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院士陳志海先生讚辭 

陳志海先生是當今香港一位備受敬重的資深大律師。在業界他的聲名顯赫，表現出色。
他的成功和他的奮鬥經過，不單是法律界的一段傳奇，而其憑著知識走出貧困，靠著自身不
斷的努力、憑著鬥志和堅毅克服困難，從街童變成「大狀」、從屋村搬到山頂的成功之路，
更是「獅子山下」一個自強不息、激動人心的故事。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這是陳先生時常勸勉青年、鼓勵後進的一句話。陳大律
師出身於貧寒之家，少時在深水埗長大，半工半讀，為生活而奔走，讀書時間有限，故此學
業成績平平；幸而在中學畢業之後，得以進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主修歷史。從此一入
知識之侯門，如魚得水；欲窺學問之堂奧，無書不樂。求知的欲望遽然增強，向上的動力亦
陡然激發。他開始對古今中外的歷史文化發生濃厚的興趣，並且積極探研思考的方法和各種
哲學的議題。據他自言：在中大崇基的一年，是他人生中最快樂和充實的校園生活，是他從
「讀書人」轉變成為「知識份子」的地方。然而，在此期間，他也開始對自己的前途有著新
的憧憬和盤算。在中大歷史系讀完一年之後，他以自修生身份及優異成績考入香港大學法律
學院。雖然初時他自覺英文程度較之來自著名英校的同學稍為遜色，但他發憤圖強，焚膏繼
晷，晝夜苦讀，以無比的毅力和堅強的鬥志，博覽群書，精研案例，結果名列前茅。他完成
港大的法律課程，並且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成為唯一的一級榮譽生畢業。陳志海憶述當年
的艱辛，說：「做人遇到困難，不要怨天尤人，不要依賴別人幫忙，而應該從艱苦中學會變
通和向上爬的精神；這樣才能讓你擁有一個更成功得人生。相反，如果天生富足，做人很容
易失去動力，這樣反而對年輕人的成長有害而無利。」陳氏嘗言：「千金難買少年窮！」他
把貧窮困乏變成激發向上的動力，這是陳志海的由衷之言，也是他的親身體驗。

畢業的那一年，陳志海獲取在香港執業的大律師資格。數年後，即一九八三年，他又在
英國取得大律師資格，其後，於一九九四年，他更被委任為英女皇御用大律師（現稱資深大
律師）。不但如此，他也關心弱勢社群，為民發聲，受到社會各界廣泛的尊重。然而，這位
「名大狀」並不喜歡拋頭露面及社交應酬，工作之餘只喜愛讀書和享受家庭之樂。

陳志海對香港和內地的法治精神和法律教育，十分關注，認為香港和內地都需要培養
更多優質的律師，以應付急劇變動的經濟和矛盾增加的社會。在他而言，攪好法治和辦好法
律教育，是中國現代化最大的挑戰。正因如此，出身港大法律學院的陳志海，也積極支持北
京的清華大學法律學院，並幫助中文大學籌建法律學院。二零零四年，中文大學法律學院成
立，得著陳志海大律師很大的幫忙。除了捐款支持，陳先生又盡心出力，多方協助；透過陳
先生的幫助，中大法律學院獲得關祖堯律師事務所與執業律師徐嘉儉先生捐贈的書籍，成為
中大法律圖書館重要的館藏。二零零七年，陳先生再次捐款支持中大法律學院，並且捐資幫
助歷史和哲學兩系課程的發展。陳先生一直以來對中大法律學院關愛有加，而其不忘本源的
個性、關心人文的胸懷，以及提攜後進的仁風義舉，都值得我們衷心的欣賞和敬佩。



中文大學法律學院於二零零四年成立，發展迅速，短短數年間已經取得可觀的成績。
二零一零年中大法律學院學生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Philip C Jessup國際法模擬法庭比賽中榮膺
書面陳詞比賽第一名。Jessup模擬法庭是國際著名的模擬法庭比賽，中大從來自全球八十六
個國家、超過五百八十支隊伍中脫穎而出，勇奪Hardy C Dillard Award的榮譽。該院學生復於
二零一二年第七屆亞洲國際模擬法庭比賽勇奪冠軍及最佳書面陳述獎。陳先生給予中大參賽
隊員許多支持與鼓勵，包括在中環法律研究中心設置陳志海模擬法庭，為學生提供練習場
地，以及成立比賽基金，貢獻良多。 

