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通訊
第三期

CUHK Newsletter

迎接馬年的年宵市集於上月二十

得的善款高達三千多元。

中大年宵市集

中大年宵市集

遊戲•表演•美食•年貨
手藝•掌相•猜謎•點唱

一九九零年二月

的經驗，作了某些新編排，使今年的

日（星期六)擧行，由邵逸夫堂主辦，

購物攤位的主辦者，則校外及校

市集更熱鬧更有趣。例如加强遊戲部

地點是百萬大道和科學館一帶之空

內人士參半，貨物林林總總，數不勝

分，使男女老幼都可直接參與，投入

地。

數，有小飾物，陶瓷、衣服、工藝品，

感自然增强。當天的遊戲有馬年好運

市集擧行前幾天，還是下着毛毛

及應節貨品如水仙花、揮春和海味等。 賽跑、騎小馬、畫大畫、猜謎語等，

細雨，到了周末，雨卻完全停了，雖

較爲特別的是專欄作家夏婕女士的攤

小朋友都樂而忘返。今年又新增了點

然不是陽光普照，但是主辦者和參加

位，所擺賣的全是她旅遊各地所搜羅

唱節目，由兩位任職唱片騎師的同學

者都鬆了一口氣，高高興興地投入這

的有趣事物。而最暢銷的貨物，則首

主持，替市集添了不少歡樂氣氛。此

推手做麪粉小玩意，那位手藝一流的

外，表演節目如歌唱、中國武術及技

當天在市集擺賣的食物檔共有十

年靑師傅，簡直沒一刻空閒，市集結

藝表演，都是娛樂性豐富的。

八個，購物攤位廿二個，數目爲歷年

束時攤位前尙擠滿了要「提貨」的顧

蔡先生認爲此類嘉年華會式的大

之冠。食物檔之主持多爲校內人士，

客。看掌相的先生也是其門如市，衆

型活動，最可培養校園一家親的精

個露天嘉年華會。

最受歡迎的是中大婦女會的慈善糕餅

人都急於知道馬年應如何趨吉避凶。

神’他希望日後的年宵市集，可以有

檔，該會旨在替崇基幼兒園籌款，出

市集主要負責人蔡錫昌先生（邵

更多校內單位特別是學生團體的積極

師有名，糕餅又精美可口，最後所籌

逸夫堂經理）表示，他們集結了過去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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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消 息
裘槎基金會巨額撥款資助本校
硏究計劃

聯合國學人培訓計劃

港受訓前已有多年工作經驗。

由聯合國發展計劃及香港信興敎

裘槎基金會最近撥款五百四十餘
萬元，資助本校六項科研計劃。是次
爲該基金會近年最龐大之一項捐款。
其他高等院校亦有獲資助，不過總撥
款額則以中大爲最高。該六項硏究之
主要負責人及獲資助金額如下：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曾銀芳博士
港幣186,500元
電子工程學系黃世平博士
港幣760,000元

培訓計劃共設有十四項課程，包

育慈善基金資助，香港中文大學主辦

括經濟管理、信息系統，及應用統計

的「聯合國學人」培訓計劃已於一月

學等，由本校敎師及專業人員授課，

二日正式授課。

在專業課程結束後，學員將參與短期

該項課程爲期六個月，參加培訓

實習；在受訓期間，培訓內容尙包括

計劃的學員共十九名；他們來自中國

專題硏究及報吿、實地調查、訪問各

大陸各地，是國家信息中心的技術及

大工商機構及工廠等，使學員深入了

管理人員，隸屬中國國家計劃委員會。

解香港作爲一個國際城市及金融中心

十九名學員中十一位由聯合國發展計

的運作。培訓計劃主任由當代亞洲研

劃資助，其餘八位由香港信興敎育慈

究中心王佩儀博士兼任；副主任爲經

善基金資助。學員均具大專程度，來

濟系之莫凱敎授。

電子工程學系潘裕斌博士
港幣2,000,000元
物理系蔡忠龍敎授港幣396,000元
生物化學系林文傑敎授
港幣2,000,000元
生物系麥繼强敎授港幣

60,000元

裘槎基金會所資助的硏究以自然
科學、醫學及工程學爲主，所有申請
必須經校長室轉遞。下一輪撥款申請
之校內截止日期爲四月二日，詳情請
電大學發展組工商界聯絡及發展處之
梁怡博士或曾崔素珊女士（內線二九
四四）查詢。

