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院士陳鎮榮先生讚辭 

人看財富如浮雲，他把浮雲變甘霖；甘霖雨露潤山城，十年樹木百年人。

他是一位管理財富的專家，但他的專業知識和管理長才，主要是用於公共利益和教育事
務上，他可以說是樹木樹人的澆水者和灌溉者。他，就是陳鎮榮。

陳鎮榮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學的老臣子，曾先後與六位校長共事，退休前他是中大的主
管人員，曾先後出任中大總務處高級總務主任及副總務長，自一九九六年起獲聘為總務長，
其後總務處易名為財務處，而陳鎮榮先生亦一直擔任中大財務長之職，總管財務，負責制訂
預算、資源分配及投資管理等重要任務，直到二零一三年退休為止。陳先生為中大理財有
方，盡心竭力，是行政人員的典範。

陳鎮榮先生，祖籍廣東南海，一九五零年生於廣州。早歲來港，在香港接受中、小學
教育。一九六九年，陳鎮榮畢業於伊利沙伯官立中學後，以優異成績入讀香港大學，主修
經濟及會計，一九七二年獲社會科學學士學位。在政府工作一年後，他繼續到英國深造。
一九七七年，陳先生獲得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資格，並取得執業試審計科全英首名的
成績。其後陳氏回港服務，同年獲得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資格。其後又於一九八七年成為
澳洲特許會計師。

陳氏一生與錢財為伍，財務策劃及管理財富是他的專業和本行。他曾於畢馬域會計師
行、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力寳集團、中華電力公司等機構工作，主責會計、投資及財務。他
加入香港中文大學任職，前後共二十三年之久，職責所在，也多與財務有關。一九八四年，
陳先生加入中文大學，服務於總務處(後易名為財務處)，由高級總務主任晉升至副總務長，
對大學的財務預算及管理非常熟悉。一九九零至九六年，陳氏轉職中華電力公司，隨後在於
一九九六年回巢中大，獲聘為大學總務長(後易名為財務長)，直至二零一三年退休，擔任中
大之財務首長，總管大學之財政預算、資源分配及投資管理，前後達十七年之久，故中大上
下人等，皆稱呼陳先生為「中大財神爺」！

陳先生就任中大總務長之前，總務處正面臨多種艱巨的挑戰：政府削減撥款、《職業
退休計劃條例》對大學公積金帶來的影響、如何使大學儲備保持健康水平等。為應付種種挑
戰，陳先生引入新的管理哲學，將總務處由一個較為被動的會計單位改革成為積極主動的大
學財務中心，包括重組和改名為財務處、引入一站式服務概念、為財務處各單位設定服務承
諾、加強資訊流通，協助大學各部門的財務規劃及管理。作為大學的財務主管，陳先生除了
懂得開源節流和知人善任的道理，他還強調大學財政應以人為本、院系自理，才能發揮各單
位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因此，財務處人材輩出，現任八大院校其中三院校的財務長，皆出於
中文大學，曾與陳先生共事。

   



陳先生在中大服務二十三年，其中十七年為財務長，對中大的發展貢獻良多。在其任
內，香港政府對大學陸續削減撥款，累積超過百分之二十以上，又經歷數次金融風暴，但陳
先生管理有方，中文大學的總資產在此十七年內，由港幣十二億增至逾一百三十六億，增長
逾十一倍，使中大能有穩健之財政基礎，支持各項學術及其他發展。其中最重要者，包括購
置中環美國銀行中心超過七萬平方尺的樓層，作為中大的城市教學中心，又協助大學在美國
成立「香港中文大學基金會」，促進北美之籌款及校友捐獻工作；此外，陳先生又參與中大
各新書院的籌劃、興建與募捐，以及中大在深圳的規劃和發展。近年中大在籌款及政府配對
金額方面，成績斐然，「財神爺」功不可沒！

陳先生熱心公共服務，積極參與義務工作，現擔任香港童軍總會財務委員會主席及港大
畢業同學會教育基金之司庫，亦曾出任香港交通安全會執行委員會司庫，也是香港退休計劃
協會執行委員會創會成員。

