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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期　一九九零年七月 

四位傑出人士將獲頒榮譽博士學位 
本校將於一九九零年十月十一日舉行第四十屆頒 

授學位典禮，頒予四位傑出人士榮譽博士學位：李鵬 

飛議員及孔祥勉先生將獲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達安 

輝教授（Prof. David Todd)將獲榮譽理學博士學位， 

而張光直教授則獲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典禮儀式 

將由港督兼大學監督衞奕信爵士主持。 

李鵬飛議員 

本港工業家，行政局議員，立法局首席議員 

李議員一向致力提倡本港工業發展，現任香港貿易發展局理事， 

曾任香港總商會理事會主席，在促進香港經濟發展方面貢獻良多。李 

議員憑其傑出成就，於一九七七年獲十大傑出青年獎，又於八六年獲 

亞洲生產力組織國家生產力獎。李議員多年來支持本港高等教育之發 

展，不遺餘力，歷任香港大學校董、香港理工學院校董會主席及城市 

理工學院校董會副主席。最近，李議員應邀出任本校校董及香港生物 

科技硏究院之監察委員會主席。 

孔祥勉先生 

浙江第一銀行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孔先生為銀行業及商界巨擘，熱心參與社會服務，現任銀行業 

務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旅遊業議會理事及香港公益金執行委員會 

主席。孔先生一向致力推展本港之專上教育，現同時兼任香港理工 

學院及香港浸會學院司庫，本校之發展亦多蒙孔先生之關注，並屢 

獲其寶貴建議。孔先生早於一九七六年出任本校崇基學院校董，八 

—年任大學校董，八六年獲選崇基學院校董會主席。 

達安輝敎授 

香港大學內科學系講座教授 

達教授一生致力推動本港之醫學教育及醫療服務。多年來迭獲海外機 

構頒予殊榮，以表揚其對醫科教學及硏究之貢獻，其中包括一九七九 

年澳洲血液學會頒發Carl de Gruchy獎章，及一九八六年新加坡醫學 

院頒發榮譽院士銜。達教授在發展本港醫療服務及專上教育方面亦扮 

演重要角色，現任香港醫學專科學院籌委會主席、大學及理工教育資 

助委員會委員及臨時醫院管理局教學醫院管理及撥款委員會委員。達 

教授亦為香港內科醫學院之創辦人，並促使香港成為英國皇家內科醫 

學院之海外考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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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光直敎授 

美國哈佛大學 J o hn E. Hudson考古學教授 

張教授以其在聚落考古學及中國考古學方面之先導性硏究而馳名於國 

際學術界。張教授之學術著作甚豐，且著述綜合概括而又分析精闢， 

使中國數十年來之重大考古發現及硏究成果得以逐漸披露於世。其有 

關中國古代史之講學，曾啓發無數外國大學生對硏究中華文化之興趣 

。張教授又積極推動美國、中國大陸及台灣等地之學術交流及科際硏 

究計劃，從而培育不少後進之中國考古學者。 

宣佈事項 

大學委任硏究院院長 

大學校董會再度委任譚尚渭教授為研究院院長， 

任期一年，由一九九零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工商管理學院院長選舉 

閔建蜀教授再度獲選為工商管理學院院長，任期 

三年，由一九九零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新任講座敎授 

兒科學講座敎授 
大學宣佈委任 Prof. Stephen 

James Oppenheimer 為兒科學講 

座教授，由一九九零年六月一日 

起生效。 

Prof. Oppenheimer 一九四 

七年在英國出生，七一年畢業於 

英國牛津大學，獲文學士及內外 

全科醫學士學位。他於七五年者獲英國皇家內科醫學 

院院士銜，又先後於八七及八八年獲牛津頒授醫學博 

士及文學碩士學位。 

自七九年以來，Prof. Oppenheimer曾任職於多 

個英國及熱帶地區之教學及研究部門，積累了豐富的 

兒科教學及臨床經驗。他於七九至八四年在利物浦熱 

帶病學院熱帶兒科學系擔任教席；在此期間，曾獲調派 

往巴布亞新畿內亞工作三年多。Prof. Oppenheimer 

於八四至八七年間，仍在該熱帶病學院任名譽研究員； 

同時又在牛津大學兒科學系先後擔任高級講師及名譽 

顧問。未加入中大之前，他曾出任馬來西亞Hospital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兒科學系副教授，以及 

