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博士接任本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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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亦相應增多.，但，如果能夠同策同力，則仍可

典禮告成之後，繼之是茶會。大家在融洽氣氛

作到此種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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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度敎學部

門——硏究所、各學院、各學系——主管

硏究所所長唐君毅先生、文學院院長

人R業經聘定；S探誌於後：

孫國棟先生、理學院院長麥松威先生、商

學及社會科學院院長李潤中先生、硏究所

敎務長全漢昇先生、中國文學系主任李谈

主任牟宗三先生、英語文學系主任顏益群

先生、歷史學系主任孫國棟先生、哲學系

先生、翻譯學系主任姚拒春先生、法國語

文學系主任王亞徵先生、藝術學系主任劉

國松先生、數學系主任朱明綸先生、物理

先生、生物學系主任麥繼强先生、經濟學

學系主任戚建邦先生、化學系主任馬健南

系主任伍鎭雄先生、工商管理學系主任閔

建蜀先生、新聞學系主任魏大公先生、社

會學系主任金耀基先生。

中自由歡敍，直至十一時三十分始行散會。

余校長，安徽潛山人，民國十九年11月七日生。

早年肆業於燕京大學歷史學系。一九五〇年二月轉

入本校文史系，一九五11年七月畢業。旋卽入本校

硏究所從事硏究，同時兼任文史系助敎。一九五五
年負复美國哈佛大學深造’ 一九六一 一年獲該校博士
學位後’遂留哈佛大學任敎中國歷史。一九六二至
一九六六年間，任助理敎授於密西根大學。一九六
七年復應聘返哈佛大學執敎，任副敎授職；一九七
〇年晉升爲敎授。
余校長著述甚豐，其中重要者，有：「漢代中

外經濟交通」(英文)、「方以智晚節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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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五十月九年三七九一
生對梅校長任內之成就備加讚揚，並對其三年來之
一九七三年七月底，本校校長梅貽寶博士任期
辛勞表示感謝。繼之是介紹新任校長余英時博士。
屆滿，新任校長人選，本校董事會經已聘請本校校
李先生客謂：新任校長余英時博士係本校首屆畢業
友余英時博士繼任。
新舊任校長交接典禮，業於七月一 一十七日上午 校友，我們能夠請到一位具有畢業校友身份的校長
主持校政，本校的前途，今後將必更加光明。
十時三十分在本校行政大樓舉行；由董事長李祖法
李董事長演講完畢，接着梅校長交出學校印信，
先生主持。是日出席者，除校董會諸位董事及梅、
由董事長授予新任校長余英時博士。
余兩校長外，倚有本校各敎學及各行政部門主管人
旋由梅貽寶博士講話。梅博士謂：在這三年以
員 、 及 學 生 代 表 等0 儀 式 簡 單 而 隆 重 。
來’由於在校同仁之合作、師生關係之改進，校務
典禮開始，首由董事長李祖法先生致詞。李先
因而得以順利推行。此刻，學校已遷至新校園，環
境一新；加之校長由余英時先生担任，新人新政，
謹祝新亞之未來，有更新之發展。
最後，由新任校長余英時博士致詞。余校長語
多謙遜，唇謂：學校之前途，有賴於全體師生之共
同努力。早期之新亞，師生人數甚少，故學校如家
庭，個人與學校前途息息相關，大家共同致力於學
校之發展。而今日之新亞，雖然環境與從前不同，

照近士博時英余長校任新

禮，天氣很熱，承蒙大家不棄光臨——

今天我們新亞書院舉行畢業典

§ 各位同仁、各位同學尤其是畢業班的
各位學員、各位嘉賓：

P

一般同學當然應該參加這種盛典，而
各位家長、朋友、我們學校的敎師以
及若干的董事，有的遠從香港那邊過
來，不辭勞苦，到此觀禮，使得我們
這一典禮分外地隆重，我們很感激，
也很過意不去。
本校已往畢業典禮，大都要請董
事長或者董事先生們訓話；今天天氣
很熱，爲了使這典禮的時間儘量減短，
讓大家認識認識今天來觀禮的這幾

我們就不驚動他們了。但是，爲了要

位熱心校務的董事先生，我趁此機會
給大家介紹一下：這位是李祖法李先
生，是我們學校的董事長；徐季良徐
先生，是本校的董事，同時也是蘇浙
公學的董事長；沈亦珍先生，是本校
的董事，也卽是我們前任的新亞校長；黃國芳黃先
生，是本校的董事，同時也是新亞敎育文化事業公
司所要創辦的新亞中學的主持人，與我們的關係很
密切；李孟標李先生，是本校的董事，同時’李校
長在培正中學主持校務多年。在這邊的，這位是吳
俊升吳先生，是本校的校董，亦是久任榮休的新亞
的校長；唐君毅唐先生，是本校的敎授，同時是本
校的董事；任國榮任先生，是本校的董事，任先生
在本校任生物學高級講師多年；衞文熙衞先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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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董事、敎帥

校及、嘉賓一.的最後一

今天給我一個機會對畢業同學作最後一次談
話；不僅是對畢業同學，恐怕也是對本校的各方面

雅禮協會駐本校的代表，同時也是本校的董事。

香已農

次談話。在我入校作新亞校長的當時，今天畢業的
本 期 要 目
同學們剛入一 一年級，我入一年級；你們四年畢業，
CD余英時博士接任本校校長
我這校長三年就畢業了。我入校比你們遲一年，而
©本校本學年度各院系所主管人員
畢業則同期。本來，畢業典禮向來由校長主持，演
®梅校長講詞
講總是請一位社會人士；不過，今年本校同仁諮爲
若農記
⑩本校一！^写一至芸學年度新聘敎職員
我快要離開學校了，應該担任這次演講，而我也覺
@_中文大學一 ^^室年學位考試放榜
得義不容辭。我在新亞供職三年，也是在香港居留
©新亞碧佛學院交換計劃簡熟
三年，自然也有一些觀感。不過，天氣這樣熱，不
®新亞書院遷校道別會
適宜於長談，只可以簡短來說一兩句。
我這簡單的幾句話，可以分作兩個段落••
第一個段落，我將專對本屆畢業同學講幾句話。
r新亞生活雙
本刊啓事
對於這班爲數約一 一百的畢業同學，我想把我在上屆
间刊」自一九五八
畢業典禮中對那班畢業同學所說的••「畢業生與母
年五月創刊，至一九七三年七月畢業特刊，已一
校」、或者母校與畢業生的關係，再提出來，藉以提
經十有五載。其間，共出版十五卷、一 一百九十
醒大家。當時我提出了四點意見，刊登在新亞生活
1 一期、五千零十六頁。所刊內容，或可反映新
雙周刊上，各位如果有工夫，可以去仔細看一看0
亞發展過程中之若干方面。
簡單的說，畢業生與母校的關係，是休戚相
現在，新亞已遷至新界沙田，距離市區印
關、共存共榮的關係。你們是新亞的畢業生’今後
刷
廠遙遠，加以人力物力俱感困難，特自本學
你們到社會去，設使新亞書院將來有任何成就、有
期起改爲r新亞生活月刊」。除暑假期間外，1
什麼榮譽，你們當然很喜歡聽，越聽越高興，也樂
每月十五日出版一期，全年擬出十期。
意在人前說：我是新亞畢業的。反之，倘若你們中
今後，此一「新亞生活」之延續與充實，
間那位同學有什麼成就、有什麼造詣，爲社會謀福
^仍端賴全校師生之協助與合作。甚盼本校師、
利，自己在學問上有什麼進益，或者那位同學獲得
生、各敎學及行政單位一本以往濟稿之熱忱，
了諾貝爾獎金，我們新亞書院自然也挺起腰來說某
一時時惠賜鴻文、消息、或文獻，以光篇幅。
某人他是我們新亞畢業的。這已足以說明我們共存
共榮、休戚相關的一種關係，可以不必再詳講了。
加强；尤其你們後期畢業同學，我看很少人加入校
第一 一點，在實際行動上，我們希望大家儘量參 友會，更不必說參加活動、競選，等等。要一個圑
加校友會。一間大學，其所構成的因素很多，例如：
體
健全，必須裏面的每個份子，人人都有責任感，
董事團體、敎授團體、學生團體、業畢生團體，等
都有興趣，儘量參加活動，在組織內發表意見，提
等。美國的大學，非常注意畢業生圑體。同時，美
出計劃或辦法；大家共同商討，結果以多數人的意
國大學的畢業生團體大都對其母校有很深切的感念
見
爲
依
歸，這樣才能夠成爲一個健全的圑體。這是
與接觸。我們也希望大家儘量發展這一方面。我們
關
於
校友會方面的。
新亞書院現在已經有校友會這組織，但是，還應該
第三點，你們中間，盼望將來有人很得意、很

