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負，才會有創造力和决心。我想這些都是這所年
輕的中文大學具備的特色。
高等敎育機構必須具有適應和創造的能力，這
在世界各國已成爲自明之理。本世紀下半期有兩大

目的之達成，乃因中大是一個現代化的大學——一

這様的自我更新的掙扎，要艇續多年，因爲歷史的
惰性極其强大，以致謀求適應的改變非常困難。因
此，我們的年輕大學對其他歷史悠久的大學雖然表
示欽敬，但是對它們並不羨慕。
像所有的大學一樣，香港中文大學的設立也是
爲着應付社會的需要。香港是一個動態的學術自由
的社會，其中反映五千年古老文化的多數中國人和
當地的西方人相互影饗，形成世界上最繁榮的工商
業社會。中文大學從這個雙重型的社會，以及東西
相互依存的關係裏面，確定它的傳統敎育目標及其
特殊敎育使命。這兩個相互關聯的目的，已經形成
中大成立十四年來的特色和發展的形態，而且我相
信今後仍將是繼續發展的指針。基於這個事實，我
想花一點時間談談這兩個從開始就誘導我努力以赴
而且至今仍然鎮而不捨的主要目標。
中文大學第一個主要的敎育目的，是適應本港
靑年男女的需要，培養他們的專長，使之在高度發
展的社會經濟組織裏面担任重要的任務。這個敎育

5二
突爆——卽人口突爆和知識突爆0無數新的國家成

個包含提供人文、藝術、自然科學，和數學以及
社會科學等本科敎學科目的各別組成單位的綜合學
府。在若干學科方面，中大並提供硏究院科目和專
業敎育。它所屬的各種硏究所、硏究中心及其出版
書刊，亦有助於學術水準的提高。同時它的敎學人
員也多貢獻其專門學識於各圑體及個人，作爲對香
港公衆的服務。在上述各方面，中文大學都要求達
到國際最高的水準。當然，我所說的，是世界上許
多地方現代化大學的公認範型，而這也代表中文大
學首要的基本敎育目標之制度建立。
不過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這個基本範型只是兩
個主要敎育目的之一。另外一個敎育目的，就是我
們對中國學術文化的深切關懷，而這一點也是中文
大學的特殊使命。

大學校長李卓敏博士講詞

立了。科技知識也加速擴張了。最近十年之內，新
知識的產生比過去歷代都多。關於這些新知識報導
的整理，本身已經成爲一門學問。這兩種突爆是對
所有大學的嚴重挑戰，因爲大學的主要任務本來就
是活學活用各種知識，從而應付社會的各自需要。
在開發中的國家，大學被視爲社會、經濟、工藝、
文化發展的主要工具。爲着應付這些繁重的要求，
大學一定要有相當於這些要求的組織和計劃。
歷史悠久的大學往往套着反映古老献會的僵硬
結構，同時受種種不相干的傳統的束縛和旣得權益
的牽制。因此這些學府往往和現實脫節,而不能有
效地適應社會對它們的要求。在大多數國家，尤其
是亞洲各國，這些學府都在極其艱難的設法打破傳
統的定型，或將新觀念新方法導入過時的型式之中。

——I九七七年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學位及各科學位典愷
以往本校舉行畢業典禮時，我通常不發表正式
演講。但是今天我答應各位師生的要求，破例的談

談一個經常思考的題目——這就是香港中文大學的
特色和抱負0

我參加中文大學第一次頒授學位給本校畢業生
的典禮時，深深感覺榮幸。那確實是一個意義重大

特別是對他們的子女，以及對身爲第一任中文大學
校長的自我，意義都很重大。我記得很淸楚，當我
親眼看見第一位畢業生站在監督面前正式領受學位
時，我如何深受感動。今天我在此地又親眼看見同
樣的典禮進行，我更感動有加，因爲大學已經到了
十四歲成熟的年齡了。
中文大學誠然是一所年輕的大學，同其他國家
的古老大學比較，中文大學還只是個嬰兒。這樣比
較，或許暗示中文大學年資太淺，不免有所欠缺。
但是在我看來，情形正好相反。中文大學年輕是一
項寶貴資產，它是艇續成長和不斷適應今日世界迅
速變化的力量和彈性的泉源。同時年輕才會有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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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場合！對香港的高等敎育，對香港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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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自始就把促進中西學術文化傳統的交
刻了解自己的中國文化傳統，並精通西方的實a方

