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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大 通 訊 
第三十四期　一九九二年九月 

大學消息 

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移植與應用硏討會 

中國自清末開始引入西方社 

會科學理論，而如何使西方理論 

適用於中國，一直是學術界研討 

的重要論題。本校於上月三至五 

日假逸夫書院舉行「西方社會科 

學理論的移植與應用研討會」，與 

會人士來自台灣、美國、日本及香 

港的著名學術機構，其中包括中 

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教授，以及 

本校的楊振寧教授及高錕校長。 

該次會議為一跨學科的學術 

專題會議，與會學者除分別提交 

個人或小組論文及介紹研究計劃 

外，並共同探討五個重要論題： 

(一）西方社會科學行為理論的科 

學性、普遍性及可移植性；（二） 

台灣、大陸及香港在歐美進修社 

會科學的留學者選擇論文研究的 

傾向；（三）日本留學政策與其國 

防及經濟發展的關係；（四）知識 

轉移與研究成果的應用；（五） 

乏晰（模糊）邏輯與社會科學研 

究。 

大會計劃把討論要點及成果 

彙集成書，並决定下次會議地點 

為台北。 

香港亞太硏究所舉辦兩項國際硏討會 

香港亞太研究所屬下之中國改革與發展研究計劃 

於上月先後舉行兩項國際研討會， 

分別探討中國經濟改革與東亞地區的非正式政治。 

東亞地區的非正式政治國際研討會 

中國經濟改革與生產效率硏討會 

中國經濟改革與生產效率研討會 

八月三至六日 

是次研討會主辦機構尚包括 

美國匹兹堡大學經濟學系及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之數量經濟與 

技術經濟研究所。硏討主題分六 

項：改革與生産力、生産力問 

題、全國與地區生産力問題、部 

門生産力、生産力衡量與數據問 

題，以及不同區域之間的生産力 

比較。 

與會人士除本地近二十位長 

期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學者外， 

更包括三十位來自美國、澳洲、 

中國大陸以及台灣的經濟學家； 

而來自中國的參加者中，部分是 

國家統計局及化學工業部的工作 

人員。 

東亞地區的非正式政治國際 

研討會 

八月十七至十八日 

該項活動由亞太研究所與美 

國加州大學太平洋地區硏究計劃 

聯合主辦。出席人士包括美國、 

日本、台灣、南韓及香港多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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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政治學家和研究人員。 