利物浦熱帶病學院熱帶兒科學系名譽高級講師達兩年 

多。 

Prof. Oppenheimer己婚，有兩名子女。 

生理學講座敎授 
大學宣佈委任黃宜定教授出任生理 

學講座教授。 

黃教授現年四十四歲，一九六 

九年畢業於倫敦大學，七三年獲劍 

橋大學頒授哲學博士學位。黃氏隨 

後在劍橋耶穌學院任職研究員；兩 

年後返港，加入香港大學生理學系 

任講師，並先後於七八及八二年晉升高級講師及教授 

。黃氏又於八九年獲頒倫敦大學理學博士學位。 

黃宜定教授於九零年六月一日起，應聘出任本校 

生理學講座教授。黃教授已婚，有三名子女。 

神學文憑課程 

宗教系神學組與校外進修部合辦之一年制神學初 

級及中級文憑課程，現正接受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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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初級課程主要為信徒領袖而設，提供啓導性 

之神學教育。學科包括神學導引、舊約導論、新約導 

論、基督教教育、宣教學及輔導學。中級課程則著重 

鞏固信徒領袖的神學及聖經基礎，以及探討處境化的 

課題。學科包括政治神學、舊約中心信息、保羅書信 

、中國教會歷史、牧養神學、輔導與成長、基督教教 

育與民主，以及宗教社會學。 

截止報名日期為八月十日，詳情請向神學組劉綺 

華女士（內線二五三三）査詢。 

壁球場正式啟用 

設於逸夫書院學生宿舍之壁球場已於月前啓用。 

開放時間為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逢星期三及星 

期日休息）；每節四十五分鐘。學生收費每位十元， 

教職員收費每位二十元。其他人士則每位另收附加費 

十元。 

有關訂場時間及辦法，可逕往逸夫書院學生宿舍 

低座詢問處（電話：六零三五零八八），或致電劉永 

松先生（內線二零九六）査詢。 

大學調整房屋津貼額 

大學最近跟隨政府調整房屋津貼額。所有符合資 

格領取房屋津貼之大學僱員，將獲發放新津贴額如下： 

由八九年四月一日起 每月津貼 

生效之月薪（元） 已婚（有子女） 已婚 單身 

4 3 , 2 1 0以上 20,600 18,540 16.480 

28,645 至 41,960 17,300 15,570 13,840 

26,030 至 27,340 14,400 12,960 11,520 

20,790 至 24,720 12,200 10,980 9,760 

新房屋津貼追補至本年四月一日，並已連同六月 

之薪金一起發給。如有査詢，請致電會計組趙光榮先 

生（內線二二四四）。 

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敎職員子女本地敎育 

津貼 

符合資格申請「教職員子女本地教育津貼」之同 

人，請盡早填寫有關申請表，連同學費收據寄回大學秘 

書處人事組。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內線二二二四。 

貢獻社會 
服務國際 

‧會計學系講師任枝明先生獲沙田政務處委任為沙田青年事 

務委員會委員，任期由一九九零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硏究院院長兼化學系講座教授譚尚渭教授及教育學院講座 

教授杜祖貽教授獲港督委任為香港學術評審局成員，任期 

一年，由一九九零年六月八日起生效。 

‧經濟學系講座教授林聰標教授獲港督再度委任為空運牌照 

局成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零年五月十五日起生效。 

‧體育部高級體育導師馮瑪利女士應香港傷殘人士體育協會 

邀請，出任該會技術委員會主席，任期一年，由一九九零 

年一月起生效。 

‧秘書處人事組主任譚壽森先生應邀出任南華體育會主任秘 

書，任期一年，由一九九零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生物系講座教授張樹庭教授應邀出任《 W o r l d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S B i o t e c h n o l o g y》編輯委員會成員。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教授陳啓明教授獲選為國際運動醫學 

學會會董，任期由一九九零年至一九九四年。陳教授並出 

任該會之公關委員會主席。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高級講師黃子惠醫生獲衞生福利司委任 

