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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通訊 
第三十期　一九九二年五月 

大學消息 

醫學院十周年紀念慶祝活動 

醫學院為慶祝成立十周 

年，於四至五月間舉辦連串活動 

，包括「癌症之最新動態」研討 

會、「中文大學醫學院十周年紀 

念展覽會」及紀念晚宴。 

癌症之最新動態研討會於四 

月廿五日舉行，旨在提高各方面 

對癌症的研究興趣並加強合作， 

使更多病人受惠。出席研討會的 

多位本地及海外醫學專家聯同醫 

學院講師，分別就癌症作專題演 

講，討論範圍十分廣泛，包括癌 

症研究和治療的最新發展。醫學 

院更特別邀請英國牛津大學臨牀 

內科學系 Prof .Anthony Epstein 

主講「Epstein-Barr過濾性病 

毒疫苗人體試驗的最新發展」。 

當天晚上，醫學院更假香港希爾 

頓酒店舉行紀念晚宴。 

至於中大醫學院十周年紀念 

展覽會則於四月廿七日至三十日 

及五月一日至三日，先後在香港 

大會堂及沙田大會堂之展覽廳舉 

行，向市民介紹醫學院的歷史發 

展及科研活動。會場設有廿一個 

攤位，介紹醫學院的十九個學系、 

醫學圖書館及學院之學生組織一 

醫學院院會。除展出圖片外，尚示 

範使用醫學儀器及播放錄映帶。 

醫學院於八一年九月招收首 

批醫科生，至今已有約五百名畢 

業生，其中大部分已成為本地醫 

學界之一員，為市民服務。而醫 

學院為進一歩推展醫學專業人才 

的培訓，更於去年九月增設護理 

學系，為有意提升專業資格的註 

冊護士提供護理學學士課程；該 

院亦將於本年九月開辦藥劑學課 

程，提供藥劑學的專業訓練。 

高錕校長獲授榮銜 

大學校長高錕教授上月廿 

九日獲倫敦泰晤士理工學院頒 

授百年紀念院士榮銜。高教授 

一九五七年在該校考獲學士學 

位。 

泰晤士理工學院為慶祝該校 

成立一百周年，特頒授七個院士 

榮銜予學術界有卓越成就之人士 

，高錕教授為獲選人之一。該院 

院長Norbert Singer博士月前 

率領高級教職員來港，親自將百 

年紀念院士榮銜證書和院士袍授 

予高錕教授。 

讃辭中指出：「高教授不但 

是一位馳譽國際的學者，更是新 

科技的始創者，並且具有卓越的 

管理才幹。他的科研成果促進了 

電訊科技的發展，對整個世界貢 

獻至巨。」 

該盛會假大學祖堯堂舉行， 

出席者包括逾四十名泰晤士理工 

學院近期之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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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訊資助大學科技硏究 