中大學生獲頒獎學金
本校新聞與傳播學系學生吳貴

冷藏胚胎成功植入母體
醫學院體外受孕小組成功地移植
經冷藏的胚胎，使一名婦人受孕。
傳統的體外受孕手術，是通過藥

體外受孕組至今共冷存了一零九
個胚胎，其中四十二個經解凍後已植
入二十三名婦人體內。是次成功受孕
的案例，爲一位因輸卵管閉塞引致不

物催激，使母體產生多個成熟的卵子，

育的婦人。她於去年九月接受體外受

亨、鍾見梅及工商管理學院學生陳楓

再經複雜的採卵手術、體外受精及玻

孕手術，共獲十個胚胎，首次移植的四

分別獲頒智威湯遜獎學金及美林證券

器培育，常有多至七、八個胚胎成功

個胚胎未能成孕，餘下六個冷存於液

獎學金。

發育。此等胚胎再植入母體的數目通

體氮內，四個星期後解凍，其中四個
結構正常的胚胎於十月十三日成功植

智威湯遜獎學金獎額一萬港元，

常只限於四個或以下，剩餘的往往被

爲智威湯遜有限公司紀念成立一百二

棄掉。中文大學體外受孕組自八八年

入母體。產前檢查證實爲雙胞胎，預

十五周年設立，頒予新聞學、市場

五月起取得醫學院科硏道德委員會之

產期爲今年六月中旬。此將爲香港試

學及傳理學的優異學生，鼓勵他們畢

許可，積極硏究以低溫保存胚胎的辦

管嬰兒史上冷藏胚胎成功受孕的首
例。

業後從事廣吿及市場推廣的工作。美

法，希望能保存剩餘的活性胚胎，以

林證券獎學金獎額二萬五千港元，頒

備日後移植之用。冷藏胚胎不單可作

醫學院體外受孕計劃爲婦產科學

予成績優異、具領導才能、富責任感、

不育的保險，亦可避免因首次手術失

系及解剖學系之協作硏究項目，並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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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語文能力，且有志晉身工商行

敗而要再次進行採卵手術及體外受精

化學病理學系及利希愼臨牀硏究室支

業的學生。

步驟。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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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銀行集團捐贈二百萬元予

心理學系主任劉英茂敎授獲傑出硏究論文獎

本校推廣日文學習

位獲頒獎項的學者。是次評審工作由
一位本地學者及一位外地學者負責，

本校最近獲大和銀行集團捐贈二

兩人都是這方面的權威。

百萬港元成立信託基金，將每年收益
設大和銀行集團獎學金，頒予往日本

近十年來，有關自發性學習及記
億的硏究受到廣泛的注意，有見及

進修或參與文化交流計劃之學生。
成立獎學基金之簽署儀式於去年

此，劉敎授與一位硏究生於八五年開

十二月十三日在文華酒店擧行，出席

展這方面的硏究，提出了記憶的理論

典禮的嘉賓包括大和銀行董事總經理

模式，將回憶過程分成幾個階段，每

安井健二先生、日本駐港總領事、本

心理學系主任劉英茂敎授於上月

一個階段加以實驗操弄，藉此解釋過

港副敎育統籌司、中大校長高錕敎授

十八日以「自動產生字與非字的記憶

去一些難以理解的實驗結果及發現，

及港大校長王賡武博士。

效果」硏究論文獲香港敎育硏究學會

並希望能將結論運用在敎育上。

頒發八九年度傑出硏究論文獎。該獎

及語言理解方面的硏究。他亦希望這

士多作高水準的硏究。由於過去尙未

個獎項能夠刺激更多本地學者從事敎

有合乎水準的提名，故劉敎授爲第一

育硏究的工作。

台灣經濟與區域互動會議
台灣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其對
外貿易、經援和各種民間交往正不斷
擴大。本校當代亞洲硏究中心日本硏
究計劃於上月十六日及十七日擧辦一
項國際學術會議，以「台灣經濟與區
獎學金由八九至九零學年開始頒

