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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大 通 訊 
第三十六期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大學消息 

第四十四屆頒授榮譽及高級學位典禮 

大學於上月十五日假邵逸夫 

堂舉行第四十四屆典禮，頒授榮 

譽及高級學位，由港督兼大學監 

督彭定康先生主禮。此乃港督 

上任以來，首次在港頒授髙級學 

位。 

本年獲頒榮譽學位之傑出人 

士共有四位：林李翹如女士及王 

澤森先生獲頒榮譽法學博士學 

位；徐立之教授獲頒榮譽理學博 

士學位；傅高義教授獲頒榮譽社 

會科學博士學位。榮譽博士之讚 

辭由英文系周英雄教授撰寫及宣 

讀。按原定安排，傅高義教授代 

表榮譽學位領受人致辭，但因其 

來港之班機臨時取消，傅教授未 

克出席，改由政治與行政學系翁 

松燃教授代辭。傅教授之講辭題 

為「東西文化，勢將會合」。文 

中談述世界政治形勢之轉化，認 

為「在新的現實環境中，東西方必 

須重新界定彼此間的關係，其 

中最重要而又最困難的，莫過於 

界定中國與西方的關係。而中國 

急促的轉變及西方對這種變遷的 

回應，正不斷塑造兩者之間的關 

係。」在剖釋中國改革開放的現 

狀、問題及西方之反應後，文章 

又指出，「要知道西方與東亞有 

不同形式的資本主義、人權及民 

主，我們不能期望這些差異完全 

消失。但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努力 

去加強東西方互相了解，旣能建 

立一套相通的價值觀念，也能尊 

重彼此間不同的見解，在這基礎 

上開拓亞洲與西方關係的新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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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傅教授更相信，「東西文化 