本校最近獲香港電訊教育基 

金捐贈八十萬元，資助工程學院 

之電腦及電訊科技研究。該基金 

並將於三年內陸續資助大學的科 

研工作。 

捐贈儀式於上月十五日舉行， 

由香港電訊財務董事唐樂志先生將 

捐款交與高錕校長。該筆款項將用 

於研究圖像處理、圖形數據庫、多 

媒體應用、適用於複雜電腦網絡的 

智能軟件、寬頻帶通訊網絡和光電 

子學等項目。而其中較重要者有三 

項：一是醫學成像網絡系統，用於醫 

院之間傳送醫學成像，以助診症； 

二是中文電腦系統，用於傳送電子 

數據，此系統並可處理多種語言的 

文件；三是發展前沿光電子器件、 

電訊系統，以及電子工業。 

偉倫訪問敎授講座 

美國耶魯大學比較文學講 

座教授兼蘇俄及東歐研究系主 

任何桂詩教授應大學邀請，先 

後於四月十五及廿三日主持兩 

項偉倫訪問教授講座。 

何教授之首項講座講題為 

「民族主義與傳記教述•從一 

個俄國娃娃想起」。他強調個人 

經歷與民族醒覺的密切關係， 

並以俄國娃娃——由大到小一 

個套一個——比喻個人生命歷程與 

集體經驗的層疊關係。 

何教授第二講題為「從文化研 

究到文化批評：毋忘審查的力量」。 

此講評論在不同國家目前關於多文 

化主義之爭辯中，文化研究的地位 

。何教授的論點，直指某些大學試 

圖對課程作出修改，希望以一套課 

程滿足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育需 

求。何教授並以美國多所大學最近 

推行的課程改革為實例，加以評述。 

何教授專研蘇俄文學理論兼思 

想家巴赫汀，並將其文學及哲學作 

品介紹至英語地區，備受推崇。 

會計學講座敎授就職演講 

會計學講座教授辜飛南教授於 

四月廿四日主持就職演講，講題為 

「會計資訊系統、個人差異及人類 

行為」。 

辜教授之演講，主要是討論人 

們研究會計資訊、個人判斷及決策 

制訂之間關係時所面對的兩個問題 

：如何有系統地研究判斷與決策制 

訂；以及有甚麼因素在左右這些進 

程。辜教授提出了研究判斷與決策 

制訂的一個好方法——賓斯域透視 

模式。他認為此模式有助於在各種 

誘導判斷的提示中衡量輕重，因而 

有利於作出準確判斷。而影響決策 

制訂的因素可分為認知式態、個性 

、文化及人口統計等變項。辜教授 

並解釋該等變項如何從不同方面影 

響會計政策的制訂。 

英國皇家學院院長蒞校主持講座 

數學系於上月廿五日邀請英國 

皇家學院院長米高阿提雅爵士主持 

公開講座，講題為「孤立子的動力 

學」。出席者逾六十人。 

阿提雅爵士現為劍橋大學聖三 

一學院院長及新牛頓數學科學研究 

所所長。他在數學界素享盛譽，獲 

授之獎項包括享有國際數學界最高 

獎譽之 Fields Medal。 

阿提雅爵士是次訪港，乃其率 

領之英國皇家學院訪問團前來中港 

作學術交流之部分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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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高級管理課程 

