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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消息
校慶講座：霍禮達敎授
校慶活動接踵而來展示中大成就

談未來經濟動態

展覽•音樂會•講座•學術會議
繼年初的校慶歩行籌款活動後，大學本月假大會堂
舉辦三十周年校慶展覽及音樂會，發揚走進社群的精神，
讓公眾對大學有更深入的認識。
校慶展覽動靜兼備。動方面，中大師生會現場示範
醫療技巧、演奏音樂、演唱民歌、即席揮毫、速寫，以
及製作版畫等，並會播放有關的錄像帶。靜方面，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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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一百五十塊展板，展現中大的歷史、教學、研究、
學生生活、校友概況，以及對社會的貢獻等，並用圖表
顯示中大在廿一世紀的發展。
展覽地點為大會堂低座展覽廳，為期四天。開幕典
禮於三月廿六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舉行，主禮嘉賓包括
教育及人力統籌司陳祖澤太平紳士、校董會主席利國偉
爵士和髙錕校長。展出時間由上午九時半至晚上七時
半，歡迎各界人士參觀，同人萬勿錯過。
展覽結束當晚（三月廿九日），即於大會堂音樂廳舉
行三十周年校慶音樂會，由崇基合唱團主辦。節目內容
豐富，由中大管弦樂團和中大西洋古樂合奏團等擔綱，並
有瑪利連•屈舜女士與紀大衛教授的鋼琴二重奏表演。
音樂會指揮為陳偉光博士。
音樂會於晚上八時開始，門票分港幣一百元、六十
元和四十元三種，於城市電腦售票網發售，購票請從速。
除上述兩項大型活動外，大學本月尚舉辦其他兩項
校慶活動。一項為文學院主辦的三十周年校慶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路管理學
院霍禮達教授上月十八日假邵逸夫
夫人樓演講室，主持本校三十周年
校慶講座，講題為「經濟動態、克林
頓政府及美國商業教育的發展」，
由工商管理學院主辦。
霍禮達教授專研公共財務、宏
觀經濟和收入分配，經常應邀就公
共政策和經濟事務發表意見，曾任
前美國總統詹森的經濟顧問。

講座，邀請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學系

霍教授坦言，全球經濟動態依

兼歷史系教授周策縱教授，於本月十八日下

然取決於美國經濟復甦與否，而剛

午四時半，假逸夫書院大講堂主講「中外為

履新的美國總統克林頓發表的國情

體•中外為用——中國文化現代化芻議」。

咨文，提出一系列加稅和樽節開支

至於本月最後一項校慶活動，是國際眼枓

方案是走對了方向，但當中存著許

術會議，由外科學系眼科部主辦，於三月廿九日至四月

多變數，克林頓必須拿揑得宜，才能

二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引領美國經濟取得進一步的發展。
他指出，智能工業如機械人、
電訊和生物枓技等，將會主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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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發展。至於商業教育方面，
除了要提高學員的生産力外，更要
著重灌輸群體合作精神。

