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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教授，簡蘇寶儀女士及盧達生先生，秘書曾嘉欣小姐。
委員會已於本年六月召開第一次會議，商討如何重整新亞書
院歷史，目前進行主要有三項計劃：
一、 錢穆先生書信集；
二、 徵集創校前賢的書信、書刊，以及書院文物；
三、 籌設新亞歷史紀念館及網上歷史資料庫。

錢穆先生書信集

徵集前賢書信、書刊，以及書院文物

自去年開始，在黃浩潮、陸國燊、夏
仁山及葉永生諸位校友的聯繫及書院的呼
籲下，從錢夫人、錢遜教授，以及從校友
間徵集了部分錢先生與師友及學生論道的
書信，計劃編印「錢穆先生書信集」，書
信集除刊載錢師書信的原文外，亦輔以信
件的導言，重現當年錢師諄諄教誨以及論
道的精神面貌，以享讀者。唯目前所收集
的書信仍然不足，不能全面了解錢先生自
創校以至離任新亞書院十五年間的點點滴
滴，亟盼錢先生師友，以及五、六十年代
畢業校友提供錢先生之親筆書信，使書信
集編印能儘早開展，以傳承錢先生的艱險
奮進精神。

新亞創校初期，除創校先賢、國學
大師錢穆、唐君毅及張丕介外，不乏著名
學者，如吳俊升校長、楊汝梅先生、曾克
耑、左舜生、董作賓、夏濟安、饒宗頤、
牟宗三、徐復觀、羅香林、劉百閔、梁寒
操等諸先生皆曾在新亞任教或短期講學。
此外，諸位前校董如趙冰、沈燕謀、唐炳
源、李祖法等，對新亞書院的貢獻至大。
為重現當年諸位著名學者、校董的風範，
書院亦積極徵集他們與師生間的來往書
信，以反映當年求學論道的新亞面貌。除
書信外，我們也歡迎提供他們的著作，以
及新亞書院當年文物，如出版物、證書、
學生證及紀念品等。

新亞書院桂林街舊址紀念公園
自一九五○年春至一九五六年夏，是新亞書院的桂林街時
代。這時期的學生多為大陸流亡來港青年，在諸位國學大師、著
名學者的悉心栽培下，他們刻苦求學，成就驕人。這時代的新亞
書院備受學術界的推崇，名聲遠播。
二○○六年，市區重建局決定拆卸桂林街遺址，重新發展。
在本院校董、師生及校友的努力要求下，市區重建局允諾在原址
興建「新亞舊址紀念公園」。現公園設計基本完成，園內共分為
四個部分：啟思徑、勤修園、學習之路、沉思園。饒宗頤教授為
書院題署之「新亞舊址」及由余英時教授撰寫的碑銘將豎立在公
園內，新亞校徽、校歌、校訓，以及歷史圖片也將展現在公園內。

︼

新亞書院成立於一九四九年，從偉晴街、桂林街、農圃道，
到現在的沙田校園，每個階段都是歷史重要發展的里程碑。它的
歷史仿如一面鏡子，可以鑑古推今，但由於時間、地點，以至人
事的變遷，不少前人的印記、歷史文物都付之闕如。有鑑於此，
書院特別成立一「書院歷史委員會」，成員包括主席信廣來院
長，委員有新亞研究所所長廖伯源教授、新亞中學校監劉智輝先
生、校長黃惠庭女士、校友黎明釗教授、劉國強教授、李潤桓教
授、張學明教授、黃浩潮先生，及本院教職員何培斌教授、黃啟

新亞書院歷史

重整新亞書院歷史

籌設新亞歷史紀念館
及網上新亞歷史資料庫
為重整新亞書院的歷史，計劃在未
來一兩年間籌設新亞書院的歷史紀念館及
網上資料庫，使本院師生、校友，以及社
會人士全面了解書院的發展。計劃除介紹
幾位創校前賢及諸位著名學者的抱負與理
想，以及他們為書院創下的不朽功業外，
也將會展現新亞早期各學系的發展歷程。
這項工作意義深遠，新亞研究所所長
廖伯源教授、新亞中學校長黃惠庭女士在
會議上承諾鼎力支持，盼望在農圃道舊校
舍中搜羅當年的文物，使新亞書院的藏品
更臻完善。

