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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至九零年度敎職員進修計劃簡報
大學每年提供各種獎學金及進修資助計劃資料，鼓勵教職員申請。一九八九至九零年度共
有十五名行政及教學人員擭取資助，前往海外進修，從事硏究工作，或進行訪問考察，詳情如下：

英聯邦大學協會行政人員訪問考察資助計劃
獲資助者：學生事務處主任周陳文琬女士
資助計劃：前往英國考察學生事務工作及當地政府為專
上學生提供之資助計劃。（九零年七月廿三
日至八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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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聯邦大學協會高級行政人員訪問考察資助
計劃
獲資助者：地理系講座教授楊汝萬教授（前任教務長）
資助計劃：前往英國及加拿大訪問及考察當地大學之課
程設計、招生制度、大學行政等。（九零年
三月十九日至四月廿六日）

東南亞高等敎育機構硏究計劃
獲資助者：電子工程系教授鍾寶璇博士
資助計劃：前往國立新加坡大學及馬來亞大學講學。
(九零年五月廿二日至六月十五日）

英聯邦醫學獎學金
獲資助者：化學病理學系講師彭智培博士
資 助 計 劃 ： 前 往 英 國 牛 津 大 學 S i r William D u n n 病 理
學院從事硏究工作。（八九年十月十六日至
九零年八月卅一日）

英聯邦高級醫學獎學金
獲資助者：婦產科學系講座教授張明仁教授
資助計劃：前往英國諾定咸大學訪問其婦產科學系及硏
究電腦在婦產科之應用。（九零年五月廿九
日至八月廿一日）

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資助計劃
獲資助者：經濟學系高級講師宋恩榮博士
資助計劃：前往哈佛大學從事有關中國開放及貿易政策
之硏究。（八九年九月一日至九零年八月卅
一日）

關祖堯敎職員發展基金資助計劃
獲資助者：兒科學系高級講師宋銀子醫生
資助計劃：前往加拿大多倫多病童醫院心病科訪問。
(八九年九月十八日十月十七日）

獲資助者：兒科學系講師梁淑芳醫生
資助計劃：攻讀英國蘇格蘭University of Dundee醫
學教育中心舉辦之遥距文憑課程。（一九八
九至九零學年）
獲資助者：社區及家庭醫學系護士鄭任鳳瓊女士
資助計剴：出席世界衞生組織「九十年代職業保健」歐
洲硏討會，並發表論文。（九零年三月十二
至十七日）
獲資助者：會計學系副講師陳孟賢先生
資助計劃：前往英國雪菲爾大學管理及經濟硏究學院攻
讀博士學位課程。（九零年五月十七日至六
月廿三日）
獲資助者：體育部導師張小燕女士
資助計劃：前往美國麻省春田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課程。
(九零年六月十九日至九一年八月卅一日)

利希愼敎職員發展基金
獲資助者：教育學院講師馮以浤先生
資助計劃：前往蘇格蘭克雷吉教育學院修讀師訓課程。
(八九年八月廿七日至九月八日）

嶺南信託基金會工商管理博士硏究獎學金
獲資助者：市場學系講師冼日明先生
資助計劃：前往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課程。（八九年九月一日至九零年七月卅一
日）

高級行政管理文憑課程獎學金
獲資助者：社會硏究所行政助理冼國權先生
資助計劃：攻讀校外進修部高級行政管理文憑課程。
(八九年九月七日至九零年七月二十日）

王寬誠敎育基金
獲資助者：英語教學單位講師徐碧美博士
資助計劃：前往西班牙巴薩隆拿出席國際會議及發表論
文。（九零年七月八日至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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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消息
醫 學 院 率 先 推 行 醫 療 質 素

高錕校長獲授榮譽博士銜
英國布萊頓市薩撤斯大學最近
頒授榮譽理學博士學位予高校長，
以表揚其在光電子學及光纖通訊領
域所作之貢獻。本港前此獲頒此殊
榮者，有邵逸夫爵士及前中大校長
馬臨教授。
薩撤斯大學七月十七日在布萊
頓市舉行學位頒授儀式，該校校監
親自頒授此榮銜予高錕教授。

保證計劃
醫學院於上月開始，在威爾斯
親王醫院實行「醫療質素保證」計
劃，此類計劃在本港醫院推行尚屬
首次。
「醫療質素保證」，就是經常
檢討冶療病人的專業質素。計劃包
括搜集資料（例如死亡、併發症、
病症之形式等），以及不斷檢討臨

