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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消息
四位傑出人士獲頒榮譽學位
大學將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五日舉行第四十四屆
頒授榮譽及高級學位典禮。新任港督兼大學監督彭定康先生
將首次主持本校之學位頒授儀式。
是屆典禮將有四位傑出人士獲授榮譽學位：
林李翹如女士及王澤森先生獲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徐立之敎授獲授榮譽理學博士學位，而傅高義敎授

CUHK Newsletter

(Prof. Ezra F. V o g e l ) 則 獲 授 榮 譽 社 會 科 學 博 士 學 位 。
林李翹如女士
恒生銀行董事兼總經理，香港電

林李翹如女士出身律師，

屬下多個委員會之重要職務。

話有限公司董事，永安銀行執行

平素關心本港專上教育之發展

林女士熱心社會服務，貢

。自八九年起，歷任本校大學

獻良多。她曾參與公務員薪酬

司庫、大學財務委員會主席、二

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證券

年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委員會

及期貨事務上訴委員會，以及

主席、大學薪俸聯席委員會委

其他公共機構及志願團體之工

員及主席等要職。現亦為香港科

作；並出任香港腎臓基金會副

技大學校董，並兼任該校校董會

主席多年。

董事。

王澤森先生是一位教育家，
王澤森先生
新法書院校監

徐立之敎授
多倫多病童醫院硏究院、多倫多
大學遺傳學系及醫科生物物理學
系教授。

贊助外枓學系的學術會議基金。

且長期致力公共服務。自五十

王先生於六八至七五年間

年代起，即熱衷於提倡教育，發

任立法局議員，曾擔任東華三

展康體活動及改善醫療服務。

院董事局及愛丁堡獎勵計劃主

王先生曾出任本校聯合書院校

席。王先生亦熱心推動體育運

董會副主席，並慷慨捐助大學

動，歷任香港業餘體操協會及

設立數項傑出訪問教授計劃及

香港單車聯會創會會長。

徐立之教授為國際馳名之

徐教授之科研成就使他

遺傳學家。他領導之硏究組發

赢得多項殊榮，包括加拿大

現了引致纖維化囊腫——一種

皇家學院百年紀念大獎、加

白種人較普遍的遺傳缺陷——

拿大遺傳學會卓越獎項及該

的基因。此項發現有助於科學

國藥品製造商協會的金章獎

家改進對有缺陷基因者之診斷
及甄別測試方法。

。徐教授為中大校友，與母
校聯繫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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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義教授為著名東亞研究學

他曾於一九八三年以聯合書院傑出

者，曾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

訪問學人身分蒞校訪問，又於九一

主席及美日關係研究計劃主任等職；

年四月擔任本校「利豐集團講座」

獲公認在改善美國與中日關係上擔

講者。傅教授現為大學服務中心諮

當了重要角色。

詢委員會主席，該中心為世界上收

傅高義教授之著作甚豐，包括
論述日本及中國社會之名著多種。

藏最豐富的當代中國研究資料庫之
一。

傅高義敎授
哈佛大學國際事務教授

新任港督首次訪問大學
全日制本科畢業生人數
大學已公佈一九九二年全日制
本科畢業生名單，人數共一千四百
八十八人；計為文學院二百五十二
名、工商管理學院三百零七名、工
程學院一百七十七名、醫學院一百
三十二名、理學院二百五十名及社
會科學院三百七十名。各學系畢業
生人數分列如下：
文學院
中國語言及文學

63

英文

65

藝術

18

歷史

55

音樂

20

哲學

18

宗教

12

神學

1

工商管理學院
工 商 管 理 學 士 綜 合 課 程 307

港督彭定康先生於上月廿四日
首次蒞校訪問，了解大學之近況及

的進展情況。
隨後，彭定康先生又於理學院

工程學院
電子計算

63

發展計劃。校董會主席利國偉爵士、

環境生物學實驗室參觀了一些生物

電子

23

校長髙錕教授及其他高級教職員在

及生物技術研究計劃，其中涉及環

電算工程

3

境保護、食品枓技及遺傳因子指模

電子工程

35

鑑定等不同應用範圍。

訊息工程

53

校園迎候。
彭定康先生參觀了工程學院的
多媒體實驗室，了解該學院的電算

大學更於邵逸夫堂大堂安排茶

設備，聆取關於網絡聯繫、多媒體、

會，介紹校董會成員及大學主管人

教學自動化、中文系統等硏究計劃

員與新任港督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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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
內外全科醫學
醫學科學增插學年
學士學位課程