發跡。無論你們在學術上、事業上，或者經濟能力
上有什麽成就’希望不要忘記你們的母校栽培你們
的這番辛苦。而且今後，新亞還要艇»栽培你們的

小弟弟、小妹妹。在在需要大家的支持——無論是

了，我得了學位，靠它吃一輩子飯就算了。」如果
這樣，那便很可惜！你們現在，僅僅可以說是「登
堂入室」的登堂，走上了學術的途徑。要眞正的硏
究，那是無限的，與生命相終始的。我們學校，也
應該採取同樣的態度，儘量安排種種的機會，使有
志於進修的畢業同學能夠有機會囘到學校，不但享

今天再提出來，重覆說一說，盼望我們彼此都能夠

以上四點，是我去年對畢業同學的講話節客，

受，而並且在學術上求進益。

對於畢業的同學，依然還有若干可能的協助，應該
密切，越來越合理Q

注意，使畢業同學與母校的關係，今後能夠越來越

經濟上的或者道義上的援助。或許你們中間，遲早
亦會有幾位參加校董會，共同籌劃新亞的大政方針。
第四點，也是最後一點，我想也是大家應該注
意、應該共同致力促成的，就是：我們學校方面，

們老少之間有所謂r代隔」；但大家朝夕與共，總

儘量多多與他們聯繫。很難得的四年相處，雖然我

有師生之誼，而且也許有若干個人之間培養成很好
第一 一個段落我想說一說我自己的感想0
的交情，這點，我們一定要加意維持。學校絕不能
三年前，我到香港來，我是外省人，在香港可
放棄它的畢業同學.，尤其想到下星期開始，學校就
以說是人地生疏。時光佳苒，今天行將要離開香港
要由農圃道遷往沙田新校舍去，新的校舍有若干的
了 0最遺憾的是依然沒有學會粵語，只能識聽一半，
優點，那裏山明水秀，置身其間，令人心礦神怡，
還不識講。旣不識講，又不識聽，這在與同學交往
可令你獲致靈感，對於從事硏究的人，確有無上的裨
上
不免或多或少有些隔閡，實在很慚愧！不過，最
益。可惜你們這一班同學沒有機會享受了。但是，
近一年來，似乎同學中有一個新風氣，說什麼大家
我極力主張，我們應當儘量利用沙田的新校舍，
應該說國語呀，甚至有人說得很極端，說誰若不會
作各種的暑期活動。暑期，不上課至少有兩個月，
說國語就不是中國人呀！這在我這不會說粤語，只
留校學生的人數很少。那樣美麗的校園設備，如果
會說國語的人聽來，倒很入耳，也很高興。
以開旅舘的眼光，那確是可以經營的很好產業。我
囘顧這三年來在新亞負責校務，便想起平常人
們應該利用這機會，爲一般的社會人士服務，組織
客氣講話，有所謂：r愧無建樹」、r差免隕越」
若干硏討會；其間，也該保留一段時間爲校友返校
的一類套語；可是，就我個人而言，確是事實。三
活動。校友能夠返校住一個周末，或者能夠請假來
年
前我來，新亞是這樣•，現在，三年後我走，新亞
住一個星期，那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因爲那對畢
還是與三年前差不多一樣，沒有什麼很大的發展，
業同學不但是一種享受，而且也可以說是一種繼續
沒有什麼很大的作爲。不過，我想想，這其間難免也
地追求上進。今天各位畢業；畢業這個名詞在美
有大家可以共同庄意的原因。不僅是自己個人的能
國叫傲：「commencement」，畢業儀式叫傲：力有限。我個人才疏學淺，固然不足以當此重任；
而實際的局勢也有若干不易克服的限制。第一，
我想是新亞加入中文大學以後所受的諸多限制。從
前，新亞書院是一間獨立的高等敎育機關。當然，
那時它也有它的難處；經費無着，學生畢業後沒有

「Commencement-Exercise」。諸位知道：英t
文
o
Commence的意思是to
begin ,亦卽是中文的「開
始」，可見得大學畢業並非學業結束。各位不要以
爲今天我畢業了，便可將書本束之高閣，說：「行

出路，我們的文憑不爲政府所承認等等。問題很

多、很嚴重，我們無法解决，所以參加中文大學。

辦法我們要合作(不合作我們就不必參加，參加了

旣然參加中文大學，當然對中文大學的一切章則或

就得一心一德和其他兩間書院共同致力，辦好一間
在香港由中國人所辦的有聲有色的大學，這是大家
共同的出發點)，但是，在此情形之下，我們便無可
避免地受到若干束縛。例如••經費的處理、人事的
管制、考試及文憑的制度、敎務的安排，種種的方
面，都要依照中文大學的安置，而不能夠按照我們
學校的理想。其中，最大的犧牲，莫過於喪失了新
亞原有的師生之間的關係。當創校之初，錢穆先生
及其他幾位先生，爲要在現代社會一 一十世紀的香港
實現中國固有的敎育傳統’別無其他善策，就依宋
明書院的精神、宋明書院的制度來設校。所謂書院
制度，就是師生共朝夕，一起硏究學問，沒有人爲
的限制與隔閡。新亞在獨立的時期，大致上，我們
在一 一十世紀的香港情況下，尙可以爲力，還可以有
些成效。自從參加中文大學之後，這一方面，隨着
時日的進展，恐怕越來越被冲淡。據我個人看來，
這是新亞書院最大的犧牲，所付的最大代價。現在，
我們師生之間，相互關切的良好關係，已經遠不如
從 前 了 。 最 近 二 一年來，我親臨其境，舉例來說，
新亞理學院的師生，每天都要到中文大學科學中
心去上課或工作，在這裏我們連面也見不到他們，
開月會他們不能來，甚至學校的紀念盛典也不能參
加。這樣一來，新亞師生的整體性便因而不能保
持；一個學校喪失了整體性的組織，任何理想亦卽
不易實現了。新亞書院跟中文大學的關係，最近幾
個月來，校內若干學生圑體、或組織，若干個別的
同學在r自由論壇」上發表了很多意見，我們都注意
到了，今天無需再詳細敍述。不過，總而言之，在
這一大套的糾紛當中，新亞書院所付的一個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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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就是我們師生的關係被冲淡了，這使我們實現
新亞書院的理想愈發困難。
第一 一點困難，我看是由於地方政府。我們當地
的政府是一個特殊的情形，大家都說這是個殖民地
政府，這是個事實，也不是誰罵誰。殖民地的統治，
不但中國人不滿，有時同開明的英國人談起來，他
們也不滿。其實，凡有歷史觀念、世界觀念的人，如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爾•湯恩比，就認爲••殖民地統
治是人類歷史中最可恥的一頁。爲什麼一個地方的
人要另一班遠自異地的人來統治呢？況且，經過兩
次世界大戰之後，現在世界所存留下來的殖民地已
經家寥無幾，而香港這地方却依然是殖民地政府。
在殖民地政府之下，就不免有若干的非常現象：此
地居民絕大多數不以爲此地是他的家鄉，r上海人」
更不必說。大家都是一種遊蕩的性質，沒有一種認
同，沒有一種落葉歸根的感覺。有幾許的人有落葉
歸根於香港的呢？我不敢說，大槪少之又少。在正
常局勢之下，有的人要囘福建，有的人要囘杭州，有
的人要囘廣西……我要囘北平，只是現在成了無家
可歸。這種觀念，是由於香港這地方的環境特殊。
一般的人，都是權宜現實，爲了臨時的方便，在此
苟安。所以，澈底而言，造成這種非常心理者是殖
民地。大家都認爲：這局面應該要變化，至於怎麼
様變化，那是另外的問題。不過，這種局面是不能
長久維持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想興辦一種所謂
r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敎育事業是很困難的。
敎育事業必須要有長期的計劃，必須大家具有基本
共同的經驗、共同的目標才行。我們的同學，有時
候高談濶論，稱揚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蔡先生的
道德文章，我們都非常的佩服。不過，你要了解：
蔡先生所掌的那個北京大學是在中國的疆土之內，
是一個大前提。有了這個大前提，才能夠有蔡元培

