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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大 通 訊 
第三十五期　一九九二年十月 

大學消息 
校長率團往訪京滬 

高錕校長於上月八日率領本 

校七人訪問團，往訪京滬之主要 

院校，探討如何在已建立的交流 

基礎上，進一步結合內地院校及 

中大的優良條件，在高等教育、 

學術研究、人才培訓及技術開發 

等方面，加強合作。 

訪問團在上海訪問了復旦大 

學、交通大學、有機化學研究所 

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在京期間 

訪問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 

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北 

京航天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高 

校長並在清華大學以「香港科技 

發展路向」為題，主持學術講座， 

聽衆逾七百人。 

是次訪問為期十天。其間中 

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先生、國家 

教委主任李鐵映先生、中央顧問 

委員會常委姬鵬飛先生及國務院 

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先生等先後 

會晤了訪問團。 

訪問團的成員包括工商管理 

學院院長閔建蜀教授、聯合書院 

院長李卓予教授、社會科學院院 

長李沛良教授、英文系系主任周 

英雄教授、秘書長梁少光先生及 

學術聯繫辦事處副主任倫熾標博 

士。 

中大再奪兩大划艇賽冠軍 

九二年度香港兩大划艇賽於 

上月廿七日在沙田城門河舉行， 

中大男子划艇隊繼去年佳績，再 

度擊敗對手香港大學隊：而女子 

隊亦連續第三年獲勝，永遠擁有 

冠軍獎盃。此外，本年新增設的 

恒生銀行大專生邀請賽盃，亦為 

本校划艇隊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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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划艇賽始於一九八七年， 

由兩大學生共同籌辦，旨在提高兩 

大運動員之划艇技術水平，以及增 

加社會人士對該項運動之認識和興 

趣。賽事分男子四千公尺八人有舵 

和女子一千五百公尺四人有舵兩組 

進行。中大划艇隊為應付本屆賽事， 

早於六月已開始訓練，除每週之實 

地練艇外，更堅持跑歩及利用划艇 

機增強體能。雖然是次參賽隊員大 

部分為新人，但由於準備充足，士 

氣高昂，故能再一次摘取桂冠。 

裘槎基金會資助本校硏究計劃 

裘槎基金會理事會最近通過撥 

款二百零二萬八千餘元，資助本校 

四項科研計劃。 

(一）精神科學系趙鳳琴醫生主持之 

「Pharmacokinetics, Dosage and 

Therapeutic Plasma Levels of 

Imipramine in Chinese Depressed 

Patients」硏究計劃， 

為期三年，獲撥款六十三萬八 

千餘元。 

(二）電子學系蔡潮盛博士主持之 

「積體電路不接觸測試」研 

究，為期兩年，獲撥款三十 

二萬元。 

(三）生化系邵鵬柱博士主持之「將 

Xcml轉化為全適內切酶」研究 

計劃，為期一年，獲撥款二十 

三萬元。 

(四）生物學系畢培曦博士及電子計 

算學系簡永基博士之「中藥及 

食物之毒性和副作用電腦資料 

庫」計劃，為期兩年，獲撥款 

八十四萬元。 

國際新秩序與亞太區域發展硏討會 

香港亞太研究所屬下之日 

本與亞太發展研究計劃與香港 

台灣商會於上月十至十一日合 

辦研討會，探討國際新秩序與 

亞太區域發展。 

三十餘位來自亞太區之學 

者及多位本港學者出席研討會 

，並發表論文。是次會議之論 

題相當廣泛，涉及蘇聯解體後 

的國際問題、新國際秩序對東 

亞及東南亞的影響、亞太經濟 

合作的展望及中、港、台關係。 

國際客家學硏討會 

一個探討客家學及客家文化的 

國際會議，於上月廿四至廿六日假 

本校祖堯堂及中國文化研究所會議 

廳舉行。 

是次「國際客家學研討會」按 

不同主題分八節進行；分別為族屬 

淵源、地理分佈、宗教信仰、民俗藝 

術、語言文學、社會組織、歷史事件 

與人物及研究發展。與會人士包括 

六十多位來自台灣、中國、日本、歐 

洲及北美之專家，另有三十多位本 

地學人。 

研討會乃由中國文化研究所、 

香港亞太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社、 

人類學系，以及法國國家研究中心 

華南及印支半島研究所聯合主辦， 

並獲胡文虎基金會主席胡仙博士贊 

助經費四十萬元，以及香港崇正總 

會會長黃石華先生之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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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硏究會議 

