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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消息
校慶活動
校慶活動：國際眼科會議

大學三十周年校慶，五月中至六月間舉行之主要活
動如下：
管理敎育研討會
日期：五月廿六至廿八日
地點：沙田麗豪酒店
主辦單位：工商管理學院
東南亞地區華人社會的課程改革：廿一世紀的挑戰
國際研討會
日期：六月廿一至廿三日
地點：邵逸夫夫人為樓LT6演講室及祖堯堂

CUHK Newsletter

主辦單位：教育學院
當代中國研究之現況國際學術硏討會

超過二百位玻璃體視網膜外科專家及各國代

日期：六月廿五日

表，於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二日雲集香港會議展覽中

地點：富麗華酒店

心，參加本校外科學系眼科部與謝彭斯國際學會合

主辦單位：大學服務中心

辦之國際眼球外科會議。
謝彭斯國際學會由一群專於冶療眼球後腔（玻
璃體和視網膜）疾病的眼外科醫生創立，而其中謝

域的重要國際會議，在本港乃至亞洲太平洋地區，
都屬首次。

彭斯醫生（Dr. Charles L. Schepens)在此領域之

逾一百五十位來自美國、法國、意大利、日本

成就尤為傑出，獲譽之為現代視網膜外科手術之先

、西班牙、泰國、台灣、中國及香港的專家，分別

驅，是以學會以其名稱之。學會的創辦宗旨，是促進

在會上發表論文，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會議項目

世界各國在視網膜及玻璃體疾病方面的知識交流。

更包括由謝彭斯學會之著名眼外科專家講授課程，

學會每兩年開會一次，前三屆均在歐洲舉行，這次

培養新一代的眼科醫生。

選擇香港，目的在讓本港的眼科醫生有機會與海外
專家切礎，以及培養後進。舉行此一精專的醫學領

是次會議為三十周年校慶活動之一，由偉倫基
金會贊助部分經費。

港美學術交流中心選取中大爲址
位於中大校園的港美學術交流中心於上月廿七
日舉行開幕禮，並一連三天主辦多項活動，以誌其慶。
該中心為獨立的非牟利機構，與美國許多教育

為準備負笈美國的學生提供資料與輔導，以及舉辦
研討會和國際會議，目的在加強港美兩地的聯繫，
特別是促進本港專上學府關於美國的研究。

及研究機構有密切聯繫，其服務對象包括從事美國

港美學術交流中心主任由美國康奈爾大學李莉

研究的學者、準備前往美國升學的學生，以及有興

教授出任。本校髙錕教授、港大王賡武教授及浸會

趣了解美國社會及文化藝術的人士。中心位於田家

學院謝志偉博士均為中心的董事，並出席主持開幕

炳樓六樓，設有大型會議室和學者辦公室，並於大

禮。其他主持典禮之嘉賓尚包括中心的董事會主席，

學_書館地下設立美國研究資料館及國際教育協會

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副主席董建成先生，以及美

升學輔導組。經常舉辦的活動包括邀請美國知名學

國駐港總領事威廉思先生。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占

者訪港，協助舉辦兩地大學教師及學生的交換計劃，

士•馬利咸特教授更於典禮中贈予中心福克納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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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美國南部作家的著作共二千五百冊。這套藏書為亞
洲最齊全者，目前只有美國數個研究圖書館庋藏如此
齊全的福克納著作。
中心為慶祝成立，特於廿八及廿九日，分別在本
校祖堯會議廳、港大陸佑堂及香港文化中心劇場舉行
「香港——文化橋樑」研討會，來自美國、中國及香
港的多位知名學者及商界領袖就教育、文化、政治、
經濟等研究領域共同探討及交流經驗，以促進合作。
主講嘉賓包括美國學者聯合委員會會長卡茨先生、美