新亞研究所與新亞中學
新亞研究所、新亞中學與本院都是由錢穆先生等先賢創辦，
雖然目前彼此間沒有直屬關係，但都是懷著共同理想，以弘揚中
國文化，為社會培育優秀人才為教學宗旨，彼此間關係密切，互
相配合，以期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最近新亞研究所與本院達成
共識，本院圖書館開放予研究所學生進入閱覽圖書，同時研究所
由於人手所限，很多早期書院的文物，都乏人整理，書院計劃在
資源及人力方面，協助研究所處理有關文物；而新亞中學與本院
每年暑假協辦的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至今已舉辦了十一屆。此
外，書院也安排了一位耶魯大學的導師到新亞中學教授英文，以
及每年邀請大學交換生與新亞中學同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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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中國文化 迎接當代挑戰
新亞書院自創辦以來，即以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這種精神仍然薪火相傳下去。本年六月，經院務委員會通過成立「中國文
化與德育委員會」，旨在推動中國文化與德育教學的工作，成員包括主席信廣來教授，委員張錦少教授、陳煒舜教授、張學明教授、
黎明釗教授、劉國強教授及徐沛之博士。

︻

為促進學術及文化交流，本院自一九七八年及二○○八年分別開始舉辦「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及「余英時先生歷史講
座」，每年各邀請一位傑出學者蒞臨本院，主持一系列探討中國歷史及文化之演講，多年來皆深獲學術文化界的重視。

中國文化

每年暑假，本院先後舉辦「中華美德教育行動師資培訓班」及「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學員來自兩岸四地的校長、老師。
這一系列的中國文化活動都會邀請新亞同學參與協助推行，以增進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同時更資助同學參與在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舉行的「東亞青年儒家論壇暨研習營」，以及推薦本院同學出席「第二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這等活動，同學都獲益良多。此
外，本院與尼山聖源書院合辦多個論壇及研討會，去年九月，兩院合辦了「錢穆與新亞－當代書院建設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傑
出學者出席會議，對議題作深入的探討，同時亦資助本院師生出席。
新亞書院在創辦初期，中國通史為必修科目，為秉承此項優良傳統，本院通識教育委員會於去年新開設「中國通史」，期望
本院同學選修這科目，使對國家歷史有一基本認識。

︼

近年國家發展迅速，本院新設立「新亞當代中國講座」，期望激發本院師生及社會人士對國家之發展以至當前面對之挑戰作
深入探討。講座每年邀請一位傑出學者或社會知名人士蒞校主持一系列之演講，主題圍繞內地、台灣，香港及澳門的經濟、社會，
環境等課題。

第十五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

新亞當代中國講座
第一屆「新亞當代中國講
座」將於本年十一月舉行，主
講嘉賓為內地著名新聞工作者
涂俏女士。涂女士多年來關注
社會邊緣人士，經常以隱性採
訪揭露中國現今的社會問題。
蒞港期間，她將以「野百合也
想春天－中國當代底層生存
狀態掃描」為題作兩次演講，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傅申教授
於本年三月蒞校，擔任第二十五屆錢賓
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主講嘉賓。傅教授
留港期間，主持下列三個講座：第一講：
書畫船－流動的畫室；第二講：乾隆
丙寅－乾隆鑒藏書畫的豐收年；第三
講：一、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火前
本全貌；二、台北故宮唯一黃公望軸真
跡《九珠峰翠》的鑑定。傅教授此次來
港講學，與聽眾分享近年研究成果及心
得，堪稱本港學界一大盛事。

詳情如下：
書院雙周會
日期：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地點：中文大學邵逸夫堂
公開講座
日期：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六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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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汎森教授於
三月底至四月初期間蒞港，擔任第四屆
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王教授留港期
間，主持以下兩個講座：第一講：近世
私人領域的公開化 －明清的修身日
記、蔣介石的《省克記》及其他；第二
講：煩悶的本質是什麼 ? －主義與
私人領域的政治化。王教授對於近代中
國私人領域政治化問題的觀察、思考及
研究跨越二十年，他精闢的論述，使
與會者大開眼界，亦為學術界的一大盛
事。