為中醫藥工作小組成員，任期由一九九零年五月三十日起。 

黃醫生又獲政府衞生處委任為愛滋病顧問委員會屬下之愛 

滋病科學硏究小組之成員。 

(此欄資料全部由新聞聯絡處供給） 

大學出版新書 

大學教職員在富爾敦樓大學 

書店購買下列書籍，可獲八折優 

待。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及香 

港醫學會合編：《醫療與保健》 

(中文本）二百三十九頁，平裝 

本，港幣四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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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宣仁博士與摺紙藝術 

沈宣仁博士在菲律賓馬尼拉出生及受教育； 

一九五三年前往美國修讀研究院課程，專攻宗教 

哲學及神學，以優異成績獲芝加哥大學頒授哲學 

博士學位。 

沈博士一九六二年加人崇基學院哲學及宗教 

系，並曾擔任該系糸主任多年，一向致力於崇基 

學院通識教育課程的教學工作。八六至八九年更 

獲選出任文學院院長。 

沈博士曾在各種中、英文書刊中發表專論八 

十多篇，論題包括教育、現代中國、哲學、宗教 

等。他又積極參與本地及國際社會團體的工作。 

他曾任紐約的亞洲區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 

及世界基督教協進會信仰與體制委員會的委員， 

芝加哥大學《宗教學報》的編輯顧問，又是香港 

哲學社及香港基督學會創會主席。目前他是基督 

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的主席。 

沈博士將於八月一日起出任崇基學院院長。 

引言 

摺紙，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只不過是兒童的玩意；但行將上任的 

崇基學院院長沈宣仁博士卻視之為一種消遣的藝術。在繁重的行政 

與教學工作之餘，他總是摺個不亦樂乎，而且一摺就是幾個小時。 

其實，沈博士早已摺出了名堂。一九七零年《讀者文摘》中文 

版刊登了一篇題為「一紙摺乾坤」的文章，內容正是介紹摺紙藝術 

及沈博士。沈博士的作品曾在英、美、日、德、法、意、西班牙、 

新加坡等地展覽或出版。大英摺紙社一九八二年更出版了一專集， 

介紹他及其作品。 

究竟摺紙的樂趣何在？沈博士又是如何愛上了它？還有……不 

若請沈博士本人談談吧！ 

興趣植根於少年，茁長於留學時期 

像其他遊戲一樣，摺紙不過是沈博士小時候的玩意之一。有一 

次，他的父親給他買了四本上海兒童書局出版的摺紙書，其中摺法 

數十款，圖解清晰。這些書為沈博士提供了摺紙的基本訓練。 

沈博士留學美國時，曾在一個兒童夏令營中當輔導員。入營没 

多少天，沈博士發覺自己懂得的遊戲已傾囊而出，餘下的日子怎辦？ 

正懊惱不已，突然想起孩童時的玩意——摺紙。想不到孩子們竟十 

分喜愛。後來芝加哥基督教青年會成人課程亦請他教摺紙。沈博士 

從此踏上創作之路。 

摺紙猶如探險，樂趣無窮 

沈博士說：「摺紙是一種經濟、簡單、有用而又能增加情趣的 

消遣方法。」摺紙的定義，是把一張或多張紙摺成好玩、好用或好 

看的形狀（外國稱Model)；材料只是紙張，到處都可找到。而摺 

紙的過程，比欣賞摺成品的樂趣更大。尤其是在創作過程中，不需預 

定形狀，只要拿起紙來摺了又摺，適當的形狀自然會慢慢出現。那 

種感覺就如探險，非到最後，不知結果如何。此外，摺紙還有醫療 

作用。沈博士說，摺紙的時候可使人聚精會神，忘記一切，所以可 

用作對精神病人的一種冶療。他的一位精神科醫生朋友，就是利用 

摺紙與其兒重病人溝通。 

作品簡樸美觀，風格别樹一幟 

沈博士從事摺紙藝術三十多年，創作摺法一百多種，十分強調 

摺紙的藝術價值。他表示作品必須悅目、有美感，且要不斷創新。 

他的創作原則是簡化與經濟：用最少的點、線、面，塑造出最佳的 

效果。此外，沈博士特別偏愛弧面、抽象及立體的形狀；他覺得平 

面摺法已逹極限，立體形狀才多樣化，而且難度更高，有更大挑戰。 

積聚多年的經驗，沈博士相信摺紙藝術是有一套理論的。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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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摺紙的理論終究與拓樸學有關。外國已有人展開摺紙的數學 

