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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期　一九九一年三月 

大學消息 

高錕校長致全體師生公開信 

高校長於二月六日發出 

第四封致全體師生之公開信 

，強調大學之擴展急速，組織 

日形複雜，因而十分關注分 

散決策權至各院系之問題。 

他指出，權力下放，有助於增 

加行政決策效率，減少阻滯； 

取消非必要之行政措施，可 

方便推行新的學術計劃；而 

給予各學務單位適當之權力 

，以承擔相應之責任，又可 

使其工作更加精益求精。 

接著，高校長在信中撮 

要介紹決策權下放之進展情 

形。他表示，經廣泛諮詢意 

見後，已擬訂分散決策權之 

實施細則，並將分段實行。 

醫學院因一直由專款資助， 

且其組織又有別於其他學院 

，故將較早推行此項措施。 

日後，各學院院長與系主任 

將分別對各自職權範圍內所 

做的決策及工作負責；而校 

本部之行政部門除提供特定 

的支援服務外，並將協助各 

院系充份了解及順利推行大 

學之政策。事實 

上，現時相當部分之 

日常運作與管理程序，已經做 

到職權下放。教務會於去年十 

月通過簡化教務决策程序就是 

很好的例子。 

高校長並表示，大學將於 

本年八月起，逐歩把若干人事 

與財務之有關決策權分散至各 

院系。而大學亦將不斷聽取員 

生之意見，檢討分散快策權之 

成效，並加以改善。 

鄭裕形及李兆基博士贈款 

資助本校與耶魯大學硏究計劃 

本港知名殷商鄭裕彤博士 

及李兆基博士最近慨捐六百萬 

美元，資助本校香港亞太研究 

所與耶魯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 

共同開展對華南地區、香港及 

台灣的研究計劃。 

中、台、港地區具有強大 

的發展潛力，各方面的發展均 

為全球所注目；而香港社會現 

更經歷重大變遷，該項計劃除 

有助於協調及擴充關於中國研 

究與教學的資源，和加深專業 

界與工商界人士對該地區的廣 

泛了解，並將協助香港探討如 

何增強經濟競爭能力，維持政 

治穩定，以及發展與南中國及 

其他鄰近地區的互惠合作關係 

，對促進香港持續發展有莫大 

裨益。兩校並將邀請華南地區 

及台灣之學者參加研究計劃。 

鄭氏與李氏曾分別出任聯 

合書院校董及三年制工商管理 

碩士課程顧問委員會主席及委 

員，並屢贈巨款，栽培人才， 

促進學術。是次贈款將為「耶 

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計劃」提供博士獎學金， 

聘請資深研究員，設立有關學 

科的講座教席，添置圖書資料 

及資助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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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三月 

