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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通訊 
第四十一期一　九九三年四月 

大學消息 
校慶展覽梭巡港九  三十周年校慶展覽開幕儀式於上月廿六日舉行， 

由教育及人力統籌司陳祖澤先生、大學副監督簡悅 

強爵士、校董會主席利國偉爵士、校長高錕教授及 

副校長譚尚渭教授主持。 

展覽一連四天在大會堂低座展覽廳舉行，於三 

月廿九日結束，並已安排於五月至七月在港九各地 

巡迴展出，詳情如下： 

地點 日期 

太古地鐵站 五月二十至廿六日 

中環地鐵站 五月廿六至廿八日 

觀塘地鐵站 五月廿八至卅一日 

置地廣場 六月一至三日 

太古廣場 七月九至十一日 

海運大度 七月十六至十八日 

即將來臨的校慶活動為三十周年校慶講 

座，於五月十三日下午四時半，假邵逸夫夫 

人樓LT6演講室舉行，由美國密西根大學市場 

及管理行為科學講座教授Prof. Richard P. 

Bagozzi主講「商學硏究中理論與量度的互 

動關係——廣告、消費者行為及社會市場學 

的應用範例」，由工商管理學院主辦。 

此外，該學院於五月廿六至廿八日在沙 

田麗豪酒店主辦「管理教育研討會」，亦為 

校慶活動之一。 

校慶講座：賀思敎授論述傳統 
敎授權威的沒落 

牛津大學社會及行政學榮休教授賀思教授，上 

月十日假科學館L1演講室，主持本校三十周年校慶 

講座，講題與其去年出版的著作同名，為「書院的 

黃昏——傳統教授權威的没落」。講座由教育學院 

主辦。 

賀思教授對教育社會學硏究貢獻巨大，始創社 

會階級與教育成就關係的硏究方法，並曾任英國教 

育大臣的顧問，積極參與高等教育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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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教授述說，英國傳統的大學教授在中世紀時代 