三十七名美國匹兹堡大學工商 

管理碩士學生於上月中旬來港參加 

一項亞洲高級管理課程——「亞太 

區新挑戰：香港與中國」。該項課 

程由本校亞太工商研究所和工商管 

理學院聯合舉辦，為美國匹玆堡大 

學工商管理研究生提供訓練，讓他 

們對香港及亞太區的工商業前景和 

其他管理運作有深入的認識。這是 

中大與美國匹兹堡大學的一項合作 

計劃。 

該課程於四月十三至十六日 

舉行，內容包括講座、個案研究 

、探訪及小組討論。除由本校工 

商管理學院講師授課外，並邀請 

本港工商界不同行業共十位資深 

行政人員，從不同角度講述香港 

工商管理的實際運作。亞太工商 

研究所更特別邀請前美國總商會 

主席Mr. John Kamm作專題演講， 

講題為「中國、香港、美國關係 

與發展」。此外，學員還到深圳 

的中外合資機權實地者察一天， 

以探討中國的經濟趨勢。 

中國省級經貿管理人員培訓班 

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資助，本 

校校外進修部主辦的「中國省級經 

貿管理人員培訓班」，於三月三十 

一日至五月十二日在本港舉行，學 

員共二十二名。 

該培訓班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資助的「改進省級國際貿易經營管 

理」項目的首項境外培訓，目的是 

通過不同方式的訓練，提升山東及 

江西省經貿管理人員的質素。此兩 

省份之外資增長速度，名列全國冠 

亞。 

培訓計劃包括專業課程、專題 

研討會、參觀訪問及論文撰寫四個 

部分。講者為來自香港、美國、日 

本、南韓、台灣、泰國等地的箸名 

學者及專業人士 ；此外，聯合國亞洲 

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國際貿易 

部之官員，以及美國、日本及韓國的 

駐港領事，亦主持多個專題講座。 

為期六週的培訓計劃，包括兩 

次專題研討會：「亞太區市場研討 

會」及「亞太區經貿發展研討會」， 

使學員透過多位講者的分析，對亞 

太區經貿及市場發展有更深入的了 

解。 

首屆中大敎職員藝術聯展 

由邵逸夫堂主辦的中大教職員 

藝術聯展，已於三月三十日至四月 

三日順利舉行。是次聯展反應熱烈， 

參展者達三十人，展出作品四十餘 

件，包括中國書畫、篆刻、水墨畫、 

油畫、水彩、陶瓷、混合媒體等， 

反映了中大教職員在藝術上的造詣 

和興趣的多樣化。 

展覽開幕儀式由副校長譚尚渭 

教授主持，參展者亦藉此聚會互相 

認識及交流。是次展覽之策劃及展 

品陳列顧問為文物館館長高美慶博 

士及崇基學院徐志宇先生。 

聯展為期一週，參觀人數眾多。 

邵逸夫堂並準備每兩年舉辦一次同 

類型的展覽。 

大學獲邀協助培訓中國 

扶貧幹部 

世界銀行經濟發展學院為中國 

扶貧幹部培訓中心開辦首期師資研 

習班，教學部分於五月四日在深圳 

開始。世界銀行此項培訓計劃獲聯 

合國開發計劃署專款資助，除由本 

身之專家講授計劃、管理、訓練需 

要評估等科目外，並希望借助本校 

工商管理學院多年的工管教育經驗， 

邀請該院院長閔建蜀教授組織本校 

教師之力量，協助設計及講授經濟 

發展與市場、成人教育及教學法等 

科目。 

自中國開放改革以來，聯合國 

開發計劃署與世界銀行即資助中國 

經濟低度開發地區的多項發展計劃 

；近年更為提高投資與項目管理的 

效率，積極協助中國籌設貧困地區 

經濟管理幹部的培養與進修教育中 

心。去年國務院終於在扶貧領導辦 

公室之下設立培訓中心，並於北京 

、西安、蘭州、南寧等地設培訓分 

點，且有了基本的師資隊伍。由於 

目前中國仍有頗大範圍的經濟低度 

開發地區，為縮短地區貧富差距， 

加強該等地區經管人員的培訓及進 

修，是扶貧工作之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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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事項 
校長盃賽事暫停舉辦 

新聞聯絡處宣佈，校長盃賽事於九一至九二年度 

暫停舉辦。 

大學保健處消息 

心肺復甦急救識程 

保健處將於六月為本校學生及教職員開辦「心肺 

復甦急救課程」。該課程之重點在提供心肺復甦法之 

理論與實習，共分五節，自六月三日起，逢星期三下 

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在保健處醫療中心研討 

室講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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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報名日期為五月廿 