流與融合I定爲特殊的目標，它要求每一個學生深

可缺少的工具。中文大學期望語位畢業生浸潤於兩

前面已經說過,大學的特色和目標乃導源於其
所服務的社會。就這一方面來說，中文大學最爲幸
運。在一個學術自由的環境裏面，香港中文大學能
爲一個充分代表中西文化交流的社會服務，並獲得
政府的鼓勵和大力支持，在完成其所負的特殊使命
上可謂得天獨厚。因此，我們衷心感謝香港政府和
目光遠大的當局。但是我們希望表明，中文大學在
爲本港社會服務的同時，並致力於一般中國文化的
保存與發揚，而且兼顧世界各國其他大學在學術方
面的需要。
至於本港的友好多年來熱心支持這所年輕的大
學，並慷慨貢獻其時間與金錢，以培養它的長成「，

我在十四年前曾經說過，中文大學應該是國際

我要特別對他們表達衷心的謝忱。

流學者的寶貴意見，現在仍然不斷得到他們的忠告。

性的大學0在它創立的時候，曾經得到世界各地名
我們訂定的種種創新計劃，都得到國際基金會的大
著名大學的傑出學者(包括海外中國人士)參加本

量資助•，外國政府也支持我們的敎學方案。全世界
校敎學的人數與時俱增，同時每年都有許多國家的
學生到本校來求學。我對所有這些國際人士對本校
表現的多方面興趣和協助，實在非常感激。
最後，我要向今天接受學位的諸位致賀，並祝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

你們前途無量。我希望將來你們都像我一樣，對你
們在這所年輕的學府度過的美好歲月引爲榮幸，且
將永誌不忘。

馬 臨 教 授 明 秋 接 長 中 文 大 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宣佈••經已聘定現任生物化學系講座敎授馬臨博士，於明年(一九七八)

十月一日，繼李卓敏博士退休之後，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0

馬敎授一九六五年應中文大學之聘，任高級講師，負責籌設生物化學系。一九七一 一年升任敎
授，一年後擢升講座敎授。除敎學及硏究工作之外，馬敎授在大學行政方面亦負有重任。現時担
任大學校董及敎務委員會屬下多項委員會委員、生物化學系務委員會及師生諮詢委員會主席，並
曾任理學院院長。
馬敎授現年五十一 1歲，夫人陳萌華醫生在本港執業，膝下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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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科學知識。通嘵中英兩種語言是了解與溝通不

大文化之間，而收其相輔相成之效。

中大爲順利完成這一項特殊使命，在制度上就

必須負起保存和發揚中國學術文化傳統的責任。這
1項責任已經直接納入大學各部門的任務之中」同

時表現於有關中國文化的種種硏究、翻譯，和出版
的計劃。當然」大學在制度上所負的責任，也成爲

各位同人在敎學和硏究上尋求適當表現方法的親身

授敎時英余予位學士博學法譽榮頒士爵浩理麥s校兼督港

捐贈「新亞學術基金」芳名錄
陶學祁先生、許讓成先生(以上各捐三千元)；

•劉國松先生、畢綺

_劉之仁先生、李武功先

程平先生、喬健先生、張端友先生、王俊儒先生、

——第一次；么佈(我至十一月二千

Erik Kvan、唐翔千先生、龔雪因先生、雅禮協會

聶家璧先生、胡拭莉先

鄰健行先生、陳紹棠先生、

張 威 麟 先 生 ( 捐 一 一千五百元)；李達三先生、为ev.
(以上各捐一 一千元)；董喜陞先生(捐一千一 一百元)；

Hua、金耀基先生、it維

生、張淸如先生、鄭德坤先生、司徒新先生、鄭楝

Mrs.Ma ChenM
sg

休先生(以上各捐一千元)；王啓安先生(捐六百五

先生、盧國沾先生、馬慧娟小姐、陳燕齢小姐、梁

材先生、Mr John
r
.

也魯先生、楊乃舜先生、鍾汝滔先生(以上各捐四

生、劉銘先生、邪慕寰先生、黃開華先生、簡麗冰

椿兒小姐、鄧陳煥賢女士、陳懿行小姐、賴恬昌先

Espy、鄭純智先生、李克林

宋琪先生(以上各捐五百元)；21-.1\¥.430、余

十元)；譚汝謙先生、潘華楝先生、馮一彥先生、

百元)；陳佐舜先生、何天瑜先生、李仲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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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大學校長李卓敏博士講詞

©馬臨敎授明秋接長中文大學
®捐贈r新亞學術基金」芳名錄
@新亞書院第五屆水運會 iT美
®新聘敎師簡介
©新亜書院校友會第一 一十四屆理

事會

®i九七七年至七八年本院理學

本院大事記

十一月一日至三十日

源先生、湯惠泉先生、傅漢思先生伉鶴、呂景洲先

John Gannon、金聖華女士、梁育成先

張仁昌先生、朱明輪先生、梁作檠先生、林聰標

生、蒙傳銘先生、黃維樑先生、黃維忠先生、李超

小姐、Mr.