香港企業家的環球商業機會會議

128
4

理學院
生物化學

25

生物

46

化學

59

物理

51

數學

48

統計

21

社會科學院
人類

14

經濟

70

地理

58

政冶與行政

38

新聞與傳播

45

一項為幫助本地企業家拓展海

多位本港各行業之著名企業家及

心理

23

外貿易市場而籌辦之會議，名為「香

商界人士，除論述他們創業和拓

社會

65

港企業家的環球商業機會會議」，

展各地市場業務之經驗外，更分

社會工作

57

於上月十一日假海港酒店舉行。大

析該等地區之市場機會與部署策

會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馮國經博

略。出席大會之人士，包括百多

士致辭，並由中大工商管理學院院

位工商界行政人員。

九十年代台灣海峽
兩岸關係硏討會

長閔建蜀教授主持午餐演講。

是次會議由中大工商管理碩士

會議根據海外市場地區劃分

課程、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三年

為中國大陸、亞太地區及日本，

制工商管理碩士同學會有限公司及

以及歐美市場三個硏討部分。十

亞太工商研究所合辦。

本校與美國喬治城大學合辦暑期硏習班

來自海峽兩岸及本港共六十多
位學者與專家，出席於上月十五及
十六日在中大舉行之「九十年代之
兩岸關係」研討會，探討台灣海峽
兩岸在政治、經濟、貿易、文化等
方面之交往與接觸。硏討會由香港
亞太研究所之日本與亞太發展硏究
計劃、香港台灣商會、北京之台灣
研究會及台北之二十一世紀基金會
合辦。

十六名美國喬治诚大學學生於

要討論關於市場進口及市場發展

月前來港，參加該校工商管理學院

之題目；後者則為一綜合管理課

與中大國際交換計劃學部合辦之暑

題，著重市場競爭及策略分析。

期硏習班，探討亞太地區市場的商

研習班亦安排學員參觀不同行業

業發展及前景，並比較該地區不同

的大機構，包括香港貿易發展局

的商業管理技巧。

、中國銀行、香港聯合交易所、

硏習班為期五週，於七月六日

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現代貨櫃

起在大學舉行；由本校工商管理學

碼頭有限公司、麗晶酒店等。學

院教師負責，而其他學系的教師及

員透過以上活動，得與本地管理

香港商界傑出人士亦應邀擔任嘉賓

人員交流學術及經驗。此外，硏

講者。

習班尚安排學員到深圳及廣州實

學員研習之課題集中於國際
市場學及比較商業政策；前者主

地考察，探討當地投資及國營企
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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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至九二年度敎職員進修計劃簡報
大學每年提供各種獎學金及進修資助計劃資料，鼓勵敎職員申請資助，
前往海外進修，從事研究工作，舉辦研討會，或出版刊物。
—九九一至九二年度各項主要進修計劃之受惠人資料簡列如下：
亞洲生產力組織

高級行政管理文憑課程獎學金

獲資助者：地理學系高級講師林健枝博士

獲資助者：電算機服務中心二級電算師顔敏標先生

資助計劃：前往泰國出席農地開發硏討會
日期：九二年四月二十至廿九日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講師沈允堯醫生
資助計劃：修讀高級行政管理文憑課程
日期：九一年九月五日至九二年七月

英國文化協會
獲資助者：工商界聯絡發展處主任伍慶基先生
資助計劃：前往英國進修學府參與工商界聯絡工作
之課程
日期：九二年五月十至廿二日
香港中文大學與英國劍橋大學羅賓遜學院交換計劃

費美臣東亞硏究基金
獲資助者：臨牀藥理學系郭志良教授及講師陳恩強
醫生
資助計劃︰硏究中西藥物之應用及病人之不良反應
日期：九二年七月至十二月

獲資助者：精神科學系講師趙鳳琴醫生

獲資助者：婦産枓學系高級講師韓英士醫生

資助計劃：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從事關於老人精神科

資助計劃：出版小冊子《不育患者須知》

健康服務之硏究

日期：預期於九二年十月出版

日期：九二年八月十七日至九月三十日
王寬誠敎育基金
關祖堯敎職員發展基金
獲資助者：學生事務處二級事務助理徐梁綺文女士
資助計劃：前往英國進修專上院校職業輔導之課程
日期：九一年八月十八至廿九日
獲資助者：電算機服務中心一級電算師鄭志豪先生
資助計劃：前往美國出席電腦及通訊國際會議並訪
問史丹福大學及柏克萊加州大學之電腦
中心
日期：九一年十月一至十二日
獲資助者：人事組總主任劉郭麗梅女士、高級主任