非正式政治是指正式的規章制 

度所没有清楚界定，或即使有所指 

定，但仍有很大彈性的政治運作方 

式。其中包括法制中的灰色地帶及 

一些人為地不遵守法制規定，但卻 

未受挑戰的政治行為。在法律制度 

仍未完備的發展中國家，非正式政 

治顯得特別重要。 

研討會共分四部分：非正式政 

治與中國文化、中國經濟與行政組 

織中的非正式政治、南韓與香港的 

非正式政治，以及日本與台灣選舉 

中的非正式政治。 

兼讀制本科畢業生 

大學已公佈一九九二年兼讀制 

本科畢業生名單。本屆共有畢業生 

一百三十名；計為工商管理課程二 

十名、中英語文課程三十六名、音 

樂課程九名、小學教育課程三十九 

名，及社會工作課程二十六名。 

九一直選硏究 

本校多位研究人員於去年立 

法局選舉後，進行一項全港性的 

選舉研究調查，發現經濟狀況與 

社會身分是影響選民投票的主要 

因素，而選民名冊的誤差情況相 

當嚴重。 

是項研究的負責人包括香港亞 

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雷競璇博士、 

新聞與傳播學系講師陳文博士、組 

織與管理學系講師敖恒宇博士及教 

育行政與政策學系講師曾榮光博士 

。他們從選民名冊中抽樣調査全港 

一千六百多位登記選民，並於上月 

廿七日公佈初步調查結果。 

根據調査顯示，選民本身的教 

育程度、收入及職業地位愈高，投 

票傾向也愈強；情況大致與西方國 

家相近。此外，因選民死亡、移民 

外地、遷居、房産拆卸、地址不詳 

等等因素，使選民名冊的錯誤介乎 

百分之十七與百分之二十四之間， 

誤差情況極為嚴重。 

香港亞太研究所定於十月十三 

日舉行研討會，詳細公佈該調查之 

研究結果，並邀請其他研究者發表 

相關之研究成果。 

國際市場營銷課程 

本校工商管理學院於本年七月 

再次替中國機械電子工業部培訓幹 

部，課程於七月底結束。 

該項名為「國際市場營銷課程」 

的培訓計劃，始於一九八二年。課 

程內容包括現代市場經濟中所需的 

國際營銷概念、技術與策略，以及 

各地的市場分析。本港的一些工商 

機構亦派員作專題演講，進修人員 

在留港期間也獲安排參觀有關機構 

。本年的國際市場營銷課程為第七 

期，機電部屬下人員參加該進修課 

程前後已逹四百餘人。 

宣佈事項 
新任講座敎授 

大學委任陳學霜教授為 

歷史學講座教授，由一九九 

二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陳學霜教授於香港出生 

，早年在香港大學攻讀中文 

及歷史，一九六一年獲文學 

士學位。同年加入崇基學院 

任歷史與地理學系助教，並 

繼續於香港大學進修，六三 

年取得文學碩士學位，旋即 

負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深造歷史學，先後於六五及六 

七年獲頒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學位。 

陳教授之教研經驗豐富，初在紐西蘭奧克蘭大學 

教授遠東歷史，又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擔任「明代名 

人傳」編纂研究員。七二年起，陳教授受聘於西雅圖 

華盛頓大學，執教達二十年，歷任副教授、中國史教 

授及傑克遜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部主任等職。在此 

期間，陳教授亦曾任多所美國、澳洲及台灣著名學府 

的研究員及客座教授。 

此外，陳教授更曾任美國學術聯合團體及社會科 

學研究院之中國研究會委員、香港大學中文系及澳洲 

國立大學遠東史系校外者試委員，以及馬來亞大學中 

文系校外評鑑員。陳教授現任香港考試局大學入學試 

中國歷史枓外界評卷員及香港學術評審局中文科評審 

員。 

陳教授已婚，有三名子女。 

中文系師生書畫展 

中文系系會將於十月六至十日假邵逸夫堂展覽廳 

舉行「中文系師生書畫展」，展品包括該系多位老師 

與同學的作品，歡迎出席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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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屆頒授學位典禮及典禮日特別安排 