大學獲撥款兩百多萬
改善硏究設施

演講結束後，霍禮逹教授解答

中大摘化學比賽桂冠
本校代表隊最近擊敗五所大專
院校代表隊，奪得第四屆香港大專
奧林匹克化學比賽冠軍。

現場聽眾提問時表示，廿一世紀仍

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屬

由歐、美、日領導，亞洲紀元相信

下之研究資助局，本年度預留經費

賽事於上月二十日在香港科學

要到廿二世紀才成事。香港的經濟

六百萬元，供中央調配，用以加強

館舉行，由香港化學會及英國皇家

已不能與中國的發展脫鈎，所以，

各院校之研究基礎。

化學學會合辦。參賽院校於賽前一

資助局最近？夬定撥出其中二百

天下午五時抽籤决定各自的化學命

city)的路走，為中國提供管理、通

二十萬元，津貼本校裝設多用途高

題。比賽當日，各隊依題作十五分

訊和運輸等商業服務。

分辨超導FT核磁共振儀。是項計劃

鐘的報告，並回答評判及觀眾的問

霍教授學術著作甚豐，包括為

獲四所大專院校支持，而中大將歡

題。

人傳誦的《零和社會》及新作《短

迎其他大專院校使用該套設備，惟

兵相接：歐、美、日的未來經濟戰

使用機構須缴付用戶費。

香港應朝總署城市（headquarters

中大代表隊由化學系三年級之
王志堅、關姬遜、高迪龍和霍麗芬
組成，他們就「液晶」為題所作的

爭》。

臨場報告和答問，獲評判推許，臝

與港學府合作硏究獲資助
本校最近獲英國香港聯合研究
計劃撥款近一萬六千英鎊，支持三
項研究工作。
該資助計劃於一九九一年由英
國文化協會和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
委員會創辦，旨在促進兩地高等學
府合作開展研究工作。
中大連續兩年獲資助，本年度
獲撥款的三項研究計劃，均為本校
教員積極倡議者。簡介如下：
(一）「用一種新的6β羥皮質醇草
克隆抗體建立其酶連免疫測定
法」，由藥理學系楊鶴強博士
統籌，與利物浦大學藥理學及
治療學系合作，獲款五千一百
二十三英鎊；
(二）「結核病分子研究：診斷、流
行病學與抗藥性」，由微生物
學系鄭勲斌博士主持，與伯明
翰大學傳染病學系合作，獲款
四千六百英鎊。
(三）「光電器件工藝的計算機模擬」
，由電子工程學系魏爾遜教授
統籌，與薩里大學工程系合作，
獲款五千七百八十五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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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務主任履新

得冠軍。亞軍為香港大學，季軍為
香港浸會學院。

行政事務主任俞靄敏女士已於
三月一日上任。俞女士直接向校長
負責。她將協助大學加強及改進行
政支援服務，提高行政運作效率及
質素，以配合大學之迅速擴展。
目前撥歸行政事務主任統管的
行政單位包括保安組、大學賓館系
統、校本部庶務組及大學廣場樓宇
管理辦事處。行政事務主任負責該
等單位之政策事宜及製訂長遠發展
計劃，原各行政單位之主管，仍負
責管理部門之日常運作。因此，一
切關於業務與提供服務事宜，用戶
仍需首先聯絡有關單位之主管。
俞女士除出任與其統管單位有
關之管理及執行委員會成員外，並
獲委為行政事務委員會委員。

兒科學系調查
本地兒童生長標準
本校兒科學系與香港衛生署於
本年二月至七月合作調査本港兒童
的生長情況，以制訂切合現今兒童
生長之本地標準，取代已沿用三十
年的舊標準。
兒枓學系於上月十三日舉辦會
議，向外界公布調査細節和示範量
度方法，並由主持調査工作的兒科
學系髙級講師梁淑芳博士主講「兒
童營養與生長」。
調査範圍包括體重、身高、頭
圍、皮脂厚度、坐高及第二性徵，
對象由初生嬰兒至十八歳青年。調

此外，行政事務主任亦為校舍

査結果可望明年公布。新標準可令

使用工作小組之委員兼秘書；在此

醫務人員更準確判斷香港兒童的發

之前，此項工作由大學秘書長負責。

育情況和健康。

俞女士目前並兼管校友事務處。
俞女士之辦公室設於富爾敦樓

本校臨牀實驗及流行病學研究
中心和內枓醫生，亦聯同醫院管理

三零二室。內線電話七八六二；圖

局兒科醫生和教育署暨屬下學校，

文傳真號碼六零三六二二六。

提供協助，支持調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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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敎授就職演講

預科生輔導日

人類健康非常重要，若社會忽視公

大學於上月六日舉辦預科生輔

共衛生，必會帶來災難，一如過往

導日，藉以讓本港之預枓學生對本校

黑死病和霍亂肆虐歐洲。

課程及大學生活有進一步之認識。

羅以德教授說，公共衛生醫學
近年成就躍進，找出人類生活方式
中如吸煙和飲食習慣等的潛在危險
，並提出警告。
他慨嘆，醫學界在預防疾病方
面成就愈高，社會對這方面就愈掉
以輕心。展望未來，人類面對的健
康威脅更大：愛滋病蔓延，工業毒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羅以德教授

物滲進生活環境，核子擴散，意外

於上月十二日主持就職演講，講題

或戰爭構成嚴重的環境污染，以及

為「環境與大眾健康——過去、現

全球人口爆炸的生態危機。故此，

在、將來」。

人們必須重視公共衛生，積極支持

羅教授開宗明義，指出環境對

預防醫學，以應付此等威脅。

是日文、理、社、商、醫及工
程學院均對外界開放，透過座談會
、錄映帶播映、選科輔導等不同形

九三年度捐血週

式，由各學院教師親自向到訪之逾

大學九三年度之捐血週定為三月廿九日至四月二日。屆時

七千名預枓生介紹各種課程之特色

香港紅十字會人員將於每天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半在下列地點

及設施，特別是大學新開辦之課程

為捐輸者抽血。捐血救人，請踴躍支持。
富爾敦樓

如藥劑學、日本研究、建築學、護

103室（三月廿九日）

理學課程，以及將於未來兩年開辦

聯合書院場若望宿舍禮堂（三月三十日）

的環境科學和食品科學課程。

崇基學院眾志堂（三月卅一日）
科學館

輔導日之開幕禮由副校長譚尚

ELG104 學生休息室（四月一日）

渭教授主持，其他資深教師亦出席

新亞書院樂群館學生休息室（四月二日）

儀式，並與到訪師生晤談升學計劃。

府獎助學金聯合委員會成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三年五

貢獻社會

月一日起生效。

服務國際

大學校長高錕教授獲港督委任為工業及科技發展局成員，任
期至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卅一日止。

