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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善衡工程學大樓正式啓用
本校於上月十二日舉行何善衡工程學大樓啓用儀式，
由港督彭定康先生主禮，出席嘉賓包括何善衡慈善接金會主
席何子焯先生、大學副監督簡悅強爵士及林李翹如博
士。
何善衡工程學大樓位於校本
部，坐落大學道與崇基路交界，由
本港著名建築師何弢博士設計，樓
高十層，供工程學院及其屬下學系
使用。大樓除容納辦公室及演講室
外，還設置了全東南亞最先進的電
訊、電子及電算科學實驗室。

大學將新廈命名何善衡工程學

高錕校長在典禮上表示，科技
發展是保持社會繁榮的重要因素，
本校工程學院會積極開拓科技新領
域，並與工商界緊密合作，使未來

大樓，乃為感謝何善衡博士多年來對
本校各方面發展的鼎力支持。何博士
為本港銀行界巨擘，平素熱心公益，
去年以何善衡慈善基金會名義慨捐港

科技能爲本港市民謀福祉。

幣四千萬元成立「何善衡教育基

工程學院亦於同日開放多個實
驗室供來賓參觀，又展示該院多項

金」，供本校延聘客座敎授、促進醫

尖端科硏計劃和成果。

學敎育和學術硏究之用。

本校獲贈一千八百萬元成立研究基金
本校最近獲信興敎育及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慷慨捐贈港

樓命名爲蒙民偉樓。新樓樓高十三層，位於李卓敏基本醫學

幣一千八百萬元，成立「信興硏究及發展基金」，以資助科

大樓之東北，定於九六年落成，將容納生化學系及藥劑學系

硏工作，並改善敎學設施。

辦公室’並設有多間設備完善的演講廳、敎室及實驗室。

捐款爲誌信興機構成立四十周年，其中三百萬元撥作
工程學院開發及推廣中文電腦
開放操作系統之經費。
高錕校長在捐贈儀式上表
示，該基金創辦人蒙民偉博士
多年來資助本校活動，先後捐
贈多項獎學金，又贊助成立
「蒙國平計算機通訊實驗室」
及「聯合國學人培訓計劃」。
而是次捐贈，將有助本校推動
工科以及其他學術硏究。
爲表揚蒙博士對中大的貢
獻，本校特以籌建中之科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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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司庫獲授英帝國官佐勳章

出版社獲香港印製大獎比賽優異獎

一九九四年元旦女皇授勳名單去年底公布，本校司庫
林李翹如博士獲英帝國官佐勳章(OBE)。
林博士自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起出任大學司庫。

丘成桐教授獲數學大獎
數學系丘成桐敎授獲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本年度
Crafoord數學大獎，以表揚他在微分幾何學的成就。
頒獎儀式訂於本年九月舉行，與丘敎授一倂獲獎的還
有牛津大學數學家Simon Donaldson。
據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丘敎授獲獎是因爲他在微分
幾何學的非線性硏究取得非凡成就，有助太空黑洞現象的硏
究。
中文大學出版社去年出版的《人傑地靈》及《中國書

該學院每年除頒發Crafoord數學大獎外，亦負責頒發
物理學、化學和經濟學諾貝爾獎。

學史》，最近獲頒香港印製大獎比賽之優異獎。
「香港印製大獎比賽」爲本地出版界及印刷業一年一
度的盛事，由香港出版學會及香港印藝學會合辦，從香港

中國城市建築國際研討會
本校建築學系及規劃與發展硏究中心上月四至六日舉

出版或印製之刊物中，選出在設計及製作等方面有優異表
現者，頒予獎項。是項比賽已舉辦五屆，而本校出版社的
書籍亦連續五屆獲授獎項。
《人傑地靈》爲圖片集，紀錄本校校園景色和生活。

辦「一八九八至一九三七年間中國城市建築的發展」國際

有關該書介紹，請參閱本刊九三年八月號「人傑地靈」一

硏討會。
十一位來自中國、台灣、香港及澳門的學者，共同探
討本世紀初的中國建築發展，並就國內多幢受西方建築槪

文。
《中國書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由中

念影響的建築物，發表硏究報告。此類建築物，或開闢了

國著名書畫家曾佑和博士以英文編撰，詳細描述中國六種

新用途，或引入先進建築技術，或採用新的建築材料。它

主要書體的源流、演變和發展，書中加插歷代名書法家的

們包括高層商廈、百貨商店、工廠等。與會人士亦關注現

墨蹟圖片，以供參證，書末附有中英對照的人名索引。

今中國城市建築的巨變。

逸夫書院六周年院慶
逸夫書院上月十二日假書院大講堂舉行六周年院慶典
禮，觀禮師生及嘉賓逾二百人，本年度邵逸夫爵士傑出訪問
學人費孝通敎授亦應邀出席。書院校董會主席馬臨敎授、院
長陳佳鼐敎授、學生會代表及校友會代表分別致辭。會上並
頒發學業優異獎。
典禮在切餅儀式後告一段落，出席者移步書院低座活
動室，參加茶會，暢敘一番。
該院學生會且於一月廿七日至二月四日，舉辦系際比
賽、夜話、千人宴及市集等院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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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教授到訪逸夫書院