首宗兒童骨髓移植手術 

威爾斯親王醫院新成立的兒童 

骨髓移植組，於上月六日進行首宗 

兒童骨髓移植手術。是次手術由本 

校兒科醫生主持。 

病人是一位十四歳女童，患有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該種疾病非傳 

統藥物所能醫冶，骨髓移植是目前 

唯一的療法。 

病人自一月廿九日起即被安置 

在過濾空氣無菌調節室中，並須於 

手術前接受六天藥物冶療，以消滅 

白血細胞。手術當日，醫生從骨髓 

捐贈者體內抽出骨髓細胞，經靜脈 

注射入病人體內。手術歷時一個半 

小時，術後捐受雙方的情況均令人 

滿意。病人繼續於過濾空氣無菌調 

節室休養三至四個星期，直至出現 

骨髓移植成功的跡象。若一切順利 

，病人將從無菌調節室遷往隔離病 

房，休養一個月，再轉至其他地方 

療養康復。 

病人的免疫系統約需一年時間 

才可完全復原。如手術後兩年內不 

再有發病跡象，則表示病人完全康 

復。 

港台兩大辯論賽 

本校國語辯論隊在「港台兩大 

辯論賽」奪標。比賽於上月十日假 

沙田新城市廣場舉行，辯題為「推 

行環保有礙社會文明進步」。本校 

代表隊險勝國立台灣大學辯論隊， 

奪得冠軍；而結辯之隊員張亮更獲 

「最佳辯論員」獎。 

是次辯論賽之目的，為促進兩 

校學生之文化交流，提倡辯論風氣 

及在香港推廣國語之應用。而國立 

台灣大學辯論隊乃首次來港作賽。 

此外，為提高對參賽者靈活思考之 

要求及加強賽事之緊湊氣氛，辯題 

於賽前一星期才予以公佈，正反方 

立場更於賽前兩小時才抽簽決定。 

正方台大隊指出，偏激的環保 

運動如反對建核電廠及砍伐森林等 

，會妨礙社會進步。而反方中大隊 

則認為，推行環保可有效地控制污 

染，改善人類生活，有助文明進步 

。兩隊實力平均，表現出色，不時 

針鋒相對，競爭極為激烈。中大隊 

奮力以赴，終以數十分之距勝出。 

聯合書院周年硏討會 

聯合書院於上月二十日舉行九 

一年書院周年研討會，會議主題為 

「九十年代新戰線」。研討會分座 

談會及小組討論兩部分。前者由政 

治與行政學系講師黃鉅鴻先生主持 

，並邀請香港浸會學院英文系高級 

講師周兆祥博士、明報督印人鄭仰 

平先生及本校社會學系講師呂大樂 

先生分別發表講話。座談會後，參 

加的師生分三個小組，就研討會主 

題作深入之討論。 

工程學硏究院課程開放日 

電子計算、電子工程及訊息工程三 

個學系於上月九日聯合舉辦研究院課程 

開放日，介紹各學系的設施及其碩士與 

博士課程內容。當天並有該等學系的教 

員在場講解及回答問題，吸引了約二百 

名人士到來參觀。 

開放日藉講座、參觀和師生交談， 

使有志攻讀工程學研究院課程的校內及 

其他專上院校學生，以及在職人士，對 

中大的工程學高級學位課程有進一歩的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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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點滴 

中大年宵市集 

中大年宵市集，是 

邵逸夫堂主辦的一年一 

度的迎春節目。今年的 

市集在二月九日星期六 

下午舉行。當天天氣和 

煦，下午二時，在邵逸夫 

堂正門舉行了簡單而熱鬧的開幕儀 

式。首先由國際交換計劃學部一群 

外藉學生表演中西合璧的洋人羊年 

三獅賀歳，並邀請校長夫人高黃美 

芸女士、大學總務長招大維先生及 

校友事務處主任溫漢璋先生為三獅 

點睛。接著，音樂系曹本冶博士的雙 

胞千金在喜氣洋溢的民間音樂聲中 

，抱著小綿羊（道具）進場，隨醒獅巡 

行隊伍向廣場行進，迎接羊年的到 

來。在此之際，貼滿願望紙條的彩 

色氣球，亦徐徐升空。九一年的年 

宵市集，在一遍歡樂聲中正式開始。 

今年的年宵市集比去年更具規 

模。百萬大道設有二十餘個年宵攤 

位，貨式齊備，使人眼花瞭亂；食 

街的生意亦相當不俗；邵逸夫堂內 

的傳統工藝攤位擠得水洩不通，點 

唱項目和樂隊表演更備受歡迎。為 

增加節日氣氛，今年的兒童樂園構 

思新穎，集合多項中國傳統遊戲， 

有難度極髙的墨汁挾波子、即席揮 

毫寫揮春、擲桔遊戲、撥麵粉比賽 

及老少咸宜的迷你高爾夫球。遊戲 

之間，更可到雅緻的「邵記茶寮」 

稍作歇息。 

市集於六時後結束，當天的參 

加者約二千七百人次。各人在慶賀 

成功舉辦年宵市集之餘，更感謝保 

安組、交通組、建築處等部門之鼎 

力幫忙，使各項節目得以順利進行。 

新亞敎職員聯誼會選出九零至九一年度理事 

新亞教職員聯誼會最近舉行周 

年大會，選出九零至九一年度理事， 

名單如下： 

主 席 ： 羅 茂 卿 

副主席：朱嘉濠 

秘書：何林碧玉 

司庫：鄭偉楠 

康樂：董何淑貞（召集人） 

張學明 

林許江懷 

蘇鑰機 

黃瑞雲 

總務：朱立（召集人） 

霍泰輝 

金永強 

黃乃正 

黃維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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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館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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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館將由四月六日至五月十 

