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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通訊 
第二十七期　一九九二年二月 

大學消息 

校董會消息 
馮秉芬爵士 

馮秉芬爵士獲香港中文大學 

基金會有限公司（下稱中大基金 

會）董事會委任為基金會之贊助 

人，任期暫定五年，由一九九二 

年一月十四日馮爵士之大學校董 

任期屆滿後即時生效。 

中大基金會之成立，旨在協 

助促進大學之發展，並為各項發 

展計劃籌措經費。 

馮秉芬爵士與中大之聯繫， 

已有逾卅年之歷史，歷任聯合書 

院校董會主席、大學臨時校董、 

首任校長就職及首屆頒授榮譽學 

位典禮委員會主席、大學校董等 

要職。大學對馮爵士多年來所作 

之貢獻，至為感激。馮爵士出任 

中大基金會贊助人，大學將能繼 

續獲其指導及支持。 

鄭明訓先生 

鄭明訓先生獲選為大學校董， 

任期三年，接替一月十四日榮休 

之馮秉芬爵士。校董會乃根據中 

文大學規程第十一條第一款（m) 
段推選鄭先生出任校董。 

鄭先生為英之傑太平洋行有 

限公司主席。他於一九八八至九 

一年獲委出任立法局議員，又曾 

服務於貿易發展局、香港公益金 

、香港理工學院等公共團體之多 

個諮詢委員會。鄭先生目前為香 

港總商會第一副主席及亞洲學會 

國際理事會香港中心之成員。鄭 

先生並熱心推動本港體育事業之 

發展，他是香港體育學院主席及 

香港體育發展局副主席。 

馮國經博士 

馮國經博士獲大學監督任命， 

出任大學校董，任期三年，由一 

九九一年十一月廿七日起生效。 

是項任命乃根據中文大學規程第 

十一條第一款(k)段作出。 

馮博士為美國寶信投資有限 

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寶信投資 

乃美國寶信保險公司屬下負責亞 

洲投資及商人銀行業務之公司。 

馮博士亦為利豐集團之非執行主 

席。馮博士九一年十月一日起， 

接替鄧蓮如勳爵出任香港貿易發 

展局主席。他擔任的其他公職尚 

包括香港政府公務員教用委員會 

、政府中央政策硏究組、證券及 

期貨監察諮詢委員會成員。馮博 

士熱心公益，貢獻卓著，於八八 

年獲授OBE勳銜。 

馮博士多年來出任大學二年 

制及三年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顧 

問委員會委員，以及贊助本校舉辦 

利豐集團講座，對大學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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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培南博士喪禮 