獲資助者：訊息工程學系講師黃寶財博士
資助計劃：前往美國出席國際通訊會議
日期：九二年六月十四至十八日
利希愼敎職員發展基金
獲資助者：精神枓學系高級技術員何國華先生
資助計劃：訪問美國史丹福大學睡眠失調醫療中心
日期：九一年十月十四日至十一月九日
獲資助者：體育學系講師陳展嗚博士

阮健驄先生及譚壽森先生，以及行政助

資助計劃：前往美國德州及加拿大進修及從事硏究

理梁陳德英女士。

日期：九二年七月一日至八月廿三日

資助計劃：出席香港人事管理學會第十二屆年會
日期：九一年十月九至十日

獲資助者：音樂系一級導師包黛詩女士
資助計劃：前往羅馬尼亞出席第一屆歐洲鋼琴教師

獲資助者：精神科學系講師趙鳳琴醫生

協會會議並於會上演奏，另進修新鋼琴

資助計劃：前往英國諾定咸大學從事老人精神健康

教學法

服務之研究及進修有關課程
日期：九二年七月一日至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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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事項
新任講座敎授

新訂薪金於本年四月一日生效。大學將於八月按新訂

大學委任李明德教授
(Prof. Kenneth Raymond)

金額支薪，並連同四至七月之補薪一起發還予僱員。

為藥劑學講座教授，由一

式通過。總務處希望可於九月或十月支付新訂薪金，

九九二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並連同四月起之補薪一併發給僱員。

至於甲類服務條款僱員之薪金調整，尚待政府正

李明德教授出生於英
國，先後於六六、六八及

乙類及丙類服務條款敎職員進修學費津貼

七七年獲倫敦大學頒授藥
劑學學士、碩士及哲學博

大學現接受乙類及丙類服務條款教職員申請進修

士學位。自六六年起，李

學費津貼。惟申請津貼之課程，以在一九九二年九月

氏即於英國里利研究所擔任研究藥劑師；翌年返母校

至十二月期間開課者為限。所有申請，須經部門主管

倫敦大學藥劑學院任副講師，七零年升任講師。李教

書面推薦，於九二年九月五日（星期六）或以前送交

授於七七年轉往澳洲維多利亞藥劑學院任高級講師，

人事組，轉行政事務委員會秘書譚壽森先生（內線七

並於八七年起主管該學院之藥劑實務訓練。加入本校

二六九）收。

前，在維多利亞藥劑學院任教凡十五載。
李教授為多個專業團體之成員，包括英國皇家藥
劑學會及澳洲藥劑學會；並為維多利亞藥物局之註冊
藥劑師。
李教授已婚，有一子一女。

圖書館開放時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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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月一日起，開放時間如下：
大學圖書館

敎職員及配偶國粤語課程

星期一至
星期五

8.20

a.m.-

10.00

p.m.

a.m.-

8.20
9.30

(二）供粤籍教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級國語課程；
(三）供非粤籍教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級粤語課程。
以上課程名額有限，按報名先後取錄。全期學費
為港幣三千六百二十元，聘任期不少於兩年之本校全
職教職員及其配偶，如未獲其他語言學習津貼，則可
獲大學津貼學費百分之四十。
有意申請者，請於九二年九月十四日前與該研習
所聯絡（內線電話六七二七至九）。

p.m.

9.00a.m.-9.00p.m.)

星期六

8.20

a.m.-

5.00

星期日

1.00

p.m.
p.m.-

7.00

(一）供外籍教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級國語或粤語課
程；

7.00

(十月一日起延長時間：

辦下列國粤語課程。上課時間暫定星期二及四下午二
時三十分至四時十五分。

9.00a.m.-

p.m.

新雅中國語文硏習所由一九九二年九月廿二日至
十二月十日於方樹泉樓再度為本校教職員及其配偶舉

醫學圖書館

成員書院圖書館

8.20

a.m.-

12.30

9.00

p.m.

(崇基至 1 . 3 0
停止開放

a.m.-

12.30

p.m.

p.m.)

停止開放

p.m.