物理學系高級講師何顯雄博士獲選為尖沙咀浸會產業保管
委員會成員，任期由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會計學系講師任枝明先生獲委為中國工人出版社之副編，
任期由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起生效。

社會科學院院長李沛良教授獲港督委任為社會福利諮詢委員
會委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一日起生效。
護理學系施力勤教授獲港督委任為護士管理委員會委員，任
期三年，由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新亞書院院長梁秉中教授擭提名，代表大學出任醫院管理局
新界區域諮詢委員會成員。
電子工程學系高級講師程伯中博士獲提名，代表大學出任工
業及科技發展局屬下電子業委員會成員。
學生事務處主任周陳文琬女士獲再度提名，代表大學出任政

中 國 語 言 及 文 學 系 高 級 講 師 黃 維 樑 博 士 ， 應 邀 擔 任 台 北 一
九九二年度「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獎」及香港一九九三年度
「中文文學雙年獎」的評審委員。
婦產科學系高級講師龍炳樑醫生，再度獲委為香港助產士
管理局之監考員，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起生
效。
音 樂 系 高 級 講 師 陳 永 華 博 士 的 管 弦 樂 曲 《 飛 渡 》 ， 近 獲 北
京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選為「二十世紀華人音樂經典作品」
之一。

(此欄資科由新聞聯絡處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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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咭
$15 (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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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合用。

當大學三十歲生辰快要來臨的
時候，心頭湧現一股無法解釋的興
奮之情。那些從建校便與大學一起
成長的同事，定會有同歩邁進之感
。其他如我一樣在八十年代加入大
學服務的同事，親歷大學幾次重要
發展，心裡亦難免有少許的激動，
很想把這些成就逐一記錄。對我而
言，中文大學醫學院及逸夫書院的
成立，都會銘記在我心中，猶如一
個作曲家寫下了一首美妙的曲譜，
永誌不忘。三十周年校慶對中文大
學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我們得好
好慶祝一番。
在校慶計劃初階，三十周年校
慶籌劃委員會主席譚尚渭教授邀我
為這慶典設計一個徽號及一套紀念
物品。坦白說，我並不知為何我會

$40
座檯年曆
備有黑、灰色兩款，可作案頭擺設。外框印有三十
周年紀念徽號，底端設小跳字鐘；内框雙面分別
為九三早年曆及大學五枝旗杆景色，
可旋轉調換方向。

汽車防曬膠卷 $35
兩款圖案任擇。白底配紫色紀念徽號；在太陽照耀
下，更顯光輝。

被委以此項任務，但是，身為大學
行政人員，拒之不恭，更何況是大
學的慶典。事實上，我的性格樂於
接受新的工作和挑戰，加上曾在逸

夫書院紀念品製作方面累積了少許
經驗，所以我毫不考慮便接受了譚
教授的邀請，承擔這項任務。
獨挑大樑？
我極需要其他有能之士協助我
應付這項挑戰。我找了富有藝術欣
賞氣質的同事，包括大學文物館館
長兼美術歷史家高美慶博士及中大
出版社製作經理馬桂鴻先生；此外，

瓷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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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以大學五枝旗杆作彩色畫稿，燒於瓷碟上，非常
奪目。碟底印有三十周年紀念徽號。另備古典禮
盒裝璜，更顯名貴大方。

我找了對消費心理有認識的李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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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幫忙，他現任消費者委員會副

我們特意讓金鳳再升高一點。

總幹事；同時，我亦不忘邀請負責

接著我們考慮印製首日封及紀

大學紀念物品銷售處的高級總務主

念郵票，準備於大學校慶日十月十

任姚啓超先生及商務組胡黃雪萍女

七日發售。只可惜，印製紀念郵票

士，一同為設計三十周年紀念物品

須於一年半至兩年前申請，我們不

而努力。行政方面，我亦獲得逸夫

得已取消這項建議。本來我們仍打

書院吳寧女士及陳慰冰女士協助。

算單印紀念首日封，配以普通郵票，

九二年六月

然後在大學設置蓋印服務。可惜九

由零開始
我們的首項任務便是設計一個
紀念徽號，以便印製於所有紀念物
品及大學信箋上。我們採用了初期
定下的校慶主題「邁進中的大學」
作構思，並參考大學二十五周年紀
念徽號，然後決定在阿拉伯數字三
十的「零」字上，配以象徵大學的
金鳳，使這徽號予人有「金鳳起飛，