二日在西翼展覽廳舉辦「嶺南三高 

畫藝」展覽，展出高劍父、高奇峰 

及高劍僧繪畫約八十幅，而以高劍 

父作品為最多。 

高劍父（一八七九至一九五一 

年）先從學於隔山派居廉，後受當時 

日本繪畫的啓示，致力革新傳統繪 

畫的構圖、色彩、表現技法等，開 

拓新的題材，創作「新國畫」。他 

的繪畫風格蒼勁豪邁，別具特色。 

其四弟奇峰（一八八九至一九三三 

年）、五弟劍僧（一八九五至一九一 

六年）亦受劍父影響，畫藝極高，堪 

稱一門三傑，並稱「三高」。 

以高劍父為首發展出來的「嶺 

南畫派」，是近代中國畫壇一個極 

具代表性的畫派，影響頗為深遠。 

文物館是以精選庋藏的「三高」繪 

畫，舉辦專題展覽，並精印圖錄， 

以饗觀眾。 

歡迎各界人士蒞臨參觀。 

安全島不安全？ 

梁銶琚樓外之中央道路段已於 

年初重新開放通車，而在該路與士 

林路及聯合路交匯處，更增設了行 

人安全島。此一道路設施之位置及 

設計，引起不少駕車人士之非議。 

建築處對此作出解釋： 

重新開放之路段並未全部完 

工。目前之路面，只是未來 

的南向行車線；該段路面將 

獲加闊，另辟北向行車線。 

在擴闊路面工程未完成以前 

，新建之行人安全島的確有 

些礙眼，並給使用者帶來不 

便，希望大學同人暫予忍耐。 

崇基學院 

新春行大運 

一年之計在於春。崇基學院於 

春節初十（二月廿四日）即為該院將 

於十月舉行之四十周年校慶慶祝活 

動籌措經費，舉行新春行大運籌款 

步行。 

歩行活動之開幕禮在崇基嶺南 

體育館舉行，由署理院長陳佐才博 

士主持儀式；隨後更有新亞國術會 

的精彩醒獅。起歩前，眾參加者齊 

把五彩繽紛的汽球放上天空，場面 

輕鬆而宏偉。 

步行人士沿崇基校園行至大學 

本部，在大學圖書館前之廣場拍快 

照，然後繞過逸夫書院，經環迴大 

馬路折返眾志堂，參加閉幕典禮。 

全程約兩小時。 

一百二十位參加者包括校友、 

教職員和學生，很多更是一家大小 

齊「出動」，老中青濟濟一堂，非 

一常熱鬧。而全場最年幼的，是一位 

—六個月大的小寶寶，使場面更添溫 

馨。 

這次活動，除了籌款，更是一 

次讓新知舊雨共聚的難得機會。籌 

款結果尚待結算，但已知有十一位 

校友每人樂助每位參加歩行者十元 

；而崇基教職員聯誼會亦贊助每位 

參加之會員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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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蜆殼杯」師生網球賽 

一年一度之大學硯殼杯師生網 

球賽已於二月廿八日下午圓滿結束 

。雙方之水準高度發揮，比賽競爭 

激烈。教職隊最後以七比二總局數 

勝出，奪得本年度之「蜆殼杯」。賽 

事結束後，由林聰標教授主持頒獎。 

參賽者名單如下： 

教職隊：麥繼強教授（隊長） 

鄭偉明先生 

傅浩堅博士 

莊聯陞博士 

黃重光博士 

梁 怡 教 授 

學生隊：梁逹智先生（隊長） 

趙志宏先生 

谷烽先生 

谷德權先生 

吳國聲先生 

鄺志遠先生 

梁 軍 先 生 

龍紹良先生 

中大出版社新書 

大學教職員在富爾敦樓大學書店購買下列書籍，可獲八折優待。 

‧秦家懿、R.W.L. Guisso合編：Sages and F i l i a l Sons: Mythology 

and Archaeology in Ancient China (英文本)，二百四十三頁， 

精裝本，港幣一百六十元。 

‧Roger T. Ames、陳善偉、吳茂生合篇︰ Interpret ing Culture 

through Translation: A Festschrift for D.C. Lau (英文本 ) 