與教會關係密切，地位崇高，是備受尊重的紳士階層 

。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大學教席大幅增加，由五千 

餘升至九一年的七萬多，導致教授的傳統地位動搖， 

自主權大受影響，工作條件大不如前。而在如何走出 

困局的爭論中，人們往往忽略了賴舊制度得以維持的 

學術卓越、學術自主、個人自由，以及教硏組織的財 

政獨立等問題。 

他說，採納美國模式，由學術機構競奪政府撥款， 

爭取優秀教研人才，似乎可以打破目前的困局。但英 

國高等學府欠缺三項先決條件：一是教育經費必須主 

要來自國家；二是立法機構願意立法限制某些專上院 

校的功能，維持教育質素；三是要確立大學本身的社 

群基礎，攫取家長及校友支持。 

校慶講座：周策縱敎授論中國現代化 

著名史學家周策縱教授上月十八日以「中外為體， 

中外為用——中國文化現代化芻議」為題，假逸夫書 

院大講堂主持由文學院主辦的三十周年校慶講座。 

周教授身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學系兼歷 

史系教授，他在闡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說的 

起源和初義後，提出「中外為體，中外為用」的主張， 

並引經據典解釋「體」和「用」的含義。 

周教授承認，中國文化目前面對的最大挑戰，以 

至可從以仿效的，主要還是西方文化，但古時印度文 

化的影響和近百年日本文化對中國的回饋亦不少。故 

此，中國文化經常面對的並非純粹是個「西化」問題 

。亞洲除日本以外，東南亞國家也有供中國人學習之 

處。因此，「西學」有必要擴充成「外學」，而「外 

學」也可能變成「中外學」，包含箸輾轉往復影響的 

複雜成分。 

周教授學問淵博，著作豐富，是甲骨文和紅學專 

家，是詩人、歷史學家、思想史家，也是編輯和翻譯家 

。巨著《五四運動史》是研究五四運動的權威著作， 

獲學術界極高的評價。 

校慶音樂會奏出感人樂韻 

校慶音樂會於上月廿九日晚在大會堂音樂廳舉 

行，節目多樣化，充分表現本校對古今中西文化的重 

視和音樂課程的多元化發展，並為觀眾帶來一個歡愉 

的晚上。 

音樂會由崇基合唱團主辦，陳偉光博士任指揮， 

演出李斯特、佛瑞、法朗克等著名作曲家的作品，以 

及在港首演的高大宜作品《頌主之舌》，該曲帶有濃 

厚的法國氣息。 

除西洋合唱曲目外，陳博士特將三首極受歡迎的 

中國獨唱曲目：玫瑰三願、糊塗老頭及老天爺你年紀 

大，改編為混聲大合唱，使聽眾耳目一新。 

音樂系紀大衛教授及著名鋼琴家瑪莉蓮•屈舜女 

士應邀合作演出蒲朗克的雙鋼琴奏鳴曲；而中大西洋 

古樂團則以複製的早期樂器如中音直笛、低音維爾拉 

琴及古鍵琴，演奏十七世紀巴羅克樂。 

音樂會期間，同學一再獻花給他們的老師，場 

面感人。表演完畢，合唱團同學更齊聲吶喊，邀請 

髙錕校長及音樂系老師一起合照，以留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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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首台超級電腦設置中大 