爲中國的社會造就中國子弟將來傲中國的棟樑。這

先生；沒有這個大前提，就不容易有北京大學，更
談不到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這是我的一種見解。
大家都覺得自己是背鄕離井，所以都有不正常
的心理，因而也就發生許多不正常的現象。同學與
學校之間、甚至敎員與學校之間，因爲人人一肚子
憤懣無處發拽，那麼就朝着學校爲對象！根據我這
一知半解的心理學，我覺得此時此地的中國人，人
人心理都有或多或少的不正常。如果你畧微懂得一
點心理分析，便可以懂得自知自明。我猜想我自己
就不大正常，設若在昇平歳月，我能安居樂業，那
就完全不同了。我原有我的家鄕、戚族、祖墳、母
校，可以給我一種安全感；現在全都沒有了。我過
的是遊蕩的生活。我觀察他人，大槪人人如是。結
果若干人不把所服務的學校當作自己的事業、自己
的家庭。此中微細各節，有些說得出來，有些I說不
出來；但它却侵餓了我們整個身體靈魂。這眞是不
得了的事！如果你不防範，自己就會發生這種情形。
所以，第一我們要自知，第一 一我們要同情別人；因
爲人人都有點失常。
第三點我們的環境特殊，乃是由於我們中華民
族經過長期的困苦與熬煎。我們說香港殖民地政府
不好，爲什麽我們要跑到香港？別處還不如香港。
可以說，我們是無家可歸。經過幾十年來的連年動
亂，逼的大家背鄕離井。以我個人六七十年的人生
來說，一開頭就是所謂軍閥時期，接着是日本侵暑
華北，以後是中日戰爭，最後則是政變。這一連多
年的頻頻骚動，使得我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旣
然不能安居，又怎能責成他樂業？所以，可以說我
們多年來是在不得安居的情況下勉强地謀生活、求
生存。處在如此的情況之下，一切的一切，就不容
許你用很高的理想來衡量。這是我卑之無高論。大
家也許說，你是藉故推諉，說你自己沒有能力，所
以拿這些話來爲自己掩飾。裏面或許有這些成份；

本校大事記

四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

二日梅校長設茶會約集學生會職員晤談；
本校主要行政部門主管亦應邀參加
美國雅禮協會會長謝璞德先生蔽校訪
問，梅校長特設茶會歡迎。
四日舉行第三十二次行政會報。
五日淸明節放假一日。
六日舉行第一四二次月會，由梅校長、雅
禮協會會長謝璞德先生、藝術系講

師楊高美慶博士及英語系同學程月

媚君分別演講：「新亞書院與國際
文化交流」。

敎務委員會舉行本年度第五次會議0

七日舉行本校沙田新校園之雅禮中心及敎
職員宿舍破土典禮，由本校董事長
李祖法先生與雅禮協會會長謝璞德
先生共同主持。
九日財務委員會舉行會議。
建築委員會舉行會議。
敎員遴選委員會舉行會議。

十二日舉行本年度第三十三次行政曁第十五

次學務聯席會報。

十三日校務委員會舉行本年度第五次會議。

敎員遴選委員會舉行會議。

十六日英女皇誕辰放假一日。

十八日舉行第三十四次行政會報。

二十日由本日至二十三日爲春假假期。

十九日敎員遴選委員會舉行會議。

廿六日舉行本年度第三十五次行政®第十六

次學務聯席會報。

廿八日敎員遴選委員會舉行會議。

業生，是你們畢業班同學的老大哥，恐怕亦是新亞

們大家一致的支持，全校同仁^^校董不必說——

最後他果然首肯。這在他個人說來，是個很大的儀
牲；我不必詳細說他在那邊有多少薪金，他太太
在另一所學校任敎等等。他放棄這一切的考慮，毅
然答應囘來服務母校。他說：他不見得有把握辦得
好，但是他覺得他應盡一番力量，今後可以無愧於
心。由這一點看來，我不但對余先生無任欽佩，我更
覺得新亞書院的敎育還是沒有白辦，竟然在一九七
零年代香港這地方還有人見利思義。他認爲這事情
他應該作，他就囘來作。這様的先生，實在値得我

但是，我個人的分析、個人的看法，確是如此。新

書 院 畢 業 生 中 在 學 術 上成 就 最 高 的 一位 。 他 是 硏 究

母校來長校。余英時先生是新亞書院最早的一位畢

第一,我們居然能夠請到余英時先生囘到他的

、 最後我要提出兩種展望，應該對我們發生鼓勵
作用：一是近的’ 一是遠的。

好合乎理想。這是我行將離職時的一種感想，。

下，要維持一個局面，很不容易；尤其不容易辦得

亞書院處在這重重的束縛、重重不合，理的情況之

歷史的，所以他是錢穆先生的高足。後來他到海外
深造，現在是美國哈佛大學中國歷史敎授。最近一

T.

藝術系：文樓先生

J.

藝術系：徐志宇先生(技術員)

總務處：蔣再賢先生(行政助理)

主任)

周李定輝先生(女生宿舍

任)

輔導處••余允文先生(男生宿舍主

〔三〕行政人员

硏究所：伊達政之先生(日文敎師)

Demonstrator )

句徒明先生(student

Demonslr 以toi*)

生物系：鍾肇華先生(Student

Demonstrator )

方邦興先生(student

Demonstl-Ettol")

化學系：孫經武先生(Student

林秀琼先生

信新亞書院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這是所說的就要
實現的一個展望。
至於遠的方面呢？我覺得中國的遠景也足以値
得我們鼓舞。以我們中華民族如此悠久的歷史，深
厚的文化傳統，我認爲絕沒有理由從此便倫爲墟沒
無聞，或者由此就變成西洋什麽主義的尾閭。所以
我們一定要倍加努力，一定要使我們中國的文化放
出最大的光明；最後我們必然得到一種民主、自由
、富强、康樂的國家、社會；因此，我們的文化再
能蓬勃復興。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展望新亞書院
能夠放出光明的異彩，也就是能夠百分之百的發揮
大學敎育的作用。
今天，我就將這幾句話來贈送畢業同學。盼望
你們鵬程萬里，一帆風順。謝謝各位。

敎授)

WILSON

Myers ( 人

〔二〕兼任敉師

蘇麗霞先生(同右)

體育部：黃靖先生(體育敎員)

部龍威先生(實驗敎員)

類學講師)

Mr. John

喬健先生(人類學講師)

(訪問講師)

Dr. I^obert

梁作檠先生(講師)

COUGHXIN

社會系••prof.schardj.(客座

IlEESE ( 訪 問 講 師 )

Mr. Mark Allan

新聞系：馬鴻昌先生(訪問講師)

員)

工商管理系：葉錦霞先生(實驗敎

你們離校的校友，也應該和衷共濟來支持新校長，
使學校能夠辦得有聲有色。余先生是一位年富力强
的先生，和我這老朽不同；因此，大家應該對他期
望很高。設若大家給他以適當的協助與支持，我相

一 一年來，我們學校若干的董事、敎師，他以前的同

學，以及我本人不斷的勸他囘來掌理新亞書院，

張健淳先生(暫任講師)

本校一九七三至七四學年度新聘教職員
〔一〕專任教師

麥德坤先生(實驗敎員)

Assistant)

李斌先生(Teaching

熊淑儀先生(實驗敎員)

生物系_ • 黃 銘 洪 先 生 ( 講 師 )

Assistant:)

譚燕梅先生(Teachi一ig

印nt;)

化學系_ •羅膽平先生(Teaching

Assistant)

吳燕梅先生(Teaching

A-ssistant)

容啓泰先生(Teaching

Assistant)

•姜偉宜先生(Teaching

中文系：饒宗頤先生(敎授)

(敎員)

(敎員)

康鏈先生(暫任講師)

歷史系：蘇慶彬先生(講師)

哲學系：洗景但先生(敎員)
Ezra Doner

Mn Alan

英文系：Mr.
YAMASHITA

藝術系：時學顏先生(客座敎授)
Jacques
:PhilipiDe

萬一鵬先生(暫任講師)

法文系：Mr.