硏究，亦有初歩發現(主要在幾何學方面）。沈博士覺得摺紙猶 

如治學；兩者同是延績而永無止境的。治學不一定經常有結果， 

但摺紙總會有一個具體形狀跑出來。他很欣賞哲學家柏拉圖的 

思想，並認為每一個完美的作品，都應是個柏拉圖理想的體現。 

摺紙藝術的源流與盛衰 

至目前為止，尚没有確實證據說明摺紙始於何時何地。有 

關摺紙的最早圖文記錄，則在十八世紀末期出現於日本。沈博 

士相信摺紙源自中國，因為中國最先發明造紙技術。可惜摺紙 

在中國素被認定為孩子的玩意，從未獲得人們的垂青，久而久 

之便漸漸式微。此外，在中國，摺紙大多是薪火相傳，以一傳 

一的，但小孩畢竟容易忘記事情，即使有許多精妙的摺法，也會 

失傳，因此，這種民間藝術在中國似乎未有興盛的機會。 

沈博士指出，如要發揚及延續摺紙，還須依靠成人的努力 

。就從近三十年來看，世界各地不少摺紙愛好者創作種種式式 

的摺法，並著書解述，更組織會社，舉辦各類摺紙集會、展覽 

，播放電視節目，出版期刊等，對摺紙藝術作多方面的研究， 

使摺紙在日本、英、美及歐洲等地大放異彩，誠如沈博士形容 

：「過去三十年是摺紙的黃金時代。」 

這 �摺紙之風，於日本率先吹起，再傳至英、美各地，故 

此摺紙藝術的英文名Origami其實是日文「折紙」的拼音。談 

到各地的摺紙風格，沈博士認為日本摺紙傳統愛模倣動物的形 

狀。歐洲方面，西班牙摺紙傳統較悠久，除動物外也有摺用具 

的。近二十多年，英、美各地則不受傳統所囿，愛作多方面的 

嘗試。總的來說，摺動物仍相當普遍，因它有立時吸引力，造 

型妙趣，而摺法也趨複雜。至於國內及台灣，也有出版一些摺 

紙書，但差不多全是日文書翻譯過來的。 

談到香港的摺紙，沈博士似乎是一位孤獨的摺紙愛好者。 

他說：「除了我之外，似乎只有一位有摺紙創作。」那沈博士 

有否考慮開班授徒，推廣這種藝術？他答道：「倘若要教措紙， 

恐怕幾年也未必能教完。過去我曾經開設一些學期課程，但近 

年因教學與行政工作纏身，只能做幾個鐘頭一次的簡介。」 

或許沈博士可與教材部合作，將摺紙的要訣、措法一一拍 

攝，然後加以推廣。對於這個建議，沈博士慎重地答道：「我 

會者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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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消息 