工餘之暇，陳先生喜愛傳統粵劇，也練得一口好唱腔，且不時在大學及書院之慶典或晚
會中登場，客串表演，藝驚四座。

陳先生於二零一三年退休，其後仍然繼續服務大學，出任財務處顧問、財務委員會資深
顧問及其投資小組委員會成員，以及逸夫書院高級導師。

主席閣下，為了表揚陳鎮榮先生多年來對大學所作的貢獻，特別是在大學財務管理與革
新，以及在投資及協助籌款方面的盡心盡力，本人謹恭請主席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陳鎮榮
先生。

此讚辭由梁元生教授撰寫



榮譽院士朱恩餘先生讚辭 

捐資助學，敬德弘文；廣濟博施，正風立人。生於蘇滬文化之鄉，成長於國際商埠的香
港，卻有燕趙豪俠之風。留學英倫，深通科技，縱橫商海，而關懷桑梓，心繫教育。正如一
位蘇州老鄉言：「一片丹心圖報國，千秋青史勝封侯。」對於朱恩餘先生，這是最貼切的描
述。

朱恩餘先生，祖籍蘇州，一九三二年生於上海，十六歲來香港。中學畢業後，即負笈英
國，肆業於曼徹斯特大學，在半工半讀下完成機械工程碩士學位。一九五九年學成返港，朱
恩餘最初在一間冷氣公司任職，從基層做起，兩年內逐漸擢升至總工程師和經理職位。六十
年代，朱氏轉為致力於製衣業，七十年代創辦立德製衣廠，今易名為翔龍有限公司。朱恩餘
先生現時擔任香港翔龍公司董事長、實業地產公司董事、先競有限公司董事；同時，他亦是
廣州立康製衣工業有限公司及蘇州立鏘服裝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朱先生在製衣業和服裝業界
深為同行稱道，頗負盛名。過去他也積極參與多項政府公職。 

除了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和工業家，朱恩餘先生最為人所稱道和敬仰者是他的慈悲為懷、
樂善好施的性格，以及培養青年、獎學助學的事業。朱先生現時是「朱敬文教育基金會」的
董事長，也是「香港善源基金會」的創辦人和主席。朱恩餘伉儷透過這兩個基金會在香港和
國內做了大量的慈善和救濟工作。一九九三年，他啓動了中國農村小學的「築基計劃」，資
助貧困農村修建危房小學，使蘇北八縣及中西部的教育基建得到很大的改進；此外，他又捐
助獎學金，幫助家境清貧的大、中、小學學生完成學業；另外，他又資助多所大學如蘇州大
學、揚州大學、徐州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南京中醫藥大學及安徽師範大學等興建現代
化的圖書館，並且在蘇州捐助職業大學和電視大學，其目的是要透過知識、科技及教育來爭
取脫貧。他的教育理念和給予學校的捐助與支持，對中國社會的長遠發展和改進，起著重要
的作用。為表彰其善行，南京市、蘇州市、廣州市、揚州市及安慶市分別向朱先生頒贈榮譽
市民稱號。

朱恩餘先生為人溫文爾雅，但昂藏挺拔。其慷慨好義的性格、教育救國的理想，很大程
度上是來自其父親朱敬文先生的影響。

說起朱敬文先生，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是個幾乎無人不知的「大善
人」。他省吃儉用，興學助人，設立「朱敬文教育基金」，資助和選拔優秀的香港貧困學生
赴美攻讀，甚至親自帶領他們赴美，讓他們安頓下來之後才離開；這些得以進入美國大學升
學者，歷年累積，數以百計；而學有所成，出人頭地的朱敬文資助者(俗稱之為「朱仔」)人
數亦復不少。其中有多位「朱仔」對朱敬文先生的助學義舉和切身幫助，深深感戴，籌謀集
資回饋，力圖在中文大學成立敬文書院，一方面以紀念朱老先生當年助學之恩，另一方面則
希望以敬文精神感召青年學子，發憤向上，自助助人。此為中大新書院 — 敬文書院 — 成
立背後之部分因由也。



朱恩餘先生對敬文書院的創設，出錢出力，貢獻良多。他透過「朱敬文教育基金會」及
「香港善源基金會」捐資以匡助書院發展，目前擔任書院院監會主席，與院長暨書院仝人共
同籌劃和帶領書院發展。於今書院樓宇落成，坐落於環迴北路，依山面海，風景幽雅，學生
三百，全宿共膳，互相砥礪，情誼融洽；書院雖小，一應俱全，以「修己澤人，儲才濟世」
為院訓，力求發揚堅毅不拔，百折不撓的敬文精神，並且鼓勵學生多元學習，增廣見聞；並
且勉勵學生勤奮自勵，以及學成之後常存感恩，回饋社會。