CWRTAIN (訪問講師)

翻譯系：莫詠賢先生(副講師)
周兆祥先生(敎員)

師)

數學系：郭子加先生(訪問高級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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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學 大 文 中 港 香
位學士學得擭生考校本——
名四千-

邵琴娜、張秋萌、羅明眞
陳堂堅、陳慕婉

謝燕萍
梁潔儀、葉哲姬、傅世亨

一九七三年香港中
文大學學位考試各科成

江如明、

梁羣i

陳煌達_

張順堯(以上主修經濟學)。

黎達昌、譚卓傑、麥必强、

周佳榮

許國武(以上主修工商管理學及財務

曾榮光

胡啓耀

潟志堅、王婉成、

陳慶祥(以上主修新聞學)。

周少芳、張廣仁、梁業昌、

陳慧玲、鄭永泰、翁靄雯、

何佩珊
學)。

羅麗銀、張宗泉、蘇兆曦、張榮光、

陳瑞山(以上主修藝術)

媽燈榮、廖月玲、屈啓秋、陳懿行、

張 成

績業經評定，並於七月

廿八日放榜。結果：三

陶哲文、鮑紹霖、劉福注、吳淑美、

新亞碧佛學院交換計劃簡訊

麥文(以上主修社會學)。

蕭彩英、方競生、黎薇、李

梁玉萍、李永康、

間成員學院——崇基、
新亞、聯合——獲准授
吳國材、陳胎潔、戚禮華、葉國洪、

〔丁〕獲社會科學學士學位者：
賀賢平、李潔釗、鄭海泉、黎志榮、
陳建謀、陳念安、鍾秀麗、梁仲賢、
張小文、范炳强、楊樾蓀、莫慧爛、

梁天任、楊美屛、

予學士學位者共五百五
梁國英(以上主修歷史)。

張家輝

十六名；其中文學士 一
謝嘉境、周稻喬、李秀奇(以上主修

李玉玲

百四十三名，工商管理

百五十二名，理學士一
哲學)。

李斌、熊淑儀、林美娜、陳志平、

〔乙〕獲理學士學位者：

學士八十一名，社會科
學士 一百八十名。

百五十元，以獎勵成績優異而有志於促進中西文化與學術交流之本校同學。

本校參加考試者一

陳惠菱、柯振澄、陳婉欄、蔡麗芳、

新亞與碧佛學院交換計劃本年秋季學期設置獎學金三名，每名港幣七

吳燕珍、玩洪鑪、歐少豪、陳明基、

陳兆康、司徒明、林綺容、陳淑珍、
分之九十七點九。

者一百八十四名，佔百

獲獎者爲：程月媚(英文三)、趙麗芳(社會三)及張學明(歷史一 一)諸同學。

羅滌平、謝治生、瞿文俊、蕭國强、

等院校。其中十位同學住於本校宿舍，五位則下榻於九龍女靑年會宿舍。

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 )、密德柏理學院(Midcilebury College

姜偉宜、愧慶恩、周守安、張志義、

有：余英時校長、王佶敎務長、陶振譽輔導長、袁家麟總務長、雅禮協會

舉行茶會招待碧佛、加州大學及其他院校之美國交換同學。出席茶會者

交換計劃主任郭益耀博士於九月六日上午十一時在本校敎職員休息室

)

學(Tufts University )、奧理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 ) 、 衞 斯

該批學生分別來自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I^ennsylvania ) 、 塔 虎 托 大

由碧佛學院邏選至本校就讀之十五名美國學生已於八月i 一日抵港。

〔二〕

江得恩(以上主修生物學)。

名學士中，計有文學士

孫經武、劉掉賢、鍾兆堅、俊英

馬春亮、方邦興、冠明、餘關献、

在本校一百八十四

五十五名，理學士四十

(以上主修化學)。

六名，工商管理學士三
十七名，社會科學士四

麥德坤、邱靄賢、吳衍林、黎樹濠、
潘秉才、曾天來、楊立人、馬淑芳、

十六名。

別探訪於後：
〔甲〕獲文學士學位者：

(以上主修物理學)。

温偉耀、姚錦江、覃民治、梁家驗

〔三〕

周少芬、廖敬珍、黃懷秋、勵惠珍、

陳美玲(以上主修數學)。

李貴南、盧國明、關永中、伍詠芬、

頻 兒 ( 哲 學 一 一)同學已於八月廿五日抵美。歐同學就讀於碧佛學院；黃、

本校選派赴美之三位交換學生黃港生(英文一 一)、翁均志(英文一 一)、歐

〔四〕

主任及學生代表等共五十餘人。

代表衞文熙先生、加州大學交換計劃主任麥法登敎揆、本校文商學院各系

陳達華、勞大然、關璧儀、吳茂賢、
中國文學)。

張金娣、林惠棠、陳梓康(以上主修

黃克澤、趙蕴萍(以上主修英語文

李秀煥、飄佩芝、蕭紹蘭、張怡芬、

翁兩同學則就讀於賓州馬夏爾佛蘭克林學院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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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永
振

陳
嘉
芙

〔丙〕獲商學士學位者：
羅澤深、黃兆燥、潘廣剣、彭麗初、
陳祖佑、葉錦霞、黃翼超、楊潤麟、
梁英偉、陳興華、周秀文、郭焯燊、
陳寶玉、盧啓斌、屈寶娟、韋泉、
黃華根、趙榮枝、蘇敬儀、潘止英、

兹將本校獲得學位之同學姓名分

榜放試考

香.

港
中

文C

5
1
5
1
1

文學院學生註冊選課

補考
公衆假期

大凡

停止辦公
上午三四年級
下午一二年級
同 上
同 上

考

七

曰
1
3
6
10
20
27
1
理學院學生註冊選課

學三

3
2
3
1
3
5
6

上 學 期
年
1973 8

4
5
10
12
14
22
5

備
事
項
星期
0
kJ
學年開始
下午二時半敎務委員會舉行會議
停止辦公
公衆假期
下午二時半校務委員會舉行會議

9

28
4
5
3

10
4
5
10

上學期開始上課
放假一天，停止辦公
中秋節翌日
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舉行月會
改選課程截止日
jiwrnidv-^m上午十時四十分 十時四十分後停課，
並停止辦公
孔聖遍及校慶舉行慶祝典禮
放假一天，停止辦公
重陽節
下午二時半敎務委員會舉行會議
放假一天，停止辦公
雙十節
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舉行月會
下午二時半校務委員會舉行會議
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舉行月會
興出命东侖上午十時四十分至
學生會年會十二時三十五分停課
5

5

下午二時半敎務委員會舉行會議

12

23
5

5

7

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舉行月會
曁本學期頒獎
下午二時半校務委員會舉行會議
上學期最後上課日期
停止辦公
耶穌聖誕假期
停止辦公
新年
5
15
6
25-26 2-3
2
1