大學校董鄧蓮如爵士獲封女男爵 

本年度英女皇壽辰授動名單於上月公佈，行政 

局首席議員兼中大校董鄧蓮如爵士獲封為女男爵， 

是第一位獲封終身貴族之華人。議員鄧蓮如勳爵自 

七八年起即出任中文大學校董。 

梁秉中敎授獲英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頒殊榮 

矯形外枓及創傷學系系主任梁秉中教授最近獲 

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頒發李斯頓•維多利亞 

紀念獎，表揚其將顯微外科技術運用於骨外科的傑 

出貢獻。 

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於一八九零年設立該獎 

項，每四年一次頒予一位對實用外科手術有卓越成 

就的院士。梁教授於一九七零年考獲該院院士銜，是 

亞洲區繼香港之王源美教授後獲此獎項的第二人。 

梁教授於五月專程飛往愛丁堡，在該醫學院的 

周年臨床及科學大會上接受頒獎，並發表演講，講 

題為「顯微外科技術在骨外科之運用」。 

保健處蔡余美英女士獲頒英帝國獎章（B E M ) 
保健處護士長蔡余美英女士獲英女皇頒授BEM獎章，表揚她對香港 

醫療輔助隊所作之服務及貢獻。蔡太一九六八年加入中大工作，有關其 

得獎之感受，請閲本期《中大通訊》第八版。 

港首宗冷藏胚胎受孕案例 

龍鳳胎試管嬰兒順利誕生 

由婦産科學系及解剖學系聯合 

主持之人工輔助生育科技研究計劃 

，成功地移植經冷藏的胚胎，使一 

名婦人受孕，該名婦人並於五月廿 

四日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經剖腹産術 

誕下龍鳳雙胞胎。 

該位新任母親前此曾有數次體 

外受孕手術失敗的經驗。她於去年 

九月再度接受體外受孕術，共獲十 

個胚胎，首次移植四個胚胎未能成 

孕，餘下六個冷存於液體氮內，四 

星期後解凍，其中數個結構正常之 

胚胎成功植入母體，並成功發育成 

為雙胞胎。 

龍鳳胎嬰兒的體重分別為一點 

八及二點零五公斤；雖較預産期早 

産六星期，但健康情況良好。 

第六屆國際企業學會東南亞分會年會 

工商管理學院與亞太工商研究 

所於上月廿六至廿八日聯合主辦第 

六屆國際企業東南亞分會周年年會 

，主題為「一九九零年代的亞太企 

業」。會議假尖沙咀喜來登酒店舉 

行，並邀請金融司林定國先生作主 

題演講，講題為「亞太地區的金融 

業」。 

出席本屆年會之學術界人士分 

別來自本地、美國、澳洲、東南亞 

、中東及歐洲。討論範圍涉及亞洲 

企業之管理、投資、貿易，及發展 

等。 

國際企業學會的總會設於美國 

，會員多屬大學教授及學考。學會 

主要宗旨為促進關於企業的研究。 

東南亞分會則於一九八五年在港成 

立，會長為本校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閔建蜀教授。分會之年會輪流在亞 

洲各大城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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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硏討會 