大學第四十四屆頒授榮譽學位及高級學位典禮將 

於十月十五日（星期四）下午三時在邵逸夫堂舉行。大 

學將於本屆典禮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四位傑出人士： 

林李翹如女士、王澤森先生、徐立之教授及傅高義教 

授。此外尚有約三百名研究生獲授高級學位。 

英文系周英雄教授將撰寫及宣讀各榮譽博士之讚 

辭。典禮權杖員為訊息工程學系高級講師鄺重平博士 

。傅高義教授則代表榮譽學位領受人致辭。 

港督兼大學監督彭定康先生將親臨主持儀式。禮 

畢並於范克廉樓設茶會招待來賓。 

上課安排 

典禮當天將照常上課。是日有課之同人若要出席 

典禮，可自行作適當之安排。 

披袍處 

披袍處設於潤昌堂地下。參加典禮行列之同人， 

請於當天下午二時三十分到達該處集合。典禮行列準 

於下午二時四十分開始列隊，三時進入會場。 

交通 

典禮當日，中央道將於下午一時三十分起，改為 

單線行車（只准西行），其另一行車線將作停車之用。 

范克廉樓餐廳暫停服務 

范克廉樓教職員餐廳將於典禮當天暫停營業，學 

生飯堂則由中午十二時起暫停服務。 

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敎職員進修資助計劃 

下列各項資助計劃現接受申請： 

1.英聯邦大學協會學術交流資助計劃 

2.英聯邦大學協會發展獎學金 

(舊有之行政人員及高級行政人員訪問考察資助計劃已歸 

併此獎學金計劃內） 

3.英聯邦大學協會西蒙氏英聯邦硏究獎學金 

4.英聯邦大學協會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第三世界獎學金 

5.英聯邦大學教員硏究資助計劃 

6.英聯邦大學教員硏究獎學金 

7.裘槎基金會硏究資助及獎學金 

8.裘槎基金會旅費津貼計劃 

9.費美臣東亞硏究基金 

10.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博士論文獎學金 

11.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專科硏究資助計劃 

12.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日本硏究獎學金 

13.關祖堯教職員發展基金 

利希慎教職員發展基金 

各項資助計劃之詳情，經分送各學院院長、系主 

任及部門主管，以供教職員參者。有意申請上述計劃 

之同人，請逕與所屬部門負責人聯絡。查詢可電大學 

人事組（內線七一八三或七二六五）。 

教職員審議事宜 

大學將開始審議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按甲類服務 

條款聘任之教職員之擢升、退休／延任及申請進修資 

助等事宜，並就此等事宜向大學行政與計劃委員會提 

出建議。 

本年度接受提名或申請之截止日期如下： 

敎員與導師之退休／延任事宜：一九九二年十月三日 

敎職員與導師申請進修資助事宜：一九九二年十月卅 

一日（資助計劃名稱見今期《中大通訊》。） 

敎員與導師之擢升事宜：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職員之退休／延任及擢升事宜：一九九二年十—月三 

十日 

教員與導師之提名及申請，須於截止日期前送交 

教師審議委員會秘書阮健驄先生（大學行政樓南座三 

樓，內線七二八五）；職員之提名及申請，則請送交 

行政事務委員會秘書譚壽森先生（大學行政樓三樓二 

零三室，內線七二六九）。有關詳情可向各該委員會 

秘書查詢。 

至於乙類及丙類服務條款職員之有關審議細則， 

將於本年十二月另行通告。 

范克廉樓游泳池消息 

大學泳池於本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三十日之開放時 

間，改為每天上午十時半至下午二時及下午二時半至 

六時半，假日照常開放。 

范克廉樓二樓一零八室學生事務處備有大量本年 

度之各類入場套票，歡迎購買。 

大學體育館羽毛球場新收費規定 

大學體育館於九月一日開始實施租用羽毛球場收 

費規定。凡於星期日下午二時至六時租用大學體育館 

羽毛球場，每個球場每小時收費卅三元，每位嘉賓收 

費則為每小時廿二元。各學生及教職員如欲於該段時 

間租用羽毛球場，必須於星期五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到大學體育中心或電內線六零九七預訂用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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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活雄著：《日語發音——香港人學習日語指南》 

(中文本），二百零四頁，平裝本，港幣六十元。 

•王銳添著：《商業組織人際關係》（中文本），一百 

五十八頁，平裝本，港幣四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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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字
背
後
的
故
事
 