除培養法律人才，陳先生亦鼓勵中大學生培養公民責任及人文素質。二零一二年，陳先
生捐助中大「博群計劃」，支持中大學生參與各項社區及公民服務，回饋社會。

主席先生，為表揚陳志海大律師作為香港法律界的典範，以及為中國法律教育和香港法
律教育所作出的重要貢獻，本人謹恭請閣下頒授予陳志海先生榮譽院士銜。

此讚辭由梁元生教授撰寫



榮譽院士陳瑞球博士大紫荊勳賢讚辭

《孟子．梁惠王》談及古代的理想社會，以為「五十者可以衣帛」，然後「謹庠序之
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如是則王道可致，是為太平盛世。孟子所謂「衣帛」，猶今言精美
絲綢服裝，可見民生福祉，實由衣著啟始，而以教育大業為終極目標。

陳瑞球博士原籍廣東省東莞市，祖業經營莨紗。憑藉紡織世家之獨特背景，陳博士深明
衣飾於民生至關重要，於一九四九年創辦長江製衣廠，時年二十三，不過弱冠之年，即以實
業興家，由最初百人工廠，演變為今日上市集團公司，全球僱用員工達一萬人，總營業額超
過四億美元，乃現今國際紡織業翹楚，堪稱實業傳奇。陳博士成功致富，全賴克勤無怠，管
理有道，與時俱進，靈活經營，集團業務發展得以蒸蒸日上，兼及紡織、成衣採購、製造、
批發、零售等，外銷市場則以歐美、日本及東南亞地區為主。一九八七年，集團將批發、零
售部門分拆為YGM貿易有限公司，獨立上市，店舖多達三百二十間，業務遍佈全球。

長江製衣集團植根香港，代表著香港傳統紡織業之卓越成就。陳博士於香港紡織工業
卓然有成，顯達之時，不忘根本，常思如何保障紡織業商會及工人權益，數十年間，念茲在
茲，無時或忘。六十年代，陳博士成功聯同紡織業界商會向政府爭取公平分配出口配額；
一九八八年，結合紡紗、織布、針織、漂染、成衣等不同範疇之代表商會，和衷共濟，成功
籌組「香港紡織業聯會」，作為紡織及製衣業之代表，就行業發展之整體利益，向政府陳述
實況，陳博士獲同業推舉為首任主席。

至於製衣工人，陳博士亦多所眷顧，為使業內長期服務員工賺取應得報酬，陳博士居中
調解，俾業界最終達成「長期服務金」協議。陳博士雖為僱主，然能允執厥中，深受勞資雙
方信任。陳博士於香港紡織業多所建樹，深受業內同仁敬重，曾任香港貿易署紡織業諮詢委
員會委員、香港貿易發展局製衣業諮詢委員會主席、香港製衣業訓練局主席、香港製衣業總
商會會長、香港紡織業聯會會長，現任該會榮譽主席，地位超然，馬首是瞻，展現實業家卓
越的領導才能，團結同業，貢獻豐碩。

孟子倡言王道，以為人民衣暖溫飽，然後開展「庠序之教」。陳博士深得其中要旨，
既見成衣業務日趨成熟，即專注教育方面，先後多次捐獻內地及香港多所學校和大專院校，
發展教育，明德新民，化澤功深，受惠者包括順德陳惠南紀念中學、無錫第一中學、北京大
學、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華南農業大學、番禺理工學院、東莞理工學院、澳門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莘莘學
子，皆蒙沾溉。僅以中文大學為例，陳博士聯同家族慈善基金，多次慷慨捐款支持本校中醫
中藥研究所及「博群計劃」。中醫中藥研究所，旨在推動中醫中藥研究，包括藥物鑑證、品
質管制、安全保證、臨床實驗、中藥開發、資訊和普及教育等多項工作，陳博士深以為然，
捐貲玉成美事，俾研究所得以一再拓展，本校師生乃至市民大眾皆蒙其利，感銘斯切。「博
群計劃」讓本校學生廣泛參與各種社會及公民研究計劃，推廣社企及企業責任，而透過「博



群大講堂」，邀請到國際知名學者來校演說，庠序之教，木鐸鏗鏘，蔚然可觀，陳博士居功
至偉。又為慶祝本校五十周年金禧校慶，陳博士再度慷慨捐資，支持無止橋慈善基金與中大
合作，安排中大師生，聯同北京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美國史丹福大學及英國牛津大學等合
共八十名師生義工，於本年四月赴內地甘肅省隴南市黨政村，為當地村民築建行人便橋，以
解決當地村民往返不便之苦，並讓學童安全渡河，放心上學。該橋命名為「香港中文大學金
禧無止橋」，既有中大建校五十周年而冀望校務持續發展之美意，亦為陳博士對愛妻陳林滿
珍女士無止思念之寄寓。陳氏伉儷於一九四四年共諧連理，六十多載休戚與共，鶼鰈情深，
實為現代美好婚姻之典範，彌足稱道。