逾七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 

科學家，出席於上月廿五至廿九日 

在中大舉行之「生命科學研討會」 

。該硏討會是美洲華人生物科學學 

會主辦之第三屆國際學術會議，並 

由中大協辦。 

研討會開幕儀式由校董會主席 

利國偉爵士主持。出席會議之人士 

，除本港學者外，大部分為來自北 

美、台灣及中國大陸之科學家。兩 

位主題講者李遠哲教授和包德望教 

授更是諾貝爾獎得獎人。他們的講 

題分別為「分子束化學」及「哺乳 

類分子遺傳學」。李遠哲教授現任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化學系教授； 

包德望教授則為麻省理工學院生物 

系教授及紐約洛克菲勒大學候任校 

長。加拿大的徐立之博士亦為講者 

之一。 

在會上發表之論文題材廣泛， 

包括遺傳學、生物科技、環境毒物 

學、免疫學、中草藥學、動植物生 

物學和引起愛滋病、肝炎及癌症的 

過濾性病毒等。 

美洲華人生物科學學會於五年 

前成立，是目前北美洲規模最大的 

華裔學會，擁有會員逾一千三百名 

。該學會主要目的是推廣國際間， 

特別是華裔科學家之間的交流與合 

作。是次在港舉辦學術會議，是希 

望能夠鼓勵亞洲學者的參與，以促 

進相互交流。 

是項研討會之籌委會主席，乃 

美國貝勒醫學院的胡流青教授。香 

港籌委會主席為本校生物化學系系 

主任李卓予教授。 

新亞及逸夫書院畢業禮 

新亞及逸夫書院於六月中先後 

假邵逸夫堂舉行畢業禮。 

新亞書院於六月十日舉行第卅 

九屆畢業生歡送會。本屆畢業生共 

四百三十一名。典禮由院長林聰標 

教授主持，副校長金耀基教授應邀 

為主禮嘉賓，致辭敦勉畢業生。畢 

業生代表並與母校互換紀念品。禮 

畢拍團體照留念，以及舉行畢業生 

植樹儀式。隨後與會者於雲起軒及 

學生休息室享用茶點。 

逸夫書院於六月十六日舉行首 

屆畢業典禮，敦請副校長徐培深教 

授為主禮嘉賓，向應屆畢業生致訓 

辭。徐教授並與院長陳佳鼐教授及 

書院校董頒發優異獎項。全體師生 

更於典禮後於書院校園拍攝團體照 

留念及享用茶點。是屆畢業生共六 

十六名。 

香港英文語文與文學敎學 

硏討會 

本校英文系及英語教學單位 

於上月七日至九日與英國文化協 

會及中學英文教師協會合辦「香 

港英文語文與文學教學硏討會」 

。二百多名外國及本地學者與教 

師出席會議並交流經驗。 

硏討會於中大校園分三組同 

時進行，結合宣讀論文及示範教 

學技巧，探討香港中學與大學之 

英文語文與文學教學之問題及方 

向。會議並邀請著名英語教學專 

家作大會發言。美國舊金山州立 

大學勃朗教授介紹學習者的自學 

方法；蘇格籣史達令大學潘德教 

授談文學是否能正式傳授；英國 

史翠斯克來德大學都蘭德博士則 

講解透過文學來教授語文的材料 

設計問題。此外，迦密中學、趙 

聿修紀念中學及聖保祿中學亦應 

邀分別示範教材準備及語文輔助 

活動等。 

近四百人考獲本年度敎育 

文憑 

教育學院本年度教育文憑課 

程已於月前結束，學枓考試及教 

學實習成績亦評核完竣。今年共 

有三百九十三名學生考獲教育文 

憑；計為一年制日班一百三十— 

名，二年制日班一百二十九名及 

二年制夜班一百三十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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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點滴 

文物館舉辦「關氏所藏中國牙雕」展覽 

文物館將於七月廿八日至十月十四日假該館西 

翼展覽廳舉辦「關氏所藏中國牙雕」展覽。展品共 

二百項，由著名建築師及文物收藏家關善明博士惠 

允借出。 

是次展覽，旨在較全面地展示中國象牙雕刻的 

發展及藝術成就。其中四十五項展品是商代至元代 

時期的牙骨雕刻；品類題材豐富，計有各式用具、 

珮飾、飾件、博具等。其餘的一百五十五件展品， 

為明清兩代之牙雕。這些近代牙雕題材多樣，可概 

括為人物立雕、文房用具、器具佩飾、裝飾陳設等 

，具體介紹江南、廣東、福建、北京等雕刻流派的 

風格，反映近代牙雕多姿多采，巧奪天工的技藝特 

色。 

預展會訂於七月廿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 

十分舉行，歡迎蒞臨參觀。 

熱心社會服務的蔡余美英 

「獲獎無疑是興奮，但最令我欣 

慰的，是獎項肯定了我的工作。」 

這是保健處護士長蔡余美英女士獲 

得 B E M獎章後的感受。 

蔡太一九六八年加入中大，最 

初在聯合書院當護士，八一年獲擢 

升為護士長。現時她在保健處除 

了要負責護理工作外，尚要處理 

一些行政事宜，及教授急救課程。 

此次蔡太獲英女皇頒授獎章 

，主要是表揚她在香港醫療輔助 

隊多年來的服務與貢獻。說起來 

，蔡太加入醫療輔助隊已整整二 

十五年，比在中大服務的時間還 

多上三年。當初蔡太加入醫療輔 

助隊，是為了服務社會。現時， 

她是醫療輔助隊西貢區的指揮，負 

責教授急救及護理常識、管理該區 

隊員，以及安排當值時間表。她感 

到這份工作有苦也有樂；苦者是近 

年人手不足，調配更次時，往往要千 

方百計，軟硬兼施地請隊員輪更。 

樂者乃是隊員來自不同階層，報販 

、工廠工人、文員、大學生、專業 

人士 甚麼都有，使她學到不 

少處世之道。隊員愛稱她為『皇阿 

媽』，大家相處融洽，好不愉快。 

蔡太補充說：「還有還有，我在中 

大所教的急救知識，便是從隊中學 

來的。」 

不可不知，蔡太亦是聖約翰 

救傷隊的聯隊監，服務三十年的 

資深隊長，七八年曾獲頒聖約翰 

五級勳銜。 

自從蔡太的女兒移居外國後 

，醫療輔助隊及聖約翰救傷隊的 

工作便成為她的精神寄託，佔去 

她大部分公餘時間。她說：「如 

果健康情況允許，我一定會繼續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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