首 宗 腹 腔 鏡 膽 嚢 切 除 手 術 成 功
醫學院外科學系醫生，於六月
底成功採用腹腔鏡為病者切除膽囊
，率先在本港採用此種嶄新科技代
替傳統的剖腹手術。
膽囊切除手術是一種很普通的
外科手術。傳統的方法需要剖腹切
除，傷口最少長十公分，且手術

是次接受手術的病者，是一名
四十—歲的物料管理員，患有膽石
病逾十年。手術由外科學高級講師
鍾尚志博士帶領一組醫生，替病人
全身麻醉後施行。手術後，病人當
天下午已可離床，翌日即能如常進

床工作、資源供應與使用情況等。
其最終目標，是透過監察、評估和
比較，提高醫療專業水準。
是項計劃包括定期舉行關於在
治療過程中死亡或發病的檢討會議
，臨床資料統計，報告、紀錄及評
估在治療過程中危及病人的事例及
檢討管理情況。

全日制本科畢業生人數
本校一九九零年全日制本科畢
業生共有一千二百七十名；計為文
學院二百四十六名、工商管理學院
二百五十四名、醫學院八十九名、
理學院三百四十—名、社會科學院
三百四十名。各學系畢業生人數分
列如下：

後留有疤痕，病人並需幾個星期
後才能恢復工作。採用腹腔鏡切

文學院

除膽囊，是由肚臍放入附有攝影
儀器的腹腔鏡，將腹腔內的情況
由電視機投射出來，然後由穿刺
腹壁的小孔放入儀器，把膽囊剥
離，經由肚臍取出。
食及行動，一星期內恢復正常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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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鏡手術是治療膽石症的
一個大突破，施行這種手術需要
特別技巧。威爾斯親王醫院的醫
生用了半年多的時間籌備，解決
一切技術性的問題後，才進行是
次手術。大學已準備於年底開辦
教習班，推廣該種新技術。

中國語言及文學

69

英文

61

藝術

16

歷史

57

音樂

17

哲學

16

宗學

9

神學

1

工商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

249

會計學

2

財務學

1

市場學

2

醫學院
內外全科醫學
醫學科學增插學年學士
學位課程

8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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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生物化學

23

生物

43

化學

50

電子計算學

60

電子學

72

物理

37

數學

39

統計學

17

社會科學院
人類學

11

經濟學

70

地理

46

政治與行政學

50

新聞與傳播學

43

心理學

19

社會工作

51

社會學

50

鼻咽癌篩選計劃
由本校醫學院及威爾斯親王醫
院之醫生組成之鼻咽癌工作小組，
最近推出一項鼻咽癌篩選計劃，為
鼻咽癌病患者之家屬免費檢驗，以
及早發現及診治這些較其他人易患
鼻咽癌的「髙危險群」中之患者。
據統計，鼻咽癌在香港癌病發
病率中居第二位，每年約診斷出一

貢獻社會

「細胞叛徒——癌」展覽
醫學院院會於上月十四日起，
先後假香港大會堂、新城市廣場及
香港文化中心舉行「細胞叛徒——
癌」展覽，為期七天，向市民大眾
推廣有關癌症之醫學衛生常識。
展覽由立法局議員梁智鴻醫生
及周美德先生、衛生署署長李紹鴻
醫生、醫院事務署署長周端彦醫生
、中大醫學院院長胡德佑教授及醫
學院院會顧問李川軍教授主持開幕
儀式。展覽內容包括香港常見癌病
的發病、死亡及康復統計資料；癌
病成因、致病因素及治療方法之介
紹；癌症的病徵、診斷及自我檢查

方法；以及本港現時有關的服務及
設施。

千二百個新個案，乃世界上發生率
最高之地方。研究顯示，鼻咽癌並
無傳染性，但有家族遺傳特性；病
者之直系家屬患上癌症之機會較其
他人高二十至三十倍，稱為「高危
險群」。而且，鼻咽癌的早期症狀
不易察覺，若延至後期才治療，存
活率相當低。如能及早發現，以現
時香港採用之治療方法，其治癒率
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提高

早期發現率十分重要。
鼻咽癌工作小組於兩年前試行
為病者家屬檢驗，至最近獲大學及
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撥款用作推廣
基金，遂決定正式推行此項篩選計
劃。
該項計劃除為接受診斷者進行
兩種或以上之血液分析，及頸、鼻
腔檢査外，並有小組人員加以指導
，平均每半年全面檢查一次。