陳博士慷慨捐貲，支持教育事業，又不囿於地域界限，為使海外華裔大學生了解祖國發
展，認識中國文化，陳博士多次資助「海外傑青匯中華」活動，旨在讓海外華裔大學生「了
解現代中國，認識文化根源」，決以獎學金形式資助他們走訪祖國大地，進行文化交流，了
解國情，讓這群海外華裔傑青他朝學成能歸國，為國家建設提供重要人才，影響深邃。「海
外傑青匯中華」活動迄今舉辦了十一屆，獲資助的傑出華裔大學生已超過千人。

教育以外，陳博士亦關注國民健康，多番慷慨捐貲內地和香港的醫療機構，包括：東莞
市醫療救濟基金、廣東省視覺眼科學研究所、番禺人民醫院建立「陳氏康復中心」、興建番
禺療養院門診大樓、香港瑪嘉烈醫院慈善基金、香港理工大學「粵港運動康復中心」，廣為
病者提供適切醫療服務，扶危濟困，雪寒碳暖，恩澤廣施。

陳博士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樂善好施，於一九八三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一九八八年獲
英女皇頒授英國官佐勳章，一九九三年起出任全國政協委員，為期達十年之久；二零零二年
獲特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零八年獲頒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以表揚陳博士對國家及香港
之非凡貢獻。復於二零零一年、零七年及零八年分別獲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
科技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以表揚其於教育事業之偉大貢獻，社會賢達一致推崇，同聲稱
頌。陳博士亦是東莞巿、廣州巿、佛山巿及無錫巿的榮譽巿民。

主席先生，讓我們共同表揚這位樂善好施的仁德長者，對香港紡織工業作出卓越貢獻的
偉大實業家，對國家及香港教育事業無私奉獻的慈善家，本人謹恭請主席先生頒授榮譽院士
銜予陳瑞球博士大紫荊勳賢。

此讚辭由何志華教授撰寫



榮譽院士禤永明先生讚辭 

爐峯立宏業，濠江造新城；日月雙普照，晝夜放光明。

近世以來，中國與西方的商貿及文化交流突飛猛進，香港和澳門的地位舉足輕重。兩個
城市同為南中國對外之主要門戶，商品和商旅的進出，大都取道於此。由於對外接觸頻繁，
港澳居民往往得風氣之先，行動屢為表率，對晚清的革新以至當今中國的進步和開放有重大
貢獻。地靈必有人傑，百年來兩地人才輩出，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揮重要影響，禤
永明先生是其中一位。

禤永明先生，祖籍廣東三水，一九四一年生於雲南昆明，因戰亂顛沛流離，自少家境
困乏。二次世界大戰時，禤父服務內地空軍，負責飛機修理和軍需補給。一九四九年，禤
家隨軍隊撤退南遷，經雲南、貴州至兩粵，本計劃由香港前往台灣。到了香港，禤父決定
舉家留下，寓居九龍城。禤先生中學畢業後即投身社會，一九六三年加入香港匯豐銀行，
從低做起。憑其任勞任怨，奮發上進精神及實戰經驗，加上因緣際會，贏得外籍上司破格
重用，成功突圍。禤先生為人謙厚，自知學歷不足，雖工作繁重，仍堅持工餘自修，鍥而
不捨，無懼挫敗，終於考獲英國銀行學會資格，更被挑選加入「大寫」辦公室，從而學到
經營銀行竅門。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禤先生轉職法國巴黎銀行，出任分行經理近八年；一九七九年，獲
何鴻燊博士邀請加入旗下，其後更代表公司參與籌組信德中心財團，興建信德中心及新港澳
碼頭。由於禤先生運籌帷幄，迭有新猷，項目的發展及集資屢創佳績，故深受眾股東器重，
邀請加入信德中心董事局，其後更出任信德集團的執行董事，成為橫跨港澳的知名企業家。

一九八九年禤先生再協助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為澳門國際機場成功融資，令澳門海空
通達正式成為海峽兩岸三地的主要樞紐之一；繼而收購誠興銀行，出任銀行行政總裁及執行
董事。在他的帶領下，誠興銀行業務蒸蒸日上，由二零零一年至今，連續獲得《環球金融》
及《銀行家》等國際權威金融雜誌評選為「澳門最佳銀行」及「澳門年度最佳銀行」，成績
斐然。誠興銀行被中國工商銀行收購後，禤先生繼續出任銀行副主席及執行董事至今。

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後，禤先生獲委任為澳門大學校董、澳門特區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
成員、澳門特區政府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信托委員會委員、代表澳門特區政府出任澳門創新科
技中心股東代表等，禤先生及對澳門的高等教育、地區經濟發展和城市藍圖規劃，也提供了
不少創新建議。