近百名來自香港、台灣及大陸 

的中藥研究專家，於上月二至四日 

出席在本校舉行的「中藥研究會議」 

。這是三地之中藥料研人員首次會 

聚一堂，切礎學術，交流經驗，互 

證數據及安排協作。 

會議開幕典禮由香港衛生署總 

藥劑師李炯儀先生、本校高錕校長 

及生物系張樹庭教授，以及台灣國 

立中國醫藥研究所陳介甫教授聯合 

主持。在會議上發表之論文共十五 

篇，內容著重抗衰老、抗癌、抗愛 

滋病、避孕，和治療血管病的中藥 

研究、中藥資源利用及有效成份分 

析。大會並安排了兩次專題討論， 

題目分別為「中藥的真偽、質量和 

安全性」及「中藥的優先攻關課題 

和研究策略」。此外，又展出海報 

數十幅，內容包括中藥的安全、多 

糖肽的效用等。 

是次會議由本校中藥研究中心 

與台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合辦。 

首屆潘光旦紀念講座 

潘光旦先生（一八九九至一九 

六七）是現代中國生物學與社會科 

學的開拓者，在社會學、人類學、 

心理學、優生學、語言及少數民族研 

究方面，更留下了大量影響深遠的 

著作與譯作。為紀念與發揚潘先生 

的學術貢獻，其胞弟潘光迥博士及 

姪婿袁勃先生共同捐資在本校及北 

京大學設立「潘光旦紀念講座」。 

首屆講座於上月廿五日假利園 

酒店舉行。先由本校副校長金耀基 

教授致開幕辭，北京大學韓明謨教 

授隨之講述潘光旦先生生平。其後 

北京大學費孝通教授及中國民族理 

論學會理事長伍精華先生分別主持 

講座。 

費教授為中外著名的社會人類 

學家，其演講——「中國城鄉發展 

的道路」——不單是他學術硏究的 

心路歷程，亦反映了現代中國經濟 

發展的過程與型態。伍精華先生對 

中國少數民族經濟發展有豐富的行 

政經驗與理論研究基礎，是次演講 

——「發展民族經濟的一條成功法 

則」，是根據他最近對四川省峨邊 

彝族自治縣發展股份制林工商企業 

的調査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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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Flux著，David G. Smith修訂：《香港稅務：法例 

與實施說明1992-93年版》（英文本），五百九十三頁，平裝 

本，港幣一百七十五元。 

‧David Flux著，David G. Smith修訂，謝孝衍譯：《香港 

稅務：法例與實施說明1992-93年版》（中文本），四百九十 

三頁，平裝本，港幣一百七十五元。 

‧鍾宇平、王于漸編：The Economics and Financing of Hong 

Kong Education (英文本），二百九十六頁，平裝本，港幣一 

百三十五元。 

‧陳孟賢、勵覺仕編：《會計學在香港》（中文本），三百三十 

三頁，平裝本，港幣六十五元。 

‧趙孟準、霍泰輝箸： N e o n s t a l Manual (英文本），二百三十 

三頁，平裝本，港幣八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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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雀鳥 