主席閣下，為了表揚朱恩餘先生在工業上的成就，和他對教育上的貢獻，尤其是朱先生
對於中文大學敬文書院的捐助與支持，在在體現「修己澤人」的精神，為學子之楷模，本人
謹恭請主席閣下頒授予朱恩餘先生榮譽院士銜。

此讚辭由梁元生教授撰寫



榮譽院士顧鐵華博士讚辭 

韓愈《進學解》說：「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意謂學業因夙夜不懈而日
趨專精，修養因獨立深思而卓然有成。現代企業家面對市場競爭，必須學有專長，兼備國際
視野，方能高瞻遠矚，精闢獨到。事業有成，財富積累，卻能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深慮國
家文化如何有效傳承；心意既定，力行不怠，通過博施濟眾，展現民胞物與之愛國情懷。

顧鐵華博士祖籍江蘇無錫，一九三七年生於上海，出身書香門第，外祖父為中國蠶絲工
業的創始人。顧博士天資聰敏，幼受庭訓，治學勤奮，五十年代以全國第三名之優異成績，
考入上海交通大學，攻讀土木工程；其後取得西德政府全額獎學金，赴德國深造，入讀慕尼
黑大學，學習工商管理，名列前茅，獲頒碩士學位。顧博士語言能力超卓，年輕時已精通俄
文、英文、德文，曾翻譯蘇聯水利工程權威學者ГC 郝萬斯基學術論著《水力學的諾謨圖解
計算》，譯文精準流暢，具見顧博士工程科學專業造詣，以及深邃精純的俄文修為。

顧博士精通多國語文，學有專長，一九六二年來港，加入英資怡和洋行，深受器重，
專責科技商品環球貿易，促成首宗中國購置民航客機商貿協定，備受推崇。及後負笈德國，
鑽研歐洲商業管理之道，隨後定居香港，創辦跨國集團聯中企業有限公司，附屬公司二十餘
間，聘用員工超過三千人。旗下業務眾多，包括與德國著名財團合營經銷中國農產品，為中
國農業成功開拓西歐市場，年銷量達數十萬噸；同時又為中國四個現代化引進高科技產品，
尤其生化、醫療設備，其市場佔有率高達三分之一；自組包括十三艘遠洋輪的船隊，海運貿
易，規模龐大；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憑藉敏銳目光，投資上海浦東，開發房地產市場，得
風氣之先，業界多所稱譽。顧博士領導下的企業集團，兼及業務範圍包括製造實業、航運
業、房地產業及國際貿易，涉獵極廣，並能一再拓展，為環球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顧博士結合中國傳統觀念營運企業，提出「義．恩．情」六面體經營理論，深受國際經
營學界推崇。他待人以誠，處處以員工福祉為念，關懷備至，嘗謂集團運作有似船隻前行，
不能只靠船長掌舵領航，必須杖賴船員衷誠合作，集思廣益，方能排除萬難，乘風破浪，揚
帆奮進。

顧博士營商有道，富貴顯達，卻不為利欲薰染，不沾半點庸俗，稟賦清高芳潔，雅好文
學，自幼醉心中國古典戲曲，尤好京、崑劇目，孩童時代，即隨京朝派紅豆館主門人張樹聲
先生習曲；一九七九年，拜崑曲大師俞振飛先生為師，並得俞老親授崑、京曲目多種，成為
俞門首位海外入室弟子。顧博士研究崑曲水磨調與俞派唱法，深悟俞門唱腔獨到之處，在於
熟諳崑曲清唱典籍內容，細味曲家度曲心意，咬字運腔，皆有規範。顧博士旅德期間，勤於
練曲，日夜傾聽俞老唱腔，心領神會，曲藝早臻化境，及後參與舞台演出，尤擅小生角色，
傳承俞派書卷氣韻，俊逸不凡，崑劇業界公認其表演藝術造詣深邃，直可媲美俞門專業弟
子，因獲中國戲曲學會頒發首屆「金蘭獎」，享有「中國第一名票」之美譽，藝術成就斐然
可觀。顧博士在過去二十年，更積極推動崑曲演藝，全面蒐集、恢復、攝錄崑劇傳統劇目，