共創明天計劃
重建家園 發展社區
香港人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出外吃一頓飯、唱卡
拉OK，甚至旅遊，都成為我們的生活模式。但是，你又
有否想過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的困苦朋友呢？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敎授費孝通敎授應邀爲逸夫書院
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邵逸夫爵士傑出訪問學人，於上月十三
日主持公開講座，以「近年來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幾個階
段」爲題，從宏觀角度有系統地探討這個當前中國經濟的重
要課題。費敎授並於一月十四日的書院學術聚餐主講「由生
態硏究到心態硏究」。
費孝通敎授爲世界著名社會學家兼人類學家，一直致力
建設中國社會學及人類學，並積極投入社會，就各種政策提
供意見。他是少數能夠結合理論與實踐，並能兼顧專門硏究

原來當我們正享受著許多方便和舒適的同時，在世
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朋友，他們與我們一樣每天辛勤工
作，卻長期活在極度貧乏中：缺乏清潔食水、衞生醫療設
備不足、傳染病叢生、小孩失學等。
他們的生活朝不保夕。
參加香港世界宣明會的「共創明天計劃」，你可以
為這些無助的人重建家園，發展社區，提供房屋、學校、
水利工程、醫療護理、環境保護、農牧訓練、領袖培訓
請與我們群策群力，幫助他們自力更生。捐款請寄
往九龍大角咀晏架街四號麗華中心二樓，香港世界宣明會
收。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世界宣明會」，凡捐款港幣一百
元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扣減稅項。
如有任何問題或需査詢詳情，請致電本會朱先生(電
話三九四四四六四或圖文傳真三九四零五六六)。

與普及社會學知識的社會科學學者。他的經典著作有《鄉土

香•港•世•界•宣•明•會

中國》和《江村經濟》等。

宣•布•事•項
校董會消息
校董會副主席
孔祥勉博士獲大學校董推選出任校董會副主席，任
期兩年，由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九日起生效。
新任校董
馮永祥先生獲大學監督委任爲大學校董，任期三
年，由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日起生效。
馮智活議員獲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互選出任大學校

員名單如下：
主席 李國章敎授（醫學院院長）或其代表
委 員 M r . Paul Brettell (香港體育學院行政總裁）
梁秉中敎授（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講座敎授）
李沛良敎授(敎務會屬下體育委員會主席）
Dr. Paul Robinson (體育運動科學系系主
任）
韓桂瑜女士 (體育部主任）
秘書陳啓明敎授(香港運動醫學及科學硏究中心
主任）

董，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日起生效。
逸夫書院新任院長
大學校董會宣布，委任楊汝萬敎授接替陳佳鼐敎授
出任逸夫書院院長，任期四年，由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一
日起生效。

香港運動醫學及科學硏究中心管理委員會
新一屆香港運動醫學及科學硏究中心管理委員會經
已委出，任期兩年，由本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委員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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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聯合書院周年硏討會
聯合書院將於本月十五日（星期二)上午十時至下午
十二時四十五分假該院C1講室舉行周年硏討會，主題爲
「校園自由的神話與現實」，嘉賓包括港大政治與公共
行政學系講師陳祖爲先生，本校新聞與傳播學系講師梁
偉賢博士，前聯合學生會監議會主席盧思轉先生，及
《當代月刊》副總編輯劉銳紹先生。歡迎本校員生參
加，查詢詳情請致電內線七五八一鍾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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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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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瀏覽本部分的資料，
請須輸入中大校園電子郵件密碼。

教你看校園指示板
大學於去年中更換全新的校園指示板，以方便訪客及新員生，你可有留意及善用它們？
矗立校園的指示板分爲兩類：路標和地圖板。

路標

地圖板

新路標經過改良，面積
增大，以容納較大字體書寫
的樓宇名稱，讓人淸楚得
見，並設於主要路口，爲駕
車者及行人指點迷津。
新路標的最大特色是添
上樓宇編號，並加上顏色區
分樓宇所在的校園區域。
建築處把校園分爲六個
區域，計爲校本部、崇基校
園、新亞校園、聯合校園、
逸夫校園、校園東廓和敎職
員 宿 舍 ， 依 次 以 英 文 字 母 H
(Headquarters)、C (Chung C h i ) 、 N (New
Asia)、U