，三百一十八頁，精裝本，港幣二百一十元。 

‧ 梁 輝 明 編 ： O p t i c a l Methods in Biophysics (英文本），三百四 

十二頁，精裝本，港幣二百八十元。 

‧斯華米•穆坦納達著，梁濃剛譯：《冥想》（中文本），一百零 

九頁，平裝本，港幣三十八元。 

貢獻社會 
服務國際 

‧地理系楊汝萬教授獲港督委任為九廣 

鐵路公司董事局成員，任期兩年，由 

一九九一年二月一日起生效。 

‧社會學系李沛良教授及心理學系高級 

講師張妙淸博士獲港督委任為康復政 

策及服務工作小組成員。 

‧市場學系閔建蜀教授應邀出任樹仁學 

院顧問委員會成員。 

‧生物系張樹庭教授應邀為英國國際生 

物科技硏究院院士，以及微生物資源 

中心董事會司庫。張教授並於一月間 

在南斯拉夫主持聯合國舉辦之「生物 

抖技資訊交流系統之建立及應用」訓 

練課程。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李川軍教授獲選 

為國際病理學院亞洲區副總裁，任期 

兩年，由一九九一年起生效。 

‧國際企業學系高級講師劉可復先生應 

香港政府工業署邀請，出任工業發展 

委員會屬下之絲織及成衣業委員會成 

員，任期一年，由一九九一年一月— 

日起生效。劉先生又應香港學術評審 

局邀請，擔任香港理工學院紡織及製 

衣市場學文學士榮譽學位之學術評審 

小組成員。 

‧統計學系李錫欽教授獲選為泛華統計 

協會理事，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一年 

一月一日起生效。李教授又應邀出任 

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應用統計學高級文 

憑課程之首席校外考試委員，任期由 

一九九零年十月至一九九三年九月。 

‧哲學系高級講師艾禮遜博士應邀於一 

九九一年一月二日起，出任英國諾定 

咸大學哲學系出版之刊物《亞洲哲學》 

之顧問編輯。 

‧音樂系講師陳永華博士為香港藝術節 

擔任兩場「週末輕組曲」之節目總監 

及主持人。陳博士又應邀出任一九九 

零至九一年度香港大學音樂系客座講 

師及香港演藝學院之音樂學院顧問委 

員會成員。 

‧國際企業學系高級講師盧榮俊博士應 

邀出任中國管理科學硏究院國際投資 

硏究所硏究教授，任期由一九九一年 

二月一日起生效。 

‧物理系高級講師何顯雄博士於一九九 

一年一月獲選為尖沙咀浸信會產業保 

管委員會成員。 

‧邵逸夫堂經理蔡錫昌先生應邀出任教 

育署設立之香港學校戲劇議會成員， 

任期由一九九一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此欄資料由新聞聯絡處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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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長期服務獎頒授典 

禮，於上月二日在大學賓館舉行，由 

高錕校長主持儀式。本年度獲獎之同事共 

二十四位。 

高校長先作簡短致辭，指出一生人工作的時間不過 

三、四十年，廿五年的確是很長的時間，亦是對社會貢 

獻最大的時間。他代表大學向得獎同事表示謝意。高校長 

又值香港面臨重要改變的時刻，勉勸同人再接再勵，繼續 

爲大學作出貢獻，爲大學未來的廿五年及後來的同事奠下 

更穩固的基礙。 

如去年一樣，本列將遂一介绍願意接受訪問的得獎同 

事，並把訪問分別於本期及下期刊出，排名不分先後。 

姓名 學系/部門 姓名 學系/部門 

鄧秉鈞醫生 大學保健處 陳乃五博士 統計學系 

潘克廉先生 體育部 譚尚渭教授 大學副校長 

金聖華博士 翻譯系 高李碧恥女士 社會工作系 

黃繼持先生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張端友先生 新亞書院院務室 

吳思儉先生 體育都 阮庭焯博士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麥繼強教授 生物系 葉繼榮先生 数學系 