五日。 

「吸煙與健康」展覽 

保健處將於五月廿五至三十日在保健中心舉辦「 

吸煙與健康」展覽。屆時除派發宣傳單張外，並備有 

示範模型，解釋吸煙對健康的危害。 

中大出版社消息 

升中英語自學課程錄像帶 

大學出版社最近與牛津大學出版社合作，首次製 

作一輯針對升中學生所需之教學錄像帶。該套「升中 

英語自學課程」錄像帶乃由本地在職之中小學教師及 

教育工作者編定，旨在有系統地幫助小六升中一學生 

打好英語基礎，使他們日後在中學接觸大量英文時， 

不致徬徨失措，難以適應。 

錄像帶分兩卷，共長三小時半，以粤語講解。全 

套共分十二個單元，以輕鬆的方法闡釋英語拼音的基 

礎知識，介紹中學主要科目的學習範圍及應用詞彙， 

並提供一些學習技巧。 

錄像帶課程更附有一卷錄音帶和作業，幫助學生 

溫習及記憶課程內容。另為進一歩輔導升中學生修讀 

該輯錄像帶課程，校外進修部將於本年暑假期間，開 

辦「升中英語課程」，為期一週，由本港資深中小學 

教師親自面授輔導。 

「升中英語自學課程」錄像帶現已出售，每套訂 

價三百九十八元，本校教職員在大學書店購買，可獲 

八折優待。 

新書 

‧ 李 子 新 著 ： W e s t e r n Press Coverage of News in 

the Third World: A Bibliographical Review of 

Literature 1976-1988 (英文本），一百四十八頁， 

平裝本，港幣七十八元。 

大學教職員在富爾敦樓大學書店購買該書，可獲八 

折優待。 

醫學院舊生會成立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舊生會於三月七日假香港會 

所舉行成立典禮暨第一次常務會議。出席典禮之嘉賓 

及畢業生共一百四十多人。 

該會之宗旨在加強中大醫科畢業生的聯繫，促進 

醫學院的團結與發展，並在畢業生、大學及社會之間發 

揮橋樑作用，為醫學專業及本地醫療服務貢獻所能。 

醫學院舊生會邀請高錕校長為名譽贊助人，醫學 

院創院院長蔡永業教授為永久名譽會長，以及胡德佑 

教授、李國章教授、張明仁教授、陳佳鼐教授、李川 

軍教授、梁秉中教授及李卓予教授為名譽諮詢委員會 

委員。該會九二年度之執行委員會亦已選出，名單如 

下︰ 

主席︰榮潤國醫生 

副主席：陳志偉醫生　林人傑醫生 

秘書：李德誠醫生　高天才醫生 

司庫：蕭永泰醫生　陳自覺醫生 

委員：陳惠成醫生　張遠昌醫生 

鍾志超醫生　鄺國雄醫生 

林國基醫生　李永堅醫生 

梁家騮醫生　唐志輝醫生 

醫學院舊生會歡迎醫學院畢業生及教職員加入， 

査詢或註冊，請致電榮潤國醫生（電話：六三六三六 

三四）。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展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展》開幕典禮將於五 

月廿二日下午五時假文物館西翼展廳舉行，歡迎校內 

同人出席。 

文物館毎年五月至六月都提供場地予藝術系舉辦 

畢業展覽，讓校內人士有機會欣賞藝術系學生四年大 

學教育的學習成果及創作心得。是次展出共十八位畢 

業生的作品，包括有國畫、書法、篆刻、油畫、版畫、 

雕塑等。 

展覽日期由五月廿三日至六月廿一日，期間五月 

廿六日閉館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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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至九二年度長期服務獎頒獎典禮 

九一至九二年度長期服務獎頒授典 

禮於四月十—日早上十時假大學賓館舉 

行，由高錕校長主禮。 

典禮當日雖然天不造美，下著滂沱 

大雨，但卻阻攔不了得獎者及嘉賓。他 

們一早抵達會場，互相祝賀之餘，少不 

免懷舊一番，把杯暢談昔日趣事，氣氛 

融洽。十時正，頒獎儀式正式開始。先 

由高錕校長作簡短致辭；跟著，大學總 

務長招大維先生及本校職員協會會長文 

耀武先生分別宣讀甲類及乙類服務條款 

之得獎人名單，各得獎者從高校長手中 

接過獎狀與獎牌後，更來個大合照以作 

紀念。典禮於十一時許始行結束。 

獎金還是獎品？ 

長期服務獎的「獎」到底是甚麼？ 

是獎狀？是獎牌？是獎金？ 

二十五年長期服務獎於一九八八至 

八九年設立以來，其「獎」共分三類： 

獎狀、獎牌或獎金。獎狀是贈予每一位 

得獎者的，全部由高錕校長簽署。獎牌 

取大學之校徽——「鳳」作外型，以十 

八K金製成，背面刻有獲獎人的姓名， 

頒予屬甲類服務條款者。乙類服務條款 

得獎人則獲頒獎金二千港元。 

及至第二屆（八九至九零年度）長 

期服務獎頒授典禮結束後，中大職員協 

會向大學反映：部分乙類服務條款得獎 

人寧可要獎牌而不要獎金。大學方面從 

善如流，自去年開始，讓乙類服務條款 

獲獎者自由選擇領取獎金或獎牌。今年 

二十一位乙類服務條款得獎人中，有六 

位是選擇紀念金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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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倫霓霞敎授 