翻開大學的地圖，密密地佈滿了 

上百幢大大小小的建築物。從山下的博文苑看起， 

至山上的志文樓，竟才發覺約三份之一， 

共三十來幢的建築物是以人名來命名的。 

隨口說出的便有何添樓、邵逸夫堂、馮景禧樓、 

李達三樓、曾肇添樓…… 

而聯合書院的七幢建築物（敎職員宿舍不算在内）中， 

更有五幢是用上人名的，當是全校 

採用人名作建築物名稱比率最高的地方了。 

不可不說是校園特色之一。 

在這些建築物中，以大商賈大企業家之名命名者最多， 

包括許讓成樓、馮景禧樓、梁銶琚樓、邵逸夫堂等。 

其他採用的名字，有的是校長及書院院長 

如李卓敏博士、馬臨敎授、李應林博士、鄭楝材博士與 

錢穆博士；有的是大學枝董如利銘澤博士及 

關祖堯爵士；也有外國人如富爾敦勳爵、范克廉先生、 

牟路思怡夫人、湯若望神父，和華連博士； 

還有就是捐建者的夫人或長輩，如何東夫人、 

何善衡夫人、邵逸夫夫人、包兆龍先生、 

鄧碧周與梁秋嫻女士（碧秋樓）。 

對於這些名字，不少已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是以也不必贅談，本文只是 

從中抽出一些較陌生的來作介紹。 

范克廉樓 

散發幽默感的范克廉樓 

范克廉樓是大學興建的第一座 

校舍，主要供學生作文化、社交和 

體育活動之用；而當時因其他校舍 

尚未興建，一度是大學本部辦事處 

之所在。 

該樓於六七年底動工興建，六 

八年十二月落成，建築費二百五十 

萬，悉數由美國商行、美國國務院 

、亞洲協會及本港美國商界人士捐 

助，亦可請是美國公民所捐贈。因 

此，大家決以一位美國史上之傑出 

人物——范克廉先生之名為該樓命 

名。 

范克廉先生（一七零六至一七 

九零）（也有譯作富蘭克林）為美國 

建國之父。他出身貧窮，但勤奮向 

學，憑藉不斷努力，於英皇佐治三 

世時期，出任美洲英殖民地郵政總 

長，並曾以特使身份，屢向英廷爭 

取獨立。范氏為實踐家、哲學家、 

政治家及科學家；我們日常不可缺 

少的電力，便是由他發明的。 

此外，大學採范氏之名，尚有 

另一含意。已故校長李卓敏博士便 

曾於范克廉樓動土典禮中作解釋： 

「范氏富於智慧、學識和幽黙感」， 

他希望范克廉樓常洋溢師生的幽黙 

感，並且散發開來，「鼓舞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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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澤樓 