吐露之聲 

自年初電視台報導崇基荷花池 

成為大群候鳥過冬之地後，中大員 

生對校園內的雀鳥興趣驟生，紛紛 

查問：牠們為什麼在校園出没？校 

園內還有別的雀鳥嗎？當中有珍貴 

品種嗎？校園哪處最適合牠們棲息 

？中大有多少觀鳥活躍人士 ？諸如 

此類的問題一大堆。《中大通訊》 

特此請教校園的觀鳥專家，即英語 

教學單位的 Mr. Richard Lewthwaite， 

以下是有關問題的一些答案。 

引起各人對雀鳥問題關注的是 

一群白鷺，大的廿餘隻，小的逾二百 

五十隻，這麼多白鷺在校園過冬，大 

抵是前所未有的紀錄。自去年十二 

月開始，四個月來，牠們白天在吐 

露港活動，晚上飛回荷花池畔方樹 

泉樓後的台灣相思樹頂歇宿。電視 

新聞只集中報導這些頸長羽白的白 

鷺在荷花池飛翔的攝人景致，忽略 

了背後令人痛心的真相——牠們原 

居的沼澤地帶遭受破壞，不得不轉 

到一個次等生存環境過活，在吐露 

港出現。牠們的遭遇，提醒我們中 

大校園在本地環境保護方面，可扮 

演吃重角色。 

雖然校園內没有瀕危的鳥類， 

卻有一種值得保護的留鳥。而可笑 

的是，這種留鳥是被校本部的「混 

凝土森林」吸引來的。相信很多人 

都留意到大學圖書館簷下有許多雀 

巢，以及看到吱吱鳴叫的小鳥回巢 

的情景。圖書館外牆有若懸崖，吸引 

了幾百雙小白腰雨燕在那裡築巢， 

成為牠們在港的最大聚居地。小白 

腰雨燕生活習性特別，長年巢居，不 

像一般鳥類只在哺育季節才住巢。 

牠們以昆蟲為生，在空中飛行時捕 

食。據英國一項硏究結果顯示，小 

白腰雨燕的近親樓燕，一天可吃掉 

兩萬隻昆蟲，以此推算，棲於大學 

圖書館的雨燕，每天合共吃去蚊子 

般大小的昆蟲逾千萬隻。建築處曾 

打算趕走牠們，但現已不復提。 

除小白腰雨燕外，校園內最常 

見的雀鳥是白頭翁、高雞冠、豬屎渣 

和相思，牠們較適應園林生活環 

境，並可忍受一定程度的人為干擾， 

在港的數目也很多。至於一些需要 

特別生存條件的雀鳥，如飲花蜜的 

叉尾太陽鳥和專吃某些果實為活的 

朱背啄花鳥，在校園找到的機會較 

香港各地為大。最令人詫異的，莫 

過於幾隻以老鼠和大昆蟲為食的領 

角貓頭鷹，選取中大為家。 

迄今仍未有人編製中大校園雀 

鳥表。但大體來說，每年常居校園 

的雀鳥約一百種：卅五種留鳥、卅 

五種冬候鳥、十五種旅鳥和十二種 

夏候鳥。此外，每年約有三十至四 

叉尾太陽鳥 白頭翁 

在校園樹梢歇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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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種雀鳥偶然到訪中大。 