歷史系系主任 

「没想到自己竟然榜上有名，我 

還以為至少要再等三年才拿到長期服 

務獎呢。我在六三年已經加入聯合書 

院，在歷史系當導師；四年後，因要出 

國修讀博士課程，暫別中大兩年多， 

其後才再回來任教。我以為大學不會 

把那四年的導師任期計算在我的服務 

年資內，誰知不然，令我好生意外， 

所以對得獎感到特別髙興。 

我是與中大一起成長的，在這裡 

有一種家的感覺，使我捨不得離開。 

我亦與歷史系一起進歩，看著越來越 

多的同事參與系務，氣氛日趨民主， 

也目睹其教學與研究方法不再囿於傳 

統，與時代並進，能參與這種種發展， 

使我得益不少。 

在教學中，使我最感欣慰的，是 

不時收到一些畢業多年學生寄來的信 

。這些只是簡短的致意，從這些信件 

中，使我這作為老師的獲知自己的成 

績，也獲知一些期望的實現。唯一感 

到遺憾的，是現在的學生為分數而讀 

書的現象，較諸以前普遍。 

一九七三年我獲得哈佛燕京學社 

資助，展開了對香港歷史教學及研究 

工作，那時没有多少人有興趣於香港 

史。經過多年與同人的努力，再加上 

香港地位日益重要，目前香港史已成 

為多所大學教學及硏究的重要項目， 

最近，且列入為香港中學歷史課程， 

參與這方面的硏究生亦趨多。這是我 

在研究工作方面最大的滿足。 

在卸下行政工作後，我希望能把 

幾項積壓多時的個人及合作硏究計劃 

，儘早於短期內完成。而且希望獲得 

更多時間與機會，進一歩發展對香港 

史的硏究。 

陳方正博士 

中國文化硏究所所長 

「早在出國唸書之前，我已决定 

學成後回港服務。因此，縱使求學期 

間曾遇到不少在外發展的機會，返港 

之念始終不渝，畢業後，便選擇了中 

大。 

這些年來，中大著實給我提供了 

多方面的發展機會。最初在物理系， 

我可專心任教及研究，並開始參與校 

政。隨後，應前校長馬臨教授的邀請， 

我出任秘書長一職。雖然行政事務繁 

重，使我不得不犧牲大部分教硏時間， 

但我並不曾後悔。事情往往有得失， 

接任之初，我已視之為一項挑戰；其 

實，對我來說，這只是工作歷程中一 

段短暫的插曲而已。另一方面，在任 

時的種種練歷，擴闊了我的眼界，增 

加了不同的工作經驗，更認識了許多 

來自不同層面的人。 

出長秘書處六年後，我乘著中國 

文化硏究所所長一職懸空，申請調職。 

過去曾有不少人問我，本是從事科學 

硏究的，何以竟轉向文化方面去？其 

實，人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興趣， 

而且我的興趣本來就是多方面的，我 

喜歡文學、歷史、哲學的程度，並不 

遜於科學。只不過我覺得自然科學的 

理論較抽象，難以純靠自修，所以年 

輕時選擇專攻理科。同時，我認為， 

自然科學今後應當成為中國文化的一 

部分。所以，硏究所的工作，正好讓 

我發展在中國文化方面的興趣。 

我的消遣與愛好，一如我在學術 

硏究方面那樣廣泛：揚帆出海、滑雪 

、行山、打網球、聽古典音樂、看小 

說，都是我所喜愛的。」 

陳伍佩根女士 

大學出版社文員 

「大機構的制度與福利應該較為 

完善；我是基於這種想法，轉職到中 

大來的。初時我在圖書館工作，在安 

利大廈上班；名義上是文員，實際上 

是館長裘開明博士的秘書。 

大學圖書館建成後，我便進來沙 

田的新館址上班。未幾，我調職出版 

部——即大學出版社的前身，又再遷 

出市區；初是在旺角廖創興銀行大廈， 

後又搬往旺角恆生銀行大廈；再遷進 

校園後，又曾數易地點，從人文館轉 

往碧秋樓、崇基教學樓，再到最近才 

搬進去的許讓成樓。如要作比較，我 

畢竟喜歡沙田多一些，起碼空氣已比 

旺角的清新，環境就更不用說了。而 

眾多的辦公地點中，又以許讓成樓為 

最好，地方夠寬敞。 

工作方面，在圖書館時代，旣要 

負責秘書事務，亦需處理其他文書往 

來，忙得不可開交。轉到出版部後，除 

文書處理外，只需專注於排版工作。 

前者充實，後者多變，經常接觸到新 

事物，學習新方法。兩者各有優點， 

我是同樣喜歡。 

經過多年的驗證，我加入中大的 

選擇一點也没錯。我在這裡認識了許 

多好同事，這是我最大的收穫。只是，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每當有同事要離 

開，我總不免會難過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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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强先生 