孫小玲的新作「史迪威將軍」（首映）及Felicia Lowe

國駐華大使芮效儉先生和王賡武教授等。此外，中心

的Carved in Silence，兩位導演均專程來港出席是項

亦於廿七及廿九日，放映兩部美國華裔女導演的作品：

活動並與觀眾討論。

校園網絡應用展覽

大學獲巨額捐贈

本校電算機服務中心為

大學今年慶祝創校三十周年，不少長期關心大學

促進師生對新設之高效能網

發展之機構及人士，藉此有紀念意義的日子，慨捐巨

絡的了解及應用，特於上月

款，繼續支持大學之發展。本校近獲數項捐贈，認捐

十四日在邵逸夫堂舉辦「千

款額逹七千零五十萬元，分列如下：

里資源一線牽——校園網絡

(一）何善衡慈善基金會認捐四千萬元，設立何善衡教

應用展覽」。參觀者反應熱

育基金，資助客座教授計劃、醫學教育發展、研

烈，包括中大師生、教職員

究及大型發展計劃。大學為銘感何善衡博士長期

及校外人士，總數逹一千二

以來對本校之慷慨熱心匡助，將以何氏之名為興

百人，電算機服務中心並準

建中之工科大樓命名。

備於下學年再舉辦同類性質
活動。
展覽以小型研討會及展板形式介紹校園網絡的應

(二）上海總會認捐一千三百五十萬元，於大學設立研
究及發展基金。大學將以該會之名為一幢新建築
物命名，以表謝忱。

用，內容包括校園訊息系統、校園電子郵件系統、如

(三）大學校董張煌昌先生認捐一千萬元，贊助設立香

何從國際電腦網絡INTERNET存取資料、電子參考資

港中文大學校友基金。大學並計劃於今年稍後積極

料、視窗應用、利用電腦檢索圖書館目錄、多媒體教

展開籌款活動，呼籲各地校友捐款支持校友基金。

學法、區域網絡、辦公室自動化、網絡保安、校園網

(四）香港邵氏基金會捐贈七百萬元，贊助醫學院內視

絡架及網絡發展前瞻。

鏡組之擴展計劃。

近年本校師生對電腦通訊的需求日殷，網絡設備
價格亦逐漸下降，中大遂於去年七月起，分期鋪設全

大學開設新課程

新的高效能校園網絡，以取代以往不同區域網絡之間
的低速傳訊聯繫。預計除工程大樓外，校園內所有的
區域網絡將於九三至九四學年開始前全面聯通。

大學教務會最近通過於下兩學年增設四項髙級學
位課程，兩項學士學位及一項深造文憑課程。

九三至九四年度
新網絡採用一種以光導纖維為主的Fibre Distributed
政冶與行政學哲學博士課程
Data Interface (FDDI)技術，把多座不同

建築物內的電腦系統聯繫起來。全校分成八個區域，
每區域設Zone Distribution Frame，而每座大樓內亦
有 Building Distribution Frame。位於碧秋樓之電

藝術哲學頓士課程
高級護理學深造文憑課程
九四至九五年度

算機服務中心則設有Campus Distribution Frame，

數學理學碩士課程

是總聯繫站。使用此新網絡，師生及職員不單可更快

物理理學碩士課程

速地從本地以至海外的資料庫存取資料，更可利用電

翻譯文學士課程

腦加強彼此間的資訊傳遞及交流。

體育運動科學教育學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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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敎育硏討會

講座敎授就職演講

教育學院於上月八日在崇基教堂及何添樓舉辦「
小學教育新挑戰」硏討會，廣邀教育界同人共同探討
當前之小學教育問題。與會人士逾三百。
會議由本校教育學院院長盧乃桂博士致歡迎辭，
並邀請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楊紫芝教授為主禮嘉賓。
此外，倫敦大學金匠學院教育學院院長基理教授更應
邀就小學教育之概念作主題演講。硏討會分四節進行，
討論範圍包括課程、學習目標、學生情緒問題、學校
管理措施、校本教師專業發展、學校行政電腦化，以
及課外讀物選擇等問題。