在中大設置的全港首台超級電腦，上月廿三日正 

式啓用，標誌著本港專上院校尖端料硏活動的新里程。 

啓用儀式由大學校長高錕教授、研究資助局主席 

逹安輝教授和迪吉多電腦有限公司總經理傅思逹先生 

主持。 

這台逾千萬港元的大規模並行電腦有八千多個處 

理單元，每秒可處理一百三十億條指令。其並行處理 

技術將難題分解成多項任務，在八千個處理單元上並 

行執行。所以，一項需要八千個歩驟的工作，在這台 

電腦上，只消一個歩驟便完成。 

高校長說，它的啓用象徵香港在發展髙科技研究 

的道路向前邁進一大步，將可促進本地的科硏和經濟 

發展。 

中大利用它開展的第一項研究是智能中文訊息處 

理，研製可媲美現行英語版本的中文電腦軟件。 

這台髙速運算的電腦，由本校管理，其他六所專 

上學府可在中大或以遙距方式使用。 

供應商迪吉多電腦有限公司將原值逾一千二百萬 

元的電腦，以特惠折譲四百五十萬餘元出售。研究資 

助局首肯由本校發起的中央撥款申請，資助二百五十 

萬元。本校自資一百二十萬元，而香港科技大學、香 

港大學、香港理工學院和香港城市理工學院也各斥資 

十二萬五千元，合力購置。 

本校在該台電腦進行的研究項目將包括大規模並 

行電腦運算、電腦電磁學、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模擬及 

設計、人工智能和三維圖象處理等。 

講座敎授講論肝癌及資訊管理 

大學兩位講座教授分別 

於上月五日及十九日 

在科學館L1演講室主持 

就職演講，講題爲 

「病毒與肝癌：一個遙遠 

的旅程」及「從數據 

處理談到資訊管理」。 

「病毒與肝癌：一個遙遠的旅程」 

臨牀腫瘤學系莊立信教授探討乙型肝炎病毒與肝 

癌的關係，指出全球半數人口曾受乙型肝炎病毒的感 

染，長期帶菌者共三億五千萬人，半數男帶菌者將會 

死於原肝癌症。香港的原肝癌症問題比世界上其他地 

方嚴重，威爾斯親王醫院每周平均有十宗新症。 

莊教授進一歩指出，只要嬰兒出生後接受肝炎防 

疫注射，便能有效地防止病毒經母體傳播。這種疫苗 

已發明了十多年，雖然安全有效，但乙型肝炎並未完 

全消滅，因為防疫注射遇到種種障礙。在非洲發病率 

高的地區，防疫經費很缺乏；在一些富庶國家，政府 

没有積極為貧困人士提供防疫注射；而某些地方的人 

對防疫注射更有一種文化上的抗拒感。 

「從數據處理談到資訊管理」 

系統工程學系林耀燊教授論述電算機如何處理數 

據，以及社會需求如何促使電算專家開發數據管理系 

統。 

林教授闡釋電算數據儲存由磁帶改為磁碟是一大 

躍進，不單加快讀取數據的速度和增大儲存容量，更 

令許多電算機應用問題得到解决，由是推動數據處理 

系統的發展。 

他說，目前資訊管理系統的開發成績，遠不及數 

據處理的，主因是資訊較為複雜，在提取、表示和引 

伸等方面都出現難題。林教授並介紹怎樣利用專家系 

統開發資訊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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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辯論比賽　中大挫港大 