會合融和是指日可待的」。（榮譽 

博士讚辭及傅高義教授之演辭全文 

將刊載於《中文大學校刊》九二年 

秋冬期。） 

除頒授榮譽學位外，本屆另有 

二百八十八名畢業生獲授高級學 

位，包括醫學博士一名、哲學博士 

十二名、哲學碩士一百零八名、文 

學碩士廿八名、神學碩士兩名、工 

商管理碩士九十三名、文學碩士（教 

育）廿一名、理學碩士二十名、社 

會科學碩士兩名及社會工作學碩士 

一名。 

當天觀禮人士約一千人。典禮 

結束後，大學並於范克廉樓設茶會 

招待嘉賓，彭定康先生更與來賓及 

畢業生親切交談，氣氛融洽。 

慶祝創校三十周年 

大學將於一九九三年慶祝創校 

三十周年。行政與計劃委員會經已 

通過成立三十周年校慶活動籌劃委 

員會，由副校長譚尚渭教授任主席 

。籌委會下設小組委員會，負責策 

劃及統籌校慶各項活動，成員包括 

師生及校友。 

計劃中之慶祝活動包括由著名 

學者主持之校慶紀念講座七項、大 

型展覽、音樂會、晚宴、開放日、 

歩行籌款及一系列國際會議。此外， 

籌劃委員會並將出版中大三十 

年校史及推出一批特別設計之 

紀念品。 

三十周年校慶各小組委員會及召集人 

講座及會議小組委員會金耀基教授 

晚宴小組委員會高黃美芸女士 

音樂會小組委員會沈宣仁教授 

展覽小組委員會楊綱凱教授 

紀念品小組委員會陳佳鼐教授 

籌款步行小組委員會招大維先生 

校史撰寫小組委員會吳倫霓霞教授 

尋相 
三十周年紀念展覽 

為紀念建校三十周年，大學將於明 

年三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假座大會堂展 

覽廳舉行為期四天的展覽活動。其中有 

關大學建校的歷史性相片（六十及七十 

年代圖片）最為缺乏，現呼籲各部門及 

有關人士如擁有上述相片，請速與理學 

院院務室潘惠芳小姐聯絡，電話六零九 

六三六九。 

新法治療鼻咽癌 

外枓學系最近成功利用感光藥 

物及激光治療鼻咽癌，該種療法能 

把癌腫瘤消滅而又不傷害病人。 

鼻咽癌在本港常見癌症中列第 

二位，患者一般較為年輕。以往當 

腫瘤出現在病者的鼻後腔，唯一的 

醫冶方法是電療；可是電療並非一 

定成功。 

最近本校外科學系尹懷信醫生 

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帶領一硏究小 

組，與放射診斷科合作，對不能以 

常規電療法冶療之鼻咽癌患者，施 

行一種新的療法——光動力治療。 

此種療法是先給病人注射一種 

腫瘤追蹤藥；藥物進入體內，便會 

集中於腫瘤患處。接著醫生採用光 

導纖維系統把激光能量送至鼻咽， 

激活集中於腫瘤的藥物；該種藥物 

隨之釋放活躍成份，殺死癌細胞， 

而周圍不含藥物的正常組織，則絲 

毫無損。從接受此種冶療的幾個病 

例看，鼻咽腫瘤對光化冶療反應極 

強，經治療的部位無癌細胞殘存。 

世界各地至今已有數以千計的 

癌患者曾接受此種冶療，效果令人 

鼓舞，證明此種醫療技術對多種不 

同類型的癌症有效。 

研究及發展光動力治療計劃經 

費龐大，承蒙邵氏基金會慷慨捐 

助，造福本港及世界各地的鼻咽癌 

患者，至於有關激光機及癌追蹤藥 

，則自澳洲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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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獲贈二千五百萬元發展學術 

大學最近獲本港著名工業家田 

家炳先生慷慨捐贈二千五百萬元， 

設立「田家炳學術硏究發展基金」， 

贊助學術研究與發展計劃，其中五 

百萬元專門資助教育學院之研究計 

劃，特別是關於促進中國教育發展 

的項目。 

捐贈儀式於上月六日舉行，由 

大學司庫林李翹如女士代表大學接 

受贈款，而髙錕校長則致辭讚揚田 

先生對促進學術發展及中港教育交 

流之至鉅貢獻。 

田家炳先生熱心社會公益，興 

學育才，不遺餘力。 

為銘謝田先生對本校 

學術研究與發展之大 

力支持，大學决定將 

明年春落成之圖書館 

新翼命名為「田家炳 

樓」。該樓除用以擴 

充圖書館設施外，並 

將容納大學服務中心 

、香港亞太研究所、 

學術聯繫辦事處及國 

際學術交流中心等單 

位。 

文物館展覽圖錄獲獎 

本校文物館出版之兩冊展覽圖 

錄——《蘇六朋蘇仁山書畫》及《南 

越王墓玉器》——最近分別在粤港 

兩地獲獎。 

文物館曾於九零年三至八月間 

先後於該館及廣州美術館舉辦「蘇 

六朋蘇仁山書畫」展覽。文物館為 

配合該展覽而編印之圖錄，最近榮 

獲廣州市社會科學聯會暨廣州市社 

會科學基金會頒授「一九八八至九 

零年度廣州市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 

果獎」二等獎。該書為十六開精裝 

本，由高美慶編輯，詳細著錄兩館 

珍藏「二蘇」書畫一百幅，又包括 

謝文勇及髙美慶撰寫之研究論文兩 

篇及各款印章附錄，為硏究該兩位 

十九世紀廣東畫家的重要參者論著 

。 

此外，文物館一九九一年出版 

的《南越王墓玉器》則獲香港市政 

局暨香港貿易發展局頒授「一九九 

二年最佳印製書籍獎」，是十本獲 

獎中文書籍之一。文物館為慶祝成 

立二十周年舉辦「南越王墓玉器選 

萃」展覽，該書為配合是項展覽而 

印製，由文物館聯同廣州西漢南越 

王墓博物館、求知雅集及兩木出版 

社出版。不僅包括該墓出土全部玉 

器的彩色圖版，並附詳細說明，以 

及麥英豪、黃展岳、聞廣的研究論 

文。該書由林業強編輯，為十六開 

精裝本。 

九二年王澤森國際傑出敎授 

美國華盛頓大學零售市場學講 

座教授顔至臻教授應大學邀請，以 

「王澤森國際傑出教授」身分，於 

本年九至十二月蒞校訪問。 

顔教授目前為三年制工商管理 

碩士學生開設一項新課程：市場學 

專題研討；同時亦研究本港零售業 

的分銷方式，並主持三項研討會。 

顔教授於美國布朗大學攻讀博 

士學位；曾發表論文逾百篇及出版 

關於零售市場學的專書三種。過往 

的研究專題包括零售點的空間分布， 

消費者行為及訂貨策略等。 

本校設立王澤森國際傑出教授 

計劃，旨在邀請國際知名教授來校 

指導學術研究，協助大學發展研究 

計劃及國際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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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餵哺硏討會 

