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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十月

大學消息
校慶活動
大學三十周年校慶，十月中至十一月舉行之主要活動如下：

「珠圓月朗會群賢」校慶晚宴

中大開放日
日期：十一月二十及廿一日

日期：十月十六日

CUHK Newsletter

時間：晚上七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法國波曼功能性耳部顯微手術及「香港耳瓣」
在開放式乳突手術應用研習班

三十周年校慶講座：模糊邏輯與軟電算科學
——原理、應用及前景

日期：十一月廿二至廿六日
地點：威爾斯親王醫院
主辦單位：外科學系

講者：模糊邏輯創立者，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
Prof. Lotfi A. Zadeh

三十周年校慶講座：天賜良「圓」—

—碳六十

講者：英國塞撒斯大學化學及分子科學學院
Prof. Harold W. Kroto

日期：十月廿六日
時間：下午四時三十分
地點：邵逸夫堂

日期：十一月廿三日

主辦單位：工程學院

時間：下午四時三十分
地點：逸夫書院大講堂
主辦單位：理學院

田家炳樓正式啟用
本校於上月十日舉行田家炳樓
啓用儀式，由港督彭定康先生、田家
炳先生和高錕校長主禮。
田家炳樓位於校本部，毗連大
學圖書館，樓高十一層，總面積達九
千平方公尺，其中兩層爲大學圖書館
的新翼，另設有語文硏習進修中心，
幫助學生以自學形式學習外語。該樓
亦容納多個促進學術交流的機構，包
括港美學術交流中心、香港亞太硏究
所、學術聯繫辦事處和大學服務中
心。
港督在典禮上讚揚這些機構的

炳樓的落成，紓緩大學各部門對敎硏

鼎力支持。田先生爲本港著名工業

工作，指出它們促進知識的自由交

地方的急切需求，有助大學維持優良

家，田氏化工廠有限公司董事總經

流，有助消除誤會和恐懼，對香港社

的敎硏質素。

理，平素熱心敎育事業，去年慨捐港

會和學術界都十分重要。
高錕校長亦在會上表示，田家

大學將新廈命名田家炳樓，乃
爲感謝田家炳先生對本校學術發展的

幣二千五百萬元贊助本校發展學術硏
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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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再次囊括兩大划艇賽冠軍
九三年度香港兩大划艇賽於上月

兩大划艇賽始於一九八七年，由兩

十九日在沙田城門河舉行，中大男子

大學生共同籌辦，旨在提高兩大運動員

外，更堅持跑步及利用划艇機增強體

划艇隊擊敗對手香港大學隊，連續三

之划艇技術水平，以及增加社會人士對

能。雖然是次參賽隊員大部分爲新人，

年獲得冠軍，永久保有冠軍獎盃(寶礦

該項運動之認識和興趣。本年度賽事分

但由於準備充足，士氣高昂，故能再次

力盃）；而女子隊亦連續第四年奪

男子四千五百公尺八人有舵和女子一千

囊括各項賽事冠軍。

魁。此外，第二屆恒生銀行大專生邀

五百公尺四人有舵兩組進行。中

請賽盃，亦爲本校划艇隊奪得。

大划艇隊爲應付本屆賽事，早於

中醫藥電腦數據庫會議

五月底已開始訓練，除每週之實地練艇

裘槎基金會資助
四項研究計劃
裘槎基金會理事會最近通過撥款
港幣二百八十九萬餘元，資助本校四
項科硏計劃。
(一）化學系陳建成博士主持之
「非橋聯銠 (II)及銥 (II)雙金屬二聚
物的合成和性質」硏究計劃，獲撥款
六十八萬元。
(二）物理系楊綱凱敎授主持之
「冬季寒潮的數値模擬硏究及其對華