域互動」爲題，詳細探討台灣的經濟

發，人選則根據申請學生所擬定之學

發展與亞太地區的互動關係。此外，

習計劃、學業成績、領導才能、課外

會上亦討論亞太地區具有影響力的國

活動的參與及經濟需要而定，副修日

家如中國及日本的經濟發展。與會講

文課程者可獲優先考慮。是項獎學信

者來自中、港、台灣、日本、南韓及

託基金由學生事務處負責管理。

美國，人數達五十多人。

崇基學院「黃林秀蓮訪問學人」
曹安民敎授到訪
國際著名眼科學者曹安民敎授應

劉敎授獲獎後表示他會繼續記憶

項於八四年設立，旨在鼓勵學術界人

科專門訓練，並參與眼科解剖病理學
之硏究。一九七六年起擔任伊利諾大

崇基學院邀請，以「黃林秀蓮訪問學

學醫學院眼科敎授，並主持該院眼科
硏究中心、眼科病理實驗室及眼科診

人」身份，於一月四日至二十二日到

所，現更爲眼庫之醫學主任。

訪大學，主持多次學術講座；範圍涉

曹敎授在眼科病理硏究上成就昭

及醫學與人生、眼睛護理及他對各項

著，曾發表之學術論文多達一百六十

眼科醫學硏究的意見。曹敎授並參加

餘篇，其對視網膜之硏究尤具創見，獲

學院一連串活動，與學院敎職員及學

稱譽爲此方面最頂尖學者之一。美國

生作非正式交談，又於崇基周會中，

有代表性之眼科學會及組織均以獲得

與學生分享他的「心路歷程」。

曹敎授之參與或領導爲榮。去年十二

曹敎授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大

月，曹敎授更獲美國眼科及視科學硏

學醫學院，在港實習兩年後，負笈美

究學會頒發最高榮譽一「Friedenwald

國，先後在各著名大學及醫院接受眼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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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光幻影
介紹敎材服務部
工作範圍
乍聽之下，敎材服務部，似乎只
是爲老師提供敎學用具，其實不然，
它的服務範圍廣泛，大學的所有敎職
員，由上至下都可以成爲它的「顧客」。
成立於一九七八年的敎材部主要
目的是協助敎學發展，其工作範圍大
致可分三部分：
(一)視聽器材及物料供應——敎材
部的視聽物料流通處，有不同的視聽
器材可供借用，例如電視機、錄像機
、錄像攝影機、錄音機、高影機和幻
燈機。該處更備有視聽敎具的製作材
料，例如錄音帶、錄像帶及高影機投
影片等等。每有敎職員或學生借用器
材，該處的同事都會當面解釋淸楚器