黃鈞堯教授 地理系 李武功先生 新亞書院學生輔導處 

陳安多尼先生 學術交流事務處 曹忠岳先生 校本部庶務組 

馮江山先生 聯合書院院務室 勞黄慧嫻女士 校外進修部 

王適頤先生 教育學院 劉鍾潔冰女士 聯合書院院長室 

馮張寶英女士 聯合書院院務室 黃岳福先生 校外進修部 

林熾榮先生 大學圖書館系統 區宗成先生 數學系 

現時的工作沒有以前耶 

麽有規律，但接觸的人 

和處理的事卻多得多， 

感覺上更有滿足感。 

陳安東尼 

學術交流事務處專責文員 

陳安東尼，不，陳安多尼 

先生才對。大抵很多人對他 

的名字感興趣，而他也習以 

為常。談到陳先生名字的由 

來，原來他是天主教徒，甫 

出生便受洗。他的代父是外 

國人，所以只替他起了個英 

文名字——A n t h o n y ，出世 

紙的名字跟領洗紙，加上姓 

氏，便成為陳安多尼。陳先 

生表示，打從申請進中大工 

作開始，他一直是用「多」 

字，也不知為何卻總變成了 

「東」字。陳先生初時一直 

任職經濟系，八五年才調到學術交 

流事務處。現時的工作沒有以前那 

麼有規律，但接觸的人和處理的事 

卻多得多，感覺上更有滿足感。不 

過工作亦非一帆風順；近期來校作 

學術交流之人士倍增，其簽證又常 

出現麻煩，加上宿位有限，來到以後 

安排住宿也是頭痛的問題。對於獲 

獎，陳先生的感受是：「好像沒有 

那麼久吧！」 

英姐在中大任職一直感 

到十分愉悦，同事態度 

和藹，校園環境優美， 

且空氣清新。 

馮張寶英 

聯合書院院務室辦公室助理 

頒予馮張寶英女士長期服務獎之餘，似 

乎應該再頒予她一個忠心服務獎，因為英姐 

兩代皆為中大服務。英姐的 

母親早年在聯合書院工作， 

退休後英姐便接棒。她笑説： 

「我十分髙興得到長期服務 

獎，真要多謝大學。」英姐 

在中大任職一直感到十分愉 

悦，同事態度和藹，校園環 

境優美，且空氣清新。唯一 

曾使她較難適應的，是聯合 

剛從市區搬至沙田時，因她 

尚未有條件乘坐教職員專車 

，每天只好大清早起來，從 

西營盤碼頭乘船至深水埗， 

再歩行到大埔道乘巴士返中 

大。這樣的日子過了六、七 

年，英姐才得以免役。 

他坦言自己性格内向 

，不好交際，故雖在 

大學服務了這麽長的 

日子，其生法也是乏 

善足陳，沒有什麽值 

得回憶的事… 

葉繼榮　數學系講師 

葉繼榮先生自於英國畢業後，便加入聯合書院數 

學系工作。他坦言自己性格內向，不好交際，故雖在 

大學服務了這麼長的日子，其生活也是乏善足陳，沒有 

什麼值得回憶的事；連此次獲長期服務獎，感覺上亦是 

平平淡淡的，不過是虛度廿五年時光而已。縱然是葉 

先生這樣不甚活躍的人，隨著歲月的消逝，他也能感 

受到大學的改變。譬如説，人多了，停車地方不甚足夠 

；學生對數學的興趣擴闊了；社會上對數學的要求亦 

與日俱增。而葉先生的癖好也改變了不少。年輕時好 

動，愛打乒乓球、駕車到處逛，現在則愛鑽硏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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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尚渭敎授 