大學圖書館館長吳培南博士於 

一月十日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病逝， 

終年五十四歳。吳博士之喪禮於一 

月十八日假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 

大學同人、吳博士生前友好及親屬 

共達三百人出席喪禮，除吳氏遺孀 

及自美來港奔喪的兩名女兒外，吳 

博士之母親亦由吳氏的妻舅夫婦陪 

同，從台灣來港參加喪禮。 

儀式於上午十時開始，由周天 

和牧師讀靜辭，沈宣仁教授讀經，總 

務長招大維先生講述吳博士生平， 

並由吳博士之妻舅代表吳氏親屬， 

感謝大學之安排及出席喪禮人士。 

大學首設食品科學硏究實驗室 

大學去年於生物系屬下設立食 

品科學研究實驗室，統籌校內一切 

關於食品之研究。在專上院校設立 

食品科學研究實驗室，並為本地及 

海外食品工業提供諮詢服務，在港 

尚屬首創。 

該實驗室主要是研究如何把傳 

統中國食品的製造方式現代化，並 

運用合成生物科技發展健康食品； 

同時，亦為發展更多的研究項目提 

供專門人才。 

目前實驗室以研究菇類為主， 

並已獲得逾百萬元資助，研究改 

良食用菇類的品種；此外，並獲美 

國食品機構贊助，研究以菇類發 

展食用色素及其他微生物産品， 

以應用於食品製造之中。其他研 

究項目尚包括分析傳統中國食品 

如蝦醬、臘腸及豆豉等的製造方 

法，以及如何以現代科技提高品 

質及衛生水平。實驗室又與加州 

大學戴維斯分校合作，分離及鑑 

別蝦類中，引起敏感反應蛋白質 

之基因。 

崇基學院周年敎育硏討會 

崇基學院上月廿五日舉行周年 

教育研討會。 

本年度研討會之主題為「電腦 

與人生」。香港科技大學電算系沈 

運申教授及本校多位教授與講師應 

邀作分題演講，講題包括「有待解 

決的四大問題」、「『電腦』與人類 

社會」、「電腦人性與人性電腦」、 

「個人資料管理」、「人工智能與 

人類智能」等。參加討論之師生近 

百人。 

2 



一九九二年二月 中大通訊 

校園點滴 

文物館開館二十周年藏品展 

文物館將於三月四日 

至五月十日舉辦《香港中文 

大學文物館開館二十周年藏 

品展》，展出建館以來收藏 

的中國文物精萃，包括書畫 

、陶瓷、銅器、碑帖、文房 

及其他工藝品。 

作為一所大學博物館， 

舉辦文物展覽是一項經常性 

的主要活動。二十年來，文 

物館屢獲國內博物館、本地 

收藏家或團體借出珍藏，舉 

辦了不少專題展覽；又得本 

港熱心人士的捐贈和贊助， 

藏品規模日漸建立。 

是次展出的書畫，以明 

清至近代廣東書畫家如張 

穆、林良、「二蘇」、「二 

居」、「三高」等作品 

為主。文物館廣東書畫 

的收藏，建基於一九七 

三年，此後續有增補， 

漸趨完備。此外，並獲 

各方厚贈，開拓揚州畫 

家及近代名家書畫的收 

藏，展品所見，前者有 

袁江、汪士慎，後者有 

虛谷、張大千等畫作。 

陶瓷方面，該館致 

力蒐備各種品類，充分 

反映由新石器時代至清 

代之陶瓷工藝發展情況 

。展品有新石器時代錐 

刺紋壺、西漢彩繪雲龍 

紋大壺、唐三彩天王俑 

、金磁州窰臥嬰枕、元 

青花蓮池紋大盤、明清 

彩瓷及單色釉瓷等。此 

外，廣東陶瓷亦為該館 

藏品一大特色，館藏包 

括不少宋代西村窰瓷器 

及明清石灣陶器。 

青銅器、玉器、古 

璽印、碑帖、文房等， 

都是文物館重點收藏及硏究 

項目。展出的青銅器有商代 

蠶蟬紋鼎、漢或六朝人物神 

獸鏡；玉器有古至良渚文化 

玉器，近至清代玉蓋碗；璽 

印由先秦至清，其中漢代「王 

審」玉印、西夏「首領」官 

印，均為罕見之物；碑帖如 

順德本華山廟碑拓本、游相 

蘭亭帖；文房如明代化綠端 

修禊圖硯、清半山款三友黃 

楊木筆筒；其他如漢王杖木 

簡、唐石刻經幢、清梁維款 

太平出色牙雕等。 

這次為期五週的展覽， 

重點陳列二十年來文物館庋 

藏的品類及特色，以反映各 

界人士對該館的不斷支持。 

中大年宵市集 

一月廿五日，—年一度 

的年宵市集又在校園舉行。 

今年的市集，天公同樣眷顧， 

和煦的陽光，帶來更濃厚的 

節日氣氛。開幕儀式於下午 

一時半舉行。主禮嘉賓大學 

秘書長梁少光先生、中大職 

協會長文耀武先生及《友 

聲》編輯潘道生夫人為醒獅 

點睛後，國際交換計劃學部 

之外藉學生隨即舞獅助慶。 

主辦單位邵逸夫堂並邀請兩 

位沙田話劇團團員扮演靈猴 

，分派壽桃予在場生肖屬猴 

的朋友，祝大家猴年添福添 

壽。在一簇貼滿願望紙條的 

氣球徐徐升空之際，舉辦以 

來規模最大的中大年宵市集 

亦告正式開始。 

今年之食街、市集、傳 

統工藝、兒童樂園等各式攤 

檔達八十個，包括多項別具 

特色之新增項目。而最受歡 

迎的，要算是邵逸夫堂內具 

備全套音響及燈光效果的 

卡 拉 O K 設 備 ， 和 在 科 學 

館 平 台 舉 行 的 枕 頭 擂 台 大 

戰。 

大會當天並舉辦多項比 

賽，以增添氣氛。結果中大 

婦女會囊括市集及食街攤檔 

設計比賽和食街清潔比賽兩 

個獎項；而體育部則以其精 

製之日本壽司奪得食街美食 

比賽冠軍。 

本年之市集參加者二千 

八百餘人次，除本校員生及 

親友外，沙田區東華三院羅 

文壎老人院之成員亦應邀參 

加。市集於下午六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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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
資
料
館
 