(二）技術支援服務——大學擁有不

敎材部還與一間公司合作，選取一些

材的性能及使用方法，並提醒借用者

少視聽器材，而這些器材的維修與保

敎學電視錄像帶，如「中國戲曲藝術

應該小心留意的地方。

養便由技術支援小組負責。與此同時

專輯」、「如何使用顯微鏡」之類，
推出市場發售，反應亦相當不錯。

敎材部流通處亦經常協助校內師

，每逢擧行各種學術研討會及慶祝活

生翻製敎學用的錄音帶、錄像帶及製

動，他們也要出動，裝置及操作所需

作高影機投影片。由於採用影音資料

的擴音及視訊器材。大學有新建築物

輔助敎學愈來愈普遍，過去一個學年

落成，或其他部門有需要時，他們會

敎材部視聽服務主任黎陳慧玲表

，他們所翻製的錄音帶及錄像帶均超

充當「顧問」，提供有關視聽設備的

示，他們正積極將敎材部各種敎學視

過四千盒，而高影機投影片的數目更

意見，甚至代爲設計整個建築物的視

聽器材及其他視聽製作設備提升至專

破一萬一千張大關。當然，所有翻製

聽系統。

業水準，提高服務的質素，同時希望

將來的發展

的錄音帶及錄像帶均是「合法」的。

(三）視聽製作——在大學慶典、硏

製作更多視聽節目與校內的敎學配合

去年十一月，敎材部的「自助製

討會及公開學術講座擧行之際，大家

。如資源許可，也會考慮延長物料流

作室」正式開始投入服務，內設投影

總會看到敎材部的同事忙碌地拍攝錄

通處的服務時間以方便大家。

片製作機、圖片及幻燈片翻拍器、

像帶與照片，協助紀錄大學的歷史；

敎材部亦希望能推廣敎育科技，

VHS剪接機、顯像儀及編輯儀（可將

這些只是他們工作的一部份。視聽製

現正與校外進修部合辦敎育科技證書

135 mm負片或幻燈片轉換成電視訊號

作組的主要任務在爲各行政及敎學單

課程，藉以增加公衆對敎育科技的認

，更可將畫面放大、剪裁或加上標誌）

位拍攝宣傳及學術錄像帶，例如「大

識。第一屆的課程於去年七月開始，

，敎職員可利用此工作室自行製作簡

學介紹」、「學生使用實驗器材須知」

共開辦了兩個組别的課程，五十六位

和「促進語言能力的發展」。此外，

學員中，有十三位是中大的敎職員。

單的視聽敎材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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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陳慧玲（視聽服務主任）——
容若愚(助理視聽服務主任)——