碧秋樓 

兆龍樓 

日常生活，啓發我們的判斷力。幽 

黙乃表示我們互相了解，互相敬重， 

互相信賴。」不知道經常出入范克 

廉樓的同人，可覺得自己較別人多 

些幽黙感？ 

祖堯堂原名行政大樓會議廳 

祖堯堂本名為行政大樓會議 

廳，乃由已故大學校董會主席關祖 

堯爵士（一九零七至一九七一）捐 

建。 

可惜關爵士於一九七一年參加 

會議廳開幕典禮兩個月後，便因病 

辭世。關爵士逝世後，大學特將會 

議廳易名祖堯堂，以紀念關爵士匡 

扶大學成長之卓越貢獻。 

關爵士為香港法律權威，自一 

九六一年起，先後出任大學籌備委 

員會、臨時校董會及大學校董會主 

席之職。現時的大學校址，亦是由 

關爵士與政府洽商而得的。其功勞 

之卓著，連遠在美國的瑪規大學亦 

深深讚賞，為表逹對關爵士的敬意， 

特地聘請人像畫家繪畫一幅關爵 

士的畫像，贈予大學，懸於祖堯堂 

內。 

形似「飯煲」的銘澤樓 

座落於科學館中央之演講大樓 

銘澤樓，因其獨特之圓形設計與嵌 

於外牆之巨型校徽，不單是校園標 

記之一，同時亦正正是紀念利銘澤 

博士（一九零五至一九八三）的  

好標記。 

利銘澤博士為工商界巨擘，於 

五零年代後期，鼎力推動社會各界 

支持創辦香港中文大學之議；隨後 

更出任校董會副主席、校址籌劃與 

計劃委員會主席。校園今天能如斯 

秀麗宏偉，實賴利博士之艱辛締造 

。以他的名字作校園內標記之一的 

名稱，是再切合不過的。 

碧秋樓隱含兩人名字 

碧秋樓是唯一採用了兩個人的 

名字來命名的建築物，分兩期工程 

於一九七七及一九七九年完成。 

「碧秋樓」實是取自大學校董 

何添博士兩位慈親——鄧碧周女士 

及梁秋嫻女士名字的中間一字。 

猶記其時全球經濟萎縮，連帶 

使大學多項發展計劃受到影響。何 

添博士了解大學之處境與迫切需要， 

從「何添慈善基金」撥款贊助興建 

一綜合大樓。何添博士除熱心支持 

專上教育發展，亦藉是項捐贈紀念 

兩位亡母，大學是以將大樓定名為 

「碧秋樓」。 

當時之大學司庫利國偉爵士 

(現任大學校董會主席）特別撰文解 

釋碧秋樓名字的由來。該文已錄載 

於大樓落成紀念刻石上，位於碧秋 

樓大堂。有興趣的朋友，可隨時參 

觀。 

險些兒建不成的兆龍樓 

七十年代初期，為配合工商教 

育的發展，大學計劃興建一座大樓 

，專供工商管理、經濟硏究及公共 

行政教研之用。不巧遇上七五年經 

濟衰退，計劃被迫擱置。 

此事後為商業界鉅子包玉剛博 

士所悉，他洞察工商管理教育之重 

要性，遂慨捐三百二十九萬餘元， 

支付全部建築費用，大樓得以建成 

。大學為感謝包博士之慷慨捐贈， 

特以其父包兆龍先生之名字為該樓 

命名，當時包老先生尚健在。 

七七年遷進新樓的單位包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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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爾敦樓 