禤先生對港澳兩地的貢獻和影響，並不囿於金融經濟範圍；他更是一位積極的社會建設
者及熱心的慈惠事業支持者，對兩地的專上教育、醫療衛生、社會文化及建設等建樹良多。



禤先生近年致力推動澳門產業及就業的創新與多元化，大力促進中國與葡萄牙、歐盟和
葡萄牙語系國家之間的貿易。為提升澳門的科技水平，禤先生現正全力推動於澳門興建一個
數據中心和多媒體實驗室。

禤先生一直支持香港中文大學及澳門大學發展並致力推動兩校合作交流，以達致優勢互
補，同時將本港發展成熟的醫療教育專業，惠及澳門及珠三角以西等地。二零零五年禤先生
一力促成何鴻燊博士醫療拓展基金會之成立，矢志為提升澳門的醫療質素作出貢獻。禤先生
之鴻鵠大志，中大醫學院積極回應。過去九年，中大醫學院均全力支持基金會於澳門舉辦的
醫學研討會。

禤先生全力協助成功籌組澳門失智症協會，並擔任創會會長，藉以提高澳門的醫護水
平。協會於二零一一年舉行的成立典禮獲中大前任校長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教授伉儷出
席支持，而高夫人更一直擔任協會榮譽會長。經禤先生的努力主催及推廣，澳門對失智症的
認識和服務水平已大大提高，協會更成功加入國際失智症協會，成為此國際組織的最新成
員。此番成就，禤先生居功至偉。

禤先生對中大愛護有加，他捐助中大逸夫書院及中大醫學院，可見其目光長遠，用心良
苦。現時禤先生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校董及財務委員會成員，曾在逸夫書院捐建禤永明樓，
成立多功能學習中心，鼓勵及協助校內師生善用科技，把中心打造為兩個完全開放的學習平
台與思考平台，透過研發不同的學習與思考方法，互補兩者的不足，令科研探究能突破自身
限制，作全方位的突飛猛進。

禤先生在中文大學設立禤永明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講座教授席；又協助何鴻燊博士及
透過何鴻燊博士醫療拓展基金會，促成中文大學何鴻燊防治傳染病研究中心的成立，對中大
工程學院及醫學院的發展，出心出力出錢，其眼光與魄力，著實令人敬佩。

主席先生，為了表揚禤永明先生個人的高瞻遠矚、熱心回饋，對香港及澳門兩地教育、
經濟及科技發展所作的貢獻，特別是對中文大學逸夫書院、醫學院和工程學院的大力支持和
慷慨捐助，本人謹恭請主席先生頒授予禤永明先生榮譽院士銜。

此讚辭由梁元生教授撰寫



榮譽院士李金漢教授讚辭 

甚麼是市場學？市場學為甚麼重要？旅遊業為甚麼對香港那麼重要？答案儼然所指的就
是香港本身，或者是現代服務型經濟。這些答案來自中大其中一位鞠躬盡瘁的人士。但，他
到底是誰？

要列舉忠於中大的例子，鮮有如李金漢教授的。事實上也很難找到。李金漢教授在中文
大學的日子和中大的歷史一樣長。二零一三年是中大的創校五十周年，也是李教授獲中大工
商管理學系取錄為本科生的五十周年。當年他家在澳門，同窗都想做工程師、醫生或者科學
家，但年輕的金漢早已立定不同的志向，決心要在香港這個創新經濟當中作出貢獻。他對中
大盡心竭誠，懷着堅定意志，要協助中大在本土和國際處境中持續興盛。

李金漢曾經考慮到台灣上大學，但他最終選擇了中大。不用離家太遠是一回事，但他對
這所新大學的商科亦早有所聞。他進了以「商科」聞名的聯合書院，有別於新亞的「文」和
崇基的「理」。畢業後他推辭了國際商業機器公司的聘任，報讀新開辦的工商管理(工管)碩
士課程，他是第二批一共十二人的學生之一。取得碩士學位後，他婉拒了南海紗廠給他的職
位，受聘為崇基學院的副講師，儘管當時他夢寐以求到美國攻讀博士課程，而南海紗廠的獎
學金似乎是負擔留學費用的唯一途徑；不過他最後也獲得崇基學院安排的聯合長老會亞洲基
督教高等教育博士生獎學金。李教授一向善於結合商業與學術的關係，這種能力使商業與學
術兩者相得益彰。

李金漢教授取得美國西北大學的博士學位後回港，在中大市場學系任教，從副講師依
次晉升至講座教授。一九八七年，他出任工管碩士課程主任一職，二十年前他是課程的一位
早期學生，今天卻是課程的掌舵人。六年之後，他成為工商管理學院的院長。他出任工管碩
士課程主任期間，設計和推出了亞洲首個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至今仍是中大稱道、
全球備受推崇的一個工管碩士課程。在商學院院長任內，他制定了一套達國際水平的研究標
準，並領導學院接受國際商學院促進協會的認證，令中大工商管理學院成為亞洲首間獲邀參
與認證的商學院。 