大學圖書館系統（崇基學院圖書 

館）辦公室助理 

「我的堂兄梁勝（崇基學院院務 

室校役）早已獲第一屆的長期服務獎， 

如今終於輪到我了。 

以前我是在港島區從事裝修工作 

，專門鋪砌地板，而且收入很不錯； 

不料卻碰上暴動，開工變得不穩定，收 

入頓減。我的堂兄了解到我的境況， 

便勸我不若另找一份較穩定的工作。 

剛好崇基圖書館需添人手，在他引薦 

下，我便來到中大。 

我原打算先在中大工作，待到暴 

動平息，便重操故業。但堂兄卻常常 

苦口婆心，勸我留下來，最後，我亦 

聽從他的意見。同時，為了上下班方 

便，我特地從石硤尾搬到沙田居住， 

因為當時的火車經常誤點，到了節日 

更是混亂一片。我的一位同事就是在 

重陽節上班時，誤排往拜山之火車線 

隊伍，折騰了大半天，回到圖書館， 

已是下午四時多，也快下班了。 

現在再想想，覺得當時選擇留下 

來，不失為一個好決定。在外工作， 

或許會獲得較多金錢，但這裡的種種 

條件與環境，別的地方可不一定有。 

像是堂兄跟我，便先後獲分配宿舍， 

而且是樓上樓下，甚是方便。此外， 

同事之間，不論職級高低，都是和藹 

可親，上級亦多體諒下屬。舉例說， 

七一年搬圖書館，忙了幾天，大家都 

累透了，我們說笑地要求館長沈太（沈 

羅素琴女士）給放假休息一天。没想 

到沈太果真替我們寫信向雷恩副校長 

提出要求，而且獲得批准。」 

黃兆榮先生 

物理系高級技術員 

「在新亞書院物理系舉業後，我 

便在一所中學任教。没多久，物理系 

一位老師找我，說系內正需要一位助 

教，想看看我是否有興趣。老實說， 

當時我教書的薪水比當助教的要高。 

不過，考慮到自己是新亞畢業生，且一 

向喜愛校園的文化氣息和環境，也就 

不計較薪酬的差別，毅然回到母校。 

我熱愛自己的專業，而我的工作 

主要是準備實驗所需物品，協助學生 

完成實驗。每當他們取得滿意的結果， 

我便有一種滿足感。 

我亦酷愛古典音樂，由於有技術 

的知識，閒來便自己動手裝配音響器 

材。大抵是受了我的影響吧，兒子竟 

也愛設計及製作一些小玩意。我們曾 

經合作創製一部自動餵魚機，用來餵 

飼家中的金魚；可惜效果不太理想， 

或許日後有時間的話，再加以改良。 

可别以為我只愛物理，其實，我 

也喜鑽研佛學及打太極拳。對佛學産 

生興趣，是因為看到雜誌關於佛學的 

介紹，發覺當中隱含無窮道理，遂開 

始留意，往後更是『泥足深陷』，努 

力鑽硏。愛打太極拳則是因為太極拳 

的動作融合了不少中國的傳統哲學思 

想，妙趣無窮。所以，我有時會於下 

班後，約同大學幾位同好，一起打上 

個把小時的太極拳。」 

鄭東榮博士 

經濟學系高級講師 

「一幌已是二十五年，要不是這 

個長期服務獎，我也没察覺到有這麼 

久了。 

想起來，那年本在新加坡教書， 

偶然看到中大的招聘廣告，細讀後發 

覺條件蠻是吸引，因此便寫信應聘。 

我並非在香港長大，對香港認識 

不多，自己又不會說廣東話，初到這 

裡，曾鬧過不少笑話。幸彪新亞的師 

生大多懂國語，上課跟日常交談，基 

本上没有困難，使我思鄉之情得以紓 

緩，亦未感寂寞。後來，家人都遷來 

香港、生活更是惬意。 

我個性好靜，說話不多，也不愛參 

與行政工作，多年來都是以教學及硏 

究為主。儘管有些人覺得光是教書， 

頗為單調與沉悶，我卻無此感覺，或 

許是性格使然吧。 

我的間娛活動，也只是聽聽古典 

音樂，或是行山，而行山亦只是與一兩 

知己同行，要不便是自己一個人參加 

行山團。此外，每年我必利用長假， 

到外地旅行，充充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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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淸先生 