(United)、S

(Shaw)、E

(Eastern C a m p u s ) 、 R / V (Residences)爲

代號，並分別輔以紅、綠、黃、藍、
紫、啡、橙爲區色。各區樓宇編號主
要依樓宇落成日期順編(也有部分因用
途相近而編在一起），例如范克廉樓位
於校本部，是第一幢落成的建築物，
編號便是H1，再加上區色，在路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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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出現紅色「H1」字樣。
至於路標上樓宇排列的次序，則
依樓宇與該路標的近遠，由上而下排
列。以大學道和中央道交界的路標爲
例，最近的硏究院宿舍排最上，最遠
的邵逸夫堂便列最下；兩者之間由近
至遠尙包括大學保健處，雅禮賓館，
昆楝樓，曙光樓和科學館。新路標亦
預留空位，方便將來加設新樓宇的名
稱。

校園地圖板亦換上了新貌，與路
標配合，發揮按圖索驥的功用。
新地圖板的面積達一點八平方公
尺，是舊的三倍，故可騰出三分之二的
空間表列樓宇編號和名稱，便利查索。
地圖上的金色圓點顯示觀者身在
之處；各建築物則依其所處區域漆上
區色。
新地圖板顯示大學所有建築物，
包括擬建樓宇；欲窺校園未來數年的
發展，可到附近的地圖板仔細硏究。
全校現有地圖板十一塊，多設於
校巴站旁。

5

中大通訊

三餐以外

本校教職員人數截至去年十一月中，合計四千
零廿八人。當中以替香港人(包括不同種族和
籍貫的人)佔最多 ， 有二千七百五十二人 ；
其餘來自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以中國
( 七百 卅 五人 )、 美國 ( 一百四十二人 )、

英國(一百一十四人)和加拿大(七十五
人) 為主 ， 也包括少數的澳 、 紐 、 韓 、日、
印度、 斯里蘭卡 、 馬來西亞 、 葡萄牙和挪

威等國籍人士，他們的飲食習慣各不相同。
這四千餘教職員，加上一萬一千六百一十三名學
生(全日制學生九千四百廿八人，兼讀制學生二千
一百八十五人），「食」在中大，問題不輕。

食物特色

逸夫食堂的承辦商則供應粵滬小菜、
海鮮和蛇宴。新亞雲起軒獨沽泡製北

全校現有十七間食堂（詳見附

方麵食。大學賓館敎職員會所則是全

表），遍布各處，爲員生提供不同種類

校唯一供應西餐的食堂。基本醫學大

的食物和服務形式，適應各人需要。

樓小食店以燒牛肉和凍檸檬酥餅馳

大部分食堂供應中西美食，不分
畛域，集各地食制之大成，以粵菜爲
主。食堂亦有供應粵式燒臘和點心，

名。
服務形式則爲顧客購票自取食
物、侍應招呼和自助三類。

因應中大員生的喜愛。
硏究院宿舍飯堂的承辦商以京川
菜式別樹一幟，其桂花糕甚獲好評。

食堂使用率
十七間食堂共有座位三千七百一十
四個，卻要服務一萬五千多名員生，不
可謂不吃力，尤以午膳時間爲甚。
不過，據建築處在去年十月進行
的調查顯示，在校內食堂午膳的敎職
員和學生平均每天只爲一千一百廿五
人和四千五百廿一人，分別佔敎職員
總人數的百分之廿八，和學生人數的
百分之卅九。
午膳時，最多人光顧的食堂是范克
廉樓內的咖啡閣、快餐店、學生膳堂和
敎職員餐廳。它們平均每天爲二千多名
師生提供午餐，而敎職員餐廳的平均使
用率高達百分之一百一十二。
但一山還有一山高，基本醫學大
樓小食店的平均使用率更高達百分之
一百六十九，與原先設計的使用人數
相差達七成。

雲起軒供應的北方麵食，其構思來
自前歷史系高級講師逯耀東博士。
研究院宿舍飯堂各款京川糕點

6

使用率最低的食堂是逸夫書院的學
生膳堂，平均只有百分之二十強。而最
少食客的，是聯合書院的文怡閣；因爲
嚴格來說，它不算食堂，只供會員使
用，作爲舉辦活動或私人宴客，書院於
非假日的周五才設敎職員聚餐，每次只
可招待五十人或八十人，視乎聚餐供應
小菜或自助餐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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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職員餐及學生膳堂總是擠滿員生

中大食堂座位數目及平均使用率
平均使用率(%)