出版《粟廬曲譜外編》、《中國崑曲精品集粹》，並製作聲像資料光碟，又資助出版中國戲
曲經典巨著《崑曲精選教材300種》，並撰寫序文，身體力行，冀能傳承行將散佚的傳統劇
目。顧博士更於一九九六年創立「顧鐵華振興崑曲基金」，鼎力支持內地崑劇組織；二零零
二年成立上海國際崑曲聯誼會並擔任會長；二零零六年起出任中國京劇藝術基金會理事，二
零一一年起出任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香港文化委員會委員，於崑、京演藝之推廣，多
所建樹。

顧博士樂善好施，多年來大力支持國家教育事業及文化發展。二零一三年，顧氏伉儷有
感於美國三藩市聚居華人缺乏醫療診所，尤其貧苦大眾，根本無力負擔昂貴醫療費用，遂將
名下位於三藩市列治文區貴重地段的整幢大樓，慷慨捐贈予美國非牟利社區醫療中心─東北
醫療中心，改作「顧氏醫療大樓」，俾區內華人可以就近求醫，免於體膚之痛，雪寒碳暖，
恩澤廣施。顧博士對同胞深切關懷，推己及人，國民不受地域界限，皆蒙福蔭，感銘不已。

顧博士對中文大學貢獻良多，多次捐貲和聲書院，設立獎助學金，臂助本校貧苦學生
完成學業，復支持音樂系出版《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譯註》；並於「國粹藝術進校園─
京劇崑曲導賞」中獻唱崑曲，又親身籌劃及資助大學五十周年校慶活動「京崑粵劇．傳承之
旅」，俾本校師生領會中國傳統戲曲之美，薪火相傳，延綿不盡，貢獻良多。

主席閣下，讓我們共同表揚這位卓爾非凡的企業家和藝術家，他為祖國教育事業、文化
傳承作出卓越的貢獻，影響深邃。他在學業、事業的重大成就，業勤德馨，清高芬潔，正是
莘莘學子的典範楷模，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顧鐵華博士。

此讚辭由何志華教授撰寫



榮譽院士林榮德先生讚辭 

《禮記》強調「報本反始」、「不忘其初」，主張受恩思報，飲水思源，那正是儒家道
統孝義精神的思想根源。新亞書院以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畢業生從「艱險」中揚帆奮進，
於「困乏」中懷抱溫情，然後思源反始，憶念母校恩德，立志培育後進。大地厚德載物，智
者利澤群生，他們所體現的，正是「地博厚，天高明」的新亞精神。

林榮德先生於一九七五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獲頒工商管理學士學位，隨
後獲澳門大學頒授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林先生於一九九二至九八年間出任聯交所主板上市公
司福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之執行董事，其後加入另一上市公司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出
任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負責銷售及市場推廣工作，制定集團企業發展方向及業務策略，運
籌帷幄，決勝千里。互太紡織廠房集合針織、染色、印花及整理之綜合生產線，年產量達
八千七百萬公斤，聘用員工超過六千五百名，與全球知名服裝品牌建立緊密合作關係，設計
布料，成品暢銷世界各地。

林先生營商之道與時並進，既關注行業所需的嶄新科技，同時又能營造企業和諧發展的
有利環境，俾使工業建設與自然環境可以和洽共融。眾所周知，工業生產與環保議題經常出
現矛盾，尤以紡織、漂染行業為甚，紡織工業需要大量用水，於自然環境和潔淨水源構成威
脅。互太紡織從事上游紡織業務，於一九九七年開業時，環保課題尚未熾熱，集團即決定在
番禺廠房投入超過一億元建構環保設備，包括污水排放系統及環保發電廠等。林先生與管理
階層早具卓識，及時部署，將環保觀念應用於工業生產，成為紡織工業的環保先導。互太紡
織在環保方面的投資，成效顯然，客戶對公司環保效能一致認同，與及政府為此而提供的種
種補助等，均對集團業務有所裨益。林先生曾說：「紡織行業與水源息息相關，故公司當年
選址在河流附近，減低相關的成本。公司利用嶄新污水回收系統，可以將約四成的污水回收
再用，節省用水。」互太紡織在番禺廠房的環保系統設施，及後亦應用於越南的新廠房，同
樣取得顯著效益，業界一致推許，社會多所稱道。工業發展與自然水源因能同時並存，相看
不厭，並行不悖。