本校中藥硏究中心於上月十二至

協作硏究及探討接連電腦網絡等問

南天氣預報之應用」計劃，獲撥款四

十五日主辦「中醫藥文獻電腦數據庫

題。工作小組總部設於本校中藥硏究

十萬元。

工作會議」。學術會議假祖堯會議廳

中心。

舉行，而電腦示範則於該中心進行。

出席會議的專家三十多位，包括

會議由加拿大國際發展硏究中心贊

本校張雄謀敎授及畢培曦博士，台灣

助。

國立中國醫藥硏究所陳介甫所長，中
該會議爲中、港、台的中醫藥電

國中醫硏究院原思通所長、丁繼華所

腦庫專家的首次聚會，有助促進中醫

長和吳楠成敎授，國家醫藥管理局李

藥文獻的搜集及傳播。三地學者在會

士久所長，福建中醫學院杜建院長，

上介紹其電腦庫之專長和功能，並成

以 及 美 國 國 家 醫 學 圖 書 館 D r . Richard

立工作小組，統一中醫藥詞彙，開展

Hs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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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藥理學系關耀華博士主持之
「豚鼠竇房結單細胞外ATP激活的離子
通道之特性硏究」計劃，獲撥款一百
卅二萬四千元。
(四）兒科學系歐漢文敎授主持之
「缺鐵及地中海貧血紅細胞對抗惡性
瘧原蟲的保護機制」硏究計劃，獲撥
款四十八萬七千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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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成立
中國文化硏究所最近獲大學批准設
立當代中國文化硏究中心，成爲所內第
五個單位。該中心之硏究範圍包括︰

(三）中國與其他受西方衝擊之國
家的現代化過程之比較。

及哈佛大學李歐梵敎授於明年一月及
四月主持。此外，該中心計劃於九四

該中心已邀請旅法著名戲劇家高

至九五年度舉行「理想主義與現代中

行健先生於本月十七至卅一日來訪，

國」學術硏討會；於九五年與德國波

變遷的硏究，並藉以形成新的理論體

其間將主持三次有關現代戲劇之討論

恩大學中文系合辦「現代與中國」國

系和歷史解釋方法。

會，並於十月廿九日（星期五)與中心

際學術討論會。

(一）中國近現代發展和基層社會

(二）中國文化的現代性轉型，包

硏究員劉小楓博士共同主持首次「冼

除獲大學撥款支持外，該中心

括中國文化和現代化關係、中國民族

爲堅當代中國文化講座」。冼爲堅講

獲冼爲堅先生及逸名士慷慨捐助經

主義、啓蒙運動、文化革命等硏究；

座第二及第三講（該次與英文系合

費，並將繼續向外界及基金會爭取

辦）分別由該中心硏究員金觀濤敎授

資助。

「現代性」的硏究亦將進行。

美國工管碩士到中大取經

貢獻社會
服務國際

七十名於美國南加州
大學攻讀行政人員工商管
理碩士課程的學生上月來

兒科學系阮文賓敎授獲港督委任爲
愛滋病顧問委員會委員，任期一
年，由一九九三年八月一日起生
效。

港，參加本校亞太工商硏
究所舉辦的亞洲高級管理
課程。
該課程爲期六天，是中
大與南加州大學的一項合作
計劃，目的是爲該校硏究生
提供訓練，加深他們對香港
及亞太區工商業前景和管理
運作的認識。

到廣州的中外合資機構實地考察。
該課程除由本校工商管理學院講

該課程於上月六至十一日舉行，

師授課外，十八位來自港穗工商界不

內容包括講座、個案硏究及小組討論

同行業的資深行政人員，亦應邀主講

等，以探討中國的經濟趨勢，學員並

香港及中國工管實務。

三十周年校慶紀念電話卡
本校三十周年校慶紀念
品小組委員會聯同香港電訊推
以誌大學創校三十周年。
香港電訊將其中一千套
電話卡捐贈予大學。捐贈儀式

音樂系講師曹本冶博士應邀出任市
政局香港博物館名譽顧問，任期兩
年，由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起生
效。

於上月廿八日舉行，由本校副
校長曁三十周年校慶籌劃委員
會主席譚尙渭敎授，及三十周
年校慶紀念品小組委員會召集
除二千套供敎職員經單位主管預

系統工程學系林耀燊敎授獲嶺南學
院邀請，擔任該學院商業電腦學系
諮詢委員會委員，任期兩年，由一
九九三年九月一日起生效。林敎授
亦獲委爲一九九三年總督工業獎之
生產力獎評審委員會委員，任期由
一九九三年九月廿八日起生效。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講師余德新醫生
應邀出任廣東省預防醫學會名譽理
事，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三年八月
起生效。