服務國際

‧體育部主任傅浩堅博士再度獲提名，出任香港考試局中學會
考體育科委員會委員，任期三年，由一九九零年九月一日起
生效。傅博士又獲中國體育科學硏究所授予榮譽教授銜。
‧人類學系教授喬健教授分别獲山西大學及中央民族學院授予
榮譽教授銜。
‧外科學系高級講師金永強博士於一九九零年五月獲選為美國
面部整復外科學院國際會員。金博士又於六月獲選為美國臨
床腫瘤學會會員。
‧地理系講座教授楊汝萬教授獲華東師範大學授予顧問教授銜。
‧教育學院院長蕭炳基教授獲港督委任為教育委員會委員，任
期由一九九零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九一年六月三十日。
‧英文系高級講師陸潤棠博士應香港演藝學院邀請，於一九九
零年四月起，出任該院話劇顧問委員會之基本委員；該委員
會為擬開辦之學位課程而設。

‧電子工程學系教授鍾寶璇教授擭選為香港工程師學會一九九
零至九一年度理事。鍾教授又出任一九九一年十月在日本橫
濱舉行之第三屆顯微光學會議海外諮詢委員會成員。
‧社會學系講座教授李沛良教授再度獲港督委任為統計諮詢委
員會成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零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外科學系講座教授李國章教授應皇家澳洲外科醫學院邀請，
出任《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urgery》
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編輯委員會成員。
‧外科學系高級講師鍾尚志博士獲選為世界肝膀膽外科學會之
科學委員會委員。
‧逸夫書院資深導師鄭旭寧先生再度獲港督委任為香港浸會學
院 校 董 會 及 校 務 議 會 成 員 ， 任 期 三 年 ， 由 一 九 九 零 年七月一
日起生效。
‧社會工作學系講師石丹理博士獲港督委任為精神健康復查審
裁處成員，任期三年，由一九九零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此欄資料由新聞聯絡處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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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熱暑夏尋消遣，莫如揚帆出海遊
介紹水上活動中心及敎職員船會
水上活動中心
炎炎夏日，為了消除暑熱，不少
同事愛在下班以後，甚至利用午膳時
間，到范克廉樓旁的泳池暢泳一番，
泳池往往熱鬧非常。相比之下，大學
的水上活動中心就略為遜色，有些人
甚至不曉得有這樣一個中心存在！
由來
水上活動中心位於吐露港畔，毗
鄰海洋科學實驗室，由層層鐵絲網圍
起。活動中心本是小灘，因著吐露港
公路填海工程而成為土地。大學見該
處離校不遠，而體育部亦有意發展水
上活動，遂因利乘便，在該處設立水
上活動中心。
設施
活動中心於一九八六年落成，隸
屬體育部。嚴格來說，中心內没有「真
正」的建築物。供使用者休憩用的小
屋、辦公室，以及男、女更衣室，都
是由貨櫃箱改裝而成，此外便是露天
淋浴設施，以及堆滿獨木舟和風帆的
鐵架。
改善工程
活動中心設施簡單，建設費用總
共才五十多萬元。然而去年改善下水
道的工程，竟花了近三十萬元，相當
於半個活動中心。且讓我們了解一下
其價之所在。

4

據體育部主任傅浩堅博士解釋，
舊的下水道只有二點五米寬，閱度不
夠，船隻上岸往往發生困難，容易翻側
。其次，舊下水道亦太短，而且底部
凸出的岩石容易割傷船員。經過改善
工程後，下水道增長了不少，而且足足
擴闊了一倍，可容兩艘船同時進出。

由於加長下水道的工程難度甚高，需
要先量度水位，並要待水位退至最低
點時才動工，因此費用便相應昂貴了。
享用權
活動中心不為大部分同事熟悉的
另一個原因，是它只供教職員船會及
中大獨木舟會使用；兩會會員可於活
動中心寄存船隻，興之所至，便揚帆出
海。不過，縱然不是會員，也並不是完
全没有機會利用該處設施；只需找到
一位會員帶領，便能作海上逍遙遊。
有權利必有義務，船會每年須繳
交會費八千元予活動中心。
其實，活動中心尚有空裕的地方
可作其他水上活動之用，而大學原意
也不獨是發展風帆與獨木舟的。無奈
中心設立不久，吐露港即受到污染，
水質每況愈下，發展其他水上活動的
計劃也就耽擱下來。
獨力經營的負責人
負責活動中心日常運作的，只有
葉子超先生一人，由於是「獨力經營」
，葉先生的工作十分繁忙。中心早上
九時開門，他便要察看天氣及水流情
況，然後掛上適當旗號，譲會員知悉
。如果有人出海，他得為他們登記資
料，協助出船。此外，他更要時常留
意海面情形，遇有翻船或意外，需立
即提供支援服務。稍有空間，他又得
四處査察，看看那些地方需要維修。
偶然，葉先生會應會員之邀，帶領較長
途的航行，例如到吉澳、塔門等地。
每年暑假，是出海的黃金季節，每
天平均有六、七十人揚帆出海。碰上
這些日子，葉先生便忙得不可開交，
每週只可以在星期三、四休息。會員
如要在這兩天出海，便得特別留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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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問題了。