兒科學系與香港營養學會於上 

月廿五日假香港科學館演講廳合辦 

研討會，交流推廣母乳餵哺之經驗 

。出席人士包括本地學者及來自美 

國的專家。 

母乳是嬰兒的完美食物，能有 

效地預防疾病。自七十年代以來， 

許多國家已重新流行母乳餵哺。惟 

香港過去二十年之母乳餵哺率非常 

低，只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之間。 

今年全球通過推行各種活動， 

提倡母乳餵哺，包括「親親嬰兒醫 

院推動計劃」及「成功哺乳十個歩 

驟」。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及世界衛 

生組織更希望所有國家於九二年底 

都能普及母乳餵哺，達到「親親嬰 

兒」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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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宇碩、鄺振權主編：《另一本香港年報一九九二》（英文 

本），四百九十八頁，平裝本，一百一十八元。 

‧劉殿爵譯：《論語》（英文本），三百三十八頁，精裝本，二 

百八十元。 

‧Tim Nutt (攝影）、Chris Bale(文字）、何弢(繪畫）：《麥理 

浩徑》（英文本），一百四十四頁，精裝本，二百五十元。 

‧田壽和著：《漢語口語指引》（第二版）（英文本），二百零七 

頁，平裝本，一百零五元。 

‧李田意、張一峰編：《高級華文讀本》（英文本），四百五十 

二頁，平裝本，一百八十五元。 

‧許倬雲著：《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文本），一百四十— 

頁，平裝本，五十五元。 

‧曹樹偉箸：《太極拳秘奧剖析》（中文本），二百九十七頁， 

平裝本，二百三十元。 

貢獻社會 
服務國際 

‧大學校董會主席利國偉爵士獲港督委任為總督商務委員會 

委員，任期由一九九二年十月十日至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卅 

一日。 

‧大學副校長兼硏究院院長謂尚渭教授獲港督委任為輔助醫 

療業管理局主席，任期一年，由一九九二年十月一日起生 

效。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系主任李川軍教授獲港督委任為輔助 

醫療業管理局成員，並再度獲委為視光師管理委員會主席 

；任期均為一年，由一九九二年十月一日起生效。 

‧大學校長高錕教授擭委為工程師註冊管理局成員，任期由 

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起生效。 

‧教育學院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講師鄭燕祥博士應邀擔任教 

育署學校管理新措施諮詢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由一九 

九二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音樂系講師曹本冶博士獲委為市政局香港博物館名譽顧問 

，任期一年，由一九九二年十月一日起生效。 

‧教育學院院長盧乃桂博士應邀擔任香港明愛教育委員會委 

員，任期兩年半，由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會計學系辜飛南教授應香港會計師公會理事會之邀，出任 

該會第三發展方案工作小組之成員；又獲邀為該會計師公 

會編輯委員會之成員。兩項任期均由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五 

日起生效。 

‧會計學系講師任枝明先生應邀擔任香港聾人協進會諮詢委 

員會成員，任期由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至一九九四年九月 

一日。任先生並獲委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硏究生部會計專業 

碩士硏究生之名譽教授，任期由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日起 

生效。 

(此欄資料由新聞聯絡處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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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院 生 活 