這些成績泰半來自他對商業和學術均有非凡的洞悉能力，故此能把握經濟的大趨勢。李
教授在中大工作多年，禮聘他講學或者做顧問工作的公司和政策機構很多，如世界銀行、恒
生銀行、可口可樂(中國)、寶潔(廣州)、香港旅遊協會、杜邦亞太、香港迪士尼樂園、凱悅國
際，以及香格里拉酒店集團。李教授把這些商業體會結合學術領悟，正好說明為甚麼他可以
解答市場學是甚麼和為甚麼旅遊業那麼重要等根本問題。

李教授認為市場學是以適當的業務組合去滿足顧客的需要，比競爭者做得更好，並且取
得利潤。從宏觀看，也可以用這個觀念來滿足一個正在走向現代化的社會的需要。李教授在
一九九七年之前早已察覺香港的主要製造業已不斷遷往內地，這趨勢在回歸後只會加劇，如
果沒有其他安排來吸納一般勞工，本地將會出現有史以來首次大規模失業的情況。答案是旅



遊業：酒店、娛樂、消閑設施等。從製造業轉到旅遊業事實上是往服務業和知識產業大挪移
的前奏，中國內地目前正經歷這個階段，這也是現代後工業經濟的一大特徵。 

不過就算旅遊業是新服務業的主要行業，可以聘用大量一般勞動力，旅遊業仍然需要為
數不少的受過訓練的幹才來負責領導工作。同時，不單是旅遊業，所有商業部門的勞動力也
要和國際接軌，方可與世界最前列的對手共存共榮。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更好的商學院，特別是更好的旅遊學院。這些學院必須掌握最好的
市場學理論(尤其是跨文化市場學，因為旅客的文化背景各異)，以及取得最高水平的認證。
李教授二零零一年任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院長，多年的努力催生了二零一一年正式開幕的教
學酒店和鄭裕彤樓。

這一切皆因現任榮休講座教授的李教授樂於為中文大學籌謀，而不是在商界嘗試為自
己謀取財富！李教授的貢獻，也有助香港，甚至中國，轉向服務型經濟。中國旅遊市場的開
發，不論是入境還是出境，是中國大挪移走向服務型經濟的主要指標。 

李教授高瞻遠矚，洞悉市場學和旅遊業對香港舉足輕重，五十年來在中文大學忠誠服
務，並使中大從推動香港經濟發展中同蒙祝福。謹恭請主席先生頒授榮譽院士銜予榮休講座
教授李金漢。



榮譽院士李樂詩博士讚辭 

《荀子．勸學篇》嘗言：「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強調
唯有站在高山之上，俯察大地，方知天道之雄奇；唯有親臨極地，仰望星辰，方明宇宙之
奧秘。李樂詩博士乃全球首位涉足三極的女探險家，三極即指北極、南極、珠穆朗瑪峰(高
極)。李博士四度登上世界之巔珠穆朗瑪雪域之上，高瞻遠矚；深極之下，考察天地；登峰
造極，練就遼闊的胸襟與廣博的視野，李博士對國家民族乃至整個地球生態所懷抱的思慮與
情感，早已超越了凡塵俗世的局限。

李樂詩博士祖籍廣東三水，一九六四年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前身香港工業專門學院，主
修商業設計。畢業後，創辦商業設計及廣告公司，曾任專業廣告設計師、畫家、攝影師及作
家。一九八五年，李博士獲邀加入國家南極考察隊，協助推廣中國在南極興建的首個科學考
察站。首次腳踏南極雪嶺，李博士感悟自然生態之珍貴，深明地球暖化之禍害，意識到環保
推廣之迫切，遂毅然放棄努力經營之廣告創作事業，全力投入極地探險工作。

地球兩極，分別為北極冰雪和南極古陸。兩極荒蕪偏遠，看似遙不可及，與人類生活
並無關涉。其實，自然世界環環相扣，兩極於地球大氣和海洋運動均有深邃之影響，因而亦
肩負著調節全球四時變化和雨雪風霜的功能，於全球人類之日常生活，乃至未來福祉，舉足
輕重。為求深入了解兩極冰川變化如何影響地球氣候，並以文字、影像加以實錄以為環保教
育信史，李博士前後探險南北二極逾十八次，秉持赤誠之心，凌雲健筆，撰作大量極地生態
文章，著有多種極地生活實錄書籍；文字以外，李博士憑藉天賦攝影才華，以及無比敏銳的
觸覺，捕捉極地風光影像。李博士撰作主要論著及攝影集包括：《三極宣言》、《白色力
量：南北極的回響》、《北冰洋細語》、《極地驚情》、《極地搜影》、《茫茫北極路》、
《南北極足音》、《南極長夜》、《南極旅情》、《南極夢幻》、《沙漠行舟》、《雪域紅
塵》、《與愛斯基摩人同行》、《珠峰密語》、《南極追縱》、《北極追縱》等超過二十
種，圖文並茂，一版再版，風靡一時。