飲水思源，思源反始。林先生事業卓然有成，常思如何回饋母校。他多年來一直關心
及支持中大及新亞書院的發展，由二零零八年開始，林先生出任新亞書院校董，歷年來，林
先生多次捐貲成立各項獎學金，資助學生負笈海外，交流學習，練就國際視野，培養廣闊胸
襟。二零零七年，林先生聯繫校友慷慨捐款設立「一九七五新亞工管校友獎學金」基金，以
基金每年收益支付獎學金，並希望藉此鼓勵同屆畢業的新亞工管校友共襄善舉，群策群力，
壯大基金，為新亞同學開拓更多獎學金資源，造福後進。二零一二年，林先生鼎力匡助書院
籌設新亞書院發展資料館，及建立網上校史資料庫。新亞校史館以文字、圖片、珍貴文物及
多媒體裝置展示新亞書院不同時期的發展歷程。館內更展出桂林街舊校的桌椅，呈現當年樸
實的學習環境，讓書院的師生及校友、新亞人及社會人士認識新亞的起源、發展與教育目
標。林先生在學時為新亞書院知行樓宿生，深感舍堂生活對非形式教育的重要性，因此慷慨
捐助巨額款項，支持新亞書院籌建第五所學生宿舍，德澤廣被。



林先生積極參與書院及校友事務，身體力行，為書院發展提供真知灼見。二零一三年，
為籌備慶祝母校香港中文大學五十周年，林先生擔任中大五十周年金禧校慶校友活動統籌委
員會成員，並憑藉卓越音樂才華，領導「新亞書院1973樂隊」於五十周年校慶嘉年華上演
出，並於「『盈』聚金禧校友日」中，統籌「校友重聚流行音樂會」，弦歌不息，感人至
深。歷屆校友從音樂中共慶母校金禧，憶念師生恩情，團結一致，林先生多所貢獻，彌足稱
道。

主席閣下，林榮德先生對香港紡織工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亦為本校傑出校友，樂善
好施，思源反始，多年來對母校作出無私奉獻，培育後進，達己達人，體現新亞精神。本人
謹恭請主席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林榮德先生。

此讚辭由何志華教授撰寫



榮譽院士梁鳳儀博士讚辭 

《呂氏春秋．首時篇》闡述古人成功之道在於「勤以待時」，意謂有志者必先勤奮努
力，並靜待時機的來臨；時機何時來至？且看天意，還看緣分，倘能善應機緣，自然成功在
望。作為香港有名的商家和作家的梁鳳儀博士自然深有體會。

梁鳳儀博士於一九七零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主修歷史，獲頒文學士學位。一九七二
年，再獲香港中文大學碩士學位，也是主修中國歷史。她於一九八三年考入本校研究院攻讀
哲學博士課程，師從牟潤孫教授及王爾敏教授研究晚清歷史，並以《晚清通俗小說對新思維
的傳播功能》為題撰寫論文，提出晚清小說於傳播政治意識的歷史意義，於一九八五年獲頒
哲學博士學位。梁博士深明文學小說於大時代所產生的廣泛傳播效用，又深感八十年代後期
香港商業社會文化出現奇異變化，職業女性勤奮上進，卻面對重重險阻，過程峰迴路轉，扣
人心弦。梁博士憑藉天賦敏銳觀察能力，淩雲健筆，創作香港小說的新品種「財經小說」，
描述商場上自立奮鬥的女強人事跡，結合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瞬間風靡一時，全球暢銷。
迄今梁博士已出版超過一百種小說及散文，為香港文學創作開展新局，獲獎無數。一九九二
年，獲香港市政局及香港藝術家聯盟合辦的作家年獎；同年，國家一級文學出版機構人民文
學出版社開始推出梁博士的財經小說系列，包括《醉紅塵》、《花魁劫》、《豪門驚夢》三
部長篇小說，隨即風行全國，並編輯及出版《梁鳳儀現象》一書，輯錄相關評論文章，多所
稱道。此外，梁博士作品《九重恩怨》亦榮獲中國「今古傳奇比賽」小說大獎；一九九四、
九五、九六及九七年，在北京舉行的全國首都圖書展銷會上，梁博士創作的小說均奪得全國
暢銷書籍冠軍的殊榮；一九九五年，梁博士的散文獲得中國中央廣播電台舉辦的「第七屆海
峽情懷論文比賽」特別大獎。梁博士的數十本財經小說更在中國內地、台灣、香港被改編成
電影及電視連續劇，其中《花幟》於一九九六年被中國中央電視台拍成電視連續劇，是首部
香港作家作品獲央視第一台節目黃金時段播出，影響深邃。