大學圖書館系統助理館長 

「我在大學時是主修中文的，由於常 

到圖書館查閲資料，漸漸對圖書館管理産 

生了興趣。唸研究所時，便選修了這一科 

。畢業後，當然亦不離自己的興趣，曾任 

職於台灣清華大學及新加坡南洋大學的圖 

書館，最後又來到聯合圖書館。 

雖然從讀書到工作都離不開圖書館， 

可是我對其熱愛始終未減。圖書館是一個 

綜合體，分採編部、系統及資訊部、讀者 

服務部、行政處等多個部門，各司其職，而 

每個部門的工作我都有機會參與，當中自 

是各有樂趣。 

服務中大圖書館系統多年，看到校園 

內各圖書館一天一天地成長，工作之餘，更 

有欣慰的感想。還記得當年大學圖書館奠 

基典禮時，那裡只不過是一片空地而已。 

今天的大學圖書館，仍在大興土木，但卻 

是在擴建新翼呢！此外，難以忘懷者，是 

與同事在短短的日子內，把聯合圖書館從 

般含道搬到沙田來。 

除了在工作上得到滿足，優美的校園 

亦是我至為欣賞的。同時，它更提供了我最 

喜歡的游泳設施。每 

逢泳池開放的日子。 

我總在那裡消磨假日 

。有時我也喜歡散散 

歩，作為一種運動。 

餘閒時間，我忘不了 

自己的老本行，在香 

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講授關於圖書管理目 

錄學史課程。」 

羅球慶先生 

歷史系講師 

「我在新亞歷史系及研究所畢業，再 

往美國進修。回來後，本覺返母校執教最 

為理想，但不知是有緣還是無緣，我只在 

新亞當了不到三年的兼任副講師，便轉到 

崇基任教；之後，始終没有轉回新亞。不 

過，雖然狹義地說是未有機會真正在母校 

任教，然兩所書院都同屬中大，也就無甚 

遣憾了。 

我對中大和歷史系有著強烈的歸屬感， 

自己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這裡渡過，一幕 

幕的往事都是在這裡發生，印象猶新。記 

得求學時期，初上錢穆先生的課，他那帶 

濃厚無錫口音的國語，可難倒了我這個道 

地的廣東人，我得花上一個多月才大致聽 

懂他的說話。 

錢先生是歷史系的第一代老師，我開 

始教書生涯後，成為第二代老師；目前在系 

裡任教的，有幾位是我的學生，他們可算 

是第三代的老師了。希望幾年後，可以看 

到第四代老師的出現。 

就是因為與歷史系這種密不可分的關 

係，使我從未有過離開的念頭 

。況且，看到一批批的學生學 

有所成，已是甚感欣慰。 

目前我未曾想到退休的問 

題，暫時仍會繼續我的研究項 

目。工作之餘，我很少運動， 

多是留在家中，閲讀報刊或古 

典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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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露之聲 