元)；閔建蜀先生、Mrb.Abilkes ( 以 上 各 捐

先生、屈志仁先生、徐孫莉蓮女士 ( 以 上 各 捐 三 百

五日院務委員會同仁與校友會理事會歡宴

二日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

訪港之前院長余英時敎授及其夫

生、袁鶴翔先生、黎華標先生、沈蔡德允女士、黎
瑞蘭女士、陸潤棠先生、陳方正先生、趙效宣先

人。

ICajiura、孫景询先

生、祝國英先生、楊鍾基先生、黃偉慶先生、孫國

生、任文正先生(以上各捐一百元)；謝劍先生、楊

1 1百五十元)；Mr.Hisashi

楝先生、譚尙渭先生、李杜先生、徐季良先生、部

趙傳摆先生、唐端正先生(以上各捐一百五十元)；

皇甫河旺先生、顏錫恭先生、李百强先生、史抬中

七日前雅禮協會駐港代表黎天睦先生來校
訪問。
敎職員同仁以茶會歡迎訪港前院長余
英時敎授與夫人。
周啓賡先生、王煌先生、葉龍先生、霍館晦先生、
先生、徐培深先生、麥松威先生、陳道達先生、黃

師曾文陽博士主講：r閒談南極洋

十一日舉行第一七六次月會，請生物學系講
春榮先生、蘇紹興先生、張全聲先生、王紀聖先
安女士、潟元植先生、翟友坤先生、羅少苑女士、

廿二日金院長晚餐招待國樂會同仁及有關協

新亞學生會年度改選

劉可復先生(以上各捐五十元)；蕭汝洪先生(捐四

之行」。

r黃黃陳」閣獲會員大會信任票通過，當

十元)；洪淑琴小姐、李德仁先生(各捐三十元)；

生、沈亦珍先生、吳思儉先生、古湘拜先生、陳淑
選下年度內閣(幹事會)。兹將其名單列

李廣雄先生(捐二十元)；高贊亨先生(捐十元)0

新亞國樂會爲籌募r新亜學術基金」

下丨|會長••黃偉雄(市企三)、內務副

陳啓鴻(社會三)。代表會亦經通訊方式

會長：黃成雄(藝術三)、外務副會長：

以上共計港幣四萬零七百三十元。
另，中大亞洲課程部交來一 1百四十五元爲購買

助壽欵之敎職員師生。
廿三日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
美國耶魯大學敎授傅漢思偕夫人來校
選出，周國明(藝術三)

三)分任正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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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釣先生、李一雄先生、蔡永業先生、林炳權先
勇先生、饒宗頓先生、賀賢平先生、林瑞成先生、
生、李權先生、李沛良先生(以上各捐一 一百元)； 陳重謙先生、Mr. Hugh Murray、黎金彩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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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星期六)的下午，

可是范克廉樓旁的游泳池再不是點點

騎陽和平常一樣地散着耀眼的光輝，

的水花狼向四方。誰也知道，這天是

兒在水中游來游去，偶爾掀起水泡似

着嘉賓的陸續到丨丨

擾攘的時間過去了

無疑是啦

歷史系的同學却早已

新亞第五屆水運會舉行的日子。

場而宣告開始。，一：
很榮幸，大會請
到本院金耀基院

銀光般地平靜。一個個穿着泳衣的健

作人員還忙碌地寫着這天的紀錄紙，

長、譚汝謙輔導

在正式開幕前的幾個小時裏，工
你一筆、我一筆的差點連午飯也忘記

長、林聰標博士

工作人員各就各位，準備負起繁忙的

及各位體育老師

吃，更遑論烈日當空的炙熱了；工作
倒很順利的一 一完成。用過了午飯，

工作。這時
落落的

新亞書院第五屆水運會 参其

：：

老師更協助大會主持程序。致詞、宣
誓、唱校歌一 一在肅穆的氣氛中過去，
接着便是緊張比賽的時候。
游泳池旁邊的健兒忙着報到、熱
身，泳池裏的健兒各逕所長，務求有
極佳表現。司令員一聲槍響」池水立
卽掀起了 一條條的白浪。隨着泳手的
前進，響起了此
起彼伏的响喊助