聯合崇基先後慶祝校慶 

聯合書院於上月廿三日假邵逸夫堂舉行卅 

六周年院慶典禮，邀請書院校董會副主席岑才 

生先生及大學校長高錕教授為主禮嘉賓，在會 

上致辭及頒發學業優異獎。禮畢，書院學生會 

於百萬大道舉行盛大慶祝會，由香港皇家警察 

銀樂隊表演助慶，更有傳統舞獅及切餅等儀式 

。晚上於書院校園舉行「千人宴」，參加之師 

生逾一千四百人。 

崇基學院於上月三十日在該院禮拜堂舉行 

第四十一屆校慶感恩崇拜，邀請突破機構總幹 

事蔡元雲醫生作主講嘉賓，學院校董會副主席 

蘇宗仁博士及院長沈宣仁教授頒發獎學金，而 

校友會亦致送紀念品予母校。當天學院學生會 

舉辦之一連串慶祝活動包括植樹、拔河、攤位 

遊戲、舞會、環校跑、辯論比賽、運動競賽、歌唱 

比賽等。當晚在嶺南體育館舉行的傳統「千人 

宴」，筵開一百七十多席，人數為歷年之冠。校 

友會又於翌日在教職員聯證會舉辦校友日敘餐， 

並為畢業十年及廿五年之校友作特別慶祝。 

校
長
談
書
院
精
神
 

高錕教授在聯合書院卅六周年慶典中致辭時，特別談及 

書院在大學生活中所發揮的功能。他說：「中文大學的一個 

特色，就是它的教育理想是通過成員書院得以發揮的。四所 

成員書院雖然都是中文大學的一部分，但是它們又為大學提 

供不同的傳統和氣氛，而聯合書院正是與香港的自由和企業 

家精神最相合的。你們進了大學一兩年後，就會深深感到大 

學和書院教育互相補足的好處。而剛來到中文大學的同學， 

大概最先感受到的，就是書院生活可以減輕第一次離開家庭 

居住和學習所帶來的孤獨感，因為書院可以提供更親切的友 

誼。…書院的精神會長期影響你們的生活。」 

高校長並讚揚成員書院的創辦人，在中大成長的歷程中， 

本著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堅強的意志，發揚優良傳統，實踐崇髙 

的教育理想。這些理想提醒大家在向前邁進的時候不要忘記 

自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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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竊每年增加　車位日益缺乏 
且看保安組主任如何處理 

私人財物疏於保管 

偶然看到一則「徵求目擊證人」通告， 

内文披露馮景禧樓會發生電腦終端機及圖文傳眞機 

失竊事件；未幾，報章又報導大學高級職員宿舍 

發生持械行劫案件。記者不期然對中大 

治安情況產生極大關注；加上校園交通日漸頻繁， 

違例停放車輛情況頗爲嚴重， 

便想到該找保安組主任劉仁濤先生了解一下。 

劉先生表示非常樂意接受訪問，希望藉此 

將有關信息傳遞給各同事。 

• 記 者 　 • 保 安 組 主 任 

治安日壞？ 

•報章日前報導中大高級職員宿舍發生械劫案，事主 

夫婦在宿舍內遭獨行賊持「類似手槍物體」威脅， 

匪徒將他們綑綁後，大肆搜掠。到底校園治安情況 

是否非常惡劣？類似案件是否經常發生？ 

•比較香港其他地區，特別是沙田區，校園的治安算 

是相當良好了，類似劫案是多年來僅見。校園較嚴 

重的案件一般是爆竊案，治安最惡劣的時期，是八 

四和八五兩年，平均一年有十宗爆竊案，在校內建 

築地盤、宿舍或辦公室內發生。及後本組獲加派人 

手，並針對罪案黑點調整巡邏時間及區域，此類罪 

案隨之驟減。 

•目前中大最常發生的是甚麼類型的案件？ 

•是失竊案件。據本組紀錄，由九一年十月一日至九 

二年三月卅一日期間，校園共發生五十四宗失竊案。 保安組主任劉仁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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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站停車場 