李博士以文字、攝影喚醒世人關注兩極生態，反思自然資源與人類物慾如何取得平衡。
一九九一年在《白色力量：南北極的回響．自序》中，李博士向世人提出了莊嚴的告誡：
「南極和北極，像沉默寡言的巨人，隱在天涯海角。然而她的一舉一動，無不牽動全球變化
的敏感神經。忽視她的存在，將是歷史性的失誤。」李博士論斷精確，一九九九年北極破冰
船駛至北緯七十四度即為浮冰阻擋，及至二零一零年破冰船可輕易到達北緯八十八度，印證
北極浮冰急速崩解；期間全球溫度上升，四時失序，酸雨不斷，汛旱無常。文字以外，李博
士拍攝的照片同樣震撼人心，在《北極追縱》的一幀照片上，一隻北極熊因極地浮冰減少，
流離失所，在已然崩解的冰塊上徘徊覓食，苦無立冰之地，圖像扣人心弦。書刊出版後，瞬
間喚起無數讀者回響；如何保育兩極自然生態？如何面對全球暖化造成的困局？環保議題因
藉李博士優美的文字和精彩的圖片而更趨熾熱。



兩極冰山持續漂浮融化，李博士環保意志堅定不移。一九九七年，李博士創立極地博
物館基金，並出任總監至今。該基金旨在匯集世界各國的極地科學研究成果，推動全球環保
工作。李博士積極推動極地考察研究，宣揚環境科學知識。她曾為香港、澳門和內地主持超
過數百場講座，為逾五十萬名學生發表重要演說，闡述壯麗的極地風光，痛陳環境污染的禍
害，並多次舉辦極地生態圖片展覽，製作電視紀錄片集，與大眾分享見聞感受，廣受年青學
生愛戴，追隨者眾，啟導後學，被譽為「香港雪地女王」。　

冰山冷漠，雪地女王熱誠溫厚，她走訪世上不同角落，宣揚環保工作，嘗言：「我現場
向幾百個學生講課，效果是最直接、最快的。我親身去過那些地方，學生會相信我，感染力
更大。」李博士終身奉獻給極地探索及環境保育，她的專業、熱誠及親身經驗，引領無數青
年開展環境保育之旅。李博士致力提升本地社會環保意識，並為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科學)和中國科學院極地科學委員會擔任顧問。李博士於二零零零年及二零一二年分別獲香
港嶺南大學及香港教育學院頒授榮譽人文科學博士榮銜。二零零九年獲香港理工大學頒授大
學院士榮銜，以表揚其極地考察及環保教育的傑出貢獻。

中文大學向來關注環保研究及教育工作，於二零一一年成立「環境、能源及可持續發展
研究所」，並正興建「極地」氣候變化博物館，李博士允諾為博物館提供數以千計珍藏的圖
像及標本，以作為展覽教育之用，與本校合作玉成美事。博物館落成之日，本校莘莘學子，
乃至全港市民大眾，皆蒙啟迪，致力環保，成效可期。李博士亦多次來校演講，深受本校師
生敬重，一致推崇。

李博士畢生推動環保工作，深入極地搜集資料，身體力行，啟導青年愛惜地球，言教
身教，立己立人。四十年來，通過李博士所撰圖書、展覽、講座而關注地球生態者，多不勝
數。對於環保教育事業，李博士已然作出卓越貢獻，她既是我國偉大的極地探險家，亦是深
受年青一代敬佩的環保教育家，成就非凡，影響深邃。

主席先生，讓我們共同表揚這位四次站在珠穆朗瑪雪域、十八次進出南北兩極而毫無懼
色的中國女探險家，堅毅不拔、矢志不渝的環保戰士，本人謹恭請主席先生頒授榮譽院士銜
予李樂詩博士。