威口號：這邊歷
史系同學唱「啊

旁邊化學系的同
主兒
學不甘示弱，大
席合
林 照 喊 加 油

管系的同學搖着橫額助陣•，而哲學系
的幾位女同學，不時高聲喊陣，似有
不怕別系人多聲大之勢。就這樣
個又一個的比賽項目在嘈吵
氣氛下完成了。比賽的當兒
飮，使氣氛更加熱烘烘的。
每個比賽項目都產生了得主，但
健兒們得益却並不只是獎牌，而是得
到一次羣英咸集的機會、互相認識，
昏未來的切嗟硏究鋪平道路。另外一
方面，透過啦啦除的組織，聯絡感情。
可惜，因有若干學系只有家寥可數的
幾位同學參與比賽，系內同學提不起
勁去組織啦啦除，甚至有的索性不看
也罷，反正和自己沒有關係。這或許

持主長院金© ；誓宣員動運Q ：(下 至上由）明說片圖
㊄；頭鏡一烈激持爭⑩；那刹一之水下兒健©；式儀令發
(左)球紙舞揮隊啦啦系史歷@ ；(右)額橫舉高除啦啦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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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最高紀錄

五十公尺
自 由 式

陳尙來(物理） 陳文中(哲學） 莊冠男(哲學） 陳遠圃(會財） 黃克廉(數學） 都城鋒(化學） 徐均瑜(化學）
29.69”
37.1”
34.7”
34.3”
34.4”
34"
31.8”

五十公尺蝶式

徐均瑜(化學） 李國基(新聞） 古兆芬(會財） 李 彪 ( 社 會 ）
V3.7"
40.9”
40.7”
33.5”

徐均瑜(化學）
33.2”

五十公尺背式

陳尙來(物理） 劉智和(經済） 吳海明(會財） 何志雄(數學） 李年就(化學）
59”
54.5"
53.6”
43.8”
42.3"

Dennis (社會）
41.9”

—百公尺娃式

陳文中(哲學） 易耀華(物理） 雷榮發(企管） 袁子恩(市場） 都文輝(數學） 楊文軒(會財） 徐均瑜(化學）
1，29.9”
1，44.9”
1，44.3”
1’39.6”
1,39”
1’34.8”
* 1’29.2”

一百公尺
自 由 式

徐均瑜(化學） 莊冠男(哲學） 葉以暢(哲學） 陳遠圃(會財）
1,41.3”
1，21.0”
1,20”
I'll.8"

徐均Ji^化學）
110.75"

—百公尺蝶式

李國基(新聞） 古兆芬(會財） 彭成德(市場）
* V50.2"
2,18.1”
*
1’49,,

古兆芬(會財）
1’51.5”

一百公尺背式

陳尙來(物理） 何兆銘(社會） 鄰松錦(社會）
2’21.4”
2,3.2”
1'42"

本屆新項目

二百公尺
自 由 式

莊冠男(哲學） 雷榮發(企管） 余家然(市場） 都松錦(社會）
4’22.2"
3,55.2”
* 2'55.4"
3'44.4"

王景華(英文）
2’58.4”

二百公尺蛙式

陳文中(哲學） 畑 淳 ( 中 文 ） 胡國明(英文） 雷榮發(企管） 黎子棋(市場） 莫少堂(經済） 蔡宏洞(工管）
4，10.4”
3’24.7”
47.1"
3’59.1”
3,56.2"
3’31.7"
3'53.3"

二百公尺
個人四式

徐均瑜(化學） 何兆銘(社會） 彭成德(市場）
5’24.6"
4'33.6"
* 313.0"

四乘五十公尺
自由式接力
四乘五十公尺
四式接力
五十公尺蛙式
新 秀 赛

哲 學 系
2’32.65”

物理學系
2’48.2”

化 學 系
2’34.4，，

物理學系
2’52.1”

化 學 系
3’4.3”

哲 學 系
31.2"

蔡宏焖(工管）
3,55.7”
'工管學系

市場學系
3'11.7"

數 學 系
2’52.3”

經濟學系
2,51.0，，

2'22.8"

化 學 系
2,46”

市場學系
314.0"

袁子恩(市場） 鄒文輝(數學） 馬漢堵(經消） 伍達文(歷史） 李年就(化學） 瑪惠民(會財）
本届新項目
46.2"
47.5"
47.0"
46.8"
44.2”
43.4”
：有「*」者爲破紀錄〕

新亞翥院第五屆水運會女子紐成績報告表
四

二

-

項

六

五

大會最高紀錄

五十公尺
自 由 式

趙舒邁(企管） 邱小沙(社舍） 許淑龍(會財） 梁加美(會財） 梁淑芬(藝術） 陳婉烕(經浦） Jolie Vanwyk
1’0.6”
1,3.8”
53.2”
55.2”
59.9"
36.6”（歴史）
49.7"