方樹泉樓對面停車場 

雖然這對治安没嚴重影響，但構成很多滋擾，妨礙 

學校運作和員生的日常活動。 

•失竊的物品通常是些甚麼東西？ 

•被竊的私人物品有錢包、耳筒機、單車等；大學公 

物則有個人電腦、電腦軟件、釘書機、圖文傳真機， 

甚至電話、省電燈泡等。 

監守自盗？ 

•會不會監守自盜？ 

•亦有此可能。據本組調査顯示，有些竊案極可能是 

自己人所為，而物件監管制度存有漏洞是主因。據 

我過往與校內員生接觸所得，他們大部分均認為防 

盜只屬保安組的責任，因而不自覺地對個人或大學 

財物疏於保管。其實，只要略為小心，就可避免財 

物損失。身為大學職員，有責任保管轄下的校方財 

物。全校只得區區數十名校警，是没有足夠能力徹 

底防止竊案發生的。最佳的辦法，便是所謂「全民 

皆兵」，各人多下點保安工夫：不要隨處擺放手袋、 

錢包，出入鎖門，不要隨便亂放或外借鑰匙，不要 

監發副匙，嚴加管制物品的借用，貴重器材要加裝 

額外防盜設施。 

•對這麼多的失竊案，保安組可有採取甚麼相應行動？ 

•除經常巡邏，以及不時派便裝校警在罪案黑點進行 

監視外，我們還會第一時間在案發現場張貼通告， 

呼籲大家提供罪案資料及提高警覺。這連串的措施 

十分湊效，也曾抓到竊賊。 

誰是竊賊？ 

•你說曾有竊賊落網，他們是不是校外人士 ？ 

•有些是校外人士，但不幸地，也有學生、職員及其子 

女、承辦商的職員及其子女。所謂：「日防夜防， 

家賊難防。」我們亟需同事協助，打擊罪案。 

交通新例 

•談完保安問題，譲我們談談校園交通。大學最近增 

訂了數項新交通條例，於十月起執行，可否請你在 

這裡給大家介紹一下？ 

•新增設的條例有：（一）一般訪客及認許之校外人士 

車輛，未經許可，不得在校園逾夜停放；（二）火車 

站停車場及方樹泉樓對面的停車場將劃為教職員及 

學生專用停車場；（三）每位教職員最多只可申請兩 

張車輛登記證；（四）每位學生最多只可申請一張車 

輛登記證。 

•實施這些新條例的用意何在？ 「認許之校外人士」 

是指哪些人？ 

•用意在加強監管校園內停車位的使用，以便騰出更 

多車位供教職員上班及校內人士轉乘火車之用。我 

們察覺到很多人經常竟日存放車輛在校園，甚至有 

長期佔據停車位逹數星期，幾經我們催促，才將車 

輛駛走。這些人包括職員、學生及承辦商的親友。 

火車站停車場和方樹泉樓對面的停車場情況最為惡 

劣，我們的警告及鎖車行動均收效不大。這些不動 

車輛大大削弱了停車位的日常供應量，所以校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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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違例使用停車場之車輛予以鎖車懲罰 