在敎材部服務了五年的黎太，負責統

李松年（總技術員〈視聽敎材〉）

專責錄影製作的容若愚爲了拍攝的方

籌敎材部的一切工作，並爲一些視聽

——李先生本是修讀電子工程的，畢

便，經常要超時工作。但工作也帶給

節目作敎學設計。

業後曾在本港電台及電視台工作，七

他不少難忘的回憶，例如那次隨海洋

黎太未到中大之前，曾在理工學

七年加入中大，七八年轉隸敎材部。

科學實驗室出海，拍攝抽取吐露港海

院敎育科技統籌處工作了六年多，黎

大學所有視聽器材，包括一百八十部

水的情形，那海水遭汚染的程度嚇了

太一直離不開敎育科技的工作，可能

投影機、五十五幻燈機、七十部錄音

他一跳，自此以後他再也不敢在附近

是興趣使然。她的個性外向，最喜歡

機等的日常維修工作及每年兩次的例

地方游泳了。類似的經驗還有許多，

有創意的工作。她認爲先進的敎育科

行檢查，都是由他和兩位同事負責，

日後大家和他聊天，不妨請他說說。

技可大大增强敎學效果；而敎學科技

難怪他每天都要埋首零件堆中。因爲

仍有很多地方有待發展。

要替不同類型的活動裝置視聽器材，

拍了多部錄影帶，他最滿意的是
爲大學製作的宣傳片「明天會更好」

黎太表示，因資源有限，各同仁

，因爲拍攝時高校長給予他極大的創

如需利用敎材部的器材或服務，最好

作自由，而影帶推出後，觀衆的反應

儘早預約，好讓他們能作妥善安排。

還相當不錯。
蕭克錦（平面設計員）——一個
極爲男性化的名字，但是曾經和她接

他們偶然亦需超時工作，但次數尙不
算太多。
梁贊坤（攝影師）——相信許多
同事對他都不會感到陌生，擧凡與攝

工作人員

影、黑房有關的事務，皆少不了他的
份兒。經常要躱在黑房工作的他，因
爲有音樂陪伴，並不感到沉悶。梁贊

觸過的人都會知道，她是位可人兒。
蕭克錦負責有關平面設計及印刷的工

蘇兆軒（語言實驗室及敎學器材

坤唸中學時已在報館中兼職攝影及黑

作；大學入學組手册、硏究院槪覽、

技術員）——蘇先生是敎材部的老臣

房工作，後來，更跑到蘇格蘭愛丁堡

愛滋病硏討會海報等都是她的傑作。

子，在該部門服務了十一年，他回憶

隐攝影，該是學以致用。不過由於每

她有着藝術家的脾氣，認爲最完美的

當年的敎材部只有六位工作人員，而

天都接觸攝影，工餘時間反而是少拍

東西應是在完全沒有限制下創作的。

今天的規模已擴大了不少。目前他負

照，連他的寶貝女兒，他也只是一年

由於替大學設計東西總不免有些限制

責四間語言實驗室及視聽敎室的管理

爲她拍一兩次照片而已。除了攝影，

，故此，她尙未有一項特别滿意的作

工作；大學普通敎室內視聽器材的基

梁贊坤還愛燒菜、打保齡球及木工，

品，不過一定要她挑的話，她覺得二

本維修工作也在他工作範圍之內。談

他透露當初若不是選擇了攝影，便會

十五周年音樂會的海報該是不錯，因

到視聽器材，蘇先生表示自敎材部成

跑去當厨師。最近他又對業餘無線電

爲海報的設計頗能配合節目，亦能突

立以來，大學愈來愈多單位採用各種

發生興趣，正在大量硏究有關書籍及

出大學的融會東西文化的形象。

視聽敎材，這是他最感欣慰的地方。

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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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事項
新任講座敎授
何錦輝博士於一九九零年一月一
日起獲委任爲社會工作學講座敎授。
何敎授現年五十六歲，畢業於國立台
灣大學，一九六四年獲哥倫比亞大學
碩士學位，一九七四年獲該校社會工
作學博士學位。何敎授於六四年加入
中大爲社會工作學系講師，七四年晉
升高級講師，八四年晉升敎授，並任
校外進修部主任迄今。

第一屆亞洲區社區敎育會議接受
提名申請
國際社區敎育協會亞洲區分會將
於本年九月十七至二十日在吉隆坡召
開首屆亞洲區社區敎育會議，現正接
受提名申請。
所有論文須以社區敎育、成人敎
育或國民敎育爲題，篇幅以六頁爲限。
大會將提供免費食宿，惟機票及會議
註册費則由參加者自付。
提名申請函件須經系主任及學院
院長送交敎師審議委員會秘書。截止
日期爲三月九日。有關詳情，請向人
事組張煦群先生（內線二二四九)查
詢。

大學出版新書
大學敎職員在富爾敦樓大學書店
購買下述新書，可獲八折優待：
David Flux著，謝孝衍譯：《簡明香港
稅務》，（中文本），二百一十四頁，
平裝本，港幣四十八元正。

若要瀏覽本部分的資料，
請須輸入中大校園電子郵件密碼。

中大通訊

人事動態續

宣佈事項
東南亞高等學府協會訪問資助
計劃（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
東南亞高等學府協會(ASAIHL)
現正接受下列資助計劃之申請：
(一)國泰航空公司訪問資助計劃——
贊助資深敎師或行政人員訪問兩
所或以上協會之成員大學，爲期
四至六周，訪問每所大學之時間

貢 獻 社 會

不少於兩星期。

服 務 國 際

(二)馬來西亞航空公司訪問資助計劃
—贊助敎學人員訪問兩所或以

*學生事務處主任周陳文琬女士應尤

*化學病理學系高級講師林偉基博士

上協會之成員大學，爲期四至六

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邀請，出任

獲選爲 Hong Kong Society of

一九八九至九零年度該會獎學金遴

Clinical Chemistry 會長，任期兩

選小組委員。周女士又獲香港婦女

年，由一九九零年一月六日起生效。

協會婦女中心邀請，出任該會擬辦

*內科學系講師李國銘醫生於一九九

資助計劃提供來回經濟客位機票。

之婦女自助資料中心顧問小組成

零年一月獲選爲美國內科醫學院院

ASAIHL則會支付生活津貼每日美金

員。周女士並再度獲委任爲一九八

士 (FACP)

五十元。而接待學校將負責安排住

九至九零年度政府獎助學金聯合委
員會屬下複審委員會主席，及出任
學生消費模式調查工作小組主席。
*大學副總務長陳鎭榮先生獲選爲交
通安全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任期由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
*外科學系講座敎授何志平敎授再度
獲委任爲視光師管理委員會藥物評
估委員會委員，任期兩年，由一九
九零年一月十三日起生效。

。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講座敎授李川
軍敎授代表大學出任政府愛滋病顧
問委員會委員。
*理學院院長兼電子工程學系講阵敎
授林逸華敎授應政府邀請，代表大
學出任工業發展委員會電子業分組
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由一九九
零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周，訪問每所大學之時間不少於
兩星期。
上述兩間航空公司將分別爲訪問

宿、當地交通及醫療津貼。
有關申請或提名，須連同履歷、
訪問計劃及接待學院之邀請信，於一
九九零年三月卅一日前經有關系主任
及學院院長或部門主管，送人事組張
煦群先生（內線二二四九）。所有申請
書將送呈敎師審議委員會/行政事務
委員會及行政與計劃委員會審議。