三年校慶日剛巧是星期日，我們又
不得不放棄這個念頭。最後，我們
選擇了在郵戳加上紀念徽號。未能

九二年十月

為這慶典印製一套首日封，實在令
我失望，但希望這構思能在以後的
紀念慶典中實現。

設計費索思量
第三項任務便是費索思量設計

群鳥從之」之意。這設計意味著邁

一套紀念品，頒予三十周年紀念講

向成熟，以及準備接受任重道遠的

座的學者。高錕太太曾建議我們設

角色及責任。事有湊巧，這設計亦

計水晶膠相架，這正好給了我們一

符合後來訂定的校慶主題「博文約

點啓示；最後我們選用了雕刻銅片

禮•繼往開來」。為求突出效果，

鑲在玻璃相架上作為紀念品，並用

九二年十一月

三十周年紀念徽號之「演變」

三十周年校慶紀念品籌備工作感懷
紀 念 品 小 組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陳 佳 鼐 敎 授

旋轉原子筆
$20
可按顯示大學及四所成員書院的名稱，配以
紅色天鶴絨的筆套，實應超值。

校園海報
$5
十六吋乘二十吋，從直升機鳥瞰的中文大學
是什麽樣子，請看這款精美的校園海報。

靜電膠貼
$3
四吋乘四吋半的紀念徽號靜電膠貼，適合貼
於汽車擋風玻璃、窗門或玻璃上。由於是静
電的緣故，張貼後不易脫落，亦不會留下勝
水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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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咭及年曆便得趕在九二年十月印

未來的日子裡，我們將會推出更多

妥。至於年曆製作方面，我們幸運地

款式的紀念品。

從中大出版社獲得大學新貌圖片，
包括圖書館新翼——田家炳樓。

精美天鵝絨錦盒裝置。

所有三十周年紀念品皆可在富
爾敦樓地下紀念物品銷售處購買。

我很想借此表明紀念物品的銷

售賣時間為每天早上九時至下午五

售並不是以「賺錢」作為大前題，

時。我們亦承蒙星島有限公司的幫

我和一群委員都希望透過這些紀念

忙，在其中之兩間星島中心（註）內

品把三十周年的訊息，以不同方式

展示樣品。售賣紀念物品的收入，

表逹出來。在幾款紀念物品中，較

全部撥歸三十周年校慶籌劃委員會

名貴的包括有五旗飄揚的彩色瓷

管理，希望同人能支持我們。

碟，亦有較實惠的原子筆，大學風

除了上述幾項任務外，我們亦

景海報等。除此以外，還有跳字鐘

希望為今次校慶設計一些精美紀念

座枱曆及兩款汽車防曬膠卷。我們

室及彌敦道三百八十號普慶廣場地

品。製作時間及成本價等都是主要

亦特地印製了三千五百份透明汽車

下U05舖，開放時間為周一至周六上

的者慮因素。例如三十周年的紀念

膠貼，免費派發予本校教職員。在

午九時半至下午六時。

書院生活

註：陳列地點為中環安樂園大廈九零二

崇基學院
「黃林秀蓮訪問學人」
蔡文端敎授到訪

書院周年硏討會
聯合認識基本法•崇基論數裡天地
聯合書院和崇基學院分別於上
月十二及十三日假校園舉行周年硏
討會，探討基本法和數學學習。
聯合書院周年硏討會主題為
「認識基本法」，由書院輔導主任黃
鉅鴻先生主持，立法局議員司徒華
先生、民主建港聯盟主席曾鈺成先
生及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座教授翁松

著名數學家蔡文端教授應崇基學院邀

燃教授任嘉賓講者。他們連同一百

請，以「黃林秀蓮訪問學人」身分，於上

三十多位出席者，從背景、精神、

月八至十九日重訪母校，並主持多項學術

言全釋和教育等角度探討基本法，達

演講，專題包括「學數之因緣」、「數外

至非形式教育目的，讓香港年輕一代作

之音」、「數裡天地」、「回首吾廬舊日

好準備，理智地面對社會未來的轉變。

情」、「數學之道」等。

崇基學院本年度教育硏討會主題為

蔡教授六七年畢業於本校崇基學院，

「數裡天地」。該院黃林秀蓮訪問學人

後負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蔡文端教授、香港大學統計學系高級講
師吳啓宏博士、中大數學系鄭紹遠教
授，物理系賴漢明教授及哲學系李天命
博士任主講嘉賓。他們的講題分別為「數
裡天地」、「數學與統計」、「聽鼓問
題」、「從物理中看數學」和「從超限
集論到物理世界——論數學真理的基
礎」。參加討論的師生逾百人。