14

9

11

12

1974 1

]

新 亞 書 院 校 曆
七 四 年 度

下 學 期

項
事
備
考
日 星期
年 月
上午二四年級
1974 1
4
文學院、理學院學生註冊選謀
3
下午一二年級
5
4
商學及社會科學院學生註冊選課 . 同 上
1
下學期開始上課
7
11
5
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舉行月會
13
曰 補考
19
6
改選課程截止日
放假八天，一月廿三
21-28 1-1 農曆新年
至廿五日，停止辦公
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舉行月會
8
5
2
下午二時半敎務委員會舉行會議
15
5
下午二時半校務委員會舉行會議
8
5
3
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舉行月會
5
放假一天，停止辦公
4
5
淸明節
’
12-15 5-1 春假
.停止辦公
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舉行月會
19
5
曁本學期頒獎
、
下午二時半敎務委員會舉行會議
下學期最後上課日期
中期考試（語文科）
停止辦公
英女皇誕辰
下午二時半校務委員會舉行會議

端午節

停止辦公

停止辦公

20
6
23
2
25
4
26
5
3-15 5-3
20-24 1-5

5
5
1

& 舉 行 畢 業 典 禮

5
6

1

中期考試補考（文學院、商學及
學年結束
社會科學院）

學位考試
中期考試（主科及副科）
下午二時半敎務委員會舉行會議
下午二時半校務委員會舉行會議
7

3

m

< ] 舍 校 新 田 沙 校 本 [ >
水 及 面 側 樓 大 政 行

館書圖：中
樓大商文：左
室敎系兩聞新、術藝及樓大政行：右
舍 宿 生 學 期

面側心中樂康生師
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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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敎授演講，講題爲：「新亞的過去\

恩中學、閩光書院；九龍城街坊福利

二時册分，爲數數百人的小學除

操塲，頓時爲新亞校園平添了不少的

伍在各該校的導師帶領下到達了新亞

整個會塲。小學組項目結束，遂由學

們天眞爛漫，一片歡樂氣氛，洋溢着

繩、一 一人三足及麻包袋競賽。小同學

熱鬧氣氛。小學組的項目，有單人跳

亞的將來寄予殷切的期望，盼新亞的

作各項體育活動友誼賽。其中有中學

下午，是由本校體育部邀請鄰校

而奮鬥。可謂語重心長。

師生們共同努力，爲新亞的敎育理想

和將來都是爲中國而立的•’尤其對新

本年七月間，本校卽要遷往沙田

會等。

書館開放、體育活動比賽以及踪合晚

項目，包括：演講會、藝优

次遷校道別會，以作紀念-

籌備小組，策劃於六

校當局與學生會特成立了

會小學、東党同鄕會小學、農圃道官

會

現在與將來」。到會聽講的師生共約

别

新校舍，新亞師生爲與農圃道告別，

道
立小學及天光道警察學校。

；交

百人。唐敎授强調新亞的過去、現在

遷

同時也向四鄰的友校道別；所以，學

院
三間、小學四間——部鏡波中學、協

李蕴爲

生會會長陳漢森同學頒贈紀念品，各

校代表並合照一幅留念。

繼之而來的是中學組的比賽項

目。首先是女子藍球賽，由協恩中學

除對新亞校隊；並請由陶輔導長主持

開球禮。雙方健兒的表現可稱出色，

曾博得全塲觀衆陣陣的掌聲。比賽結

接着是男子藍球賽。由部鏡波中

果，協恩校隊以一分之多勝新亜除0

學校除對新亞校除；由王敎務長主持

開球禮。球賽開始，雙方球員便展

開激烈的競賽•，我校健兒們以身手嬉

與此同時，在學生休息室中舉行

捷，球技精濯，因而終於取勝。

—9 —

卷一第

書

演講會於是日上午舉行，由唐君

員除紹介前賽球藍於長導輔陶

AM

期-

中

賽力接包蔴
表代生學校鄰與品念紀頒長會生學

上
「來將與在現、去過的亞新」一講演授敎毅君唐

下

新

10

男女子組兵丘、球賽；由閲光書院除對
念0

紀念品後；於

球

舞。此外，還特別選映了 一部科敎電

影r奇*異洞」，介紹桂林山水。

是晚，到會人數頗衆。節目完畢，
大家齊唱r友誼萬歲」•’而道別會卽
在此依依之情中結束了。

道 别 會 程 序

生學學中恩協給品念紀贈頒長校梅

演講•• r新亞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圓

福利會學校(h下午校)聯合舉辦。

鄕會學校(上下午校)、九龍城區街坊

©兩人三脚接力賽；
©蔴包袋接力賽；

CD單人跳繩接力賽；

藝術作品展覽(禮堂後座課室)；

G女子籃球比賽(協恩對新亞)；

二一時——球類比賽(本校球塲)：

新舊校舍圖片展覽(校園走廊)。

由協恩中學、部鏡波學校、閨光書

一 一時——體育節目(本校球場)：

®致送紀念品(學生會會長主持)。

及影印設備展覽：

下午一 一時至六時——圖書館顯微

亭課室)。

院、天光道警察小學(上下午校)、農

念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七日(星期日)

樹

圃道官立小學(上下午校)、東竞同

長

上午九時三十分——唐君毅敎授

梅

卷一第

全體運動員合照留

株，以資

唱，以及土風舞會同學所表演的絲帶

的琵琶演奏、民歌團同學的民歌演

其他項目，尙有本校國樂會同學

晚會分外生色。

冠軍，當晚曾演奏三首樂曲，使整個

除蔽校演奏。該樂除曾獲得多項比賽

趣團體表演外；更邀請到鄧鏡波銀樂

晚會表演節目開始。是晚，除本校興

晚上八時，由學生會主辦的綜合

返校者亦多。塲面非常熱鬧。

校長吳俊升先生曾范臨，而歷屆校友

隨後，在圓亭舉行道別茶會。前

長在校園草地上植洋紫荆

緊張刺激的球賽之後 ,旋由梅校

新亞校除，経果：兩組均由我校输
元。中學組比賽結束

主
喧寒員隊校學波鏡鄧與前賽球藍於長務敎王

11

大專最佳女子運動員獎
——一九七一 一至七三年度爲

本校歷史系三年級朱麗雲同學獲得
由香港大專體育協會主辦之一九七一 一至七三年度各項球類、田徑、

游泳比賽，業於五月底完滿結束；頒獎典禮亦於六月廿三日假崇基學院
學生康樂中心舉行。
本屆參加之單位與上屆相同。獲得各項目優勝之單位，按例頒發獎
品。其中每年一度之最佳男子及女子「運動員獎」，依然最受人注目。
當選者，除具備良好的運動技術、體育精神、領導才能外，並須品學兼
優；由各院校提名者當中，經嚴格的審查及投票選舉，方始產生。
本屆最佳女子運動員獎，由本校歷史系三年級的朱麗雲同學獲得。
獎品仍然由安天時洋行捐贈，計有大小銀杯各乙座、亞米痴手錶乙具，
名貴而又豐富。
朱同學爲本校羽毛球、籃球、田徑等健將。本校羽毛球隊，在歷屆
大專比賽中屢次獲獎，朱同學之功至偉。她之良好的運動技能、體育精
神以及領導才幹，爲校內師生所共睹；故提名後便以熱門姿態當選。
朱同學平素待人接物，温文有禮；學業成績亦佳；課餘之暇，常協

四 維

助體育訓練工作。據云••其今屆獲得個人最高榮譽，此後將决意更加深
入地練習及負責領導，以期創出更高

獲大專最佳運動員獎之朱麗雲同學

更

©男女子兵丘、球比賽(閩光對新亞)；
©致送紀念品(梅校長主持)。

©男子籃球比賽(鄧鏡波對新亞)；

四時五十分——植樹(梅校長主
持)。

五時——梅校長茶會(圓亭)••
招待運動員，鄰近中小學校長、敎務
主任、訓導主任及體育敎員、九龍城
民政司署及街坊福利會人士、離職退
休在港之本校敎職員、現任本校敎職
員、雅禮協會代表、新亞雅禮中國語
文硏習所主任、本校校友、本校學生
會幹事會全體幹事及代表會全體代
表、各學生自由圑體負責人及各學系
系會主席。