違例停放車輛 

實施新條例。至於「認許之校外人士」範圍頗廣泛， 

包括與各部門或單位有密切聯繫者、承辦商及其僱 

員、在校內住宿教職員的親屬及僱員等，而保姆車 

和需要經常送貨到校園的公司車輛也在認許之列。 

為堵塞舊條例的漏洞，防止不能領取大學車輛登記 

證者委託職員及學生代領，我們必須限制有資格人 

士申領登記證的數量，且申請人必須為登記車輛的 

車主或其家庭成員。 

•那麼，職員若擁有汽車三輛或以上怎辦？ 

•這倒不用擔心，我們會在他的車輛登記證上加註額 

外之車輛號碼，即同一張證可供多部車輛使用。 

專用車場 

•除先前提及的兩個教職員及學生專用停車場外，還 

有哪甚專用停車場？ 

•邵逸夫夫人樓、梁銶琚樓及將建成的大學圖書館新 

翼停車場都是教職員專用停車場。這三個停車場都 

嚴禁車輛逾夜停放。 

•假若没有登記證的車輛停放於專用停車場內，你們 

會如何處置？ 

•情況允許的話，我們會先予警告，否則便鎖車。但 

在鎖車前，我們會先作調查，儘量避免發生不愉快 

事件。我亦藉此呼籲各同事，請通知訪客切勿將車 

輛停放在專用停車場。若有貴賓到訪，請先聯絡我 

們，另作安排。 

違例停放 

•校園內車位缺乏，然則違例停放車輛情況嚴重嗎？ 

哪些區域是絶對禁止停放的？ 

•違例情況很嚴重。經過我們長時間觀察後，已在校 

園內十一個區域髹上黃線標誌，表示該等地區絶對 

禁止停放車輛。 

•如果在黃線區域內違例停放車輛，你們會採取甚麼 

行動？ 

•視乎個別情況而定。我們或會發警告合，或會立 

即找尋車主，著他把車輛駛離；如該車車主已曾 

受警告，而其車輛又嚴重阻塞交通，則會立即鎖 

車。 

•除了黃線標誌以外，有没有其他管制？我見到有些 

地區，車輛隨便停放，也不見你們干涉，但在另一 

些區域，同樣情況下，你們又發警告信。 

•主要道路如中央道、大學道、崇基路、車站路、聯 

合路、新亞路及士林路，都不准停放車輛；但因送 

貨、傳遞公文，或接人而需停留三數分鐘，我們會 

容許司機將車輛暫時停放在直路上，否則便須停放 

在指定車位內。部分司機將車停放在行人路上，阻 

礙行人，我們有通告牌呼籲司機停止這種做法，並 

對違例者發警告信。至於其他次要道路或停車場出 

現的違例停放車輛情形，如情況不足以引致交通意 

外，且那些區域的負責部門並不強烈反對，本組執 

行條例的尺度便稍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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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有法 

•校警不是警察，没有那麼大的權力，保安組如何對 

付那些經常違例的駕車人士？ 

•没錯，我們最嚴厲的懲罰只是鎖車，並要違例人士 

缴交開鎖費。故此，每有駕車者違例，我們都會用 

電腦記下其車牌號碼及姓名。每隔一段時間，即檢 

視電腦紀錄。若有同事或學生經常違例，我們會致 

函請他合作；如他依然如故，我們會派助理主任登 

門勸喻。根據過往經驗，當事人大多會接納助理主 

任的意見，不再違例。如果對方仍不合作，我們亦 

可取消他的車輛登記證。遇有嚴重違例案件，會通 

知警方予以檢控。校外人士違例，經警告後再犯， 

我們會禁止該車進入校園或通知警方處理。校園雖 

是私人地方，但如在校園違犯交通條例，仍是要負 

上法律責任的。所以，同事若發現不小心、危險， 

或無牌駕駛者，除可知會保安組外，亦可直接通知 

警方處理。一般而言，員生在校園行車時均能自律， 

故此，校園內嚴重交通意外的數字比起很多地方都 

要低。 

•根據我從各方面所得意見，員生普遍認為校園冶安 

及交通情況皆不俗，請問你是以甚麼方式來管理？ 

•我只是盡心盡力而為。現時本人在保安組內積極 

推行「竭誠服務，以禮待人，不偏不倚，護組護 

民」的工作目標。希望各位同事多加支持，維護 

治安，保障道路安全，令到大家都開開心心地在 

大學工作。 

讀者來函 

致《中大通訊》編輯先生 

貴刊上期載文講述校園雀鳥， 

並帶出大學圖書館大樓簷下燕巢構 

成之問題。 

本人建議保留燕巢，以為本校 

「建築特色」。但燕巢下之地面則 

改鋪草皮，旣可善用燕子排泄物， 

又可阻止途人通過，實收兩全其美 

之效。請將意見轉達建築處參考。 

教育行政及政策學系 

文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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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欄資料由人事處供給） 

宣佈事項 
新任講座敎授 

腫瘤學系講座敎授 

大學委任莊立信教授 

(Prof. P.J. Johnson) 