內科學系（腎臓學）講座教授黎嘉能教授於上月三

中大出版社新書

十日主持就職演講，講題為「飛越彩虹——醫學研究

大學教職員在富爾敦樓大學書店購買下列書籍，

的困擾及驚喜」。
黎教授首先概雄他對IgA腎病學的研究成果。他
說香港約三分之一腎病患者為IgA慢性腎病病人，其
中五分之一會於十年內出現腎衰竭現象。他採用人類
白血球作實驗，顯示出從IgA病人抽取的IgA會活化
白血球，並剌激放出氧基，引致身體組織受損。
黎嘉能教授接著匯報其臨牀診斷經驗，指出以傳
統西方醫療方法醫治慢性肝衰竭病者的腹水，效果不
理想。由此引發他與同僚開展研究，創出腹水透析超
濾法，將腹水抽出體外過濾後輸回人體 ， 過程需時甚
短，而效果殊佳，病人並不會感到不適，亦無血水不

可獲八折優待。
•曾佑和著：《中國書學史》（英文本），四百四十六
頁，精裝本，港幣四百二十元。
•蔡文儀編譯：《葉禱一賀雙卿的生平及詩作》（英
文本），二百五十六頁，精裝本，港幣二百四十
元。
•潘吉星著：《中外科學之交流》（中文本），五百九
十頁，平裝本，港幣一百九十五元。
•謝劍著：《連南排瑤的社會組織》（中文本），三百
四十頁，平裝本，港幣一百二十五元。

平衡現象，而其腎功能則逐漸獲得改善。

康克斯敎授述無重力狀態下液面非對稱性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著名數學家保羅康克斯教授
於上月廿九日應本校數學系邀請，假科學館L5演講室
講論液體在無重力狀態下的表面形狀。
康克斯教授的硏究集中於液體在容器內的表面形
狀，而這形狀是由液體的體積、容器的形狀、液體和
容器壁的接觸角和地心吸力所決定。數學上，這種關
係是由一條二階非線性橢圓型偏微分方程所描述。在
日常生活中，玻璃杯內的飲料、咖啡杯內的咖啡和浴
赶內的水的表面基本上都是平坦的，但在無重力狀態
之下，情形就大不一樣了。康克斯教授和史丹福大學
的羅拔芬教授合作，從數學上推導出結論：在某些圓

升空的哥倫比亞號穿梭機上進行實驗。該次在無重力

筒形容器內，液面會失去其對稱性而變得不平坦。他

狀態下做的實驗，證實了他們關於非對稱液體介面的

們利用電算機模擬，找出三個可能性，再於去年六月

發現，詳細的實驗結果現仍在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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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展覽前後

大學三十周年校慶活動接踵而
來，剛於三月底結束的校慶

覽資料、校對、宣傳...動員人力

未來的展望；共用展板近一百五十

之多，他一下子也不能盡數。

十面。開展的前一晚，委員會動員

籌備展覽過程還算順利。期間

了四十人到大會堂展覽廳佈置場地

儘管出現了一些小問題，如部分同

。大家齊心協力，不消三個小時，

雖然校慶展覽為期只是短短四

事未依時交稿、植字錯誤較多、部

近七百平方米的展場便佈置妥當。

天，但大學早於去年五月便成立展

分單位臨時增刪稿件等等；然而，委

晚上十時許，大家帶著輕鬆的心情

覽小組委員會，並於六月中著手各

員會終能於展覽前完成一切工作。

離開展場。

展覽，吸引了四千五百多名
人士參觀。

項籌備工作。該委員會召集人楊綱

展覽的內容十分全面：有校史

廿六日大清早，工作人員回到

凱教授笑說，初期委員會不過寥寥

敘述，學院、研究院和研究所的介

展覽廳作開幕前的最後準備。怎知

數人，及後實際工作展開︰邀請各

紹，入學及課程簡介，學生及書院

前一晚大會堂的電力供應發生故障

單位提供資料、尋找歷史性照片、

生活，校友事務動態，大學設施，

，當時尚未恢復正常，通往展覽廳

籌劃場地佈置、設計展板、製作展

校園攝影比賽得獎作品，以及中大

的門給鎖上了。那時離開幕禮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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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小時，大家一下子都不知如何