本校英語辯論隊在第廿二屆兩大辯論比賽擊敗港 

大隊，臝得冠軍，第一副辯陳家欣並獲頒「最佳辯論 

員」獎。 

這項比賽始於一九七二年，目的是促進兩大學生 

的溝通和合作，提倡辯論風氣和增進辯論技巧。本屆 

賽事於上月二十日假本校邵逸夫堂舉行。 

賽事採即興形式，雙方於賽前一小時才得悉辯題， 

隨即抽籤決定正反方。本屆辯題為「商業發展，而非 

政冶，將會為香港人帶來最大福祉」，中大隊以反方 

作辯，獲評判裁定以三比一獲勝。 

本屆比賽輪值以英語進行，評判為行政局議員張 

健利、立法局議員李家祥和麥理覺、市政總署副署長 

(行政）呂孝端、匯豐銀行人事部高級經理尹力行。 

專家研討危重病學 

大學上月十二至十五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與 

香港危重病醫學會合辦「危重病學九三：第七屆太平 

洋危重病學協會會議」。 

這是首項在港舉行的同類國際會議，吸引四百多 

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醫療界人士參加，研討一系列課題： 

腦部死亡的人是否還有生命，醫生應否無限期用儀器 

延續他們的生命，醫院深切治療部處理如蘭桂坊一類 

慘劇的最佳方法，器官移植，感染，創傷，以及治理 

垂危病人的醫療道德等。 

本校麻醉及深切冶療學系系主任胡德佑教授說， 

危重病學是一門高科技的專科冶療醫學，要拯救垂危 

病人，不單要有專科醫生和護士，亦有賴先進的醫療 

器材。 

衛生福利司黃錢其濂女士為會議主持揭幕儀式。 

隨後，與會的危重病科、麻醉科、內外枓和兒科醫生， 

以及醫護和醫療行政人員，便參與研討或分組專題工 

作坊，交流心得和經驗。 

身兼西太平洋危重病學協會及香港危重病醫學會 

會長的胡教授指出，隨著生活水準提高，市民渴望得到 

高質素的醫療服務，因創傷、交通意外、嚴重感染、 

心臓病發和肺炎的重病者，以至曾動心臓或癌手術的 

病人，都必須由深切治療部的專科醫生及護士照顧， 

不宜送往普通病房。 

敎育界研討愛滋病的挑戰 

教育學院上月二十日假何添樓舉辦「教育界的挑 

戰：愛滋病」硏討會。與會的中小學校長、教師和中 

大教育學院員生紛紛發表意見，討論熱烈。 

教育署高級助理署長（服務與院校）陳國熙先生 

、培道中學校長蘇恩立女士、景林天主教小學下午校 

校長謝錦明先生，以及本校微生物學系講師談兆麟博 

士和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講師文思慧博士應邀出任主 

講嘉賓，從不同角探討愛滋病帶來的挑戰和教育界的 

回應。 

講者和與會者基本上同意不應歧視愛滋病患者， 

認為教育署應積極教育學生和社會大眾對該病的正確 

認識，免除由無知而産生的不必要恐懼，並關懷病患 

者。陳國熙先生則表示，教署已準備了愛滋病的教育 

單張和指引，短期內向各校派發。 

建築學系環保周 

建築學系上月七至 

十三日舉行環保周，邀 

請知名環保人士主持講 

座、研討會和工作坊等， 

探討自然和建築環境的 

發展狀況，以增強師生 

和大眾的環保意識。 

主講嘉賓從不同角 

度探討環保問題：綠色 

力量主席周兆祥博士談 

本地環保；環保專家布 

坎南博士匯報去年在巴西里約熱盧舉行的地球高峰 

會見聞；本校環境硏究中心硏究學者布洛克女士講述 

如何在現代化都市推行環保；地球之友總幹事吳美女 

士講解該會目標及工作計劃；以及立法局議員陸恭慧 

女士評論港府的環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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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大六百年廿四位同事獲獎 

九二至九三年度長期服務獎 

頒授典禮於上月十三日在大學賓 

館舉行，由校長髙錕教授主禮。 

獲獎同事二十四位，合共服務中 

大六百年。 

高校長致辭時指出，今年獲獎 

的同事大多於一九六七年加入大學， 

當年適值香港暴動，他們堅决留下 

來，顯示對香港前途有信心。他希 

望今年加入中大的同事，亦具同樣 

的信心，並於二十五年後領取長期 

服務獎。他代表大學感謝得獎人的 

多年努力，並勉勵各人繼續為大學 

貢獻所長。 

典禮司儀之職過往是由總務 

長及中大職員協會會長擔任的， 

唯是總務長招大維先生今年成為 

領獎人，而職協會長文耀武先生 

又因事未克出席，所以今年的得 

獎名單改由副校長金耀基教授及 

建築處主任陳尹璇先生宣讀。 

得獎者均獲頒由校長簽署的獎 

狀，另屬甲類服務條款者獲十八K 

金校徽襟章，而屬乙類或丙類服務 

條款者獲發獎金港幣四千元（或選 

擇領取襟章加獎金二千二百元。） 

他們都表示會妥為保存獎狀 

和襟章，小部分更會特別處理後 

保存；而獎金的用途則五花八門 

。至於在中大二十五年，他們最 

大的成就感或滿足感是甚麼，最 

喜歡中大的又是甚麼，且聽他們 

娓娓道來。 

部分得獎人不厭其煩地找出初 

入中大時的珍藏照片，讓大家重睹 

他們當年的神采，本刊萬分感謝。 

招大維 

滿足感來自參與中大的發展—— 

把一個荒蕪的山丘開拓爲有逾萬 

名學生、三千多名敎職員及百多 

幢建集物的學府。我最欣賞中大 

的書院制，它把師生的獨特能力 

兼收並蓄。我會把獎狀裱好掛在 

辦公室牆上。 

傅謝斐儀 

在課堂討論中，每當我能激發學 

生思考和靈活運用英語表達時， 

内心最感快樂。二十五年來，我 

的敎學、個人及家庭生活，皆與 

中大崇基緊緊相連，著實愜意。 

我會先把獎狀影印本寄給在美國 

居住的父母和求學的女兒，再把 

正本跟丈夫（傅元國敎授）三年 

前獲頒的獎狀一倂放在家庭相薄 

内，而我俩的襟章，則會置於透 

明盒内，擺放在家中一角，以作紀念。 王烈東 

新亞校園最令我開懷，座山向海， 

是多少人夢想的工作環境。主管 

能體恤下屬，並無苛求，亦令我欣 

喜。四千元獎金……買一件禮物 

給太太，餘下的作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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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靑霜（前左） 