此讚辭由何志華教授撰寫



榮譽院士梁紹鴻博士讚辭 

五十多年前，在香港商界德高望重的梁顯利先生遇到一個棘手難題。他年逾花甲，健
康欠佳，但最小的兒子尚在童蒙，他深知自己應無法看到小兒子長大成人了。由於無法親自
帶大兒子，如何為他的將來打算令梁先生費煞思量。為人父者輾轉反側了多個夜晚，最後想
到了一個辦法：遺產分兩次給孩子，二十五歲時可得第一筆遺產，剩下的待三十歲時才可繼
承。這樣一來，即使這個年輕人在繼承第一筆遺產後稍有差池，仍可汲取教訓，在取得第二
筆遺產後不致重蹈覆轍。兒子九歲時，父親不幸去世，男孩由守節的母親撫養成人。

兒子長大後上了寶貴的一課。他在香港和加拿大受教育，最後在多倫多取得理學碩士學
位。完成學業後，他在香港財經界開展事業，一九九八年金融危機時陷入困境，轉而從事地
產投資，結果極為成功，現在的生意已發展得比父親留給他的大得多。兒子學到的就是縱使
第一次失敗，第二次重新出發也可以成功。他的「第二次出發」成就了城中一個重要的慈善
事業。這項事業的宗旨是憐恤長者和關懷年輕人。男孩長大後，希望紀念他其實未曾認識的
老父，他念茲在茲的是老父的智慧；另一方面，他像父親一樣關懷年輕人，儘管他實際上也
並不認識他們。

這個青年人就是梁紹鴻，那所成功的地產發展公司就是一九七七年成立的大鴻輝興業有
限公司，而那慈善組織是大鴻輝慈善基金。以下將略述這個慈善基金的數項善舉。

梁博士在二零零七年創辦梁顯利流動綜合保健中心，在全港各區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免
費身體檢查及基本診療服務。二零零九年，他在東華三院成立「智圓全」腦退化症患者社區
支援計劃，為病人提供認知檢測及和家居照顧及中心訓練等服務，並且巡迴全港向公眾推廣
對腦退化症的認識。基金亦向老人院和復康院捐贈了甚多睡床及床墊。基金還設立了腦神經
科、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學，以及長者健康視覺教授席，旨在改善為長者提供的服務。

大鴻輝慈善基金不遺餘力地支持香港乳癌基金會，自基金會二零零五年成立起即不斷贊
助各項教育、研究及倡議服務，並且資助逾千名低收入婦女接受乳房 X 光攝影檢測服務，以
行動對抗危機。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貧苦家庭兒童則獲港安幼苗心臟基金的援助。梁博士是
香港柏金遜症基金榮譽顧問，基金針對的是柏金遜症這種通常與老化有關的可怕腦部衰退疾
病。慈善基金還資助聖雅各福群會的食物銀行，為有特別需要而政府援助不足的人提供較長
期的緊急食物支援。 

梁博士也惠澤國內的地區。他與中國扶貧基金會合作，向貧困家庭的兒童提供援助，迄
今已有三百個高中學生和五百五十個大學生獲得學費及生活費資助，也送贈了六千個內附文
具的援助包給小學生。梁博士還在國內的偏遠農村推行學校維修和重建計劃。自二零零八年
地震後，他捐獻了一百多萬元賑災。 



從一件本地的相對小事，可見梁博士一直以來對長者的關懷。當他看到香港靈糧堂的長
者教友要吃力爬上石梯才能參加聚會時，立即捐款安裝了一部升降機。

梁博士特別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捐資在中大設立梁顯利老年學及老人病學講座教授席，
以展開對優質高齡的營養策略和居住環境如何影響人體健康的研究，並且研制一套正面老齡
化指數和脆弱指數作為優質高齡化的指標。 

直到今天為止，梁博士仍是以九歲時的赤子之心恪守父訓，心存感激，這一切除了是源
自其印象模糊的先父梁顯利先生的做人宗旨外，同時亦秉承其母親之處事態度：梁博士每天
一定和母親吃晚飯，而且為了侍奉慈顏，自一九九六年起便沒有離開過香港。大鴻輝就是母
親在三十六年前命名的新公司，以喻愛兒的光輝。對兒子而言，她代表著兩大中華價值觀。
一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全球社會和人口結構隨人口老化而改變的今天，這尤其有時
代意義。第二是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回饋社會；施財而非守財。梁博士的行善哲學是不要把
所行之善放在心裡。若非如此，行善也不過是為了一己之私而已。一心打算身後仍可照顧兒
子的父親與謀私之輩畢竟是兩種不同的人。

梁紹鴻博士是傑出商人和著名慈善家，他憐老扶貧、關懷年輕人，對香港和中國人社會
以及中大貢獻卓越，謹恭請主席先生頒授予梁紹鴻博士榮譽院士銜。



榮譽院士 Mike McConville 教授讚辭 

普世社會若要興旺，不可以沒有公平觀念：社會制度對所有人一視同仁，每一個人都
有相等的機會表達意見、受到尊重和保持尊嚴。公正觀念最重要的莫過於法治，不只是有法
律，更要執行法律。公正施行公平的法治，只此一端，已足以在任何社會創造平等和使人受
到尊重。