現為多倫多大學數學系教授。
蔡教授主力硏究算子代數和算子理

論，並對Hilbert平方和的問題有精彩的
演譯。加拿大皇家學會於八五年選他為院
士，表揚其數學成就。
蔡教授誨人不倦，經常應邀到歐美亞
各大學作專題演講，深受歡迎。他當年曾
任崇基學院學生報社長，中國象棋棋藝亦
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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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事項
講座敎授就職演講
系統工程學系講座教授林耀燊教授將於三月十九

展覽主題環繞校園電腦網絡的應用，包括校園網
絡、校園訊息系統、校園電子郵件系統、圖書館目錄、

日主持就職演講，講題為「從數據管理談到資訊管理」

多媒體教學法、個人電腦區域網絡、辦公室自動化、

。講座於是日下五時假科學館L1演講室舉行，歡迎出

網絡保安及中大前瞻等，由專人講解及示範。此外，
亦舉辦專題講座及播放有關之錄像帶，並附設軟件拷

席。

貝服務。歡迎校內員生參觀。

聯合書院到訪傑出學人
倫敦大學培伯格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兼倫敦經濟

敎職員足球會成立

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潘迪思教授（Prof.Richard Portes)

隸屬中大教協、職協及儲蓄互助社的中大教職員

應聯合書院邀請，以「到訪傑出學人」身分於本月廿

足球會，於去年十一月成立。該會定期於大學足球場

七日至四月十二日蒞校訪問，並主持兩次公開學術講

練習，歡迎同人參與，並可即時申請入會。三、四月

座。査詢請電六零九七五八一。

共安排四次活動，日期定於三月十二、廿六日及四月

醫療服務福利計劃

十六、三十日，時間為下午五時至七時。
査詢請電鄭偉楠先生（內線七八一七）。

大學校董會業已通過，以下人士可享用由大學保
健處提供之門診服務，以及按旣定收費之牙科與義齒
服務：
(甲）在大學任職不少於十年之退休全職僱員，其配偶
及子女；及

文物館展覽張大千佳作
文物館將於下月十七日至五月廿三日舉辦「梅雲
堂藏張大千畫」展覽，展出逾百幅大千佳作。

(乙）在大學任職不少於十年而於任職期內身故之全職
僱員之配偶及子女。惟此項服務將於該身故僱員
之配偶再婚，或其子女按大學規則不再受惠時終
止。
符合上述資格之人士，可向大學保健處登記加入
此項醫療服務福利計劃。

僱員終期額外酬金計劃
大學於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起，把丙類服務條例
所載的終期額外酬金納入正式的福利計劃，正名為「
(丙）類服務條例僱員終期額外酬金計劃」，目的為

張大千（一八九九至一九八三）為近代中國畫壇巨

符合香港政府行將通過實施的「職業退休許劃條例」

擘，精於山水、人物、花卉，兼擅工筆寫意，五十歲

的規定，並藉此為丙類服務條例僱員提供更佳的服務

後旅居海外，在世界各地舉辦畫展。首創撥墨撥彩技

條件。

法，造意新奇，震動畫壇。

參加此計劃的同事毋須供款；合乎資格者於退休

是次展品為梅雲堂藏品，乃張大千摯交髙嶺梅伉

、因病退職、在職身故，或因大學改組及裁員而遭解

儷歷經半個世紀所蒐集的精品。作品年代介乎一九二

僱等情況下，仍繼續享有福利酬金。參加此計劃的同

九年和一九六八年之間，頗足以反映大千揉合傳統，

事，如服務滿十年或以上，亦可於離職時獲取離職酬

自創新意的繪畫風貌。

金。此外，按此計劃所獲取之福利酬金，可免缴香港

預展會定於四月十六日下午四時半舉行，由張大

薪俸稅及遺産稅。

千夫人主禮，歡迎同人參觀。

校園網絡應用展覽四月舉行

訃告

電算機服務中心將於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時半至下
午四時半假邵逸夫堂舉辦「校園網絡應用展覽」。

建築處花匠張文光先生於一九九三年二月四日辭
世。張先生於一九八二年七月加入本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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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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