最開心是交上了一些真誠和關心自己的朋友。至於滿足感，我 

曾於不同部門和不同崗位工作，每次都覺「愛不釋手」，但調 

職後竟同樣地稱心滿意，由是感覺中大有助發揮我的適應能力 

。我會把襟章作飾物佩戴0 

韓桂瑜（後左） 

激發了學生對體育方面的興趣，使他們有健康的體魄應付功課 

和服務社會，是我最大的成就。我至喜愛中大的學生，他們質 

素好，對課堂有反應，與老師閼係密切，但現今的學生已略遜 

從前。 

黃天翼(後右) 

最開心是看到校外進修課程的授課地點，由最初的一個，擴展 

到香港不同地區，給學員提供方便。出席校内宴會時，或會別 

上襟章。 

吳夢珍（前右） 

會協助大學籌款擴建崇基敎堂，以及設立黃林秀蓮訪問學人基 

金和譚紉就女士研究基金，是最大的成就。由於我是基督徒， 

所以最欣賞早期崇基同事間親切的和團契式的接觸。獲得的獎 

狀要到退休後才掛在家中。 

黃重光（前排右一） 

成就感來自服務社會。工作職責之一是視乎社會未 

來的需要，開辦相關課程，培養人才。校外進修部 

的環境特殊，可使我量材而用，讓同事發揮所長，是 

汲取人力資源管理經驗的大好課堂。我會把獎狀裱 

好，掛在家中。 

張一弧（前排右三） 

參與籌劃全港第一個酒店管理證書課程的滿足感難 

以形容。在校外進修部工作的自由度很大，可以實 

踐自己的構思，有挑戰性。代表大學出席會議時， 

會別上襟章。 

唐端正 

以對青年宣揚中國文化爲樂事 

。我認爲新亞面對馬鞍山和吐 

露港，正合新亞校歌中「山巖 

巖，海深深」的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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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德祥（上左） 