牟路思恰圖書館 

胡忠圖書館 

究院、公共事務研究中心、經濟研 

究中心、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三 

年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工商管理 

學院院務室及醫學院臨時辦事處。 

時至今日，上述之部分單位或 

是易名，或是重組，而工商管理各 

學系及硏究單位亦因急速擴展，原 

有地方不敷應用，於去年遷往較寬 

敞的梁銶琚樓。兆龍樓經裝修後， 

現為教務處屬下部門之辦公室。 

紀念創校之父的富爾敦樓 

富爾敦勳爵（一九零二至一九 

八六）堪稱大學創校之父。早於一 

九五九年，他應邀來港就崇基、新 

亞及聯合三院的發展提出建議。三 

年後，他出任富爾敦委員會主席， 

建議成立香港中文大學，並詳細擬 

定大學之組織輪廓、建校目標及遠 

景，更為大學釐訂完善之條例草案 

。中大終得於六三年成立。此後， 

富爾敦勳爵一直出任大學之海外校 

董；八一年更獲委為首位終身校董 

。富爾敦勳爵亦於七五年再度來港 

主持委員會，就改進大學之組織與 

結構提出建議，促成體制的改革。 

一九八六年富爾敦勳爵與世長 

辭，大學校董會決定將籌建中的新 

師生康樂中心命名為富爾敦樓，以 

誌永念。八八年底新樓落成，大學 

特於八九年邀請富爾敦勳爵之公子 

來港參觀開幕儀式。 

還有其他 

如上文所述，校園內以人名來 

命名之建築物不下三十來幢，不可 

能在此詳錄。下面再簡介一些與建 

築物名稱有關之人物，讓大家多了 

解一點兒校園歷史。 

*潤昌堂——梁昌先生（一九一八 

至一九七九） 

梁昌先生為澳門人，兩度獲葡 

萄牙政府頒授勳銜，後定居香港， 

並於一九七三年獲頒英帝國司令勳 

章（CBE)。梁先生曾任港澳飛翼船 

有限公司主席及恆生銀行董事。他 

除贈款予大學興建潤昌堂外，並資 

助把前大學副校長之住所改建為大 

學賓館。 

*牟路思怡圖書館——牟路思怡夫 

人（生卒年份不詳） 

圖書館是由美國亨利路思基金 

會通過美國聯合長老會捐款興建， 

而牟路思怡夫人便是亨利路思之妹， 

她還於一九七一年親臨大學主持圖 

書館之開幕典禮。 

*湯若望宿舍——湯若望神父（一 

五 九 二 至 一 六 六 六 ） 

湯若望宿舍是聯合書院第一座 

學生宿舍，其一半的建築費由天主 

教耶穌會及瑪利諾修會所捐贈，而 

兩個教會的款項則來自德國人民； 

因此，書院便盡量物色與中國、德 

國及耶穌會有關的名字為宿舍定名 

。後來一位神父想到採用湯若望神 

父之名字，因為他旣為德國人，又 

於明末清初之際到中國傳教四十多 

年，更成為清廷的欽天監，把不少 

新的科學知識帶入中國。 

*曾肇添樓——曾肇添先生（生卒 

年份不詳） 

曾肇添先生為聯合書院現任校 

董曾永康先生之先父，曾捐贈五十 

萬元予聯合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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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若望宿舎 