五十公尺蛙式

黃玉眞(企管） 潘小润(藝術） 梁加美(會財） 葉月娥(經濟） 黎秀雲(經済） 陳婉良(經済•) Lerenc Roccon
1，2.0”
1,2.9”
57.7”
60.1"
54.8"
55.0”
48.2"(經済）

五十公尺蝶式

侯恩華(歷史）
57.2"

五十公尺背式

潘小網(藝術） 葉月娥(經済）
1’3.6”
1’20.8”

Julie Vanwyk
43.8”（歴史）

—百公尺
自 由 式

邱小孜(社會） 梁淑芬(藝術） 李潔珍(英文）
2,38.2”
2,43.5”
1,59.3”

Julie Vanwyk
1’31.8”(歷史）

—百公尺蛙式

黃玉眞(企管） 潘小網(藝術） 梁加美(會財） 梁淑芬(藝術） 陳麗儀(經済） 陳婉貞(經済） 朱麗雲(歴史）
2'54.3"
2’54.3,’
1,53.5”
2,3.2”
2’11.2”
2’51.2”
2’8.0”
歴史學系
3,30”

二百公尺
四式接力
二百公尺
自由式接力
五十公尺
浮 板 赛

藝學術系
4’9”

歴史學系
314.1"

經濟學系
4，9.3”

陳麗儀(經消） 陳婉夷(經済） 郡淑儀(經濟）
1’9.9”
1,17.6”
1'48.6"

本屆新項目

析亞書院第五屆游沐比赛團艘成績記錄表
名次

-

系別

哲學

分數

61

備註

冠軍

物理

亞軍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化學

市企

社會

會財

經済

新聞

企人

數學

中文

英文

藝術

41

28

23

22

19

13

12

12

5

5

4

季軍
全
五

系別

企人

英文

系別

23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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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爲參觀同學不多的原因吧！値得 着紙球不時隨歌揮舞，敲打器皿之聲
都盡了力；觀衆雖不多，但氣氛是有、一聲明喊，使人更有信心明年會續辦
一提的可喜現象，是歷史系雖然只有 不絕於耳，終於奪得啦啦除冠軍。這種 的；參加比賽的健兒中，新同學也佔 下去，而且更推動每一位同學都能參
一、兩位同學參加比賽，但其他同學仍 突破性的表現，是値得推廣開去的。 了頗爲重要的地位；而且有幾項是打 加比賽或參觀。這不僅是願望，亦是
破紀錄的。看到每一張笑臉、聽見每
來年的工作方針！

新亞書院第五屆水運會男子.組成績報告表

滿懷熱誠地組織啦啦除，只見他們拿 環視這屆水運會：每位工作人員

(731 )

售書收入

收

實支

422.30

本院一九七七至七八年度

1,037.01

“九七七至七八年

$5,068.72

公益金籌募運動經已展開，由
潘華楝先生担任主席。望各師卷
生慷慨解囊，共襄善舉。善欵jg
請於十二月廿三日以前送交王四
啓安、鄭健行、何顯雄、朱明a
輪、張端友、梁煥釗或潘華楝
先生，以便囊轉。

363.61

230.00

4,243.11

g戶口

銀行結存

3,801.71

$3,117.31

$3,117.31

高翠珍校友舉行畫展

支

十五日期間假香港酒店山

84.00

本院歷史學系一九六七年畢
業校友高翠珍，於十二月一日至

165.20

381.18

新聘教師簡介

1,460.00

賓虹」、r近代水墨畫展的呈現」分
)
刊於藝術家雜辖及散文突破雜誌。尙
有r水墨技法叢談」正在寫作中。其
^英話文學系敉员
( Thoiras
W. Ashbrook 先生
藝術作品，先後在香港台灣多次參加
TThoma
w
s
. .Ashbrook^^ i 聯合展覽或個別展覽，甚獲好評；曾
國人，出生伊利諾州之納茂(Normal, 榮獲市政局r當代藝術展」書法獎。
鄭先生性喜寫作、糖畫；對於音
樂、瑜挪，也頗爲愛好。

600.00

Illinois)。一九七七年畢業於耶魯大

1,880.00

學」獲文學士學位。本學期在雅禮學

)