Mike McConvi l le是愛爾蘭人，在威爾斯長大，家境清貧，小小年紀已知道何謂社會不
公。所以他矢志以社會法律學者的專業為公平原則和社會公義而努力，絕非巧合。具體而
言，他畢生致力於法律援助和協助、控辯雙方談判、陪審團審訊和法律歷史的研究工作。

McConville教授是家中第一個上大學的孩子，取得英國倫敦大學和諾丁漢大學的學位。
他的事業在英國伯明翰大學和華威大學開展，歷任講師、高級講師、教授，最後晉升至講座
教授。他在華威大學任職期間，曾任法律研究所所長十年，以及法律系系主任八年。他亦曾
任美國紐約大學的Walter E Meyer 法學教授，地位尊貴。

McConvi l l e教授最牢固的信念和價值觀並非單是一列學術職務便可以盡道底蘊。他在
一九七七年合著的Negotiated Justice中專題討論了英格蘭刑事司法制度下的個人權利，威爾斯
當然也在探討範圍之內。這本書在一九七八年贏得Cobden Trust Human Rights Award。這個已
易名為Civil Liberties Trust的基金會原來以十九世紀的著名改革派政治家Richard Cobden的姓氏
命名，是在背後支持Britain’s National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現在只稱為Liberty的慈善組織。
這本著作展示了McConville 教授一貫風格的兩大特質：精湛透徹的學養和熱愛社會公義。該
獎表揚了這兩項特質，而這兩項特質在他對英國刑事司法制度的其他研究裡也清楚可辨，其
中尤其在他對黑人被告的研究裡最顯露無遺。

這種價值觀承擔和信念也推動了不少其他研究計劃。舉例說，Walter Meyer計劃探討了
向「貧苦」或者身無分文的被告人提供辯護服務的問題，結果為紐約的法律諮詢制度帶來深
遠的改革，其他例子還有控辯雙方談判興起的政治背景研究和專著。一九九六至九七年，
McConvil le教授領導由歐洲聯盟資助的研究小組，檢討非洲窮國馬拉維在推翻了獨裁統治者 
Dr Hastings Banda後失效的刑事司法制度。小組所作的報告確立了改革的藍圖，導致不少大型
發展計劃在這個國家開展，馬拉維的整個法律制度亦因而重組，對在這個非洲社會建立更普
遍的公平觀念起了很大作用。McConvil le教授也有些重要的研究計劃引致如土耳其、拉脫維
亞和秘魯等國家進行法律與人權改革。學術以外，他是英國一個名為Victim’s Voice的慈善組
織的創會成員和贊助人，這個組織的宗旨是通過刑事司法制度來保障罪案受害人和倖存者的
權利。二零零二至零八年，他是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委員。

香港城市大學的法律學院在二零零一年由他出任院長，實在是深慶得人。更令人欣喜
的是中大在二零零五年邀請得他出任法律學院的創院院長，二零零八年學院升格後更出任首
任院長。McConvil le教授在任內把他多年的行政和籌款技巧及經驗發揮得淋漓盡致，特別以



創辦自費課程最為成功。此外，他在建立大學制度和組織學術隊伍上所顯露的熱忱，既具遠
見，亦富革新精神，和他在學苑以外的表現是一以貫之。這股熱忱令中大受惠。我們新遷往
李兆基樓的法律學院是香港最好和最成功的法律學院之一，學院秉持的精神就是McConvil le
教授的堅守法治和保障個人權利的原則。

在來香港之前，McConville教授早已對中國的刑事程序感到興趣，其後終於在二零一一
年出版了也許是他目前為止最重要的著作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An Empirical Inquiry。這本
書是多年來在中國進行突破性實證研究的成果，始於一九九四年一個有關刑事程序守則改革
的研討會，發展成一組大型研究隊伍則是其後的事。從二零零二年起，隊伍史無前例地實地
調查研究中國刑事法庭的審訊過程。這個研究是歷來對中國司法制度最大規模和最有系統的
實證調查，所發表的結果備受讚揚，研究工作且被形容為「歎為觀止」和「非常精彩」，因
為顯示了中國在過去半個世紀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化如何影響國家的刑事司法常規。

從童年在威爾斯小社區嘗受社會不公的經驗，到對世界最大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進行他
最重要的調查研究，McConvil le教授一直不易其志，堅守公正，尊重個人，為推動實踐普世
的司法制度而孜孜不已。為此，也為了他對中大的貢獻，謹恭請主席先生向法律學者、大學
領袖和刑事司法人權的捍衛者Mike McConville教授頒授榮譽院士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