出一萬套珍藏版校慶電話卡，

人陳佳鼐敎授代表大學領受。

化學系麥松威敎授獲委爲中國科學
院福建物質結構硏究所結構化學國
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委員，任
期三年，由一九九三年七月起生
效。麥敎授亦獲委爲中國《高等學
校化學學報》編委會委員，任期五
年，由一九九三年十月起生效。

訂外，該款電話卡現有一千套於富爾
敦樓地下紀念物品銷售處發售。

(此欄資料由新聞及公共關係處供給，
所有稿件請直接寄往該處，
以便登記及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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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事項
新任講座教授
訊息工程學講座敎授
大學委任李東敎授爲訊息工
程學講座敎授，由一九九三年八
月十八日起生效。
李東敎授在台灣國立成功大
學修讀電機工程，一九七一年畢
業，獲授理學士學位。隨即負笈
美國，先後於一九七六及一九七

李達三敎授

饒美蛟敎授

高瑞齡敎授

周昌敎授

劉殿爵敎授

楊汝萬敎授

劉述先敎授
秘書葉顏文慧女士

邵逸夫堂管理委員會
新一屆邵逸夫堂管理委員會任期三年，自本年七月一日
起生效，成員名單如下：

七年取得布魯克林紐約理工學院

主席招大維先生

(現名布魯克林紐約理工大學)的

委員陳尹璇先生(建築處)或其代表
游子文先生(學生事務處）

理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學位。

楊元富先生(考試組）

其後，他加入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貝爾實驗室工作六
年，於八三年轉往新澤西州摩爾斯郡貝爾通訊硏究室，發明

郭許舜莉女士 (新聞及公共關係處）

了許多分封交換系統。李東敎授一九九一年獲紐約理工大學

吳欣蓓女士 (中大學生會）

聘任爲電機工程學講座敎授，並於貝爾通訊硏究室兼職硏究

謝天懋先生(學術聯繫辦事處）

員，至今夏加入本校服務。

包黛詩女士 (音樂系）

李敎授爲Sigma Xi學會會員和電機及電子工程師學會

方梓勳博士 (翻譯系）
黃維樑博士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資深會員；其硏究興趣爲分封交換系統、系統性能分析，以
及關係資料庫理論和系統等。

秘書蔡錫昌先生

李敎授已婚，有一子一女。

教職員子女本地教育津貼

家庭醫學講座敎授
Prof. Wasley Earl

隨政府最近調整公務員子女本地敎育津貼，大學自一九

Fabb爲家庭醫學講座敎授，由一

九三年九月一日起，亦相應修訂敎職員子女本地敎育津貼之

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起生效。

最高津貼額如下：

大學委任

Prof. F a b b 於 墨 爾 本 大 學 習
醫，一九五五年獲授內外全科醫

小學——每年二萬三千一百七十五元
中學——中一至中三：每年三萬八千四百元

學士學位。一九五六年受聘於皇

中四及以上：每年三萬六千零卅八元

家墨爾本醫院，隨後曾任職於澳

敎職員子女如就讀中四年級或以上者，其應繳之「基本

洲多家醫院，積累了廣泛的醫療
經驗。一九七九年，Prof. Fabb以加拿大英聯邦訪問學人身

收費」，亦由每年二千五百五十元增至三千一百五十元。
查詢請電人事處(內線七二九二）。

分，出任加國多所著名大學之家庭醫學或社區醫學系客座敎
授；九零年更任香港大學內科學系客座敎授。

日本經濟講座

Prof. Fabb爲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及英國皇家全科醫學

日本國際基督敎大學經濟系敎授Dr. Shigeru Ishiwata應

院之院士，並爲數所其他學院之榮譽院士。加入本校前，他

崇基學院及日本硏究學系邀請，於下月一日下午三時假何添

在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擔任敎育與考核方面之要職，包括家

樓G7室舉行講座，以英語討論日本戰後的宏觀經濟表現和

庭醫學計劃之全國敎育主任、考試統籌主任及考試硏究曁發

勞動力。Dr. Ishiwata是傑出的宏觀經濟學者，其硏究及敎學

展主任。他並同時兼任蒙納殊大學社區醫學系名譽臨牀副敎

範圍主要在國家收入及經濟發展。講座詳情可電內線六四六

授，以及墨爾本艾爾弗雷德醫院急症部門之客座醫師。

六查詢。

Prof. Fabb已婚，有子女六名。

崇基學院四十二周年校慶

研究委員會
硏究委員會九三至九四年度之成員名單如下：
主席楊綱凱敎授
委員張樹庭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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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四十二周年校慶典禮定於本月廿九日上午十一
時三十分假該院禮拜堂舉行，並邀請基督敎香港崇眞會區牧