〈首時篇〉謂「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梁博士財經小說蜚聲中外之際、
「梁旋風」席捲全國之時，梁博士緊握時機，將她的小說改編成電視劇，推向全國市場。於
是她把影視媒體業務自她創辦的「勤＋緣出版社」分拆出來，成立「勤＋緣媒體服務有限公
司」，並於二零零四年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機板上市。「勤＋緣」不但與中國近二百個省市
重點電視台合作，製作近千集電視劇，成為境內電視劇節目主要供應商。梁博士更引進國際
著名傳媒機構作為策略夥伴，締結中外良好合作關係，為中國傳媒市場引進國際資金及先進
專業經驗。

梁博士更是一位對人生有理想及有計劃的人，她曉得毅然決然在創作的高峰期，擲筆從
商，創辦了市場極為罕見的、由她以外商身份控股而主營國內媒體業務的主機板上市公司。
她又在帶領企業與中央電視台及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直轄單位成立合資公司的突破性時
刻，捨得放下打拼了近二十年的商業成績，重新執筆，堅持要撰寫目前香港唯一的一套、以
香港自一九四九年開始至今長達六十多年歷史為背景的政治愛情小說。據她說這套系列小說
將是她的封筆之作。



從優雅的文學創作到成功的企業管理，從一桿健筆到創辦企業把公司上市，梁博士依
舊從容不迫，她淡然細說成功之道：「勤加緣，人生成功是不可缺少這兩樣東西的，不僅要
時刻勤奮，也需要有著一種冥冥之中的緣分主宰。」梁博士於二零零七年獲頒中國百名傑出
女企業家獎，二零零八年獲《資本企業家》雜誌頒發十大傑出企業家獎。她的企業在二零零
七年及二零零九年一連兩屆獲國際權威雜誌《福布斯》選為亞太區二百家最佳中小型企業之
一。

文學、事業均卓然有成，梁博士亦積極服務社會，曾任兩屆北京市政協委員，現任全國
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常務董事、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名譽副會長及香港婦協女企
業家委員會常務委員。梁博士熱心公益，創辦「勤＋緣慈善基金」並擔任永遠名譽主席，致
力推動藝術、文化和教育發展，並支持多項社福項目，尤其關心婦女自強自重自尊的培育。

梁博士一直支持中文大學，積極參與母校發展，出任崇基學院校董、和聲書院院監會
主席及中大五十周年校慶籌備委員會成員。多年來，梁博士以她出售著作版權上的收入以及
她近期出售其上市公司股權的得益，全數捐獻境內外慈善機構。她尤其愛重母校，經年以個
人名義，及透過她創辦的「勤＋緣慈善基金」，多次巨額捐貲大學及崇基學院、和聲書院，
贊助大學活動及設立多項獎學金，貢獻豐碩。梁博士更身體力行，於二零一三年領導委員會
籌辦「殿堂演藝之夜」，慶祝母校五十周年金禧校慶，並為和聲書院發展籌募經費，多所建
樹。

主席閣下，讓我們共同表揚這位樂善好施的傑出校友，她既是深入民心的文學作家，也
是開創媒體集團的企業家和慈善家，她對中文大學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本人謹恭請主席閣下
頒授榮譽院士銜予梁鳳儀博士。