一口氣購置了十多艘風帆。」

到了冬天，會員大多屈服於凜冽
的寒風與刺骨的海水，暫停出海。他
們到活動中心去，也多是維修船隻，
或是聊聊天。每到這個季節，活動中
心「生意」大減，葉先生才可以有更
多時間，處理其他工作。
活動中心啓用了四年，期間有没
有意外發生？葉先生輕鬆地笑道：「意
外就如家常便飯，經常都有，不過都
只是翻船、割傷等小事。至於最驚險
的，莫如在風急浪高的情形下，出海
把船拖回來。」有趣的是，活動中心
從没有發生過嚴重的水上意外，倒是
出現過一樁陸上「意外」：兩艘救生
艇的引擎於去年先後被竊，總值三萬
多元。吃一塹，長一智，大學立即加
強防盜設備，照明系統更徹夜不關，
此後總算一直平安無事。
敎職員船會
水上活動中心的支柱
早在八零年代初，大學已有好幾
位同事熱衷於風帆運動。他們把船擱
在離校不遠的大尾篤水上活動中心，
待風和日麗，或是三兩同好，或是獨
個兒，便會悠然出海。
這甚熱心的同事，在享受航行樂
趣之餘，不忘向大學倡議設立水上活
動中心，以方便更多同事參與。活動
中心於八六年設立後，他們又馬上成
立中大教職員船會，並舉辦風帆訓練
班，提高其他同事的興趣。船會始創
人之一，生理學系之譚兆祥博士說：
「船會剛成立時，只有帆船三數艘，
但是經過那次實際訓練後，竟有二十
多位同事表示有興趣，即時入會，還

會員
船會目前共有三十多位會員，男
性會員佔了八成。而女會員之中，真
正駕船出海者甚少；她們入會，大多
是為了方便其丈夫參與。
船會會員分正式會員及非正式會
員兩類。前者為大學的全職僱員，後
者則為與大學有密切關係的人士如校
友等。正式會員之入會費，甲類服務
條例僱員為一千元，乙類與丙類僱員
為五百元；另每月須缴交會費：船主
六十元，無船者五十元。非正式會員
雖獲豁免入會費，但每月會費則為一
百元。
活動
顧名思義，船會的活動是駕船出
海。三杯酒及吐露港口的荔枝莊是會
員常到的地方。由於器枝莊路程遙遠
，一天來回時間不甚足夠，故他們往
往預訂該地度假屋，以留宿一宵，才
駕船返回中心。
船會每年約組織三至四次大型活
動，通常是先出海，暢遊完畢再回活
動中心舉行燒烤大會。船會亦不定期
出版「通訊」，以聯絡會員。
未來發展
船會經常舉辦一些推廣活動，以
汲納新會員。身為會員秘書的譚博士
表示，船會除繼續改善現有設施外，
更計劃購置一艘帆船，供會員借用，讓
没有船的會員毋需隨其他會員出海，
才能享受航行之樂。有興趣加入船會
的同事，可與譚博士聯絡（內線二八
七八），了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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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職員及配偶國粤語課程

宣 佈 事 項

新雅中國語文硏習所由本年九月十八日至十二月四日，於
方樹泉樓再度為本校教職員及其配偶舉辦國、粤語課程，上課
時間暫定為星期二及四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十五分。課程包

一九九一至九二年度敎職員進修資助計劃
下列各項資助計劃即將接受申請：
1.英聯邦大學協會學術交流資助計劃

括：（一）供外籍教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級國語或粤語課程：
(二）供粤籍教職員及其紀偶選修之初級國語課程；
(三）供非粤籍教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級粤語課程。
以上課程名額有限，按報名先後取錄。全期學費港幣二千

2.英聯邦大學協會行政人員訪問考察資助計劃

六百元，惟聘任期不少於兩年之本校全職教職員及其配偶，如

3.英聯邦大學協會發展獎學金

未獲其他學習語言之津貼，則可獲大學津貼學費百分之四十。

4.英聯邦大學協會高級行政人員訪問考察資助計劃
5.英聯邦大學協會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第三世界獎學金