崇基學院是校園內最多雀鳥棲 

居的地方，因為該處樹木茂盛，又有 

溪澗和池塘。教堂後的林木在春秋 

兩季吸引最多候鳥；眾志堂後的曲 

幽小徑和荷花池則是冬天觀鳥的最 

佳地點。士林路和逸夫書院一帶， 

有的是夏候鳥，六種在香港繁殖的 

杜鵑，每年三月中至六月初，在那裡 

放懷高唱。盤踞山巔的新亞書院和 

聯合書院則是觀看猛禽的好去處， 

特別在冬天，黃昏時分，上空總有 

五十餘隻麻鷹翱翔。它們日間在吐 

露港覓食完畢，便聚集於此，盤旋 

數刻，即一起飛越沙田，返回昂船 

洲渡宿。 

中大約有六名學生和三數位職 

員觀鳥興趣甚濃，這數目算不上多。 

相信明年初《香港鳥類》中文版面 

世後，觀鳥同道人數會迅速增加。 

鳥兒 

燕子帶來的煩惱 

「探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雖然咱們的大學圖書館外牆沒有樑，但卻難 

不倒技藝超卓的小燕子。牠們竟能在圓書館簷下凹入的牆隙中築起一個一個的雀 

巢，想必連設計圖書館大樓的已故大學建築師司徒惠博士也始料不及。 

這些燕子對其在圖書館的居所是否滿意，我們可不得而知；但好些人對牠們 

不滿，倒是可以肯定。因為牠們隨時隨地掉下排泄物，使過路者小心翼翼之餘， 

仍不時「中招」，更使該處遍地鳥糞。負責清潔的工人，對此最感氣惱，因為掉 

到地上的排泄物，必須一點兒一點兒地清擦，十分費勁；再者，排泄物不斷掉下，才 

洗淨三數天，地方又給牠們弄髒了。 

其實，建築處早在鳥巢未有如今多時，便想將其清除。但這樣做必須搭棚架， 

費用十分昂貴，唯有留待每年例行髹外牆時一倂進行。但到真的髹外牆時，又發 

覺雀巢都築在向上凹入的牆隙，清除工作極不容易；再者，工人認為除去雀巢會 

帶來厄運，均不願意動手，所以問題便一直拖下來了。然而，日子愈久，烏巢愈 

築愈多。現時居於圖書館的燕子主要為小白腰雨燕及白腰雨燕，前者為留鳥，後 

者為夏鳥。兩種燕子都受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保護。去年底，建築處鑑於燕子實在 

太多，有意徹底清除，遂請求漁農處提供協助及給予批准。 

漁農處派員觀察後，原則上同意大學清除鳥巢，但條件是：（一）要在燕子離 

開後才可清除；（二）必須把牆隙封掉，裝上假天花，以防止燕子再飛回來時築巢； 

(三）只可清除與行政楼相對那面外牆上的鳥巢。 

建築處再經多番硏究，認為這樣做甚不划算。首先是燕子離開的時間極短； 

其次是裝假天花之工程費用不菲；第三是有關工程將影響圖書館觀瞻。建築處最 

後還是決定暂不清除鳥巢，把錢留作清洗鳥糞之費用。 

清除，保留，都不是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法。假如你有更妥善的建議，不妨提 

供建築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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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事項 
新任講座敎授 

市場學系講座敎授 

大學委任李金漢教授為市 

場學系講座教授，由一九九二 

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李金漢教授早年在香港中 

文大學接受商學訓練，先後於 

一九六七及六九年獲取商學士 

及商學碩士學位。隨後留校擔 

任工商管理學副講師，至一九 

七四年大學成立工商管理學院時，職屬市場及國際企 

業學系。李氏於一九七二年獲得三年假期，往美國西 

北大學研讀市場學，於一九七五年獲頒授哲學博士學 

位；同年獲聘為本校市場及國際企業學系講師，八一年 

升任高級講師，八七年晉升教授。李教授服務中大超 

過二十三年，對大學之學術發展及行政管理貢獻良多。 

李教授已婚，有兩子女。 

組織及管理學系講座敎授 

大學委任饒美蛟教授為組 

織及管理學系講座教授，由一 

九九二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饒教授在馬來西亞出生， 

於香港中文大學接受本科教育， 

一九六七年獲授社會科學學士 

學位。其後饒氏負笈北美，先 

往美國Vanderbilt大學修讀 

文科碩士課程，六九年獲頒學位；後又往加拿大深造， 

七三年取得卑斯省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七七年獲 

Simon Fraser大學頒授哲學博士學位。 

饒教授加入中大前，曾在新加坡南洋大學及加拿 

大Simon Fraser大學任教。他於一九七七年受聘於 

本校企業管理與人事管理學系任講師，八三年晉升高 

級講師，八七年獲擢升教授。 

饒教授已婚，有兩子女。 

講座敎授就職演講 

化學病理學講座教授馬重安教授將於十月三十日 

主持就職演講，講題為「人類的第十五大恐懼：血膽 

固醇量改變的原由」。講座於是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在 

邵逸夫夫人樓LT6演講室舉行，歡迎出席。 

大學體育部網球場調整開放時間 

大學體育部根據季節及晝夜長短之變化，以及人 

力和資源狀況，重新調整網球場之開放時間如下： 

夏季開放時間（五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 

場號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3,4,5 8.00a.m.-7.00p.m. 8.00a.m.-1.00p.m. 

2.00p.m.-6.00p.m. 

6,7 7.45a.m.-6.45p.m. 7.45a.m.-12.45p.m. 

1.45p.m. -5.45p.m. 

8,9,10 2.00p.m.-7.00p.m. 

2.00p.m.-6.00p.m. 

冬 季 開 放 時 間 （ 十 月 一 日 至 四 月 三 十 日 ） 

場號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3,4,5 8.00a.m.-6.00p.m. 8.00a.m.-1.00p.m. 

2.00p.m.-6.00p.m. 

6,7 7.45a.m.-5.45p.m. 7.45a.m.- 12.45p.m. 

8,9,10 2.00p.m.-6.00p.m. 8.00a.m.-1.00p.m. 

2.00p.m.-6.00p.m. 

夜 場 開 放 時 間 

塌號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日及 

公眾假期 塌號 

夏季 冬季 

星期六、日及 

公眾假期 

3,4,5, 

8,9,10 

7.00p.m.-

10.00p.m. 

6.00p.m.-

10.00p.m. 
停止開放 

6,7 6.45p.m.-

9.45p.m. 

5.45p.m.-

9.45p.m. 

