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香港企業家積極促進本港及國內教育發展

方潤華博士, SBS, MBE, JP

方潤華博士為本港企業家、實業家，一直熱心慈善事業，努力促進本地 及國內的教育發展、人才培訓
、文化交流和社會福利等公益事業。
方博士現任協成行集團主席，他分別以個人、方樹福堂基金及方潤華基 金的名義，大力支持教育發
展。受惠機構包括教院在內的本港八所大 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以及保良局、東華三院和
香港仔街坊福 利會等非牟利機構。
過往二十年，方博士亦積極在國內推動教育發展，在國內31個省、市、 自治區中，合共捐建了小學120
所、中學29所、幼稚園19所，以及其他教 育設施近400項，並在多所高等學府設立獎學金。
除教育外，方博士亦熱心推廣醫療服務、科技、環保、社會福利及中國傳統文化，貢獻良多。他積極
參與社會服務，現任香港經濟促進會主席和中華慈善總會名譽會長，以及香港兒童健康基金副贊助
人等。方博士曾擔任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副會長、東華三院總理、保良局主席，以及香港特區第一屆政
府推選委員會委員。
方博士助學興教、行善濟世的義舉，備受推崇，獲國內外16所大學頒授榮譽博士或院士、14個城市頒
授榮譽市民，並獲國際小行星命名組織將5198號小行星命名為「方潤華星」，以及香港特區政府頒授
銀紫荊星章等榮譽獎項。

Doctor of Education, honoris causa
Distinguished Educator Advocates Education for All
Professor Colin Nelson Power, AM
Professor Power will receive the honorary degree of Doctor of Education for his dedication to
education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advancing education for all, the reform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 internationally.
During his time as the Deputy Director-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from 1999 to 2000, and 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 for Education
from 1989 to 1998, Professor Power played a leading role within UNESCO and in the UN System in
the struggle to alleviate poverty, to defend human rights, and to protect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policy and management of all UNESCO’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mes in its Member States, including all major global and regional education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cy Year, Education for All,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World Education Reports and World Teachers' Day.
Professor Power is best known academically for his research into science education and the
teaching-learning process. He received his PhD in science educ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where he is currently an Adjunct Professor, and he is also a Professor Emeritus of
Flinders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Professor Power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and in the community, including being President of th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the Commonwealth Consortium for Education and the World Education
Fellowship. He is Foundation Editor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and also a
prolific writer with 13 books and over 250 published works on education.
In recognition of his services to education and the community, Professor Power has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including being made a Member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 the Moscow Medal
by presidential decree, a Fellow of the Asia-Pacific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Research, a Fellow of
the Australian College of Educators, honorary doctorat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nd Kazakh
Stat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the Clarence McNamara Award for Excellence of service to
Australian Education.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全心全意的治療師

推廣復康技能服務殘疾人士

貝維斯女士, MBE

貝維斯女士將獲頒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以表揚其在過去四份一個 世紀以來，致力在中國內地
及香港推廣社區為本的復康服務。
貝維斯女士自1983年起加入香港復康會，積極推動在中國內地及香港 的現代復康服務的教育及宣
傳工作。貝維斯女士的無私奉獻，令她在 內地的復康界贏得「貝老師」的美譽。
貝維斯女士深信，社區為本的復康服務最能照顧殘疾人士的需要，因 為他們所需的支援應是持續
、簡單及低成本的，而且要鄰近其家居及 能回應其日常生活需要的。在貝維斯女士的領導下，世
界衛生組織香 港 復 康協作中心致 力發 展 社區 為 本的培訓課程，並已推 廣 至全國各 地，培
訓超過20,0 0 0名學生，當中很多已成為中國內地復康界具影響 力的治療師、教師、研究員及領導
。
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後，貝維斯女士率領義工團隊，聯同當地組織，在災區成立四川地震災區社區
康復資源中心，為災民提供適切的復康服務。而由國家衛生部派出的復康支援隊伍，當中不少領導均
曾修讀貝維斯女士的培訓課程。
貝維斯女士目前為香港復康會國際及中國部總監，亦為內地不同地區的多家醫院及醫學大學擔任
榮譽顧問、教授及講師，同時為多個國際、國家以及本土組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以及香港嘉道理慈善基金會等提供顧問服務。在20 0 0年，貝維斯女士獲英國政府頒授MBE勳
銜，以表揚她對「中國兒童福利作出的貢獻」。
貝維斯女士於1979年畢業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復康學理學士學位，並在1996年於美國
波士頓大學取得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她亦為註冊職業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

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
傑出語言學家推動研究發展 提升對中國語言認識
丁邦新教授
丁邦新教授將獲頒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以表揚其在中國語言學的傑 出學術成就及崇高地位。
丁教授為著名的中國語言學家，專研中國語言的歷史發展及方言學。他 的學術研究為探討漢語聲韻、
方言及口語的發展和轉變提供系統性分 析及參考，對中國語言學的學術研究有影響深遠的建樹。
丁教授曾任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語言學教授(1989 -1994)及 Agassiz講座教授(1994-1998)。1996
年至2004年，任職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兼院長。他現時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榮
休講座教授，以及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
丁教授曾於國內、台灣、新加坡及美國等地多間大學講學及擔任客座教授，包括北京大學、浙江大
學、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以及美國加州大學Santa
Cruz分校等。
丁教授對推動中國語言學研究貢獻良多，並倡議及參與多項重要的學術建設工作。他曾任美國加州
大學柏克萊分校趙元任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創辦總監、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會長，以及台灣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丁教授的傑出學術成就備受學界肯定。他於2000年當選為美國語言學會榮譽會員，以及於1986年獲
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丁教授在中國語言學、聲韻及方言等領域著作甚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