大學副校長 

譚尚渭教授本著家在香港的情懷，在英國及歐洲深造完 

畢後，毅然放棄留在瑞士工作的機會，回港於崇基任教。執教 

不過數年，譚教授即參與行政工作，歷任崇基理學院院長、 

崇基學院院長、硏究院院長，以至大學副校長，從事校政幾 

從無間斷。此外，更身兼多個學術機構及志願團體的要職。 

同時肩負教學、硏究、校政、社會服務，擔子殊不輕省，他 

是如何兼顧的？譚教授笑道：「一來我對行政工作有興趣， 

二來只要懂得善用時間和選擇適當人員協助，問題自然容易 

解決。」事實上，譚教授雖日理萬機，但每天仍至少抽出一 

小時運動，真是充份利用時間。譚教授多年來廣泛參與大學 

的工作，留下許多難忘的回憶，但最有成就感的，要算是當 

崇基院長初期，把週會納入通識教育，不但解決了出席率低 

落的問題，更使週會一直保待蓬勃發展。 

…身兼多個學術機構及 

志願團體的要職。同時 

肩負敎學、硏究、校政、 

社會服務，擔子殊不輕 

省… 

曹忠岳 

校本部庶務組組長 

曹忠岳先生早期任職於聯合書院總務處，後轉往教育學院，八 

九年才調任庶務組。表面看來，三項工作性質似乎分別很大，實則 

不然。曹先生表示，他的工作一直不離財務、總務、雜務等等，實 

在是大同小異。曹先生回想從前因文儀設備落後，忙起來時，工作 

會頗為吃力。就以印刷文件為例，他們先要謄寫蠟紙，遇上油印機 

壞了，更要用人手逐張印刷。他猶記得第一次印文件時，因為「不 

熟手」，跟不上油印機的速度，紙張被天花板的電吊扇弄得滿室飛 

舞，使他異常狼狽。過去，曹先生在工作餘暇每愛打乒乓球，他曾 

一度擁有十多塊球拍；可是，如今工作地點離運動場館較遠，他已 

不像從前那麼熱衷於打球了。此外，曹先生亦鍾情於書法，在教育 

學院工作期間，還當開班授徒呢！ 

曹先生鍾情於書法，在教育 

學院工作期間，還嘗開班授 

徒呢！ 

黃岳福 

校外進修部文員 

黃岳福先生任職校外進修 

部已有多年。老同事愛打趣稱 

他「阿福」，不過，樂天的黃 

先生卻亳不介懷：「我的名字 

確是有一個『福』字嘛！」黃 

先生最初在校務處公共關係組 

任職，十年下來，對工作有點 

生悶，乘著保安組有空缺，轉 

了過去；其後又再轉到校外進 

修部。黃先生現在想起來，無 

悔當年轉職的決定，因他目前 

負責處理學生入學事宜 

，挺有滿足感。此外， 

他亦喜歡在市區工作， 

取其交通方便。黃先生 

在校外進修部工作，因 

利乘便，經常修習該部 

舉辦的課程，特别是書 

法、國畫等興趣課程； 

最近他又準備修讀行草 

書法班。至於他的愛好 

，聰明的讀者已可從他 

參加的課程窺察到。 

黃先生現在想起來，無 

侮當年轉職的決定，因 

他目前負責處理學生入 

學事宜，挺有滿足感。 

勞黃慧嫻 

校外進修部文員 

勞黃慧嫻女士堪稱校外進修部的開國功臣。她入職時，校外進修部剛成立不久，整個部門除她以外，只 

有三位男職員。由於是唯一的女性，其他同事都很照顧她。那時，為多掌握工作技能，勞太於業餘學中文打 

字。未幾該部門主任知道了，特別購置一台中文打字機，讓她負責打印所有課程的點名冊。初時總共不過是 

六十多項課程，兩千多個名字罷了，而時至今日，已發展至六百多項課程，一萬多名學生，但勞太還是應付 

裕如，並且沒有患上近視、肩酸腰痛等職業病。回想過去的歲月，她最難忘記在加拿芬道恒生銀行舊址時， 

每天中午，與幾位同事在洗手間煑飯的熱鬧情形。她説，那裡的洗手間異常清潔，而且設備與空間都不缺， 

可惜沒有多久便搬往安年大廈去了。 

回想遇去的歲月，她最難忘 

記在加拿芬道恒生銀行舊址 

時，每天中午，與幾位同事 

在洗手間煑飯的熱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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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繼强敎授 