第十屆中華美德教育行動師資培訓班
為了弘揚中華美德，提升青少年道德素養，本院與北京東方道德研究所於二
○○二年開始合辦「中華美德教育行動師資培訓班」。

︻

第十屆培訓班之主題為「讀《論語》學做人－中庸」，已於本年七月四日至
十一日順利舉行。五十位學員分別來自北京、天津、黑龍江、山東、陝西、重慶、
四川、湖北、內蒙古及廣東省之中、小學或教育研究單位，當中不少為前數屆學員，
與新學員分享心得。

中國文化

培訓班期間除了講座以外，學員們更參觀了多所本地的學校及機構，包括孔聖
堂中學、新亞中學、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廉政公署及田家炳基金會，了解香港
推行德育的情況及與本地老師交流心得。多位香港的德育老師亦蒞臨出席研討會，
向國內同工介紹有關德育及推廣中國傳統文化之活動概況。何鴻毅家族基金會和設
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代表更親臨本院，以精緻教材及生動手法簡介其合辦之「我的
家在紫禁城」外展教育計劃及分享其背後理念，學員皆深受啟發，獲益良多。

︼

為紀念培訓班進入第一個十年，北京東方道德研究所及新亞書院合作出版《兩
地同心 弘道明德》一套兩本之書籍，收錄歷年講座選編及歷屆學員與講者之感言及
反思。

第十二屆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
為促進兩岸四地之高中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從二○○○年開始，每年暑假由
中國教育學會高中教育專業委員會主辦、臺灣素書樓文教基金會資助、香港中文大
學新亞書院、香港中華傳統文化研究會協辦為期一周之「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於
本院舉行。研修班迄今已舉辦十一屆，學員來自內地、香港、澳門、臺灣的中學老
師或校長，接待兩岸四地近二百所學校的五百餘位參加者。本年第十二屆研修班經
於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圓滿舉行。今年的主題為《論語》中的「和」與「中庸」，
六十七位學員來自內地不同省分、澳門及台灣之高中教育單位，參加人數較去年增
長百分之四十五，可見研修班已在內地開花結果。

新亞書院國樂會
一九六○〇 年，幾位熱心於中國古典音樂的同學馮元植、張世彬及謝正光等積
極籌備中樂會的事宜，並於同年十二月正式於新亞書院輔導處成立「中國古典音樂
會」。一九六三年，古樂會易名「新亞書院國樂會」（下稱「新亞國樂會」），並以「學
習及發揚中國音樂」為宗旨、「廣博易良」為會訓，四十多年來，在校方的支持及
同學的共同努力下，推動中國音樂的發展。
「新亞國樂會」成立早期，會務集中於樂器傳習及中國古典音樂文化的文獻研
究，到了七十年代後期，在香港中樂團及音樂事務統籌處的推動下，中樂的發展方
向開始了重大的轉變。八十年代初期，「新亞國樂會」在一群熱心的同學經營之下，
由以往主要研習及演奏古典樂曲，漸次走向開拓創作音樂的方向。八十年代中期，
「新亞國樂會」曾連續幾年以自創的樂曲奪得校際音樂節的獎項，之後更經常首演
多首自創的實驗性作品。現時「新亞國樂會」除了定期舉辦國樂傳習班，培養學員
的興趣及演奏技巧外，亦會定時籌劃中樂演奏會，並與校外團體作音樂文化上的交流。

新亞國術會
新亞國術會創立於一九七九年十月。一九八○年，國術會邀得蔡李佛第五代傳
人李冠雄師傅擔任導師。一九九四年李師傅移民美國，由鄺祖賢師傅接任導師。
新亞國術會以弘揚國粹為宗旨，希望讓更多中外人士認識中國國術，歷年以來，
參與本院國術會的有本院師生，及從外地而來的交換生。國術會每週逢星期一及星
期四晚上在樂群館前空地學習國術。
新亞國術會主要教授武術及獅藝。武術教授鴻勝蔡李佛派的刀、槍、棍、拳等
各種基本功夫，如根基穩固，再修習高級的套路，例如對柝、三節棍、九節鞭、木
人樁、奇門乒器等；而獅藝則教授南派佛山獅，包括舞獅手法、步法、採青技巧及
獅樂（鼓、鈸、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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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建設

︻

新亞書院位於山之巔，可俯瞰中大校園景致，前臨吐露港，遙對八仙嶺，景色怡人。為使校園環境更臻完美，書院特別成
立「校園建設及優化委員會」，就校園各項建設及環境提出優化建議。委員會成員包括主席何培斌教授、委員溫有恒教授、簡
蘇寶儀女士、陳育強教授、林漢明教授、中野幸江教授、譚少薇教授、校園發展處代表一人、物業管理處代表一人及新亞學生
會代表一人。謹就校園最新情況及幾個重要景點作一介紹：