最滿意是中大提供了一個自由的環境，讓我有機會從事各種研究 

。我校喜愛大學的校園，因爲它不是「石屎森林」。全校風景最 

美的，首推新亞及聯合書院，那裡可遠眺船灣淡水湖。 

侯澤方（上右） 

由於在保養組工作，所以收到的大都是投訴。幸好在同事合作下， 

成果亦有人認同，使我最感安慰。與同事一直相處融洽，這次難 

得這麼高興，我準備宴請同事。可是，獎金四千元恐怕不足以支 

付二十多人的消費，相信要自掏腰包補貼。 

彭子楨（下左） 

工作上需要經常接解不同部門和新事物，每次考驗皆不同。能夠 

應付工作上的挑戰最開心。最欣賞有山有水的崇基學院。出席大 

學慶典或宴會時會佩戴襟章。 

林良（下右） 

中大的福利制度最好，照顧週到。已打算用獎金請太太大吃一頓 

。襟章是紀念品而已，也許亦會用上一兩次的。 

得 獎 人 名 單 

姓 名 部門／職位 

陳燿墉先生 發學院策劃主任 

張一孤先生 校外進修部高級專任導師 

蔡德祥先生 電子工程學系高級講師 

傅謝斐儀博士 英語敎學單位高級講師 

招大維先生 總務處總務長 

韓桂瑜女士 體育部講師 

江潤祥教授 生物化學系講座敎授 

黎青霜女士 研究院院務室高級主任 

吳夢珍博士 社會工作學系高級講師 

唐端正先生 哲學系高級講師 

黄重光博士 校外進修部主任 

黃天翼先生 校外進修部行政助理 

陳倫滔先生 電算機服務中心一級事務助理 

張學勤先生 化學系技術員 

侯澤方先生 建築處建築事務助理 

關黃潔如女士 聯合書院院務室一級文員 

黎華標先生 敎務處學務組一級事務助理 

劉謝秀霞女士 人事處一級事務助理 

林良先生 大學圖書館系統中文打字員 

麥李思敏女士 大學副校長辦公室高級私人秘書 

吳明基先生 崇基學院院務室二級文員 

彭子楨先生 建築處二級工程督察 

黃海騰先生 交通組大學校長司機 

王烈東先生 大學圖當館系統一級工人 

陳倫滔（左） 

多年來獲同事的尊重，以及其他部門同事的幫忙，關係良好，所以工作很 

順利。中大校園空氣清新，加上假期充足，頗感滿意。本想選擇全數獎金 

的，但看見其他獲獎同事配戴的襟章相當美觀，便改變初衷，選擇襟章留 

爲紀念。 

黎華標（中） 

八二年間調往中文教材發展委員會屬下的執行委員會期間，獨力負責一切編務及 

行政工作，在短短一、兩年内，竟然編印了七本書，滿足感最大。我不太重視紀 

念品，沉且獎狀已足作紀念。獎金四千元，平添一筆零用錢而已。 

黃海騰（右） 

當初加入大學，全因喜歡這份工作與世無爭，待遇又不錯。當然，最高興 

莫如升職。其次，便是工作制度趨於健全，超時工作有補薪或補假。已決 

定把四千元獎金拿來買一件金器給自己，這樣的紀念價值更大。 

7 



若要瀏覽本部分的資料， 

請須輸入中大校園電子郵件密碼。 

中大通訊 一九九三年四月 

關黃潔如 

聯合風光最好。暮春三月，一片煙雨濛濛，別有天地。在 

天朗氣清的日子，又可俯瞰校園本部景致。至於紀念襟章， 

拿來配襯冬季衣裳最合。獎金則準備用來宴請同事。 

張學勤 

最自傲的，是二十五年來與同事相處融洽，沒有磨擦。最喜 

愛百萬大道，又長又直，給人開朗的感覺。選擇襟章的目 

的，是留爲紀念，並沒準備佩戴。 

人 事 動 態 

中
大
通
訊
 

1 .本刊逢月中出版，下期截稿日期為四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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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佈 事 項 

港美學術交流中心在校園設立 

新近在大學校園設立的港美學術交流中心將於四月廿七日 

下午三時半，假會址田家炳樓六樓舉行開幕典禮，介紹各項設 

施，歡迎同人參加。 

該中心是獨立的非牟利組織，與美國許多教育機構有聯繋， 

以推廣和支持香港專上學府有關美國的硏究工作為己任；並透 

過贊助藝術、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等活動，讓普羅大眾加深對 

美國社會、文化和藝術的認識。該中心亦會在美國推廣類似活 

動，加強該國人民對香港的了解，促進兩地學術交流。 

為誌其盛，該中心特安排兩項慶祝活動。典禮當日下午四 

時三刻，該中心在逸夫書院大講堂首映一齣紀錄片《史迪威將 

軍》，該片導演將出席與觀眾暢論影片內容及製作背境。 

另一活動為「香港——文化橋樑」會議，為期兩天（廿八 

及廿九日），討論範疇包括文化、教育、經濟和政治。活動假 

中大祖堯會議廳、港大陸佑堂及香港文化中心劇場舉行。 

査詢詳情，請電中心主任李莉教授（六零九七一八六）或圖 

文傳真至六零三五一六六。 

暑期法文速成班 

法文組將開辦暑期速成法文（一）及（二），分兩期舉行，由 

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廿五日及七月一日至八月十一日，每期各一 

班，歡迎教職員參加。費用為每班每人港幣一千七百元（包括 

課本、兩盒卡式錄音帶及講義），上課時間為周一至周五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公眾假期休課。每班名額暫定為廿二人。 

查詢或報名，請參閲法文組（誠明館G11B室）門外的通告， 

或電內線七六三七至九。 

敎職員及配偶國粤語課程 

新雅中國語文硏習所於六月八日至八月十日在方樹泉樓再 

度為本校教職員及其配偶舉辦下列各項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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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供外籍教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級國語或粤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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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課程。 

以上課程每班名額八人，按報名先後取錄，少於四人不開 

班。全期學費港幣二千五百八十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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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貼，可獲大學津 