八時——緑合晚會：
CD唱校歌

©國樂表演(琵

©銀樂隊演奏 鄧鏡波中學

蘇文软向

唐君毅敎授
黃瑞華-

®銀樂除演奏
©致送紀念品
琶獨奏

林榮德、王錫恩

®中國舞蹈表演

©電影欣賞•
Q齊唱••友

海外歸鴻
〔一〕王國治

u.)隐統計學；他

梁漢權同學去年聖識節來信，當時仍在加羅利
達州立大學(Colorado State

敎安丨

祝

請代問候張老師‘

置區來。這裏大多數的事物，令人有初入大觀園的
新奇感覺，但却少了那份震驚。蓋舉頭一見日月星
辰，依舊是世上人間。有時汽車在高速公路上以六
七十哩的時速飛馳，萬里草原，忽而又變得那麼的

sophy of Art, Poetry,及 Fiction 等四科,下學期
則要重新再選。在這四科中，最感困難的是法文；
因這裏的學生在該科上多數都有些根底。我本想改
選的，但又想將來「壯烈犧牲」，好適現在不戰棄
甲而逃。況且，若是退選，則將來可能永遠不敢再
次嘗試了。故終於還是硬着頭皮修下去。

這學期的書籍費大約五十元。學校規定：所有
學生祗能選修四科；本學期.我選了 French, philo-

的感覺。

除了那份由新奇而產生的歡喜之外，亦有一種悲涼

»茫無際，那時的一切，都有過眼雲煙的感覺。故

Math. Sc.

今年夏天這裏的天氣特別熱，不知香港可好些

Institute of

様？陳振華隐的 Courant

已經結婚了。其他的校友，因爲分別得太久，距離
又遠，慢慢兒聯繫也少了，不知他們現在的情況怎

朱(明綸)老師、朱師母：

經已跟紐約大學(N.Y.U.)合併，不知此刻他怎樣？
關國賢和盧國材有消息嗎？在美國隐純數博士學
位的’找事很困難•，而學應數、統計或Computer

Algebras of

Sc.的却好得多。

你們好！自去年九月分別之後，轉眼間一年的
時間又過去了。前天收到興榮老師來信說：她準備
明年仍留在美國，且可能來北部一行。這消息使我
高興得很；因爲我從來就沒有機會以地主的身份欵
待過老師。每次我囘香港去，都使你們勞神，眞感
到難爲情0希望朱老師和朱師母在假期中能來美國
渡假，讓我也有個機會招待你們。朱傅一和兩位弟

弟好嗎？
我 在 上 星 期 五 ( 八 月 i 一日)的畢業典禮上接
Classical Lie

受了博士學位。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restricted
I^epresentations of

兩日後再飛抵費城，先後被安排在三個美國家
庭居住。這裏的民居，大都是兩三層的樓宇，但整
幢只一家人居住；這，不禁令我想起香港擠逼的徙

學生翁均志

敎安 七三年九月十一日

敬祝

負責照顧我們生活的，是一位新來的黑人小姐
〔二〕i均志
Primechascteristics》. Adviser是 Kans z
assen(Dean Mccall)；她極爲能幹’更難得的是她那
haus。從今年九月廿五日開始，到明年六月的這一
郭益耀先生、王敎務長、衞文熙先生：
份待人的熱誠。她曾幫助黃港生在校內找到一份工
學年時間，我將仍留在俄亥俄大學(Ohio State
學生翁均志，自離港後，一直僕僕於途，後
作，又替他暫時解决了書費的問題。另外，據E潁
University ) 担 任 講 師 職 務 ‘ (Lecturer ) 。 學 校 的 又爲開課事忙，今天才寫信報告近況；抱歉之至。
兒
由碧佛來信說：她不甚習慣那兒的生活。但相信，
政策是不留本校畢業生任敎的；我因來不及向外申
從八月廿五日起飛，至在三藩市停留日半的三四天
很
快便會沒事了。大致說來，我們都很愉快；對新
請工作，所以特許暫時留下。希望明年六月之後，
中，總共祗睡了十多小時，眞是倦得要死。
亜及此間爲這計劃而出力的人士，都衷心的感激。
有新的工作地方。今年本校因財政困難，曾解聘了
在飛機上俯視雲海，給人一種乾坤浩浩、悠悠
其實 Franklin of Marshall college 很大、很
六位助理敎授(Assistant professor)；聽說明年還
萬年的感覺。是急遽，但又悠閒。一方面是時間與
美；雖然比在西部所見的加州伯克萊大學校園不可
要再事裁減。我要於明年八月才能申請入美國籍，
空間都似靜止(我們向東經International Date同
日而語，但這正如古詩所云••靈光輕閃，却足與
在此期之前不想離境，不然便要再等五年。新亞明
Hne)，但又明知兩者皆是急遽前進。在關島及檀
山河同壽。此校創建於一七八七年，到今天，不知
年有增聘敎員的可能嗎？我希望能有機會囘母校服
島小停時，仍未覺身處異地；但當一步出三藩市機
經過多少槍桑了。
務。在這一年中，我將要學些電腦科學(computer 場，寒氣逼人，燈光把大地照得蒼白靑幽，忽然發
此刻此間正在白晝；遙想香港應是月明時分，
science)和統計系的東西，同時也學些微分、幾何
覺一切都不是夢，而似眞的可以捉摸I雖然它又是
也或許是千萬人仰首賞月的中秋之夜；馬料水應是
的基本知識。若有不懂的地方，去找魯永振請敎；
那麼的遙遠0
花草盛放，風光迷人。臨風懷想，無限神i。好了，
他去年已升爲Associated Professor，是郭太太魯
餘事容後再禀。

永榮的弟弟。在興榮老師的信裏曾提到新亞已聘請

到郭敎授担任高級講師，我很高興聽到這個消息。

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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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你，如何？
我來這裏，是由於康州學院中文系與我們新亞

了的中文字或者是想跟我聊聊天——不是閒聊，而

宿舍中也住了幾天。在這裏我受到了最周詳的安

今日是九月九日，我來了差不多兩個星期，在

是想練習講國語，可是現在還未正式開課呢！

排，一切都那麼順利、_親切。中文系的學生指點我

的一個交換計劃。那麼讓我來談談這裏的中文系
,敎職員只有三位，朱繼榮先生是系中的As-

吧。這裏的中文系成立只有八年。系中目前人丁

浴室水喉的用法也得人指點呢！朱先生夫婦不時過

I^rofessor，另有一位郭先生和Mr. zim- 每一件生活上的細節。原來在一個新的地方，有時

tl;而中文系學生大約有三、四十人左右，

都找不着我，因爲他的學生替我安排了節目。無從

訪我的宿舍，只怕我思家或寂寞。但十有九次他們

亜也有r如歸」的感覺。朋友，有朋自遠方來，不
亦樂乎！請替我多謝她的學院。
明天，學期開始了。在掀起新的一頁之前’讓

言謝，只希望來自康州學院的Nancy Farwell在新

我在這裏暫時收筆，當楓林如醉的那一刻，我再向

_人數比起新亞是少得多，但中文系學生想學中文的
那一份熱誠使我從新覺得中文原來有一份不可抗拒
的魅力。那天，朱先生在他的家中有一個野餐會，
目的是把我介紹給中文系的師生。朱先生請了兩位
中文系的學生來，他們一見到我就說國語；從異國
頭腦。因爲國語畢竟不是他們的母語，所以有些發

學生口中吐出的語音，有點陌生，有時有點摸不着

你作第二次的報告，好嗎？

于康州學院

張金娣七三年九月九日晚

音他們不能控制，帶着美國腔調的國語使我覺得迷
惑，它們有一種說不出的新鮮感。當然，中文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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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鼓勵他們用自己的腔調說中文，所以得隨時更正
他們。他們絕不因此而覺得羞e或不好意思，他們聚
精會神的瑞摸着發音，重覆又重覆的說着一個字。

九月四日，我搬進了宿舍，這座宿舍叫傲：
IKnowlton House，算是康州學院的國際宿舍了 0

這裏住着主修各國語言的學生；主修中文系的學生
住在Chinese corridor,主修法文的則住在French
Corridor , 餘 類 推 。 康 州 學 院 的 外 國 語 言 科 有 中
文、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
俄文，可謂洋洋大觀。我沒有統計數字，但我想法文
在這學院中該是最普遍的一種外國語言了。因此，

連我也忍不住它的吸引力，修了 一科法文。但看着

Collegeo
n

liomefor Ave days and then

Mr.