中國音樂資料館 

穿過崇基學院的牌樓，沿斜坡 

而下，首先是經過一棟兩層高的小 

樓房。房子的外貌具有崇基傳統建 

築的特色，外牆以麻石裝飾，與附 

近自然環境相襯。簡樸的大門，橫 

掛著一塊深褐色的牌匾，上刻「中 

國音樂資料館」。 

成立 

中國音樂資料館的誕生，當由 

中樂課程之設立說起。音樂系初期 

只提供西樂課程。其時系內一位熱 

愛中國音樂的講師 Dr. Dale A. 
Craig覺得，香港社會以華人為主， 

同時又是中西文化兼容的地方，音 

樂系也應中西樂兼顧，遂大力提倡 

增設中樂課程。中樂課程設立後， 

輔助教學之有關文獻、樂譜及音響 

資料逐漸累積。及後，蒙亞洲基督 

教高等教育協進會贊助基金，又獲 

香港電台及商業電台捐贈大量珍貴 

的七十八轉唱片，促成中國音樂資 

料館於一九七二年之成立。 

逐步擴展 

資料館識屬音樂系，首任館長 

由當時教授中樂的張世彬先生兼任。 

館藏資料包括樂器、樂譜、書籍、 

期刊、文獻、錄音帶、錄影帶、唱 

片、微型膠卷等。 

資料館的發展大致可分兩個階 

段。在張世彬先生及陳蕾士先生任 

館長期間，資料館的工作純粹是收 

集及整理文獻資料。至呂炳川博士 

出任館長時，館藏資料已有一定基 

礎，資料館除繼續蒐集資料外，更 

積極開展其他活動，如舉辦研討會 

等，以擴大其在音樂界之影響，提 

昇國際地位。 

廣爲國際音樂學術界認識 

拜時勢所賜，中國音樂資料館 

成立不久，即為國際音樂學術界所 

認識。八十年代以前，國內奉行不 

開放政策，音樂界亦不例外，國外人 

士極難取得有關的資料。而香港在 

不同的政冶制度之下，言論自由，成 

為蒐集中國音樂資料的絶佳地點。 

資料館更成為學術機構之中，有系 

統地搜集資料，並從跨學科的角度 

研究中國音樂之先導。 

多年的努力，使資料館在中國 

音樂學術界中的地位日趨重要；就 

連不久前來訪的北京音樂研究所所 

長喬建中教授，也讚嘆該館的收藏， 

尤其在華南地方音樂特別是粤劇方 

面，國內亦有所不及。 

八十年代，國內對外開放，雖 

然外間已較易獲得中樂資料，但因 

國內機構學術研究停頓多年，在收 

集資料的角度和方法上，與國外有 

所脫節資料館正好扮演橋樑角色， 

協助國內外的文化交流，其重要性 

未減。 

設立硏究會 

音樂系從事國樂研究之教師， 

推動學術工作，不遺餘力。他們於 

八八年成立香港民族音樂研究會， 

以更深入和廣泛地開展學術活動。 

是年底舉行的中國音樂國際研討會 

，集中、港、台、美著名學者於一 

堂，會上宣讀論文三十篇，就是中國 

音樂資料館與香港民族音樂研究會 

合辦的一次頗具規模的學術活動， 

效果良佳。 

此外，研究會成立後，為發展日 

後的工作，曾舉辦籌款音樂會，演 

奏京劇、粤曲、上海越曲、福建南 

音等各種傳統音樂，社會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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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樂硏究三台柱 

