬書院、
邵逸夫堂、中大敎職員協會、聯含書

《二十一世紀》

院敎職員聯誼會。

中國文化硏究所籌辦雙月刊

「校園生活協會」最近擧行首次
會議，議決向大學建議於本年十二月

中國文化硏究所正籌辦一份綜合

稿、推薦作者和提供寶貴意見。稿件

擧行大學餐舞會。此外，亦計劃與有

性的學術文化雙月刊，暫名《二十一

或意見信請函中國文化硏究所《二十

關方面統籌校園環境保護工作及今年

世紀》，創刊號擬於今年秋天出版。

一世紀》雙月刊。

夏季之社羣活動。

出版該刊物的宗旨，在集合海內

化建設。
《二十一世紀》將以學術論著及
文化討論爲中心，思想性爲特色，廣
泛的現代文化知識爲背景。該刊物除
刊登討論普遍關注問題的論著外，更
歡迎突出社會及思想意義之專題專
論。中國文化研究所現誠邀敎職員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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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刊逢月中出版，下期截稿日期爲五月廿七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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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投稿者必須同時附上英文翻譯，否則來稿只會在中文版刊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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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刊內容未經編者書面准許，不得轉載。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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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梁其汝肋理編輯：溫李琪•陳偉珠製作：黎寶翠

歡丨迎I投—稿-

層次，探索中國今後的社會發展和文

-中—大I通I訊-

外知識分子的力量，從不同的角度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