合一亭

校園建設

天人「合一亭」於二○○三年十二月建成，由伍宗琳女
士捐贈，建築師陳惠基教授設計。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先生
所著的「天人合一論」，指出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
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講人
生。 「合一亭」位於新亞書院宿舍間平台，是以發揚「天人
合一」意念而設。亭頂透明，其旁植有竹樹，亭下設有石凳，
可眺望吐露港，亭前設有水池，遠近水天一色。遊人可在池
邊濯足而坐，池中有一大樹。人坐其中，仿似與大自然渾成
一體。亭的外牆，刻有錢先生的「天人合一論」，遊人可細
細體味。

︼

新學生宿舍
孔子像
新亞書院為啟發同學對中國文化
的興趣，於一九九八年邀請著名藝術
家文樓先生雕塑一孔子像，設於新亞
校園內。
孔子像豎立於草坪之小丘上，面
向北方孔子的故鄉山東曲阜。銅像背
後有一竹枝，竹上寫著孔子的教學理
念：「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唐君毅像
二 ○ ○九 年 是 哲 學系創系六十
周年，也是新儒家大師、創系系主任
及首位講座教授唐君毅先生一百歲冥
壽。哲學系為紀念唐君毅先生奠立銅
像， 豎 立 於 新 亞 草 坪。 銅 像 由 雕 塑
家朱達誠先生鑄塑，銘文由新亞書院
前 校 長 兼 第 一 屆 畢 業 生 余 英時教授
親撰，前藝術系系主任李潤桓教授揮
毫。塑像的朱達誠先生說，銅像所要
體現的就是一個「憂」字，即唐先生
憂國憂民的精神。另外一個重點是銅
像懷着希望、看着遠方，視線和同設
於新亞草坪的孔子像一致。

宿舍生活有助提升大學生自我管理及社交能力，同時
協助他們建立團隊及互助精神，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部
分。新亞書院現有四所宿舍，包括男生宿舍知行樓、女生宿
舍學思樓，以及兩所男女生宿舍紫霞樓及志文樓，合共提供
一千一百六十五個宿位。隨著學生人數不斷上升，宿位供不
應求的情況日趨嚴重。為貫徹本院為學生提供完善學習及生
活環境的宗旨，書院現積極計劃興建一所新宿舍，期望能夠
增加三百個宿位，讓更多學生可以置身於一個多元文化的環
境中，體驗宿舍的群體生活，學習和諧共融。
新宿舍將座落於新亞坊，即現在網球場位置，蒙民偉樓
側。新宿舍預計建築成本為一億五千至一億八千萬。書院須
負擔建築成本之四分之一，約港幣四千萬元。
新宿舍工程希望可於二○一三至二○一四年間，經立法
局財務委員會撥款審批後開始展開建築籌劃。書院現正積極
為新宿舍計劃籌募所需經費。

樂群館擴建工程
為迎接新四年大學學制，位於樂群館梁雄姬樓的學生及職
員飯堂正進行擴建。在學長計劃重聚晚宴翌日（五月二十日），
樂群館已馬上展開工程，首階段擴建工程已於八月底完成。預
計整個擴建工程完成後，學生飯堂可提供四百個座位，而職員
飯堂座位亦將大幅增加。另雲起軒亦會從地下移至一樓，面積
為從前的一倍，改建工程將會於稍後第二階段落成，估計工程
將於約十月底完成，十一月中全面開放使用。

櫻花樹植根新亞校園
新亞書院與日本研究學系於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本院合一亭側草坪舉行植樹儀
式，栽種了二十棵櫻花樹，以誌慶日本研究學系成立二十周年。近百位學系和書院
的友好、日本商界賢達及中大同仁聚首一堂，見證櫻花樹落根於中大校園。
櫻花標誌春天的來臨，而春天萬象更新，代表着希望與機會。沈校長在致辭時
表示：「櫻花樹與合一亭及美麗的中大校園融為一體，充分展現人文和自然之間的
和諧。當櫻花盛放時，所有中大的學生，無論曾否到日本留學，均可在中大校園內
欣賞櫻花，即日本人所謂的『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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