生物系敎授 

麥繼強教授求學時期得一位好老 

師的悉心栽培，使得他不但一鼓作氣 

取得博士學位，更立志獻身教育界。 

後來，他的好老師——新亞書院生物 

系第一任系主任任國榮教授更力邀麥 

教授到中大任教，而他亦欣然接受。 

由於體會到良師的重要，因此他便以 

栽培中國青年為己任。歲月匆匆過去， 

麥教授滿不滿意其培育人才的成績？ 

他略帶笑意道：「相當滿意。學生之中，光是 

算算取得博士學位的，已有六十多人，其中尤 

以徐立之博士的成就最為突出。」麥教授自言 

其自主性極強，做事愛具個人風格。説到個人 

風格，相信不少人對麥教授兩撇獨特的鬍子有 

深刻的印象。麥教授的興趣十分廣泛，動靜皆 

好；動是愛打網球及行山，靜則熱衷於搜集古 

董及硏究投資之道。 

歲月匆匆過去，麥敎授 

滿不滿意其培育人才的 

成績？他略帶笑意道： 

「相當滿意。…」 

陳乃五博士 

統計學系高級講師 

「加入中大，主要是應前聯合書院理學院院長 

周紹棠博士的誠意邀請。事實上，那時我仍在英國 

任教，剛巧港大方面亦擬聘用我。」話及昔日，陳 

博士即聯想起當年在港島堅巷的聯合理學院。那時 

，雖然教職人員不多，關係卻是像置身於大家庭之 

中，十分融洽、親切。陳博士説：「那時我和馬臨 

教授、高錕教授、陳方正博士……等等，常於早上 

在茶室相敘，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有時更會相約 

連同家眷一起歡聚及旅行哩！」陳博士原屬數學系， 

並主管統計學小組，後更著力籌辦統計學系。統計 

學系成立，他便順理成章轉往該系。陳博士還是乒 

乓球能手，理學 

院先後六次奪取 

校長盃乒乓球賽 

冠軍，他居功不 

少。 

陳博士還是乒乓球能 

手，理學院先後六次 

奪取校長盃乒乓球賽 

冠軍，他居功不少。 

吳思儉 

體育部講師 

吳思儉先生年少時便與體育結下不解緣，田徑、 

足球、拳擊等運動他都喜愛；唸大學時，更修讀體育 

系。吳先生加入新亞書院前，曾任中學體育教師及香 

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體育幹事。 

多年來，他對教學的熱忱始終未 

減；只要能提高學生對運動的興 

趣及運動技巧，他便感到莫大的 

滿足。吳先生最有感觸的，是想 

起早期新亞設備不足，書院沒有 

運動場，每次運動會不單要租借 

場地，更要自己動手搬椅子、搭 

司令台及帳蓬，而學生的參與亦 

十分熱烈。反觀今天，大學雖擁 

有標準的運動場地及設施，但學 

生的參與卻十分冷漠。吳先生表 

示，目前大學已開設體育副修及 

兼讀學士學位課程，希望體育課 

程能有更大的發展，為社會培育 

更多體育師資及人才。 

多年來，他對教學的熱忱 

始終未滅；只要能提高學 

生對運動的興趣及運動技 

巧，他便感到莫大的滿足。 

林熾榮 

見習圖會館分組主任助理 

「我最難忘記崇基搬圖 

書館前後那一段日子。」那 

年，林熾榮與其他同事為了 

將書本綑扎妥當，以便搬運， 

在搬館前著實忙透了，有好 

幾次還要在新的牟路思怡圖 

書館留宿。林先生似乎總離 

不開「書」 ；未進中大之前， 

他是教書的，進中大後，又 

給編配到圖書館工作。由初 

期處理借還書事宜，至今天在編目組工作， 

書本不但沒有令他生厭，反而誘發了他對 

圖書館管理工作的興趣。他曾修讀不少相 

關的課程。今天，他喜見圖書館運作已踏 

上電腦化之路，但願日後設備更加完善。 

林先生似乎總離不開「書」 

；未進中大之前，他是敎 

當的，進中大後，又給編 

配到圖書館工作。 



若要瀏覽本部分的資料， 

請須輸入中大校園電子郵件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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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 