慶祝母校廿七週年校慶

Yalechinas Bachelor Iprowram

m
•九七七至七八財政年度收艾表

士交換計劃下(Under Auspices of

327.70

應聘到本院英語文學系任敎。

藝術學系新聘暫任導師鄭明先

狨，t學系暫任導師鄭明先生

信封及紙張

校友捐欺
257.50

32.13
收

評大
° 都
係
其
近
年
精
心
傑
作
76.10
文具、影印

一日生於香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收入支出——

銀行利息

實支

十一

九七七年八月册一日

動運慕褰金益公

資產員愤表

$ 600.00
收

,132.50
支
長洲旅行

支 $2,572.90
丁巳年新春聯歡

生，廣東恩平縣人，一九四九年九月
畢業。
鄭先生著有：「近代山水巨擘黃

新亞書院校友會第廿三届理事會

1,037.01

新亞校友會第廿四屆理事會已於
九月十八日經會員大會選出，其職務
一九七一年經濟
，現任美國銀行香港分行放
-通訊處：新界沙田排頭村

：號；電話••⑤二三六一八
(公)；®六一七五七九(私)

一九七四年社
會學系畢業•,現任東華二 一院電針療毒
中心社會工作員。通訊處：香港堅尼
地城厚和街三號一一樓B座；電話：⑤
四八一七六一(公)•’⑤五六七七三

中文秘書：關彩華，.一九七四年

三(私)

席主副

歷史學系畢業；現任「中大新雅中國
語文硏習所」敎師。逋訊處：香港銅
鑼灣禮頓道一號愉景樓十一 一樓Gffi;
電話••⑤七三三三九二 ( 私 )

電話：©四〇八四三一

一(公)

財務：李金鐘，一九六一年歷史
學系畢業，現任思明英文中學校監。
通訊處：新界荃灣享和街六十八號；

電話：©六一八八七〇 ( 私)

級講師。通熟處••中大第七苑六B ；

英文秘書：孫述宇，一九五八年
英文學系畢業；現任母校翻譯學系高

華彩關：書秘文中
孫：書秘文英

福利：葉漢秋，一九七二年社會
學系畢業；現任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行政助理。通訊處：九龍土瓜灣靠背

香樹輝或莉社幹事費榮貴同學聯絡0

各界校友撥冗參加，以備莉社同學諮
詢；並請各校友、同學、師長多提供
寶貴意見。如有指敎，請與校友會主席

壟道樂民新邮樂德樓一三〇九室；電

話••⑤二八二 一二四(公)；®〇E
二 一〇 九(私)

五九年商學系畢業，在本院會計室服
務有年。十年前移居加拿大。現在郵

樂、新年進步。濶別十年，上次囘港
相見，各位仁兄依然r年靑」、可愛、友
善。弟因工作關係’如r老柴」一條。
中文多半忘記，英文也未學好；只會
去r榜」。找了 一份工作I憑口而吃飯
的工作’倚算安定。此外，也就別無
他求了。論到職位，可以說有得升，
保無跌；不過，荷包則空空如也。
見到各位校友，請代問候0明年，
弟打算到歐洲去旅行；過兩年，待儲
夠了錢，再囘港探訪你們，好好地請
你們吃一餐。上次，匆匆囘港，又匆
匆離去，在香港停留，僅只十天，實
嫌太短。【編者按：鄧炎光校友一九

……各位學長••恭祝你們聖誔快

間候各位校友 鄭 炎 光

康樂：袁慧珠，一九六七年英文

三室；電話••③三七〇一 一

學系畢業；現任香港電台視播資料室
.香港銅鑼灣天后廟道..
(公)

樓A座；電話••③〇三六五七六(私)

聯絡••唐端正，一九五三年哲敎
系畢業；現任母校哲學系講師。通訊
處：九龍嵩打老道山文運道一 一號十三

•孫莉蓮，一九五七年英文
，現任新亞中學敎務主任。
.九龍土瓜灣農圃道六號新亞
，電話••③〇一 二二•六(公)
【另訊】校友會與一九七八年度

畢業生(莉社)將於明年一月份舉辦

介紹工商界，一月廿一日(星期六)下

職業介紹講座，由校友會邀請各界校
友囘校講介各行業狀況、職位昇遷等
問題。現定於一月十四日星期六下午

午介紹敎育界與政府部門。詳細情形
由莉社在孩公佈。這是校友會歷年來
第一次與在校同學合辦的活動，希望

期四彳

新 亞 書 院 校 友 會第 二十四 屆 理 事 會

33

40

中大學生會第八屆幹事會

選舉，業於十一月四日開票，

.四，二四
三；投票總人數：二，四一〇

(佔全體會員百分之五六點七

八)；有效票數••二，三八九。

r黃張譚」閣得票：一,

三九二(佔全部有效票百分之
五八點二七)；
「李鄧莫」閣得票：八七三

〔二〕

本院生物學系講師陳廣渝博士與
崇基學院生物學系敎授張樹庭博士於
十一月廿一日至廿六日聯扶赴曼谷出
席第五屆國際有關應用徵生學對全球
影響之會議。

消、
息
束

Art

Peasants

出席美國人類學會常年大會，並在會
inG
hina》》^^ Arts Melbourne
上宣讀論文。
A
r
t
A
l
m
a
nac第一一卷第一期(一九七
〔四〕
七
年
八
月
)
。卷
藝術學系高級講師屈志仁先生近
〔五〕 第
from OldLand- 羅啓中先生於十一月一日應聘任