有意申請者，請於九月十日前與硏習所聯絡（內線二六八
一至三）。

6.東南亞高等學府協會學術交流計劃
7.東南亞高等學府協會訪問資助計劃
8.東南亞高等學府協會泰國航空公司訪問資助計劃
9.英國文化協會學術聯繫計劃

薪金調整
大學校董會最近通過，跟隨政府公務員之薪金調整，相應
調整本校乙類及丙類服務條款僱員之薪酬。是次薪金調整，包

10.英聯邦大學教員硏究資助計劃

括去年十月一日起生效之新總薪級表薪點調整，及本年四月一

11.英聯邦大學教員硏究獎學金

日起生效之加薪百分之十五。大學已於上月按新訂金額支薪，

12.裘槎基金會硏究資助及獎學金

並連同前數月之補薪一起發還予僱員。

13.費美臣東亞硏究基金

至於甲類服務條款僱員之薪金調整，尚待政府正式通過。

14.德國學術交換計劃硏究資助

大學總務處希望可於八月支付新訂薪金，並連同補薪一倂發給

15.傑克遜硏究獎學金

僱員。

16.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硏究獎學金
17.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硏究資助計劃

此外，某些級别之高級職員之薪酬，將獲進一歩修訂，由
九零年十月一日起生效。

18.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日本硏究獎
19.關祖堯教職員發展基金
20.利希慎教職員發展基金
21.香港中文大學與英國劍橋大學羅賓遜學院交換計劃
22.香港中文大學與日本創價大學交換計劃

「乙類」及「丙類」服務條款敎職員申請進修
學費津貼
大學現接受「乙類」及「丙類」服務條款教職員申請進修
學費津貼。惟申請津貼之課程，以在一九九零年九月至十二月

各項資助計劃之詳情，將於九月初寄達各學院院長、系主

期間開課者為限。所有申請，須經部門主管書面推薦，於九零

任及部門主管，以供教職員參考。有意申請上述資助之教職員

年九月八日（星期六）或以前送交人事組，轉行政事務委員會

，請於九零年九月三日以後向所屬部門負責人査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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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譚壽森先生（內線二二六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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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點滴
逸夫書院敎職員聯誼會

大學出版新書

逸夫書院教職員聯誼會執行委員會已於七月廿三
日假該院教職員餐廳舉行就職典禮，委員名單如下：
主席：馮國培博士 （生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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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obin Hutcheon 著：First Sea Lord: The Life

副主席：梁惠棠醫生 （腫瘤學系）

and

財政：梁偉波博士 （大學發展組）

Work

of Sir

Y. K. Pao

(英文本），一百八

十頁；精裝本，港幣一百三十八元；平裝本，港幣

秘書︰何麗嫻女士 （輔導處）

八十八元。

委員：陳永明博士 （中文系）

2.胡錦生著：《急性心肌梗塞——香港華人患者之剖

張光裕博士 （中文系）
左冠輝先生 （輔導處）

釋》（中文本），一百七十六頁，精裝本，港幣八

朱劍如博士 （地理系）

十八元。

梁中柱先生 （精神科學系）

3.廖光生著：Antiforeignism

廖鑑榮醫生 （外科學系）

in China

Dr. R.J. Neller

(地理系）

Prof. R. Swaminathan

(化學病理學系）

and

Modernization

(英文本），增訂版，三百八十三頁，平

裝本，港幣八十元。

譚兆祥博士 （生理學系）
曹景鈞先生 （政治與行政學系）
Prof. David Watson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

黃陳嘉瑩女士 （院務室）
黃創儉博士 （生物系）

逸夫書院敎職員餐廳飲啟業
逸夫書院教職員餐廳已裝修完竣，並於七月廿四
日正式啓業。餐廳由上海三六九飯店主理，午飯及晚
膳供應滬粤名菜及蘇錫麵點，早餐則分西式及滬式（豆
1.本刊逢月中出版，下期截稿日期為八月廿八日。

漿、葱油餅、粢飯等）。營業時間為早上八時至晚上

會會員。乙類服務
條款或以上之大學
僱員可申請為聯誼
會附屬會員，年費
二百元。申請表格
請向逸夫書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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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供校內教職員索閲，部分
郵寄本地教育機構及與大學有關人士。私人索閲，請
致函本刊査詢。

輔導處（內線二五
二七及二九三七)
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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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事務處出版
編輯：梁其汝 助理編輯：溫李琪 陳偉珠 製作：黎寶翠

歡迎投稿

逸夫書院教職員餐廳只招待逸夫書院教職員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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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