吧，有一天中文會是這學院最受歡迎的外國語言，因

interested in

arev
ery

very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hings about, ffiong

【下轉第十五頁左下角】

Idnd jpeople wlio are

絕不馬虎。這可以從中文系的學生口中得知。而他
的特色。我的房門不時饗起敲聲，只爲問一個忘記

們的學生對他們的學習也很認眞，隨時問難是他們

2nd Sept.

爲中文系的三位先生都對中文系很認眞、很嚴肅，

13

〔三〕張金梯

在最初的一個星期中，康州學院仍在假期中。
朱先生的家離學校只有十分鐘左右的路程，我靜靜
地一人跑去把康州學院看了 一個夠。康州學院不像
我們中大那樣有高山有平地；這裏是一片的平坦，
無數無數綠得耀眼的草评，使我心動。濃濃的樹蔭
中藏着建築物，大塊大塊的石，建成世紀初的建
築物，嚴肅而安穩；而新式的體育館和藝術中心則
煥發着不知天高地厚的覇氣和活力。康州學院是新
的，也是舊的；一九一一年只是一張藍圖，一九一
五年已有女學生搖曳着長裙。一九五九年已有許多
七尺高的男孩子闖進了這一座女子學院。一九七三
年男女的比例是四十比六十，而我是六十分當中之
一。這裏共有四十多座建築物，其中有一 一十一座是
宿舍，其他包括博物館、劇院、藝術中心、敎堂、
郵局、體育館、托兒院、Arbonetum等等。有很
多地方對我還是神秘地帶；等我探了究竟，再來告

fO
3
2

康州仍是一片綠；但天朱微雲，偶然飄在髮上
的落葉都在預告五彩繽紛的秋季快要君臨康州了。
讓我抓着這綠意，渲染在新天地的一角。
在紐約到康州的小飛機上，我俯瞰了這個我將
會生活一年的土地。我微聞大西洋的波濤洶湧，但州
內無數如喜鶴眼的水光却呈現無限的恬靜和淸鮮。
八月廿八日那天’陽光普照，整個美國東岸都籠在
熱浪中；康州學院中文系的系主任朱先生和他的小
女兒在機塲等我，那笑容是使人安心的。幾分鐘後，
我已在朱先生的家中了。朱先生在給我的信中曾說
「我家卽你家」，所以我也就毫不客氣的把朱先生
的家當了我的家。第一天也許有點怯怯的，但以後
的一星期，我甚至同着朱先生在他的廚房中煑中國
菜了。朱先生是河北人，燕趙豪氣却又加上南方人
的細緻和周到，我竟無一點「他鄕作客」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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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聞一束
A美國西方學院哲學敎授F.G
.
Sturm於三月一日訪問本校，硏究
所特舉行茶會歡迎。

A本校學生會中國文化講座小

組，於三月份舉辦下列演講：
CD三月三日，由徐復觀先生講：
r心的文化」。

©三月十八日，由牟宗三先生講：
r中國文化之問題」。

該會演講：「美元賠値與國際貨幣危

於三月十日應中國文化協會之邀，在

A本校經濟系主任伍鎭雄先生，

可染等作品六十餘幀。

傅抱石、徐悲鴻、黃賓虹、李

畫家作品展覽，展出齊白石、

⑩三月廿四日，舉辦中國近代名

派、立體派、野獸派。

介紹西方近代晝派——印象

圓亭敎室舉行r美術電影週」，

®三月十九日至廿三日，在本校

行丁衍鏞先生畫展。

©三月六日及七日，在大會堂舉

舉行黎毓熙先生水彩畫展。

CD三月五日至七日’在本校禮堂

行下列活動：

A本校工商管理學系主任関建蜀
博士，於三月九日代表中文大學，出
席香港科學管理協會舉行之第六屆管
理敎育會議。
A本校藝術系系會，於三月份舉

14

A本校新聞系，於三月十三日舉
行學術演講，由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
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喩德基博士講：
「大衆傳播之新趨勢」。

•本校哲學系系會，於三月四日
擧行學術演講，由羅時憲先生講：
r大乘佛學之顯與密」。
A本校歷史系系會，於三月十六
日舉行座談會’由本校哲學系暫任講
師霍館晦先生講：r日本的民族性」。
A本校新聞系主任魏大公博士，
於三月十九日，應浸會書院傳理系之

邀，在該系演講：r聯合國與新聞自
由」0

，於三月廿一日擧
,由香港大學經濟系夏冷
濟敎授講：r中國近期經濟發展之一

些問題」。
A香港政府於三月廿六日宣佈，
任命吳樹織先生爲非官守市政局議
員；吳氏自一九六七年起，卽代表香
港雅禮同學會担任本校董事迄今。
A本校學生會，於三月册一日舉
辦音樂文化講座，由梁寶耳先生講：
r旋律美學」。
A本校化學系系會於三月十一日

擧辦化學日，有球類比賽、聚餐及綜
合晚會等。
A本校新聞系，於三月册一日，
在安利大廈該系舉行開放日。
A本校學生會中國文化講座小
組，於四月份舉辦下列活動：

欣賞會。 1

A本校學生會於五月廿五、廿1
九、册一日及六月一、四、六、八、卷.
十一及十四等日，舉辦中國早期電影

之基本精神、發展及其對外來

®1日，由唐君毅敎授講：r中
國文化之原始精神及其發展。」
©八日，由唐端正、金耀基及孫
國棟等先生主持：「中國文化
文化之囘應」座談會。

A本校文學院院長潘重規先生，期
五月廿七日應中國文化協會之邀’在
該會演講：r從中國文字看中國民族

A本校學生會於四月三日，在本

校舉辦r梁啓超誕生一百周年紀念」

性」0

行年中聚餐，惜別行將離校之敎職員

A本校敎職員聯會於六月四日舉

習班。

星期六，主持帕生思(parsons)硏

©同日下午，請由國際出版社及
r國際社會學者評論」編輯喬
治華克先生講：r人文主義與
社會主義」。
⑩六月十六日，中國文化講座小
組請崇基哲學系講師陳特博士
講：r中國儒家道德哲學之現
代意義」。
A本校社會系暫任副講師陳永泰
先生’於六月一 一日起暑假期間，每逢

書院數理科主任鄭喜釗先生主 一
講：r審步記數系及審步記數3
圖」。鄭氏爲本校化學系畢業 I
校友。

©六月九日上午，學術部請基督 一

CD六月三日，中國文化講座小組
請校長梅貽寶博士講••「中國
文化在歐美的傳播」。

學術演講：

A本校學生會於六月間擧辦下列

演講會，由明報月刊總編輯胡菊人先

A本校學生會主辦之音樂文化講

生主講••「梁啓超的思想與文采」。

座，於四月七日，由梁寶耳先生主講

講：r音響學、樂器與作曲家」；四

月十四日講：r音樂發展之原理」0

A本校學生會，於四月十三、十

四 及 十 七 日 舉 辦 中 國 三 十年 代 電影欣

賞會，放映電影有：「錶」、「松花
江上」、「花姑娘」、r我這一輩子」
及「誤佳期」等。

A本校英語文學系主任顏益羣神
父，於五月一日起享用長假，赴馬來
西亞及澳洲旅行，於八月底返校0
A本校翻譯學系講師姚柏春先
生，於五月三日應太平山獅子會之
邀，出席該會主辦之全港靑年翻譯比
賽頒獎禮，姚氏爲此項比賽之中譯英