麥松威敎授

周天和牧師作主講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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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校友會則於翌日假崇基敎職員聯誼會舉辦校友日聚
餐，特爲畢業十年、二十年及廿五年之校友慶祝，歡迎歷屆

三個公開講座和參與書院活動。活動詳情可電內線七五八一
查詢。

校友參加。

美國研究資料館啓用
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國際研討會

港美學術交流中心的美國硏究資料館已於上月十五日啓

崇基學院將於十二月九至十一日假該院舊學生中心舉辦

用，開放時間如下：

中國敎會大學歷史文獻國際硏討會，以聯繫國內外學者及對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中國敎會大學歷史硏究有興趣的人士，互相交流現時各大學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停止開放

檔案資料之分布及儲藏狀況，並分享彼此的硏究心得。與會
者來自中、港、台、美、加等地，亦歡迎校內敎職員和學生
參加。查詢可電吳梓明博士(內線六五二五或六四七七）。

該資料館位於大學圖書館地庫，並由大學圖書館系統負
責日常運作。
該館藏書包括美國圖書館贈送之書籍八千冊，以及美國
南卡羅來納大學占士•馬利威特敎授送出有關威廉•福克納
與其他美國南部作家之著作二千五百冊。

聯合書院卅七周年院慶
聯合書院定於本月廿二日慶祝書院成立卅七周年。院慶
典禮於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假邵逸夫堂舉行，院慶生日會及醒
獅表演則於典禮完成後在聯合校園進行。歡迎書院同人和學
生參加。

校園内豢養貓狗守則
保安組提醒在校園內豢養貓狗之人士，在宿舍區域飼養
動物乃受香港政府之《狗貓條例》及《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所管制，觸犯該等法例可能招致罰款及監禁。
該等人士應爲本身利益及校園安全設想，恪守法例，適

聯合「到訪傑出學人」

當約束寵物，尤須遵守爲狗隻領取牌照及注射預防瘋狗症疫

倫敦大學學院英文系講座敎授兼英語運用硏究中心主任
Prof. Sidney Greenbaum應邀出任聯合書院本年度首位「到
訪傑出學人」。他將於下月十四至廿五日訪問聯合，並主持

苗之條款。
欲獲取有關法例的資料，可致電保安組查詢（內線七九
九八）。

中大出版社新書
大學敎職員在富爾敦樓大學書店購買下列書籍，
可獲八折優待。
•高黃美芸序：《人傑地靈》，一百廿八頁，精裝
本，彩色圖片逾百幀，港幣二百九十五元。
•吳倫霓霞編：《邁進中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三
十年》，三百一十四頁，精裝本，港幣一百五十
元。
• D a v i d Flux著，David G. Smith修訂：《香港稅務：法
例與實施說明1993-94年版》（英文本），六百六
十四頁，平裝本，港幣二百元。
• D a v i d Flux著，David G. Smith修訂，謝孝衍譯：《香
港稅務：法例與實施說明1993-94年版》，五百卅
六頁，平裝本，港幣二百元。
•王潤華、何文匯、瘂弦編：《創作與回憶》，一百
八十頁，平裝本，港幣六十元。
•畢志樹、鄭國揚、李泰輝編著：《廣東大型眞菌
誌》（英文本），七百五十頁，精裝本，港幣九百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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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點滴

榮獲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
榮譽人文科學博士銜

饒宗頤教授退而不休
早於去年，索邦硏究院當局已通知饒敎授，準備頒予他一個獎項，只是沒
有說明詳情；而饒敎授亦沒有著意去了解。
到了本年九月，索邦正式來函通知，饒敎授才知道獲頒的是榮譽人文科學
博士學位。對於曾獲獎無數的饒敎授，這個榮銜有否特殊意義？是次獲獎的心情
又是如何？
饒敎授笑道：「當然是高興。法國索邦的地位等同牛津及劍橋之於英國，
它於建校一百廿五周年才設立榮譽人文科學博士學位，而自己又是世界上第一人
本校榮休講座敎授饒宗頤敎授，
最近獲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頒授該院
歷來第一個榮譽人文科學
博士學位。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乃