此讚辭由何志華教授撰寫



榮譽院士王冀博士讚辭 

一生與書為伍，博覽群書，編出一套規矩；心繫中美二洲，來往東西，端為邦國情誼。

王冀博士有三得。首先，他是圖書館界的老前輩，曾任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部主任數十
年，一九七零至七二年及一九八四至八六年間，曾經兩度出任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館長，是
中文大學的老朋友，帶領早期中大圖書館的發展，貢獻良多。同時，王冀博士也是一個國際
知名的學者，對現代中國歷史和中美關係著述甚豐；再者，他是中美兩國之間的民間大使，
而且創辦「美中政策基金會」，對中美兩國的外交關係，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王冀博士，一九三二年生於中國遼寧的一個大戶人家，乃將門之子，父親王樹常為東北
軍將領，與張作霖、蔣介石等民國政要多所往來。二戰之後王冀曾在香港稍事停留，隨即於
一九四九年赴美升學，在美國完成中學，其後繼續升學，先後獲得美國馬里蘭大學理學士、
喬治城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王冀於馬里蘭大學畢業後即加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服務圖書館近半個世紀，並於
一九七五年起擔任國會圖書館中文部主任之職，期間建立國會圖書館之中文館藏，由三十萬
冊藏書，增加到一百多萬冊，成為亞洲以外最大的中文圖書館，亦為世界研究漢學的重鎮。
王博士在國會圖書館遠東語文部進行一項編目計劃，從日本引進最新的攝影技術，在國會圖
書館裝置了首部攝影排字機，以取代人手抄寫目錄卡片的工作。在他領導下，國會圖書館發
明一套印刷中、日、韓編目卡的新方法，一直為該館沿用。

王博士於一九七零至七二年於美國國會圖書館休假期間，獲中文大學創校校長李卓敏
教授邀請出任中大圖書館館長，除了引進其國會圖書館新的分類編目系統和《英美編目條例
(第二版) 》外，還對圖書館的長遠規劃和發展，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一九八四年，中文
大學校長馬臨教授再度邀請王博士擔任中大圖書館代理館長，幫助建立中大新成立的醫學院
圖書館及新亞圖書館。在王博士領導下，中大圖書館在沙田校園建立了一個完整的新圖書館
系統。今日的中大圖書館，下設六個分館，而總館挺立於大學廣場一端，仲門為前庭，地窖
作花園，誠為讀書之福地也！可謂造福多少中大學子，羨煞外面多少讀書人！

王冀博士最初學農，擬以農業及科技救國，惜事與願違，中美關係惡劣。王博士轉治歷
史，猶其關心政治和外交。一九六九年，他取得美國喬治城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後，留校兼
職。他的著述甚豐，人物交往廣泛。在他的學生之中，就有不少美國政要名人，當中包括中
美建交後首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他也是早期崇基學院老師及副校長芮陶庵的次公子。

王冀博士是個出色的教師。他於一九六九年起擔任喬治城大學的兼任教授，講授中國歷史
及中美外交。一九七一年的「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訪京，為翌年的尼克森總統的訪華行程鋪
路。一九七二年，王博士緊隨著尼克森總統回到了闊別多年的中國。他回憶這次訪問時，說：
「那是我二十多年後首次回家，深切感受到祖國翻天覆地的變化。」王博士此行促成美國國會圖
書館和北京國家圖書館的書籍交流協作，更進一步開拓與中國其他大型圖書館的交流協作。自此



之後，王博士曾經多次訪問中國，協助中美兩國之間設立聯絡處，特別對於推動兩國的學術和文
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單以中美圖書館方面的交流來說，從一九八零至二零零一年，王博士
就曾親身率領六個美加圖書館的團隊訪華，亦為中國的圖書館走向國際化和現代化，花了不少心
力。為此北京和華盛頓的國家圖書館，都邀請他出任顧問之職。一九九五年，他又發起成立「美
中政策基金會」，並且利用這個平台，促進和加強中美兩國從高層到民間的互相認識和廣泛交
流。基金會在美國出版的期刊 Washington Journal of Modern China，是想更深入認識和了解中國的
美國政要必讀的刊物。王冀博士本身與不少中美名人有著深交，他說：「我與歷任美國駐華大使
如伍德考克、恆安石、芮效儉、尚慕傑等，都是親密朋友。」他又與蔣介石、張學良、宋美齡等
時相過從。一九九五年宋美齡到美國國會演說，以及二零零五年台灣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
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幕後推手，正是王冀博士。

主席閣下，為了表揚王冀博士在圖書館學所做的重要建樹，特別是對中文大學圖書館所
做的貢獻，並且為了嘉許其在中美學術及敦睦邦交所作的努力和成就，本人謹恭請主席閣下
頒授予王冀博士榮譽院士銜。

此讚辭由梁元生教授撰寫



榮譽院士黃桂林博士讚辭 

香港一位傑出投資銀行家，對本地的貿易和金融發展模式了然於胸：有此不凡本領者絕
非常人。如果加上他的信念，更令人佩服；他認為人生處世不比在大學裡讀書，很少上司會
在工作上真心幫助你，所以人必須靠自己，但同時亦要設法打破這種模式，助人為樂，尤其
是年輕人和經驗不及自己的人，更需要扶他們一把。這樣一位大智之士，對本校以至整個社
會都建樹良多。 