停止開放 

敎職員子女本地敎育津貼 

隨政府最近調整公務員子女本地教育津貼，大學 

自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起，亦相應修訂教職員子女本 

地教育津貼之最高津貼額如下： 

小學——每年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元 

中學——中一至中三：每年三萬五千零二十五元 

中四及以上：每年三萬三千一百一十二元 

教職員子女如就讀中四年級或以上者，其應繳之 

「基本收費」，亦由每年二千一百元增至二千五百元。 

査詢請電人事處（內線七二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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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十月 中大通訊 

保安組通告 

根據大學交通條例，由一九九二年十月一日起， 

除停放於教職員宿舍範圍之車輛外，所有逾夜停放於 

校園之車輛，必須為已獲取有效之「A」「B」或「D」 

款大學車輛登記證，並展示於車頭檔風玻璃上者。保 

安組將扣押任何違反此項交通條例之車輛，而不予另 

行通知。大學同人若臨時需要將無登記證之車輛逾夜 

停放於校園內，可與保安組聯絡（電話：六零九七九 

九九）；如學生有此項需要，則請向所屬書院學生輔導 

處主任、學生事務處主任，或研究院院長申請。 

穿梭小巴調整收費 

鑑於經營成本上漲，校園穿梭小巴自十月六日起， 

每程車費由二元五角增至三元。乘車券每本十張，售 

價三十元，可向當值司機購買。 

校園點滴 
高級學位巡迴展覽 

一個向大專畢業生提供高級學位資料之展覽，於 

九至十一月期間，在本港六所獲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 

委員會資助之大專院校巡迴展出，並於九月廿一至廿 

六日首先在本校邵逸夫堂舉行。 

本港大專學生的人數，在未來數年將急劇增長。 

為配合大專教育之發展，高級學位課程亦將相應擴展； 

中大於本年度就增開了十二項博士／碩士課程。是次 

展覽，目的在讓大專學生進一歩了解本港高級學位之 

課程及教研設施。展覽在本校結束後，餘下之程序為： 

九月廿九日至十月六日　　香港浸會學院 

十月九日至十七日　　香港城市理工學院 

十月廿九日至十一月六日　　香港科技大學 

十一月九日至十四日　　香港大學 

十一月十六日至廿三日　　香港理工學院 

三十周年紀念聖誕咭 

為紀念建校三十周年，大學特印製三十周年紀念 

聖誕咭一套，於十月二十日起在富爾敦樓大學紀念品 

銷售處發售。 

紀念聖誕咭全套共五款，分別印有大學校園及四 

所成員書院之景色，以及三十周年紀念徽號。售價每 

套港幣十五元，歡迎參觀及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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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通訊 一九九二年十月 

新亞書院校友會 

活動近況 

新亞書院校友會於八月十五日 

舉行九一至九三年度首次會員大會 

，並通過調整會費：基本會員年費 

由五十元增至一百元，永久會員之 

會費則由五百元增至六百元，由本 

年九月一日起生效。校友會籲請會 

員依時繳交會費。 

此外，本年最後一次午餐例會 

定於十一月四日假香港京華酒樓舉 

行。査詢詳情，請聯絡召集人香樹 

輝先生，電話：七九八二九四五。 

崇基學院四十一周年校慶 

崇基學院四十—周年校 

慶感恩崇拜定於十月三十日 

上午十—時三十分假崇基禮 

拜堂舉行，並邀請突破機構 

總幹事蔡元雲醫生蒞校作主 

講嘉賓。 

此外，崇基學生會將舉 

行多項活動，包括環校跑、 

競技、辯論比賽、系際及小 

組合唱比賽等。當晚並於嶺 

南體育館舉行校慶千人宴。 

貢獻社會 
服務國際 

‧護理學系施力勤教授獲港督委任為醫院管理局之 

成員，任期由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五日至一九九三 

年十一月三十日。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梁秉中教授獲港督委任為職 

業安全健康局主席，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二年八 

月廿二日起生效。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羅以德教授獲港督委任為職業 

安全健康局之成員，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二年八 

月廿二日起生效。 

‧醫學院院長李國章教授獲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 

心及研究基金之邀請，擔任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 

中心一九九二至九三年度之名譽顧問。 

‧音樂系陳永華博士獲政務司委任為香港賽馬會音 

樂基金委員，任期一年，由一九九二年四月一日 

起生效。 

‧社會科學院院長李沛良教授應馬來西亞Pertanika 
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學報之邀，擔任其國際顧問 

委員會之委員，任期三年。 

‧音樂系曹本冶博士獲委任為北京中國音樂學院音 

樂研究所之客座研究員，任期由一九九二年七月 

起生效。 

(此欄資科由新聞聯絡處供給）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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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刊逢月中出版，下期截稿日期為十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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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7，圖文傳真603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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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編輯有權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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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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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若要瀏覽本部分的資料， 

請須輸入中大校園電子郵件密碼。 

一九九二年十月 中 大 通 訊 

人事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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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欄資料由人事處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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