著："New

IPaintings by

o^
Huhsie
n院藝術學系暫任技術員。
本

中 國 文 化 學 會 徽 文

中國文化學會爲提倡學術風氣，加深同學對中國文化的認識，特

期四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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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徵文比賽。兹錄其辦法於後：
0題目：①我對中國文化前途的展望r②中國的未來。兩題任擇
其一，字數不限。凡中大同學均可應徵。©截止日期：一九七八年一
月八日。來稿可寄本院中國文化學會信箱。®獎品：冠軍獎金一 一百

by Dr. Choh-Ming, Li

出選閣新-

本院院長金耀基博士 ，應廉政公
署社區關係市民諮詢委員會之邀，出
任社區硏究諮詞委員會委員0
〔三〕

And to you who have received your degrees here
today, I give congratulations and best wishes for
the future. I hope that in the years to come you will
remember with pride and appreciation your years
spent in this young university, as I myself will
remember.

本院高級講師喬健博士於十一月

I remarked some 14 years ago th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would be international in character.
In its establishment it received wise counsel from
distinguished persons from all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t continues to receive such counsel. It has
received substantial assistant from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s for innovative projects; foreign governments have supported programmes of study.
Outstanding scholars, including overseas Chinese,
from famous universi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have joined our Facufties; and students from many
countries come annually to our campus. For all
this d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interest and assistance, I am most grateful.

元、亞軍一百元、季軍五十元。⑩評卷••本院老師(名單容後公佈)。

To my good friends here in Hong Kong who have
so warmly supported this young University, and
given so generously of their time and money to
nourish its growth, I express my heartfelt thanks.

11十八日至十一一月四日赴美國侯斯頓

a university derives its character
from the society it serves. In this
regar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is most fortunate.
Established in an intellectually free society, serving
a community which exemplifies the dynamic and
productive interac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enjoying the encouragement and generous
support of Governm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 uniquely situated to carry out its
distinctive mission. For this we are deeply grateful
to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its far-sighted
leaders. In serving its own societ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serves Chinese culture generally and the
intellectual needs of its sister universi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佔全部有效票分百之三六點五四)。
新閣會長：黃志新I 崇基(經濟四)
外務副會長：譚樹繁丨新亞(生物三)

If the University is to carry out this distinctive
instructional mission effectively, it must assume
an i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preserving and
enriching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 This responsibility is directly embodied
in the functions of various organizations, and in
the extensive research,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programmes in Chinese Studies. And, of course,
this i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y becomes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e
Faculties, finding appropriate expression in their
teaching and research.

副會長：張天送I 聯合(地理三)

great cultures and to interact effectively with each.

undefined disadvantages because of
its tender years. Quite the contrary, in my view.
The youth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is a great asset, a source of strength and flexibility to grow and
to adapt to rapidly changing conditions of our
present-day world. Moreover, we associate youth
with high aspirations, with creative energy, and
with determination. These are the qualities, I
think, that characterize this young Chinese University.
The need for adaptability and creativity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s apparent in virtually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century has been marked by two monumental
explosions — the explosion of population and the
explosion of knowledge. Countless new countries
have come into be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has been expanding exponentially.
More new knowledge is produced in a single decade
than was produced in past centuries. The mere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 has become a science in
itself. Both of these explosions present great challenges to universities which have by definition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to deal with knowledge in
all its forms and functions, and thereby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ir respective socie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niversities are rightly regarded as major
instruments of social,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advancement. To meet these complex
,universities must have the kind of organL and programme that can respond effectively
to those demands.
Long established universities with rigid structures
reflecting societies long since gone, encrusted with
irrelevant traditions, and burdened by vested interoften
i — these venerable institutions all
find themselves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ies and unable to respond effectively
needs of their respective societies. In most countries,
and particularly in Asia, such institutions are seeking
with great difficulty to break out of their inherited
molds, or to introduce new ideas and methods into
outmoded forms. The struggle for self-renewal
among such universities will continue for years,
because the inertia of the past is formidable, making
change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hus
,
young university, respect and venerate
our long established sister institutions, but we do
not envy them.