貼學費四成。 

有意者請於五月廿五日前與該硏習所聯絡（內線電話六七 

二七至九）。 

大學游泳池重開 

大學游泳池已於四月十五日重新開放。開放時間為上午十 

時半至下午二時，及下午二時半至六時半，假日照常。本年度 

入場收費如下： 

學生 五元 

教職員及其家屬 十元 

教職員十八歲或以下的家屬 五元 

已繳納二百元年費的校友　 十元 

攜同親友 廿七元 

教職員家屬及校友補證費（每張）十六元 

周一至周五（假日除外）每天下午二時前為優惠時間，教職 

員及其家屬，以及學生的配偶及子女的入場費一律為每位五元 

正。 

申請或換領游泳證可到游泳池辦公室（范克廉樓一零八室） 

辦理。申請人須帶備有關職員證及直系家屬之半身近照乙張。 

十八歲或以下之申請者，須一併帶備其出生證明文件影印本， 

以便核對。學生為配偶及子女辦理上述優惠時間游泳證，可向 

游泳池辦事處申請。 

英國語文及文學書展 

崇基學院圖書館與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在四月廿三日至五 

月三日，合辦英國語文及文學書展，在館內展出一百四十多本 

新書，歡迎參觀。 

大學出版社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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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維樑編：《吐露港春秋——中大學者散文選》（中文本）， 

二百一十三頁，平裝本，港幣四十八元。 

•周陳文琬主編：《學生法律常識手冊》第二版（中文本），二 

百零七頁，平裝本，港幣四十三元。 

聘請學生宿舍女舍監 

逸夫書院現有學生宿舍女舍監空缺。該職位 

為兼任職務，歡迎關心學生舍堂生活，勇於面對 

挑戰，願意犧牲公餘時間之大學全職教員應徵。 

獲職者須與另一位舍監合作，在一組宿舍導師協 

助及書院學生輔導處支援下，管理一座有六百宿 

生之學生宿舍。舍監宿舍為獨立式住所，已備家 

具，舍監並享有其他福利。申請函件請逕寄與書 

院院長陳佳鼐教授，截止日期為一九九三年四月 

三十日。查詢請電內線七三五八左冠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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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生活 