向關心「王棕」人士解釋與致謝 
—陳偉新 

前言 

閲讀第二十八期《中大通訊》 

關於王棕之報導後，有感不少同人 

對校園之自然環境甚為關心，現將 

有關詳情闡釋如下： 

九一年六月中旬銷假後，獲悉 

王棕受創事，即聯繫建築公司的地 

盤工程負責人。雖然該建築公司表 

示願意賠償及承擔善後責任，但若 

讓王棕就這樣的摧毀掉，重新補種 

，則人力物力，金錢時間均浪費不 

少，並會破壞這一行棕櫊植物的外 

形氣勢。而目前一片環保聲中，對 

綠色植物更要加以愛護和珍惜，況 

且，它又是庭園學上珍貴樹種之一 

。因此，我們應設法搶救它。 

王棕的歷史 

王棕又名大王椰子（Roystonea 

Regia)，是棕櫊科，王棕屬。原産 

地為熱帶古巴。它的樹形高大，氣 

勢雄渾，頗具英雄氣概。人與其拍 

照有自豪之感！ 

早於一九七二年冬，我已服務 

於中大園地組，其時這株樹經已栽 

植在那裡，惟其栽種日期與來源均 

無記錄。大略的估計，樹齡已接近 

三十年。 

受害情形 

這株樹的高度約十五呎，直徑 

十四吋半，它遭受一巨型貨車所碰 

撞，樹幹成數個分段爆裂，受創部 

分全長約八呎，佔全樹高度的五分 

之三。而爆裂最深之處，可透過裂 

縫，清楚看見對面景物。有鑑於其 

受傷的嚴重程度，且距事發日有數 

天之久，我們遂提供下列搶救歩驟 

和措施。 

施救程序 

(一）灌注焦油於裂縫——其氣味可 

防止一般的病蟲入侵，對樹幹 

裂縫的表面部分有防腐作用。 

(二）填補桐油灰——將全部裂縫以 

桐油灰填補充實，旣可防止樹 

幹水份的過度消失，以致影響 

其本身的光合作用，同時又可 

阻檔病蟲的入侵及雨水的滲聚 

，避免樹幹組織破壞而引致霉 

爛。 

(三）用鐵皮牢箍樹幹受傷部分—— 

用廢輪胎片墊底，每隔一段距 

離，以鐡箍上螺絲牢固之。因 

裂縫太長，所以要用五個鐵箍 

。鐡箍的作用是避免樹幹因風 

吹樹動而令傷口擴展。同時， 

鐵箍亦起了強迫癒合的作用， 

並加強了樹幹本身的堅強度。 

(四）以鐵線拉緊，固定樹幹——王 

棕的樹幹直而高，枝葉集中於 

頂部，為了使這株受傷者能較 

安靜地優養，減少受無情風的 

干擾，所以用四條粗鐵線，把 

樹幹朝四個方向拉緊，並以鐵 

樁牢固於地上。此外，更繫以 

紅布條，加強注意力，以免傷 

上加傷。 

觀察 

經過十個多月的時日，危險期 

已渡過了。樹頂上開出了嫩枝新葉， 

便是重獲生機的證明。 

雖是逐歩復康，但暫仍不能鬆 

縛，因為自施救至療養期間，它未受 

颱風的考驗。要待今年颱風季節過 

後，同時又經過一年時間的休養， 

束縛才可望逐歩解除！ 

後語 

這株王棕，雖然重復新生，開 

出嫩枝新葉，但是其樹幹破裂部分， 

恐難以愈合，只可在傷口處長出一 

層如角質的瘡症層，以保護其幼嫩 

組織。 

事情發生已屆一年，本人藉此 

向各位關心校園綠化建設者表示感 

謝。這也是本人對環保的一點支持。 

(陳偉新先生為建築處園地組助理工程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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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瀏覽本部分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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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通訊 一九九二年五月 

人事動態 

貢獻社會 
服務國際 

‧體育學系高級講師傅浩堅博士獲港督再度委任為香港體育學 

院管理局成員，任期由一九九二年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傅博士並獲選為美國體育硏究院通訊院士。 

‧校友事務處主任溫漢璋先生及地理學系講座教授兼香港亞太 

硏究所主任楊汝萬教授分別獲港督委任為城市規劃委員會及 

其屬下小組委員會之成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二年四月一日 

起生效。另楊教授亦獲港督再度委任為香港房屋委員會委員 

，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攝形外科及創傷學系陳啓明教授獲港督委任為健康與醫務發 

展諮詢委員會委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二年三月一日起生效 

。陳教授並獲港督再度委任為香港體育學院管理局成員，任 

期由一九九二年四月一日至六日三十日。此外，陳教授亦獲 

亞洲運動醫學協會邀請，出任一九九二至九四年度之會長。 

‧逸夫書院校董會主席馬臨教授獲港督再度委任為英國/香港獎 

學金委員會成員，任期由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至三月卅一日。 

‧兒科學系歐漢文教授擭選為香港兒科學會一九九二至九三年 

度之理事。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高級講師黃子惠博士於一九九二年三月五 

日獲選為英國皇家公共衞生醫學院院士。 

‧會計學系辜飛南教授獲委為英國雜誌《會計學教育》九二至 

九四年度之副編輯。辜教授並獲委為香港會計師公會考試局 

成員，任期至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電子工程學系高級講師徐孔達博士獲港督委任為職業訓練局 

技師訓練委員會委員，任期至一九九三年三月卅一日。 

‧經濟學系莫凱教授獲港督委任為中文課本委員會成員，任期 

兩年，由一九九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生物系張樹庭教授獲廣東省科學技術協會選任為廣東省植物 

學會名譽理事長，任期由一九九二年一月八日至一九九五年 

十二月卅一日。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梁秉中教授獲港督委任為健康與醫務發展 

諮詢委員會委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二年三月一日起生效。 

榮銜及獎項 

‧校長高錕教授獲國際光學工程協會頒贈一九九二年 

金章獎。 
(此欄資料由新聞聯絡處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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