資料館成立以來，一直有一條 

不成文的慣例：館長一職必由音樂 

系教授中國音樂的教師兼任。現任 

館長為曹本冶博士。目前講授中樂 

課程的教師有三位，為方便工作， 

他們的辦公室均設於資料館內。三 

位講師來自不同的背景，卻都熱衷 

於鑽研中國音樂，且各有專長。 

曹本冶博士初是研究說唱及木 

偶戲的，近年轉研宗教音樂，已出 

版有關專著多項。他認為宗教音樂 

極有研究價值，因為人類思想文化 

與宗教關係密切，所以研究宗教音 

樂不但是對音樂的研究，更可補音 

樂史之遺。 

陳守仁博士專注於戲曲研究， 

為此他特地學唱粤曲數年。目前他 

搜集了粤劇名伶薛覺先先生和五十 

年代著名粤曲及流行曲作家王粤生 

先生的許多珍貴資料，正籌劃出版 

專集。 

章慈朋博士雖不是華人，但自 

小接觸亞洲文化，對中國音樂發生 

濃厚興趣。他先習古筝，後獲獎學 

金，往上海修習中樂。韋博士之研 

究集中於江南絲竹及小合奏。 

未來發展 

資料館的日常經費，主要從音 

樂系的總經費中撥出。曹博士表示， 

囿於目前的資源，資料館在現階段 

的發展，仍是以充實館藏為主。不 

過，資料館亦已擬訂一套發展計劃， 

日後條件許可時，希望逐一實現。 

計劃包括聘請一位曾受專門訓練的 

圖書管理員，以更系統地編存館內 

資料；出版藏品專集，讓外界人士 

了解館藏內容；定期出版通訊，加 

強與外界的聯繫。此外，館藏近萬 

張七十八轉唱片及錄音帶中，許多 

是極為罕有，甚或是獨一無二的， 

資料館望能取其精華，複製成系列 

性歷史唱片，推出市場。這樣旣可 

饗知音者，又有助於推廣中國音樂 

藝術，甚至可為資料館增添經費。 

曹本冶博士 

陳守仁博士 

韋慈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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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二月 

小樓房門楣橫匾上「中國音樂 

資料館」幾個字，予人清雅、幽靜 

的感覺。資料館的外貌及環境，與 

其藝術及學術兼具的工作性質很是 

相稱。然而資料館搬遷在即，且讓 

我們藉此轉變之時，說說小樓房的 

變遷。 

從容公館的時候說起 

這棟小樓房，在中國音樂資料 

館入主前，原是當年崇基學院容啓 

東校長的公館。為使讀者了解更多 

小樓房的往事，本刊特走訪了容校 

長夫人，並邀其重回舊居，憶述當 

年逸事。 

重踏故居 

小樓房有前後園，據容夫人回 

憶，前園從前栽種了很多朱頂蘭， 

異常燦爛。後園的草坪，亦曾試種 

薑及容校長從英國帶回來的廿四種 

玫瑰花，可惜第一年開花後，就再 

也不曾盛放了。後園還有一個小魚 

池，當年飼養了數十尾錦鯉；每當 

錦鯉長至相 

當大時，容校長便囑人將之移往教 

堂外的魚池，讓大家共賞。 

容夫人走進多年未有踏足的舊 

房子，環顧了好一會兒，才說：「間 

隔還是没有怎麼改變，只是客廳的 

壁爐搬了去地庫。」再細看一會， 

容夫人面露愉悅的微笑，原來當年 

的窗簾布與門鎖，還一直保留至今。 

「Open House」 

容夫人形容昔日之校長公館猶 

如Open House，訪客不斷，常呈 

熱鬧氣氛。作客者有教職員及其家 

屬、學生，甚至附近聖基道兒童院 

的小孩。每逢傳統佳節，或是假期， 

這裡必舉行聯歡、茶聚等，容校長 

夫婦更不忘款待職工的小孩；公館 

還嘗用以舉辦主日學呢。此外，容 

校長愛好橋牌，因此家中常設牌局。 

這所房子，也曾是接待大學貴 

賓的地方。在校園各處大興土木的 

年代，每有嘉賓到訪，多安排於容 

校長公館設茶點招待。 

上公館去的人士，有應邀前往 

的，也有不請自往的。大概往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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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太多了，把為防盜而養的兩隻狗 