*工商界聯絡與發展處主任梁偉波博
士應政府邀請，出任工業發展委員

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計劃資助

*逸夫書院院長兼精神科學系講座敎

會工業科技分組委眞會委員，任期

中國文化研究所九零至九一年度

授陳佳鼐敎授獲新加坡國立大學邀

一年，由一九九零年一月一日起生

硏究計劃資助已開始接受申請，有關

請，出任該校一位醫學博士學位候

效。

選人之校外考試委員。

表格可向中國文化硏究所二樓一零五

*社會工作學系講師馮可立先生獲選

室索取（內線：二三九三），截止日

*經濟學系高級講師王于漸博士應瑞

爲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董事局義務秘

期爲二月二十八日。申請者可與該所

典皇家科學院邀請，出任一九九零

書，任期一年，由一九八九年十一

有關負責人討論其硏究計劃之構想與

年度議貝爾經濟學紀念獎提名人。

月一日起生效。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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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隊蟬聯校長盃網球賽冠軍
去年的網球賽盟主行政隊於上月

宣佈事項

隊員平日也喜愛網球運動，所以能保
持一定水準。

十七日以一局之差(五比四)險勝醫學
院隊，再次奪得校長盃網球比賽冠軍。
比賽以雙打形式進行，採單循環
制，每隊派六人分成三組出戰，共打

招大維先生說，他們正在籌備慶
功宴慶祝兩度獲勝。至於來屆會否成
爲三連冠，則要看到時出場的球員而
定。

九局。冠軍隊隊長招大維先生指出，今

替行政隊奪佳績的健兒包括：招

年的決賽對手醫學院隊實力雄厚，未

大維（總務處）、何錦輝（校外進修

到最後一局尙不知鹿死誰手，他們取

部）、黃重光（校外進修部）、胡運

各同仁之個人資料如地址、電話、

得勝利實屬僥倖。他表示各隊員雖然

驥（電算機服務中心）、聶家璧（新

婚姻狀況、學歷等倘有更改，請儘早以

在賽前沒有特別加强訓練，但卻經常

亞書院學生輔導處）及陳承志（電算

書面通知人事組，以便修訂大學之人

和「拍檔」練習，以加强默契，加上

機服務中心）。

敎職員人事紀錄

事紀錄。大學出版刊物如《中大通訊》
、《槪況》及《校刊》等所載之敎職員
資料，均以人事組紀錄之個人資料爲
準。
又已婚同事在選擇其本身或配偶
所享有之各類福利（例如子女敎育津
貼、房屋及機票）事宜如有變更，或其
配偶在工作上所獲之福利有所改變，
亦請塡寫特定之表格通知人事組。

義齒服務
大學保健醫療中心於一九九零年
一月十九日起增設「義齒服務」，包
括牙橋、牙套、膠及金屬牙托等。
有關預約，收費及其他詳情，請
電內線二四壹二。

新亞敎職員聯誼會八九至九零年
度執委選出
新亞敎職員聯誼會於最近擧行執
行委員會會議，並選出八九至九零年
度執委，名單如下：

理學院學術著作展覽
大學圖書館系統於本月二十日至
三月五日在大學圖書館擧行「學術著
作展覽：理學院」，介紹理學院敎職
員之各項著作，歡迎參觀。

主席：黃維樑博士
副主席：梁榮斌博士
秘書：林許江懷女士
司庫：黃乃正博士
康樂：蘇鑰機先生（召集人）
關彩華女士
劉可復先生

崇基圖書館擴建
崇基圖書館將加建一層，工程已

姚大衞博士
金永强醫生(由九零年一月一日起）
總務：張學明博士（召集人）

於一九九零年二月初展開，並可望於

張端友先生

年底前完成。加建之三樓書庫面積約
8
爲八百平方米；圖書館現時之擠迫情

鄺覺仕先生

況將可大爲改善。

周奕希先生

喬健敎授

歡迎投稿
1.本刊逢月中出版，下期截稿日期
爲二月廿四日。
2.來函或投稿請寄沙田香港中文大
學秘書處出版事務處《中大通訊》
編輯部（內線2936 )。
3.投稿者必須同時附上英文翻譯，
否則來稿只會在中文版刊登。
4.本刊編輯有權刪改及決定是否刊
登來稿，不欲稿件被刪者請預先
聲明。
5.本刊內容未經編者書面准許，不
得轉載。
6.本刊每期發行二千份，免費供校
內敎職員索閱，部分郵寄本地敎
育機構及與大學有關人士。私人
索閱，請致函本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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