評判之一。

A本校英語文學系之雅禮敎員張
嘉茱女士及費傑士先生，任期行將屆
滿，定於短期內返美，梅校長特於五
月四日致送紀念品，表示謝意0

本校學生社會服務團，於五月

四日，前往參觀香港高等法院及新蒲

同仁，並致送紀念品。
A星加坡南洋大學陳先澤敎授，

試委員，並於六月七日訪問本校。
A校長梅貽寶博士，於六月十日

應邀在崇基學院畢業典禮會中演講。
A新亞硏究所於六月廿四日舉行

學術演講，由夏威夷大學哲學系張鍾

元敎授講：「海德格與東方哲學」。
A本校學生會爲對工友熱心服務
表示感激起見，特於六月三十日舉行
招待晚會，節目有電影放映、晚餐及
抽獎等。
A本校於七月五日起，開始陸續
遷往沙田新校舍，約於七月底前完成
行政與敎學部門之搬遷工作，至八月
底結束農圃道之一切事務。

•本校新任校長余英時敎授於七
月十六日抵港；廿一日現任校長梅貽
寶博士特設宴招待，並介紹全體敎學
及行政部門主管；廿五日校董會曁學
校敎學及行政部門主管人員公宴，惜
別卸任校長、歡迎新任校長。
A本校於七月廿七日舉行校長職
務移交典禮，由董事長李祖法先生主
持，應邀參加者，有本校行政及敎學
部門主管人員，及學生代表等多人，。
卸任校長梅貽寶博士移交職務後，於
七月廿八日離港。
•本校學生會中國文化講座小
組，於七月廿11日舉行學術演講，由

藝術之特質」。鄭氏爲本校藝術學系

畢業校友。
A本校中文系二年級學生李藏
爲，獲星島日報主辦之學生歐遊觀光
團免費額，於七月廿六日首途赴歐，
作爲期廿四日之觀光旅行。
A本校歷史系高級講師全漢昇先
生，於七.月十六日至i 一日赴巴黎出
席 第 廿 九 屆 東 方 學 會 議0
A新亞硏究所主編之r新亞學報」
第十卷第一期下冊經於七月出版，共
刊載論著七篇，約四十餘萬言。

高山蘋果吟
程 兆 熊
十餘年後始歸來，蘋果居然到處栽；
眼見果園都是果，高山誰料又重囘？
山地果園憩此身，風和日麗更如春；
於今果樹成林木，豈識當初種果人？
囘首高山果樹邊，淸涼別有一重天；
本來處處皆炎夏，何以高山便不然？
當年當日在高山，總把懸崖絕壁攀；
萬苦千辛成一果，寧非一果酬人間？
一步高來一步低，一行蘋果貫東西；
若非萬扔山頭上，焉得雲間步步歸？
雖是農場亦道場，要知果味十分長；
其中自有千秋業，福壽無疆豈可量？
蘋果栽成無數株，高山面目已全殊；
武陵猶有靑溪水，倒映靑峯入畫圖。
隱隱天池水不波，高高武嶺又如何？
翠峯淸境好光景，蘋果之外桃李多。
眞覺由來無古今，萬山深處見深心；
果從此後離牽掛，何不深居果樹林。

民國六十一 一年七月三日
作於玉山下

上巳雜詠

遯 i
蘭亭一 一十七周
癸丑華岡分韻得峻字

臨水宜嬉上已舟。繭紙紛裁羣彦集，
隱廬高處序淸遊。

揚州慢 前 人
鹿鳴春酒家上已藏集是日
適爲淸明大埔道上人車
闐塞未能赴譜此以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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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興公列ffi，共安石聯吟0醉乘興，
春光倐九十，客久藏幽憤。屈指上已
毫揮繭紙，放懷觴詠，契結菩it 0 序
辰，何由祓愁悶。有海空以濶，有山
幽情。千古風流，韻事須尋。
崇而峻。試爲楔事修，放眼山河認。
今年癸丑，直II淸明上已同臨。縱海邀
草長正驚飛，一念猶氛駸。江關何日
棲遲，鶯飛草長，夢隔江潯。聞道杏
歸，宙合何時淨。忽憶永和年，山陰
花多處，新開釀，散慮披襟。但行人
集賢俊。羲之感獨多，安石物能鎭。
流觴臨曲水，文采盛東晉。悠悠一 一七
周，癸丑又重印。
世運復紛拏，人心
【上接第十三頁】
Kong. I brouglit with mesome Chinese folk
須振奮。遙望華岡
music(casette taps)，and they liked it very
遊，同聲遠相應。
much. I started classes on Sej}广 5.
臨流勵澄淸，司春
AlthougliBeaver college is a smallcollege, the
想乘震。並時頹廢
campmsisvery Generally
sl^eakin的 tlie

起，三月賡歌競。

不作莊爲吟，不爲
洛 生 詠0 慷 慨 對 新
亭，不必呼天問。

癸丑重三隱
三三春幌徧芳洲
癸丑剛重二七周_
客裏南溟觀變化
酒邊東晉接風流
紀年好歃淸明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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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Dr. Ying-shih Yii Succeeded
Dr. Y. P. Mei as President
of N e w Asia College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aculty Deans and
Department Heads of the
College, 1973/74

MAJOR EVENTS

1973.

(From 1st to 30th April, 1973)

2nd April President Mei gave a tea party for the officers of the
College Student Union. Staff of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also attended.
Mr. Charles Shepard, President of the Yale-in-China
Association, U.S.A., visited the College, and was guest
of honour at a tea party given by President Mei.
4th

The 32nd Senior Administrative Staff Meeting was held.

5th

Ching Ming Festival — holiday.

6th

The 142nd Monthly Meeting was held, at which President
Mei, Mr. C. Shepard, President of the Yale-in-China
Association, Dr. May-ching Kao Yeung, Lecturer in
Fine Arts, and Miss Ching Yuet-may, a student at the
English Department, talked on ‘‘New Asia College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The Academic Board held its 5th (1972) meeting.

7th

The College held a ground breaking ceremony for the
College Staff Quarters and the Yale-in-China Centre at
its new Campus site at Shatin. Mr. Tsufa Lee, Chairman
of the College Board of Governors, and Mr. C. Shepard,
President of the Yale-in-China Association, jointly
officiated the ceremony.
'

9th

by Miss Lee Wan-wai

The Finance Committee met.
The Buildings Committee met.
The Teaching Staff Selection Committee met.

12th

Sportswoman of the Year
1973: Miss Chu Lai-wun

The 33rd Senior Administrative Staff Meeting and the
15th Senior Academic Staff Meeting jointly took place.

13th

The College Council held its 5th (1972) meeting.

.P. Mei，s Address
College Graduation
Ceremony on 2nd July, 1973
N e w Staff, 1973/74
Results of the 1973 Degree
Examinatio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ews about the Beaver Exchange Program

by Mr. Yaw

The College Almanac, 1973/74
Some :
Campu

OS of the College
Shatin

Farewell Activities on the
Campus at Farm Road

The Teaching Staff Selection Committee met.

Letters from abroad

by Mr. Wong Kwok-chi and
others

16th

Birthday of Her Majesty 一 holiday.

18th

The 34th Senior Administrative Staff Meeting took place.

College News

19th

The Teaching Staff Selection Committee met.

Poems

20th

by Dr, Chen Chao-shung

Easter Vacation began and lasted until 23rd April.

26th

The 35th Senior Administrative Staff Meeting and the
16th Senior Academic Staff Meeting were jointly held.

Poems

by Mr, Tun-weng

The Teaching Staff Selection Committee 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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