「吐露燈」——中、英詩歌朗誦之夜 
— 左 冠 輝 

逸夫書院 

去年某天，我在某場合和英文系的姜 

安道教授閒聊，我提議將書院的一次月會 

以詩歌朗誦形式舉行，請他主持，他欣然應 

允。我把這次閒聊忘記得一乾二淨之後， 

姜教授卻在今年一月的院務委員會會議上， 

提出舉辦一次中、英詩歌朗誦會，地點就 

在書院新啓用的大講堂。建議一提出，院 

務委員會立即贊成。院長一向著重提高書 

院的文化生活，當然大力支持。會後，院 

長委派了我與姜教授一起負責籌備工作。 

第一次工作會議是在姜教授的寓所舉 

行的，出席會議的只有兩個人，就是姜教授 

和我，其實整個工作小組也就只有我們兩 

人。我們擬定了朗誦會的形式和其他細節 

，還決定邀請大學中文系、英文系和音樂 

系合辦，又為朗誦會選了「吐露燈」 T O L O 

L I G H T S這個名字。籌備期間遇到不少困難 

和阻力，幸好問題不大。初時我有點擔心， 

中、英文詩相逢，不翻譯時難，要翻譯則 

更難。姜教授卻信心十足。詩，原來就是 

要去感受的。結果「吐露燈」中、英詩合 

璧，非常成功。以籌備時間之短與活動性 

質來衡量，朗誦會有六成的入座率，而且 

氣氛熱烈，很不錯。據我的粗略統計，來 

賓最多的時候有差不多二百人，最少的時 

候也有一百五十人。 

「吐露燈」的成功，要感謝的人有很 

多。沒有中、英文系和音樂系的支持與協 

助，朗誦會不可能有這樣的成績。書院的 

幾位同事在極短的時間內幫忙把場刊印製 

出來，應記一功。校外的文化界朋友也幫 

了不少忙。《星島日報》的關夢南兄慨撥 

文藝版一角給我作宣傳之用，謹此再致謝 

意。我特别要感謝中文系的王晉江博士和 

楊鍾基先生，他們向我推薦了張海膨和張 

力波兩位同學，這兩位年青詩人的作品實 

在精彩，我尤其喜歡張力波的《遊北京大 

學被拒》。我也感謝黃維樑博士為我們邀 

約了余光中教授。余教授剛巧應聯合書院 

的邀請到大學演講，他爽快地答允出席， 

也成為「吐露燈」之夜的靈魂。余教授的 

出席，在公在私，我都覺得是最有意思的 

事。我少年時迷上了他的詩，那時候他是 

中年；如今我歩入中年，他是老年了。我 

現在還可以隨口背誦幾首他六十年代的詩 

。參加「吐露燈」朗誦會的中詩作者裡， 

王良和先生和我曾有一面之緣，黃國彬博 

士則是初次見面，但神交已久。最可惜的 

是香港大學的梁秉鈞博士（也斯）抱恙不 

能出席。我最喜歡他的《異鄉的早晨》， 

所以代他朗誦了。王良和先生則誦讀了他 

的《邊葉》。 

「吐露燈」是逸夫書院校園文化生活 

的新一歩，也是很有意義的一大歩。有些大 

學朋友事後説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如果他們有興趣的話，那請他們留意下一 

次「吐露燈」的閃耀。至於有同事開玩笑 

地説，一聽詩歌朗誦就混身疙瘩；那真可 

惜，有些人天生對海產敏感，只好不吃魚 

蝦蟹了。 

新亞顯微外科硏討會 

新亞書院上月十三至十四日在誠明 

館舉行「顯微外科硏討會」，會上九位講 

者分別來自中、港、台、美，俱為知名 

華裔顯微外科專家，與會者三十多人。 

硏討會探討的問題圍繞斷肢斷指再 

植、周圍神經顯微外科、臂叢神經損傷 

、游離皮瓣移植、游離肌肉移植、足趾 

移植、關節移植及游離骨移植等。出席 

者包括本校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梁秉中 

教授、港大矯形外科學系周肇平教授、 

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整復外科陳中偉教 

授、上海醫科大學華山醫院手外科顧玉 

東教授、北京解放軍總醫院骨科朱盛修 

敎授、廣州中山醫院朱家愷教授、台北 

長庚醫院韋福全教授，以及美國的蔡智 

民教授和許志宏教授。 

是次硏討會為新亞書院主辦的「華 

裔學者硏討會」系列之一。華裔醫生在 

顯微外科的貢獻，在世界上是比較突出 

的。今次硏討會的討論成果將於一年內 

結集出版。 

「華裔學者硏討會」之設立，旨在 

促進海內外專家學者的學術交流，除舉 

辦特定專題探討外，也會出版硏討專書。 

貢獻社會 
服務國際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師何文匯博士及社會學系講師鄧龍威博 

士，分別獲港督再度委任為人民入境事務審裁處審裁專員， 

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起生效。 

•兒科學系歐漢文教授獲邀出任中國曁南大學客座教授，由一 

九九三年三月六日起生效。 

•音樂系高級講師陳永華博士於三月七日在大會堂音樂廳舉行 

的第六屆港日聯合慈善音樂會擔任指揮。陳博士亦獲香港傑 

出青年協會選為九三至九四年度外務總監，並應邀出任香港 

學術評審局評審小組的成員。 

•會計學系講師任枝明博士獲香港會計師公會委任為該會公共 

事務委員會現屆成員。 

•哲學系高級講師艾連遜博士再度獲委出任美國公眾劇院管理 

局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之董事。 

(此欄資料由新間聯絡處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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