應林堂 

明華堂 

*胡忠圖書館——胡忠先生（一九 

零二至一九九一年） 

胡忠先生手創中央建業有限公 

司，為工商界先進，生前熱心教育， 

樂善好施。胡氏於六七年以港幣五 

十萬元捐建聯合書院基金，書院除 

將圖書館以胡忠命名，並以胡氏名 

義設置永遠獎學金額十二名。 

* 張祝珊師生康樂中心——張祝珊 

先 生 （ 一 八 八 二 至 一 九 三 六 ） 

張祝珊先生為已故聯合書院校 

董張玉麟先生之先父。張玉麟先生 

曾慨贈五十萬元予聯合書院基金。 

*李達三樓——李達三博士 

李達三博士於七六年起出任新 

亞書院校董迄今，歷年捐贈多項獎 

學金予工商管理學院，復於八零年 

捐資興建李達三樓，以作工商管理 

學院擴展之用。李逹三博士更於八 

四年獲大學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學位。 

*方樹泉樓——方樹泉先生（一八 

九八至一九八七） 

方樹泉先生為本港殷商，創立 

協成行，曾任協成行集團董事長， 

並獲頒英帝國員佐勲章（MBE)。方 

樹泉樓乃其子方潤華先生以方樹福 

堂暨屬下機構之名義於一九七八年 

捐建，以誌賀方樹泉先生八十大壽。 

*方潤華堂——方潤華先生 

方潤華先生現任聯合書院校董 

及方樹福堂基金會主席。 

* 應 林 堂 — — 李 應 林 博 士 （ 一 八 九 

二 至 一 九 五 五 ） 

應林堂為崇基學院學生宿舍， 

紀念崇基首任校長李應林博士。李 

博士曾任廣州嶺南大學副校長及校 

長。 

* 明華堂——何明華會督（一八九 

五至一九七五） 

明華堂亦為崇基學院學生宿舍， 

紀念前聖公會港澳教區會督兼崇基 

學院校董何明華（The Rt Rev . R. 
0 . H a l l ) 。 

*華連堂——華連博士（一八九零 

至一九六五） 

華連博士（Dr. E . E . W a l l i n e ) 
為前美國基督教長老會駐港代表， 

自一九五一至六零年出任崇基學院 

校董兼校董會司庫。華連堂為崇基 

學院女生宿舍，由美國復初會所捐 

建。 

貢獻社會 

服務國際 

‧社會學系李沛良教授獲港督委 

任為香港非官守太平紳士，由 

一九九二年七月七日起生效。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梁秉中教 

授獲港督委任為職業安全健康 

局成員，任期三年，由一九九 

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起生效。 

‧音樂系講師曹本冶博士擭北京 

中國音樂學院委任為中國音樂 

資料館顧問，任期由一九九二 

年七月起生效。曹博士並應香 

港學術評審局邀請，由一九九 

二年五月起，擔任評審局「課 

目專家」。 

‧中文系高級講師黃維樑博士應 

香港學術評審局邀請，出任一 

九九二年度浸會學院「文學及 

專業寫作」學位課程之評審 

員。 

‧組織與管理學系高級講師潘偉 

強博士再度獲委為香港公開進 

修學院組織行為課程之校外考 

試委員。潘博士亦獲選為香港 

人事管理學會資深會員（FIPM) 
，任期由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六 

日起。 

‧工商界聯絡發展處主任伍慶基 

先生獲選為大專科學園協會董 

事局成員，任期三年，由一九 

九二年五月起生效。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胡德佑教 

授獲委為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 

務委員會名譽司庫。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李川軍教 

授獲委為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 

務委員會編輯。 

(此欄資料由新聞聯絡處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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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點滴 

文物館舉辦「至樂樓藏明淸書畫」展覽 

高

鳳

翰

　

花

卉

(

詩

畫

冊

之

一

頁

)
 

文物館與至樂樓藝術發揚（非 

牟利）有限公司合辦之「至樂樓藏 

明清書畫」展覽，將於十月十日至 

十二月二十日在文物館西翼舉行。 

全部展品由本港名收藏家何耀 

光先生之「何氏至樂樓」借出，網 

羅明清兩代書畫名家佳作共八十項 

之多。赫赫名家如明四大家、晚明 

董其昌、張瑞圖、梅清、清初四王 

、清中期揚州畫派等人作品，都在 

展出之列，當可反映明清書畫藝術 

風格之大概。 

預展會訂於十月九日（星期五） 

下午四時三十分舉行，邀得何耀光 

先生及利榮森博士主禮，歡迎校內 

同人蒞臨參觀。 

新亞書院校友會正式標誌 

由新亞書院校友會舉辦的標誌 

設計比賽，已評選出優勝作品，獲 

獎名單如下： 

冠軍：葉漢秋（七二年社會系） 

優異獎：徐志宇（七零年藝術系） 

魏垚鑫（醫學院二年級） 

葉漢秋（七二年社會系） 

頒獎禮及獲選作品展覽已於八 

月十五日舉行，由新亞書院院長梁 

秉中教授主持頒獎儀式。冠軍及優 

異獎三名分別獲贈精緻圓柱型紀念 

品一份。 

冠軍標誌以英文小草簡寫校名 

( n a c ) 及 校 訓 「 誠 明 」 為 主 題 。 評 

選團認為其設計「揉合著傳統與現 

代、東方與西方、平穩與活潑之美」 

。再者，代表校友會的一個「友」 

字若隱若現，生動自然。 

該設計並已於新亞校友會會員 

大會中獲通過成為該會的正式標誌。 

中大僱員儲蓄互助社 

高貸款限額增至十萬元 

為提高社員福利及方便需要， 

中大僱員儲蓄互助社自本年十月一 

日起將貸款 高限額由港幣六萬元 

增至十萬元。互助社之貸款委員會 

定期於每月二日及十六日開會審核 

借貸申請。所有申請必須於會前兩 

日提交，申請表格可向該社聯絡員 

或各委員索取。 

互助社歡迎中大各級教職員申 

請加入為社員，有意者請瑱妥附於 

今期《中大通訊》之入社申請書及 

直接付款授權書，連同港幣一元之 

入社費寄交建築處鄺芝南先生。 

舊信封不要隨便棄掉 

重覆使用可節省資源 

大學總務處商務組籲請各同人 

於校內傳遞文件時，盡量重覆使用 

信封，特別是公文袋，以免造成浪 

費。 

下列數項建議，可供大家參考： 

* 每次收到信件，請小心拆閲，保 

持公文袋完整，以便再用。 

*將公文袋存於易取的地方，方便 

日後取用。 

*發出文件時，請於信封面左上角 

開始書寫收信人的名字及地址； 

字體切勿過大，好把空位騰出， 

讓別人可再用該信封。 

*若是信封面已經寫滿了，只要貼 

上一張白紙，又可再用。 

請大家緊記，多費少許功夫， 

不但可支持環保，更可替大學節省 

文具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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