獲此榮譽。」
七十七歲的饒敎授，出身書香門第，曾受中國傳統嚴謹學術訓練。他與法
國的淵源甚深。一九五六年，饒敎授第一次到法國參加漢學會議，與會期間，他

歐洲歷史最悠久的學術機構之一，

把他的《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贈予當地學者。他們閱後，又是佩服又是驚

所頒授之博士銜均稱國家博士學位。

訝，將此書列爲道敎敎材。自此饒敎授漸受法國漢學界的重視。一九六二年，他

該院於今年慶祝建校
一 百 廿 五 周 年 ， 並 將 兩 個 博 士

榮銜頒予國際知名學者。
一爲饒敎授，另一爲波士頓
哈佛醫學院的Prof.

Arthur

Pardee。

饒敎授治學博综，文、史、哲多方
面，以至藝術的造錯均極深厚。
他於敦煌學和甲骨文方面的
研究成果，填補了海外漢學界的
空白，而「當今漢學界
導夫先路的學者」之譽，
他更是受之無愧。
《中大通訊》特此造訪饒敎授，
請他暢談獲頒榮譽之感受。

獲法國法蘭西學院（Institute de France)頒授「漢學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此後，多次赴法從事硏究工作。
饒敎授七三年加入本校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任敎，七八年榮休，隨即受聘到
巴黎，在索邦高等硏究院宗敎部任敎一年，講授「中國古代宗敎專題」。回港
後，繼續擔任中國文化硏究所名譽高級硏究員，八二年再應邀爲藝術系名譽講座
敎授。以退而不休來形容他，最是合適。饒敎授同意地表示，他天生喜愛探索問
題，而且是愈難愈感興趣；這是促使他不斷硏究的原動力，他是從未想過要停下
來的。饒敎授更補充：「退休後的十多年才是我的黃金歲月，沒有日常工作與行
政事務的枷鎖，時間全由自己支配。這些日子所從事的硏究，成果比過去的大多
了。」
愈難愈想鑽硏，只是部分地解釋了饒敎授挑選冷門硏究題目——甲骨文及
敦煌學——之原因。其實饒敎授早年是從事古代史硏究的，顧頡剛先生還約定他
主編《古史辨》第八冊，後來他的觀點改變，沒有完成；而甲骨文是硏究古代史
的重要原始資料，可塡補古史的不足，饒敎授遂傾全力以赴，希望能解決一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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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史實問題。
至於敦煌學的硏究，則純屬偶然。八十年代以前，國內關於敦煌學的硏究
幾乎是一片空白；反而不少法國、英國及日本的學者，十分熱衷這個課題。饒
敎授在法國從事硏究時，主要即利用歐陸所藏敦煌經卷；關於敦煌的珍貴文
獻，成書已有若干種，成績卓著。他多年來參加海內外敦煌學的學術工作，曾
在本港主持敦煌吐魯蕃國際討論會，復爲《九州學刊》主編多期敦煌學研究專
號。新亞書院剛於八月成立敦煌硏究中心，大力支持饒敎授的硏究工作。饒敎
授希望通過中心，每年邀請最少兩名國內學者來港，藉交流合作，帶動年靑敦
煌學者的硏究，從而達到把硏究資料系統化的目標。
饒敎授年逾古稀，仍要應付十分繁重的硏究工作，他是如何分配作息時
間，以保持充沛精力的呢？饒教授說：「我從未爲自己定下一個時間表，大多
是依興趣而工作。本來我是打算每天晚上九時半就寢的，但每每因應酬而延
誤。無論如何，我必於凌晨三時半起牀，工作兩、三小時，再稍事休息。至於
睡眠時間，我想每天也有五、六個小時吧。」饒敎授並表示，他向來沒有運動
習慣，只是偶然打坐，但健康卻很好；究其原因，他認爲除了禁除煙酒外，就
是經常動腦筋鑽硏學問之功了。「或許我寫字作畫也有點幫助吧。」
饒敎授書畫俱佳，年少時已對寫字作畫產生濃厚興趣，可能是在家受到薰
陶所致。現在他每星期作畫一至兩次，但不斷有朋友請他題字，使他「債台高
築」，只好慢慢淸還。饒敎授近年平均每年開一次書畫展，今年十一月他將應
邀首次在廣州舉行書畫展，同時接受廣州美術學院頒授榮譽敎授銜。展覽揭幕
後，他即要趕赴法國領受他的榮譽學位。
追問饒敎授他的家人與朋友有沒有爲他慶祝是次獲獎，他笑說：「說眞
的，得獎沒有甚麼大不了，不過是提示自己反省一下，哪些做得好，哪些還要
改進。我的家人並沒有把這視作一件隆重的事，倒是中國文化硏究所所長陳方
正博士及該所的同事請我吃飯慶祝。」最後，筆者再次恭賀饒敎授；與他握手
道別時，發覺他的手柔軟之中帶有剛勁，想必是經常練字與作畫之功。