兒都弄糊塗了。一天，樑上君子光 

顧公館，並略有收穫而去，狗兒哼 

也没哼一聲。這回可真成了名副其 

實的「Open House」了。 

設計實用 

容夫人認為，小樓房的間隔與 

設計相當實用，「唯二」的缺點，是 

部分房間西斜，和浴室光線不足。 

不過，昔日的浴室，成了今天中國 

音樂資料館的視聽室，光線不足， 

反倒合適。 

小樓房易主 

容校長遷離公館後，大學便把 

小樓房劃歸音樂系，用作中國音樂 

資料館。 

略動腦筋　住宅變用途 

把一所住宅改作辦公用途， 

一般來說改動相當大；但這回工 

作人員稍動了些腦筋，只改動少 

許，資料館便用上了，且看來還 

頂合用的。 

先從樓下說起。進入大門，穿 

過玄關往右轉，是客房及容校長的 

書房，這兩個房間分別成為韋慈朋 

博士及陳守仁博士的辦公室。穿過 

玄關往左轉，是廚房和 

工人房，廚房用作茶房， 

且內置一張辦公桌，供資料館職員 

使用；工人房則成為教學助理的辦 

公室；而歩過玄關直入，便是客飯廳 

。把廳騰空，在四壁裝設貼牆櫃， 

放置各種仿古的中國樂器，大廳便 

可用作教室。再在大廳一側擺放一 

張大桌子，又可供剪輯資料時用。 

容夫人重踏故居。 

容校長與夫人昔日的家居生活。 



一九九二年二月 

再說二樓，共有臥室三間及儲 

物室。主人房較大，用作圖書室， 

房內附設的洗手間改為電視室。其 

餘兩間小孩臥室，則分別成為唱片 

室及曹本冶博士的辦公室。這層樓 

的改動最少，只是在適當的地方加 

設木板或架子，以盡量利用空間。 

改動最大的，就是地庫了。該 

處原先是放置乒乓球桌及雜物的， 

改裝工程須把它間為五個學生練 

習室，內置風琴、銅琴、古箏 

等。 

搬遷在即 

資料館搬遷在即，已替慣了在 

小樓房內工作的三位博士及其他工 

作人員，折騰一番搬到新環境以後 

，不知會否常生懷舊之情呢。 

「前途未卜」 

中國音樂資料館已定於二月底 

遷往許讓成樓。屆時崇基第二期重 

建工程亦將展開，資料館的舊址， 

將充當部分受重建工程影響部門之 

臨時辦公室。至於小樓房日後的用 

途，校方仍未作出決定。 

昔日魚池今已荒廢。 

廚房變作茶房兼職員之辦公室，一房兩用。 

館長曹本冶博士之辦公室，前身爲容校長兩位千金 

之房間。 

主人房較大，故宜作圖書室。 

飯廳成爲擺放樂器及學生上課的 

地方，但容校長所用的窗簾布仍 

保留著。 

地庫其中一間學生練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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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事項 
講座敎授就職演講 

藥理學系講座教授鍾思樸教授將於二月廿八日主 

持就職演講，講題為「尋找新藥：一項不能預測的趣味 

性工作」。講座於是日下午五時假邵逸夫夫人樓LT6 
演講室舉行，歡迎出席。 

穿梭小巴更動下行線停站 
校園穿梭小巴為擴大服務範圍，下行線之停站地 

點將於三月二日起略有更動：於圖書館道旗桿旁及中 

央路與保健路交界處分別設站；並取消原有之范克廉 

樓站。 

客 座 敎 授 

張志偉醫生應邀於九二年三月三日至五月卅一日 

出任本校麻醉及深切冶療學系之客座教授。張醫生現 

為加拿大安大略省密西索格醫院麻醉科顧問。 

查詢張志偉醫生在本校之訪問活動詳情，請與胡 

德佑教授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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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o e l W. Hay 著： H e a l t h Care in Hong Kong： 

An Economic Policy Assessment (英文本），一 

百二十七頁，平裝本，港幣五十八元。 

•葉惠康著：《歡唱童年：兒童音樂教育的新概念》 

(中文本）一百六十四頁，平裝本，港幣三十五 

元。 

貢獻社會 
服務國際 

‧高錕校長獲港督委任為工程師註冊管理局之成員，任期一 

年，由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九日起生效。 

‧大學出版社社長詹德隆先生獲港督委任為教育統籌委員會 

委員，任期一年，由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地理系高級講師林健枝博士獲港督委任為環境污染問題諮 

詢委員會成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物理系楊綱凱教授應香港學術評審局邀請，於一九九一年 

十一月參與香港理工學院工程物理學榮譽學士學位課程之 

評審工作。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講師陳兆儀博士獲香港全科醫學院及澳 

洲全科醫學院邀請，擔任其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舉行之院士 

考試口試部分之統籌人及其他兩部分臨牀試之考試委員。 

‧內科學系郭克倫教授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至廿六日期間 

，為世界衞生組織擔任顧問諮詢工作，就一項防止心血管 

病及糖尿病計劃之實施，向東加王國衞生部提供建議。 

‧逸夫書院院長及精神科學系教授陳佳鼐教授於一九九一年 

十二月獲委為世界衞生組織之臨時顧問。陳教授並獲選為 

美國精神病學協會之外國會員。 

‧體育系講師馮瑪利博士獲選為香港傷殘人士體育協會之執 

行委員會成員及該會之技術小組委員會主席，任期一年， 

由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起生效。 

‧兒科學系歐漢文教授獲選為香港弱能兒童護助會評議會九 

一至九二年度之成員，以及該會執行委員會之增選委員， 

任期由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九日起生效。 

‧學生事務處主任周陳文琬女士應邀出任一九九二至九三年 

度英國/香港獎學金遴選委員會委員。 

‧音樂系講師陳永華博士獲委為香港考試局中學會考音樂課 

程委員會一個工作小組之主席，重訂一九九五年起實施的 

音樂會考範圍。 

‧心理學系高級講師梁覺博士獲美國社會事務心理硏究學會 

邀請，擔任該會一九九一至九二年度奧托克蘭伯跨文化及 

國際關係論文獎之評判。 

(此欄資料由新聞聯絡處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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