為腫瘤學系講座教授，由 

一九九二年十月一日起生 

效。 

莊立信教授一九七二 

年畢業於英國曼徹斯特大 

學醫學院，獲內外全科醫 

學士學位。實習期滿，即 

先後受聘於倫敦四家主要之醫療機構，在不同的專科 

部門任髙級駐院醫生。一九七四年者取英國皇家內科 

醫學院院士資格。七五年轉職倫大英皇學院醫院之肝 

臓組，開始接受肝臓病學之訓練及從事臨牀研究。其 

後，莊氏在冶療肝臓、腸胃及胰臓疾病方面積累了豐 

富的經驗。莊氏一九九一年獲曼徹斯特大學頒授醫學 

博士學位，同年成為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榮授院士。 

加入本校服務前，任職於英皇醫學及牙科學院，以及 

其教習醫院和肝臓研究所。 

莊立信教授之學術興趣在於慢性肝病及胰腺癌惡 

性轉化之後果及影響因素；近期更研究自體免疫慢性 

肝炎。 

莊教授已婚，有兩女。 

第四十五屆畢業典禮 

本校第四十五屆頒授學士學位典禮於十二月十日 

(星期四）下午三時在校園舉行，大學監督彭定康先生 

將親臨主持儀式。典禮完畢，大學廣場設有茶會招待 

家長及來賓。 

是屆典禮將有一千六百一十八名畢業生獲授學士 

學位。 

典禮當天將有多項特別安排： 

披袍處 

設於大學行政樓會議廳。參加典禮行列之同人， 

請於下午二時三十分前抵逹該處集合，典禮行列準於 

二時四十分開始列隊，並於二時五十六分離開大學行 

政樓。 

交通 

自下午一時三十分起，由李卓敏基本醫學大樓至 

潤昌堂之一段中央道將改為單線西行，該路之一邊將 

11 

http://www.iso.cuhk.edu.hk/restricted/publication/newsletter/redirect.aspx?issueno=036&mode=pdf&lang=zh-tw


中大通訊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作臨時停車之用。 

李逹三樓側之停車場及大學行政樓外之停車位， 

將保留予參加典禮行列之同人使用。 

是日校園若干主要路口將有交通指示牌，並有校 

警在場協助疏導交通。 

停課 

醫科第一、二年，藥劑學及醫學科學增插學年學 

士學位課程由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停課；其 

餘全日制本科課程全日停課。 

范克廉樓餐廳暫停開放 

范克廉樓教職員餐廳將暫停營業一天，改作畢業 

生披袍處。 

文物館延長開放時間 

是日文物館將延長開放時間至下午五時，以便典 

禮來賓參觀。 

天雨安排 

如遇天雨，典禮改在邵逸夫堂舉行。 

講座敎授就職演講 

護理學講座教授施力勤教授將於十一月二十日主 

持就職演講，講題為「The Evolut ion of Nursing ： 

From Handmaiden to Independent Prac t i t i oner」。 

講座於是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在邵逸夫夫人樓L T 6演 

講室舉行，歡迎出席。 

中大職協九二至九四年度執委會 

香港中文大學職員協會最近先後舉行第十一屆周 

年大會及一九九二至九四年度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 

並通過下列委任。 

名譽會長：張煊昌先生、溫漢璋先生 

義務法律顧問：傅德楨律師、關禮雄律師、 

黃顯利大律師 

義務核數師：劉世鏞會計師 

執行委員會 

會長：文耀武 副會長：羅汝飛 

秘書：劉李潔玉 司庫：林益來 

出版：黃李淑儀 福利：麥年豐 

康樂：何壯輝　陳蔡玉妍 

助理秘書：蘇秉福 

執行委員：何玉成　何永雄　郭園　蔡錫昌 

候補委員：周奕希 

新亞書院校友會通告 

為鼓勵應屆畢業生加入校友會，新亞書院校友會 

理事會通過，凡九二年畢業生於九三年八月三十—日 

前入會者，只需繳交舊會費，即基本會員年費首年為 

五十元（新會費已增至一百元），永久會員會費五百元 

(新會費為六百元）。査詢入會資料及索取申請表格， 

請聯絡會長葉漢秋先生（電話：六零六九三二九）。 

九三年度午餐例會日期已編定為一月六日、三月 

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一日及十一月三日 

。地點仍為香港京華酒樓。報名及査詢詳情，請聯絡 

召集人香樹輝先生（電話：七九八二九四五，圖文傳 

真：七五一八六三四）。 

此外，九二年校友會聯會周年餐舞會定於十二月 

四日假九龍尖沙咀麗晶酒店舉行。餐舞會入場券由各 

校友會發售，每券四百元，每桌（十人）四千元，截止 

報名日期為十一月二十日。報名及査詢，請電李淑儀 

(六零九六七二七)李介明（八五六八五八六）或葉漢 

秋。 

范克廉樓游泳池消息 

大學游泳池將於本年十二月至明年三月停止開放， 

進行每年例行維修工程。重新開放日期容後公佈。 

中
大
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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