中大卡拉OK大賽九三
由中大職協主辦的「中大卡拉OK大賽九
三」已圓滿結束，電子計算學系楊浩輝博士
以一曲「准我再一次」奪得金獎。銀獎得主
爲科學館吳文生先生，參賽歌曲爲「把根留
住」；銅獎則由電算機服務中心陳耀峰先生
和吳文華女士合唱「長流不息」而獲得。
是次比賽，同人踴躍參加，經初賽後，
選出十五個參賽者或組合，於上月十一日假
邵逸夫堂決賽。決賽當晚，參賽者以精湛歌
藝迷醉了台下觀眾，亦苦了由黎小田先生、
陳佳鼐敎授和陳永華博士組成的評判團。他
們好不容易才定出金、銀、銅獎的得主。
大學校董張煊昌先生及社會名人劉坤銘
先生應邀爲大會嘉賓，頒獎予各得獎者。
當晚壓軸項目爲幸運大抽獎，獎品豐
富，同人均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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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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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須輸入中大校園電子郵件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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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徽、校訓大檢閱

中文大學
於校本部工作的同人相信對中大的校徽最熟悉不過了，因
爲科學館銘澤樓面向圖書館的外牆嵌了一個巨型校徽，從老遠
就看得見，絕對錯過不了的。
這個校徽是前大學副校長鄭德坤敎授於一九七八年捐款
港幣七萬元建造。爲求較佳效果，採用浮雕設計，惟因當時
香港缺乏技術人才，所以要到西班牙訂製，再運回中大，一
片一片地嵌上銘澤樓外牆。
根據《中文大學校刊》第一卷第一期記載，中大於六三
年十月成立以來，不少熱心人士提出關於大學校徽的意見。
大學校徽校袍設計委員會經過愼重考慮，最後決定採用以鳳

環顧香港專上院校，中大的校徽和校
訓數目最多。原因是中大施行書院制度，
四所成員書院各有校徽和校訓，標榜其獨
特精神和主張。
身為中大的一分子，你又可認識所有
的校徽和校訓？
際此三十周年校慶，讓我們重溫一下
當年的設計意念和創辦人在選取校徽校訓
時所抱持的教育理想。
這樣既可使後來的同事多了解早年興
學之士對中大的期望，更可讓我們鞭策自
己為發揚創校者的理想而繼續努力。

爲標識的金紫相間的校徽。
選擇鳳，取意在香港位於東亞的南方，而鳳正是南方之
鳥，生於東方君子之國。此外，鳳代表高貴、美麗、忠信、
威武……它的出現就是天下安寧的跡象。決策者希望以鳳作
校徽的中大，能夠培養有學問有操守的人士，憑著他們的努
力，使社會趨於富強，人民安居樂業。據說到時那些久已絕
跡人間的鳳，會聯群結隊，重演「鳳凰來儀」。
至於紫和金色的意義，據校徽校袍設計委員會解釋：
「紫色歷來都給東西兩方看作王者之色，它表示虔誠和忠
實。金色予人以濃厚的追求學術氣氛和燦爛前途的感覺，它
也象徵著毅力、意志和決心。」
至於校訓的選取，當年三所書院的中文系分別提出建
議，由校徽校袍設計委員會決定。結果，於六四年初通過採
用新亞建議的「博文約禮」爲校訓。
「博文約禮」爲孔子的主要敎育規訓，其言載於《論語》：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知識深廣謂之「博文」，遵守禮儀謂之「約禮」；意謂
知識學問的探究範圍務求廣大，而應用及實踐鑽硏所得，則
須以禮爲依歸。「博文約禮」充分反映了本校德智並重的敎
育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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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
崇基學院的校徽出自大秦景敎流行中國碑碑文頂的圖
案，並加上「崇基」兩字及校訓「止於至善」。
崇基秉承中國基督敎大學之敎育傳統，其校徽也帶有濃