industrial societies. From this bimodal society, this East-West interdependenc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derives both its conventional
educational objectives and its distinctive educational
mission. These two inter-related goals or purposes
have shaped the character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University during its first fourteen years of existence, and, I trust, will continue to shape its
development in the years ahead. I should like to
take a few minutes to comment on each of these
major purposes which have inspired and guided
my personal efforts from the beginning and which
continue to be close to my heart.
As to the first major educational goal or purpos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endeavours to meet Hong
Kong's need for young men and women with
highly specialized o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to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its advanced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It does so by being a modern
university — a complex institution of various organizational units, offering undergraduate instruction in the humanities and the art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mathematics, and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t provides 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fields. Through its various research inand centres, and its publications, it contributes to the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Finally,
it makes its expertise available to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as a public service to Hong Kong. In
all these function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is committed to the highes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excellence. What I have described is, of course, the
established model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found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It represent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first and basic educational
goal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However, as I indicated previously, this basic
model represents just one of the two major educational goals, the other being a profound concern
for Chinese learning and culture, which constitutes
the distinctive missio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These two major goals are inter-dependent, continuously interacting, and together define the true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I want now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this distinctive mission.
At the very beginn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established as its special objective the promotion
of the interflow and integration of
Wester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bviously requires of each student a deepened
understanding of his own Chinese intellectual heritage as well as a mastery of Western empirical
method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Bilingualism is
an indispensable tool of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expects each
of you, its graduates, to move between these two

Like all universit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as established to meet certain
needs of its society — in this case, a dynamic and
intellectually free society, in which a huge Chinese
population reflecting afive-thousand-yearold culture constructively interacts with a Western population to produce one of the world's most flourishing
15-

'742

N E W ASIA LIFE

A MONTHLY PERIODICAL OF S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KOWLOON, HONG KONG.

i S T H DECEMBER, 1977.

CONTENTS

MAJOR EVENTS

(From 1st to 30th November, 1977>

The Vice-Chancellor's Speech
at the 18th Congregation of the
C.U.H.K. for the Conferment
of Honorary Degrees and other
Degrees, on Thursdays, November 3, 1977

2nd Nov. The Standing Committee held its 8th meeting.
5th

The Assembly of Fellows and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New Asia Alumni Association jointly gave a dinner
for Prof. Yu Ying-shih,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ollege,
and Mrs. Yu who were currently on a visit to Hong Kong.

by Dr, CM.

7th

Mr. Timothy Light, former representative in Hong Kong
of the Yale-China Association, visited the College.
The College staff gave a tea party to welcome visiting Prof.
Yu Ying-shih and Mrs. Yu.

11th

The College held its 176th Monthly Meeting, at which
Dr. Tseng Wen-young, Lecturer in Biology, was invited
to talk on “The Antarctic Expedition”.
The New Asia Chinese Music Society gave a performance
to raise money for the New Asia Scholastic Fund.

22nd

Dr. Ambrose Y.C. King gave a dinner for members of the
New Asia Music Society and staff and students who had
rendered assistance in the fund-raising campaign for the
New Asia Scholastic Fund.

23rd

The Standing Committee held its 9th meeting.
Prof. Hans Frankel of Yale University,
visited the College.

Li

Vice-Chancellor Designate Professor Ma Lin
A Record of Donations to the
New Asia Scholistic Fund
The 5th New Asia Swimming
Gala
by Miss Shum May-king

Profiles of New Staff
The 24th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New Asia Alumni AssoFreshmen of the Faculty of
Science, 1977

Frankel

THE VICE-CHANCELLOR'S SPEECH
九龍部鏡波學校承印

at The Eighteen Congregatio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the Conferment of Honorary Degrees and Other Degrees on Thursday，November 3, 1977

At these Congregations I do not normally give a
formal address. Today, however, I am making an
exception in response to the requests of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I have agreed to make some
remarks about a matter that has long been on my
mind and in my heart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ts character
aspirations.
It was my great privilege and honour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gregation in which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nferred its first degrees
upon its own graduates. That was indeed a momentous occasion — momentou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momentou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of Hong Kong, particularly their young men and
women; momentous for me as the first ViceChancellor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I well remember how deeply moved I was to see the very first
graduate stand before the Chancellor for the formal
conferral of the degree. And as I watch here today
the same ceremonial proceedings, I am again deeply
moved, realizing that the University has now reached the ripe age of fourtee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versity. Compared to the
of other countries,
ison might

young uni-old universities
infant. This comparChines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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