校本部

1

座位數目

午飯2

晚飯3

1,062

76.61

32.62

范克廉樓
咖啡閣
快餐店
學生膳堂
320

112.11

51.57

硏究院宿舍飯堂
基本醫學大樓小食店

206

21.43

10.86

80

169.07

大學賓館敎職員會所

100

56.55

11.72

學生膳堂

376

45.55

28.11

敎職員聯誼會

178

50.83

27.35

學牛膳堂

322

37.58

31.01

138

78.18

敎職員餐廳

崇基

范克廉樓午膳盛況

新亞

敎職員餐廳
雲起軒4

80

聯合
敎職員餐廳

48.31

120

70.55

50

逸夫

一

(不適用）

320
文怡閣4

.一

32.66
—

(不適用）

學生膳堂

228

20.63

22.00

敎職員餐廳

134

50.28

7.82

3,714

合計

調查時間：一九九三年十月廿五至廿九日
1

使用率計算方法：平均進食人數除以設計使用人數

2

午飯時間設爲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二時。

3

晚飯時間設爲晚上六時至八時。

4

咖啡閣不供應飯食，但亦經常客滿。

調查不包括雲起軒及文怡閣。雲起軒現進行擴建工程，擴建後可容納八十至九
十人；文怡閣供應自助餐時可容納八十人。

食堂承辦商
大學賓館敎職員會所是由大學聘
任的專責職員負責，而雲起軒則由新

教職員會所最近聘任新經理，又重新

亞職工兼掌。其餘十五間膳堂均由校

裝飾餐廳，於草地加設椅桌。

外承辦商投標經營。
由於設計所限，若學生膳堂和敎
職員餐廳共用一廚房者，如新亞、聯
合、逸夫和范克廉樓的食堂，會由同
一承辦商負責。
承辦商的合約一般爲期兩年。合
約屆滿之前，有關食堂的膳食委員會
會查詢承辦商是否有意繼續經營；如
果有意，而膳委會又滿意其表現，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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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怡閣」三字由前聯合書院院長鄭楝材博士題寫，
它的所在地原是空置的，陳方正博士於七七年建議將
之闢為教職員聯誼之所，並提供酒水飲品服務，更於
每星期五舉教職員職員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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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建議
「雲起軒」由饒宗頭敎授建議及題字。

投訴多來自學生，通常是價格過
高、出菜太慢、食具和食堂不淸潔、
食物質素不穩定等意見。雖然各膳委
會沒有統計數字，但投訴不算多。據
部分委員透露，食堂通常會接納意
見，改善服務。不過，有些投訴涉及
主觀感受，如菜餚太鹹、太淡、或獻
汁不足等；亦有投訴使用散裝砂糖不
衞生，而食堂改用紙包裝砂糖後，又
有投訴這樣不合乎環保要求；既有投
訴菜式選擇少，亦有建議減少菜式選
擇，只供應數款質優價廉的食物；該
等投訴，則難以跟進。

崇基敎職員聯誼會會所的新承辦商爲新光酒樓集團屬下
之特許經營商。據會所管理小組召集人梁展鵬博士表
示，自去年九月開張以來，會員對新承辦商的反應頗
佳。

雲起軒擴建

可續約。否則，便不予續約，甚或向
承辦商發出解約通告，再公開投標。
各膳委會揀選新承辦商時，主要
考慮其食物款式和價錢、環境衞生和

服務監管等經營方針，過往承辦食堂
的經驗亦是有利條件；至於供應什麼
地方菜式，則對標投結果沒有很大影
響。

貢獻社會 服務國際
•地理系楊汝萬敎授獲港督再度委任爲九廣鐵路公司董事，任
期兩年，由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起生效。
•精神科學系黃重光敎授應邀出任香港世界宣明會董事，任期
兩年，由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五日起生效。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高級講師曾銀芳醫生獲委任爲衛生署家庭
醫科榮譽顧問醫生，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起生
效。

各食堂均由有關的膳委會監察。
後者會在食堂設置意見箱或意見欄，
供員生提出改善建議或投訴，膳委會
委員亦不時接獲口頭投訴。

最一致的投訴，是新亞雲起軒經
常滿座。有見及此，新亞書院現進行
擴建工程，增加雲起軒的座位數目，
以容納八十至九十人同時進食。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陳啓明敎授獲選爲亞洲肩關節學會秘書
長/財政，任期由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六年。
•音樂系高級講師陳永華博士獲香港管弦樂團委任爲首位駐團
作曲家，任期由一九九四年一月至一九九五年八月。
•電子工程學系高級講師程伯中博士獲選連任一九九四年度電
機曁電子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主席。
•外科學系鍾尙志敎授獲委任爲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腹腔
鏡手術培訓中心名譽顧問。
•政治與行政學系李南雄敎授獲委任爲大學及理工敎育資助委
員會「硏究評估作業」中社會科學與敎育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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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