他們看校慶展覽

是好。幸而搶修及時，未幾電力回
復正常，大家才舒了一口氣。
工作人員剛準備就緒，參加開
幕禮的嘉賓即陸續到場，其中包括

為了解參觀者對校慶展覽的看法，本刊隨機訪問了一些參
觀者。他們各對展覽提出不同意見，但總括來說，都一致認為
參觀展覽後，加深了對中大的認識。

大學校董和社會賢逹。此外，從校
中學生︰

園開出的專車也準時到逹，載來了
大批的同事，為會場增添了不少熱
鬧氣氛。
十一時許，開幕儀式開始。高
錕校長及教育及人力統籌司陳祖澤
先生先後致辭，再與其他三位主禮
嘉賓簡悅強爵士、利國偉爵士，和

水準不錯，資料清楚，對自己有

女士甲︰
我是專程來看這個展覽的，因為
兒子準備於七月報讀中大統計學
系，我希望替他搜集些資料。展
覽無疑提供了基本的資料，但卻
欠缺較詳細的介紹，我得要找人
詢問。如有專人講解及派發小冊
子，效果更佳。

幫助。場內尚有工程學院、統計
系及地理系的電腦示範，可親自
試用電腦找出工程學院的資料，
或看一些統計分析，很是生動有
趣。

譚尚渭教授主持剪綵。剪綵完畢，
校慶展覽亦隨即開放予公眾人士參
觀。
統計四天展期的參觀人數，以
廿八日（星期日）最多，約有一千六

男士甲：
場内光線充足，明亮卻不刺眼，
十分適合細讀展覽資料。展板擺

百多名參觀者，次為廿七日。而穿

設適當，只是順著走，便可遍閱一

插於展覽中的醫療技巧、素描及書

切資枓。板與板之間距離寬闊，

法示範亦很受歡迎。不少參觀者對

即使人多了，也不覺擠逼。

大學出版社的攤位甚感興趣，即場
購書。
楊教授指出，是次展覽旨在讓
市民進一歩了解中大過去的成就，
以及未來的發展。觀乎參觀者的反
應，他認為目標已逹到了。繼在大
會堂展覽廳舉行校慶展覽後，展覽
小組委員會決定於五月至七月間，

女士乙(帶同兩小孩)︰
雖然我是順道經過進來看看，展
覽倒是十分吸引。部分原因我想
是親切感吧︰我丈夫十多年前舉
業於中大，久別回港，竟意外地
看到今天的中大新貌。不過，最
主要的原因還是內容精簡，並能
概括地勾劃出中大的過去、現在
與將來。

男士乙︰
圖片充足，圖表則略嫌太多，文
字解說不足夠。攝影比賽得獎作
品的擺放放置似乎偏僻了一點，
背向展覽大堂；要不是我準備多
繞一個圈，看看有何遺漏，定必
會錯過了這些得獎作品。

在太古、中環及觀塘地鐵站，置地
廣場，太古廣場和海運大厦，再作
小型巡迴展覽，以期讓更多市民認

小學生（十二歲）：

識中文大學。在校慶晚宴的當天，

我對中大沒甚認識，只是隨便來

即十月十六日，委員會亦安排了在

看看。我對敎育學院的介紹最感

兩位中年姐弟：

興趣。整個展覽，文字敘述似乎

我們是在報章上看到展覽的消

晚宴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多
擺一次展覽。楊教授希望接下來的

多了一點，有些資枓詳盡，但有

息，特來參觀的。因爲我俩已無

些卻又過於簡單，不甚連貫。

緣入請中大，能認識它多一點也

展覽也同樣成功。最後，他幽黙地

好。花了個多小時參觀後，我們

補充說，經過這次展覽，他終於明

覺得整體上不錯，書展與替人量

白為何要十年才辦一次大型校慶活

血壓的示範亦相當吸引。美中不
七十歲退休女士：

足的，是場地指示圖只有一幅，

動了；因為辦此類活動要花費許多

從事了敎育工作四十多年，我對

而且光是英文沒有中文，但一些

時間、精力與心血，籌辦人起碼要

專上敎育發展有著濃厚興趣。是

展板的内容，卻又只有中文而欠

休息十年，才可恢復過來，準備下

次展出圖片與文字易看易讀，比

英文，不知是甚麼原因。

一次的慶祝活動！

例恰到好處，誠爲優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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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函