圖書館並將於公眾假期及暑假期間調整開放時間
。査詢可致電內線七三零六或七三二五大學圖書館流
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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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lton

Mueller著：《香港的國際通訊》（英文

本），一百四十九頁，平裝本，港幣七十元。

薪金調整
大學校董會最近通過，跟隨政府公務員之薪金調
整，相應調整本校乙類及丙類服務條款僱員之薪酬。

(該書榮獲一九九二年度安東尼菲雪爵士紀念獎第二名。）

•李銳清著：《滄浪詩話的詩歌理論》（中文本），二
百三十七頁，平裝本，港幣七十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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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露之聲
中 大 花 木 雜 談
荷花池今昔

—游中驥—

株是全校僅有的風雨槐。說起來，

筆者一九六九年秋開始任職崇

得感謝前生物系高級講師鮑運生博

基生物系助教，當時住在應林堂宿

士，他七三年從夏威夷帶回數粒這

舍，每天往返系館都要走一段相當

種香港稀有樹種的種子，托筆者試

長且迂迴的馬路。為了節省時間，

種。結果育成八株幼苗，分種四格

常常從宿舍腳下的河灘，跨過一道

草地，二十年來快高長大，綠葉成

小木橋，到逹蘭苑前面的苗圃上岸。

蔭；可惜未能子滿枝！其後幾經風

那時候荷花池只是一片沙灘沼澤，

雨摧殘，如今只得一半生存。此樹

眾志堂與圖書館地盤亦未動工。
其後兩年間，附近工程相繼展
開，移山填海，並建成池傍路，荷
花池也漸具雛形了。記憶所及，第
一批荷花（Lotus)種下不久，即被

名之為風雨槐，就是因為每屆風雨
來臨之際，其葉片會合什下垂，屢
應不爽。

偸花雅賊專注茶花

一場豪雨沖來的泥沙所掩没；其後

校園茶花栽植不多，由於生長

改種睡蓮（Water Lily) ， 成功地蔓

緩慢，要求條件也多，身價自然較

延整個池面。而同期間多種水生植

其他植物為髙，於是引起識花之人

物，特別是金魚藻，亦因池水肥沃而

垂涎。好幾年前，種在范克廉樓側

大量繁殖，令池面擠擁不堪。校方

花槽的茶花苗，種下不到一個月，

不斷採取措施壓止其長勢，包括挖

便先後被人掘走；其後數年，我們

淤泥，用人手撈取，甚至用鹽醃，

都儘量不種這些名貴花木。去年，

都不能根治。最後還是由生化系江

中國語文研習所助理主任何焯生先

潤祥教授從大陸運來三千條草魚苗

生從家中帶來三株茶花，托筆者種

放養池中，不到半年，所有水生植

在方樹泉樓旁的草坪上；不到幾個

物從此絶跡！

月，也相繼失蹤！何先生慨嘆之餘，

前年荷花池又再挖淤泥，並沿

也只好一笑置之。

池邊築石壆，但當工程完成後不久，
沿池畔的水松相繼死亡。我們只好
補植一批幼苗，並加植一列大紅花
及吊燈花，希望短期內能增添新的
景色。順帶一提，每逢假日，荷花池
畔便成為攝影發燒友留連之地。

荷花池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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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槐歷經風雨摧殘

罕有植物遍佈校園
中大校園內有幾種植物是較為
罕有的，例如水石榕，早年由市政局
贈送了幾株，種在大門入口草地及
行政樓後面的草坪；前年國內大學
贈予逸夫書院四株，現在也屆開花
期了。此外，水杉、銀杏、山城杜

在科學館南北座之間，有四幅

鵑、獼猴桃（奇異果）、三色茶花

草地，那裡種了兩列大樹，當中有四

、方竹等亦是同期由國內大學贈送

一九九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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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風雨摧殘的風雨槐

狀如「炸煎堆」的刺猬果

的，分佈在逸夫書院大講堂周圍。
另外，還有前生物系主任杜華
教授臨別贈送的葛量洪茶及克氏茶，
分佈在獅子亭、三苑至六苑草坪、
科學館草地。而以新加坡總理命名
的李光耀藤，則集中在何善衡夫人
宿舍前面草坪。最近引進一批「刺
猬果」，果實形狀如廣東點心炸煎
堆，一個個高掛樹梢，甚為有趣，
現種在火車站迴旋處，各位有興致
不妨去欣賞一番。
說到果實，使我想起了校園內
僅存的三數種果樹。這些樹是前村
民遺留下來的，分佈在崇基圖書館
周圍，計有龍眼、荔枝、蒲桃、大
蕉、番石溜等等，而池傍路的杧果
樹，則是作為行道樹而種的。原則
上我們不贊成保留這座果樹，因為
每屆果實成熟時，遊人爭相摘採，
弄致遍地樹枝雜物；我們更擔心小
孩爬樹摘果不慎摔傷！