新亞書院

厚的宗敎色彩。首先，「崇基」兩字包含「尊崇基督」的意
思，而校徽上的十字架則象徵基督敎誨，旁邊的祥雲爲聖
靈，底下的蓮花則象徵佛敎。
整個校徽的含意爲西方宗敎敎誨與東方信仰會合，並獲
聖靈庇祐。
此乃該院於創校翌年(一九五二至五三年度)舉辦的校徽
設計比賽的冠軍作品，由經濟系學生梅戈鴻設計，崇基學院
自五四年開始使用該設計
作校徽。
然不知自何時起及爲
何因由，校徽從長方形改
爲盾形。據說是隨大學校
徽爲盾形之故。
崇基校訓「止於至
善」，出於《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新亞書院的校徽呈圓形，上書書院的中英文名字及校訓
「誠明」。
據新亞校友黃建業先生說，新亞早年曾舉辦校徽設計比
賽，冠軍作品爲文史系黃祖植所設計，後獲正式採用。設計
意念出自孔子問禮於老子並持白鴿作見面禮的故事，反映出
新亞宣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創校精神。
新亞書院創辦了六年，才決定用「誠明」作爲校訓。誠
明見於《中庸》：「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
也。」又說：「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誠則明
矣，明則誠矣。」
書院創辦人錢穆先生於一九五五年《新亞校刊》第七期
解釋：「誠字是屬於德性行爲方面的。明字是屬於知識瞭解
方面的。誠是一項實事，一項眞理；明是一番知識，一番瞭
解。我們採用此兩字作校訓，正是我們一向所說，要把爲學
做人，認爲同屬一事的精神。」

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錢先生更指出，如能言行合一、人我合一、物我合一、

相信是由學院創辦人李應

天人合一，便懂得眞實完善地做人，亦是《中庸》所謂誠則

林博士、何明華會督及歐

明，明則誠的道理。

偉國先生所選取的。
止於至善，意謂做到
最好，詞簡意深，是大學
之道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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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
聯合書院的校徽亦採用圓形設計，內有書院中英文名字

逸夫書院

和校訓「明德新民」。圖案則以書和火炬爲主題。聯合書院
並沒有關於校徽設計的文獻，所以得憑各人的想像力去推考

逸夫書院的校徽由中大出版社馬桂鴻先生設計，採用永

其代表的意義了。
聯合書院校訓「明德新民」亦是出於《大學》，只是宋

恆的盾形，下托以絲帶。該院院長陳佳鼐敎授表示，既名

代大儒朱熹作《大學章句》引程子之說，將「親民」的

「逸夫書院」，一定少不了書，於是以書本圖案托起校訓
「修德講學」。

「親」字改爲「新」字。

校徽上有大小書本共六冊，不知與書院創辦人邵逸夫爵

中文系楊鍾基先生曾於另一刊物解釋聯合校訓，指出朱
熹肯定人本來是具有光明的德性，以及成就偉大人格的可能

士家中排行第六有沒有關係？

性和可塑性的。然而「明德」有時由於私欲的蔽障和環境的

至於校訓「修德講學」則由該院籌備委員會選取。

薰習而昏昧不明，只有透過敎育才能光大本來具在的「明

該委員會認爲學問與德行同樣重要，孔子於《論語•述

德」，成就偉大的人格。在儒家的理想，偉大人格的成就並

而》中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

不止於人的修養和一己的通識博知，而在推己及人，自明其

不能改，是吾憂也。」說明如不修德無以居仁由義，不

明德之後，進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在投入大我之中成就小

講學無以溫故知新。能做到修德講學，已接近成爲君

我，「明明德於天下」。這便是「新民」的道理。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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