敬啓者：
為祝賀香港中文大學三十周年校慶，中大中

《中大通訊》編輯先生︰
工科大樓面向崇基宿舍D座斜處，
天天在燒建築廢料。
據了解，校內有守則︰落葉斷枝及園
藝垃圾都應運走處理，並不就地焚燒。不
知校方有否根據守則與承建商訂協議，
以減少校園內的空氣污染？
尚祈轉達有關部門，至感！
數學系梁金榮
1993年4月26日
編者按︰本刊已將梁博士來函轉交建築處。該
處表示會採取適當行動，惟不擬另
函答覆。

文系會上月舉辦徵聯比賽。本人對詩詞對聯甚感
興趣，惟鑑於職別，無緣參賽。現特上函，欲借
貴通訊一角，愧表本人對徵聊雅興的支持。請恕
班門弄斧，枯腸劣作，敬希賜以斧削指正。
此謝
(一) 徵聯組︰(賀中大三十周年校慶，下聯首字必須冠以
大字為合。)

(上聯)
中原一脈，接白雲珠海，存神州絕學，三十載於茲，
堂廡已大，樹人已多，蔚成南國新天地。
(下聯)
大江南北，聘高原黃土，挽希望工程，千秋留萬世，

前鑑古人，後育來者，振興民族大中華。
(二) 創作組︰(楹聯，以中大建築物為題。)
其一︰國粹洋威，綜合思源田家炳，
中言外語，文化交流方樹泉。
其二︰書藏四庫，學博五車，飲譽華洋錢穆館，
畫盡西東，影透南北，天才橫溢自誠明。

科技委員會成員，任期至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卅一日止。

貢獻社會

‧音樂系紀大衞教授擭港督再度委任為演藝發展局成員，任

服務國際

期一年，由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系統工程學系林耀燊教授擭港督委任為工業敎育委員會成

‧大學副校長謂尚渭教授獲選為香港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
院主席，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精神科學系陳佳鼐教授擭港督委任為禁毒常務委員會
主席，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鄭振耀教授獲醫院管理局委任為醫院
管理委員會委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起生
效。

‧地理系楊汝萬教授獲港督再度委任為九廣鐡路局董事，任

‧電子工程學系高級講師程伯中博士獲港督委任為電子業訓

期一年，由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起生效。楊教授並獲大學

練委員會成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提名，出任大學及理工聯合招生辦法有限公司董事，任期

‧新聞與傳播學系講師梁偉賢博士獲港督委任為廣告公共關

由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起生效。
‧署理教務長廖柏偉教授獲大學提名，出任大學及理工聯合

係及出版業訓練委員會成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三年四
月一日起生效。

招生辦法有限公司轄下之財務及一般事務委員會成員，以

‧翻譯系講師莫詠賢博士擭港督委任為翻譯事務委員會

及香港考試局屬下之會考委員會成員，任期均自一九九三

成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年三月十九日起生效。
‧組織與管理學系講師呂蘇綺麗女士再度獲委為香港女童軍
‧大學校長高錕教授及香港亞太硏究所副所長劉兆佳教授獲
聘為香港事務顧問，由一九九三年四月起生效。
‧硏究院院長兼理學院院長楊綱凱教授獲委出任大學及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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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監（訓練），任期由一九九三年五月起生效。呂女士亦
獲委任為世界女童軍協會轄下之亞太區管理訓練委員會委
員，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六年。

教育資助委員會之成員，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三年四月一

(此欄資料由新聞聯絡處供給，所有稿件請直接

日起生效。楊教授並再度獲委為工業及科技發展局轄下之

寄往該處，以便登記及審核。 )