遊人爭相採摘的果樹之一——大蕉
綠化水塔的爬山虎

綠化水塔幾經艱辛
若干年前，我們已計劃綠化校
園的最高建築物，亦即中大標記之
一的兩座水塔，而能爬上塔身的植
物，只有爬山虎適合該處環境。於
是不惜工本，在水塔基部挖植穴及
填上沃土，種下不少爬山虎幼苗。
可是一次又一次，當幼苗爬上塔身
時，便被人撕下；結果種了好幾年，
爬山虎仍在塔基匍匐。後來築起圍
網，始能防止破壞。如今塔身已見
到綠色景象了。說起綠化新亞，麥
繼強教授功不可没，多年來他不斷

令人垂涏的杧果樹

建議綠化項目，我們能做到的都一
一實現了，使到新亞的灰黯山坡披
上一層綠色外衣。
7

中大通訊

—九九二年八月

樹冠最大的紫檀

年紀老大的細葉榕

校園植物之最
外形壯觀的落羽松

樹齡最高——細葉榕，位於嶺南體育館背後山坡，
樹齡超過五十年。
樹冠最大——紫檀，樹冠覆蓋何添樓停車場，直
徑約二十米。
樹身最高——檸檬桉，種植於華連堂與明華堂之
間、崇基聯誼會及神學樓附近，高
約三十米。
樹形最壯觀——落羽松，位於崇基圖書館停車場側。
栽種最多——杜鵑，分佈整個校園。
最爲孤獨——樹蕨，全校僅得一株，在教堂水溪邊。
名字最美——美人蕉，生長於荷花池及三、四苑。
名字最醜——老鴉咀，在博文苑一帶。
最常誤聽名稱——旅人蕉，常被誤聽作「女人蕉」，
分佈在崇基教堂前，眾志堂後
草地。
孤獨的樹蕨
一九六九年冬，筆者攝於崇基生物系花園

游中驥先生是建築處高級工程監督，負責管理校園園地工作，
在中大辛勤工作凡廿載，目睹一片沙灘沼澤變成鮮花盛放的荷花
池，也看到昔日荒蕪的山頭，如今連水塔也穿上了綠衣。中大校
園花草樹木的生長情況，游先生可説是暸如指掌。「校園植物之
最」，是游先生多年來觀察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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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瘦的檸檬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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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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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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瀏覽本部分的資料，
請須輸入中大校園電子郵件密碼。

貢獻社會

期由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盧博士亦獲委為香港政府

服務國際

‧物理系高級講師何顯雄博士獲港督再度委任為香港浸會
學院校董及校務議會成員，任期由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
至一九九五年六月三十日。

高級公務員課程諮詢委員會委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二
年五月十一日起生效。
‧地理學系系主任楊汝萬教授獲委為山東師範大學區域地理
顧問委員會委員。
‧微生物學系高級講師鄭勳斌博士獲香港全科醫學院委任為

‧大學教務長吳利明教授獲港督再度委任為香港考試局成

該院一九九二年之榮譽編輯顧問。

員，任期一年，由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榮銜及獎項

‧中國文化硏究所客座高級硏究員鄭子瑜教授，於四月廿
五日獲北京大學委任為該校東方語言及文學系客座教授
。鄭教授並應聘出任北京中國東方文化硏究會之特約學
術委員。

•校長高錕教授獲選為台灣中央硏究院院士，由一九

‧校長高錕教授再度獲委為臨時香港工業科技中心有限公
司之董事，任期一年，由一九九二年七月四日起生效。
‧矯形外枓及創傷學系陳啓明教授擭選為香港醫學會副會
長，任期由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四年。

九二年七月九日起生效。
•生物系系主任張樹庭教授當選為世界生產率科學院
(WAPS〉院士。

•博文講座教授楊振寧教授於一九九二年五月獲莫斯

‧國際企業學系高級講師盧榮俊博士應邀擔任香港理工學
院絲織及服裝市場學學士學位課程之校外考試委員，任

科國立大學頒授榮譽理學博士學位。楊教授亦於同
年六月獲選為倫敦皇家學院外國院士。

(此欄資料由新聞聯絡處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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