少年黃桂林畢業於天主教小學及中文中學，一九六八年考進香港中文大學，在校址還在
般含道的聯合書院主修歷史。當年聯合書院每班大約有十二個學生，文學院只得三個學系。
香港只有少數學生可進入大學門檻，他們都是愛國者，以中國人身份為榮。

黃桂林的父母移居香港前在廣東過著簡樸的生活。那一代的人都堅信「萬般皆下品，唯
有讀書高」；黃桂林的父母更相信中文大學就是讀書的好地方。當年入大學讀書的人不多，
黃桂林謙遜地覺得，不是他選擇中大，而是中大選擇了他。他此生都銘感於心。

結果這個謙遜的歷史系學生因為學業成績優異，獲英國理斯特大學取錄為博士生，研究
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英貿易和金融模式 ─ 當時來說是一個有遠見的題目。這時候，一位聯
合書院的同班女同學也到英國另一所學院留學，黃博士和這位同學相逢。所以他回港時，除
了有一個博士學位，還有一位新娘子。 

黃博士回港後，發覺他對金融的歷史研究非常切合他在金融界的發展 ─ 對那些質疑人
文學科是否實用的人來說，這是個很好的反證例子。他的學術成就本已深厚，但為補充他在
實務學習方面的不足，他旋即透過夜間課程修畢會計及金融深造文憑資格。他在香港出口信
用保險局工作了一段短時間後，轉到銀行業。他在美華銀行和渣打(亞洲)有限公司學會了企
業財務的訣竅，然後轉到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香港)的投資銀行部工作，最後進入美林(亞太) 
有限公司(「美林」)，一做便是十七年，曾擔任多項要職，尤以掌管美林亞太區投資銀行部
的整體業務為著。 

黃博士從美林退休後，出任殷視顧問有限公司的主席。他在投資銀行界成就卓越，聲
望甚隆，時至今天還是獵頭公司的獵頭目標，他亦身兼多個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職。他也曾出
任不同組織的顧問，為金融業出謀獻策，如香港貿易發展局中國貿易委員會委員，以及香港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諮詢委員會委員。這位文科畢業生並沒有忘記社會生活的文化一
面，他也是香港歌劇協會有限公司的董事。

黃桂林的故事不僅限於一個傑出投資銀行家那麼簡單，黃博士沒有忘記當年選擇了他的
大學，也沒有忘記父母的殷切期望。他更沒有忘記，他在金融界雖然成就卓越，但悠悠歲月
裡，願意扶他一把而不是先計較自己利益的上司只有那一兩位。



基於這些信念，加上他豐富的金融知識，黃博士積極支持中大，尤其是中大學生，回
饋母校。他自二零零五年起即出任新亞書院校董，二零一三年起成為該院校董會副主席。他
也是新亞的通識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還贊助書院的學長計劃，由他捐款支持的書院活動甚
多，包括前往劍橋、牛津和柏克萊大學的暑期海外交流計劃。他一直覺得普遍大學生的英語
表達及溝通技巧極需改善，所以多年來贊助新亞書院舉辦有關工作坊，除了學生外，剛離校
的畢業生亦可參加。  

黃博士支持中大不遺餘力，對中大教學醫院發展尤為關注。他是中文大學醫療中心及醫
院有限公司的董事及私營教學醫院專責小組成員。

黃博士對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的發展亦鼎力支持，不但慷慨捐款，並為「全球金
融菁英領導研討班」講學。他亦曾為中大的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講課。當年他在仕途
上一直渴望得到的實務扶持和指導，現在他都一一向他的後輩施予。

去年中大五十周年校慶，舉行校慶啟動典禮．健步行暨嘉年華，黃博士為主要贊助人
之一，捐款用於他一直十分支持的「博群計劃」。最後要說他為資助中大學生赴海外作交換
生而捐款設立的獎學金，這項獎學金始於八年前，兩年前再續，名為「劉亮紅交換生獎學
金」，以黃博士高堂的稱諱命名；用作紀念當年慈親的殷切期盼令他奮發讀書和發展事業。 

黃博士對中大一直作多方支持，教學醫院發展、金融教育、學生發展，皆受其惠，香港
社會亦得益。謹此恭請主席閣下向黃桂林博士頒授榮譽院士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