一九九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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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事項
新任校董
地理系黃鈞堯教授最近獲聯合書院院務委員會推

上行線︰
星期一至六：（兩班次）
上午八時三十分及八時四十分，由嶺南體

舉，出任大學校董，任期至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八日。

育館開出，往新亞書院。中途停大學體育

講座敎授就職演講
下列講座教授就職演講，歡迎同人出席。
心理學講座教授彭邁克教授五月廿一日主持就職

中心、潤昌堂、梁銶琚樓及聯合書院。
下行線：
星期一至五：（兩班次）
下午五時零五分及五時二十分，由新亞書

演講，講題為「陰陽之間：香港華人的身分」。講座

院鬧出，往火車站。中途停聯合書院、大

於是日下午五時假邵逸夫夫人樓LT6演講室舉行。
市場學講座教授李金漢教授六月四日主持就職演
講，講題為「解決本土問題與建立市場學理論」。講
座於是日下午五時假邵逸夫夫人樓LT6演講室舉行。

學行政樓及大學體育中心。
星期六：（一班次）
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開出，路線與上同。
星期日及公衆假期不收費校車停止服務。如有査
詢，請致電交通組，內線七九九零。

兩項研究資助接受申請
下列兩項研究資助計劃現接受申請：
(一）愛普生基金研究撥款（截止日期：九三年六月
一日）

(二）香港研究資助局之九四至九五年度硏究撥款
(截止日期：九三年九月四日）

聯合書院畢業禮
聯合書院將於六月五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邵逸夫
堂舉行九二至九三年度畢業禮，敦請立法局議員陸恭
蕙女士及書院校友會會長張煊昌先生任主禮嘉賓。禮
畢全體師生於聯合校園拍攝畢業照及舉行茶會。

有意申請上述資助之同人，請按指定規格填妥申
請表，交往富爾敦樓三零六室研究事務處。申請表、
填寫規格及有關指引，可致電研究事務處（內線七八六
五）索取。

保養維修撥六六六六
建築處保養組現已延長電話登記服務時間至晚上
十一時（星期一至星期日，公眾假期除外）。校內人士
如需保養維修服務，請撥內線電話六六六六，與該組

職員審議
大學日前已函邀各學系及部門主管，就有關甲類
、乙類及丙類服務條款職員之擢升事宜提供意見及舉
薦人選。此乃九二至九三年度第二次提請各部門舉薦
晉升人選，而經審議後獲擢升之生效日期為九四年一
月一日或以後。所有提名，請於九三年六月三十日前
送交行政事務委員會秘書譚壽森先生（大學行政樓二
零三室，內線七二六九），轉呈行政事務委員會及職工
事務小組委員會審議。
大學最近推行新措施，把職員之擢升審議，由每
年一次增至兩次。

敎職員暑期校車服務
大學為方便教職員上下班，於六月一日（星期二）

聯絡。

新亞書院校友會通告
新亞書院校友會定於七月卅一日下午三時舉行校友
會迎新茶座，向應屆畢業生介紹校友會之組織與工作計
劃。茶會地點為香港夏慤道十號和記大廈三樓獲多利
——詹金寳(遠東)有限公司貴賓膳廳，校友會已以公開
函件邀請應屆畢業生參加，費用全免。査詢及留座，請
聯絡會長葉漢秋先生（電話：六零六九三二九)。
為鼓勵應屆畢業生加入校友會，凡於八月卅一日
前入會者，可獲豁免本年度之年費（年費計算由每年
九月一日起至翌年八月卅一日止）。然會員亦可考慮
一次過繳納六百元，即可成為永久會員。
此外，九三年度下半年之午餐例會日期已編定為
七月七日、九月一日及十一月三日，地點仍為香港京

至八月卅一日（星期二）期間，提供不收費之教職員專

華酒樓。報名及查詢詳情，請聯絡召集人香樹輝先生

用班車服務，按下述時間及路線行駛：

(電話：七九八二九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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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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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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刊逢月中出版，下期截稿日期為五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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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6097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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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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