讀
者
來
函
 上期《中大通訊》鼓吹校園環保，閲後 

有感在教學中亦可善用資源，以響應這項呼 

籲。 

本人近半年來均在料學館課室授課。因 

對粉筆灰過敏，授課時多用高影機及投影膠 

片講解。正如很多同事一樣，對授課完畢即 

擱置一旁，且積壓日多的舊膠片感到可惜。 

現時科學館辦事處實可推行「翻新」投影膠 

片服務，收集舊膠片，用水把字跡抹去，再 

重複使用，以節省教學資源。此外，更可考 

慮在高影機上裝置一膠片捲軸，讓清潔工友 

每見捲軸已盡，即倒捲膠卷並抹去字跡，膠 

卷又可再供書寫。這與回收並再造廢紙之收 

效無異。不知此議如何，敬希各同事多發表 

意見回應。 

勞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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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事項 

新任講座敎授 

大學宣佈委任鍾思樸教授 

( P r o f . Robert L. Jones ) 

為藥理學講座教授，由一九九 

一年一月廿一日起生效。 

鍾思樸教授先後於一九六 

七及七零年獲英國倫敦大學頒 

授藥理學學士及哲學博士學位 

。畢業後，一直在愛丁堡大學 

擔任教席，初任講師，後於七 

七年升任教授。鍾思樸教授並為多個專業學術團體之成員， 

包括藥物硏究學會、英國炎症硏究協會，以及英國藥理學學 

會。鍾教授曾於七六至八二年任英國藥理學學會之編輯委員 

會委員，此外，更於七四年獲該學會頒授山德士獎。 

鍾教授之主要硏究興趣在於e i c o s a n o i d s之藥理學，特 

别是 p r o s t a n o i d感受器之特性。 

鍾思樸教授已婚，有一子一女。 

講座教授就職演講 

物理學講座教授楊綱凱教授將於三月廿二日主持就職演 

講，講題為「物理學中的無序和耗散問題」。講座於是日下 

午五時在邵逸夫夫人樓演講室舉行，歡迎出席。 

心肺復甦急救課程 

大學保健處將於四月三日起，一連五週，逢星期三下午 

二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開辦「心肺復甦急救課程」。該 

課程專為本校學生及教職員而設，重點在提供心肺復甦法之 

理論與實習。學員完成課程後，可獲保健處簽發出席證書。 

報名表格可向保健處索取，截止報名日期為三月廿二日。 

圖書館消息 

復活節及清明節期間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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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四月一日及五日停止開放。各圖書館 

於三月廿九至卅一日期間之開放時間亦稍有更改，詳情請閲 

各館之通告。 

X X X 

工商管理學院著作展覽 

大學圖書館將於四月九日至廿二日舉行工商管理學院著 

作展覽，介紹該學院教職員之各種著作。歡迎參觀。 

X X X 

「十二世紀的歐洲」展覽 

大學圖書館系統與法國領事館於三月廿二日至四月七日 

合辦「十二世紀的歐洲」展覽，以紀念聖貝爾納（一零九零 

至一一五三）九百周年生辰。聖貝爾納是法圓克萊爾沃之 

Cis te r c i an修道院之始創人，對十二世紀歐洲之宗教、政治 

等方面有重要之影響。展品包括海報多幅，在大學圖書館展 

出。歡迎參觀。 

九一年度捐血週 

大學一九九一年度之捐血週定為三月十八至廿二日。屆 

時紅十字會人員將於每天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在下列 

地點為捐血者抽血，請各同人踴躍支持。 

富爾敦樓103室　（三月十八日） 

聯合書院湯若望宿舍禮堂　（三月十九日） 

新亞書院樂羣館學生休息室　（三月二十日） 

科學館ELG 104室　（三月廿一日） 

崇基學院眾志堂　（三月廿二日） 

中
大
通
訊
 

1.本刊逢月中出版，下期截稿日期為三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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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者須附真實姓名、地址及聯絡電話，文章則可用筆名發表。中文稿件如無另附英文翻譯者，只在中文版刊 

登，恕不代譯。 

4 .本刊編輯有權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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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每期發行二千二百份，免費供校內教職員索閲，部分郵寄本地教育機構及與大學有關人士 。私人索閲，請 

致函本刊査詢。 

歡 迎 投 稿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事務處出版 

編輯：梁其汝　助理編輯：溫李琪　陳偉珠　製作：黎寶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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