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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消息

海外校董

阿德雷得大學榮休教授卡梅爾
教授（Prof. Peter Karmel)獲委
出任本校校董，任期三年，由一九
九零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卡梅爾教授是澳洲著名教育家

卡梅爾教授為經濟學家，雖已
退休，但仍參與多個組織之工作。
他是坎培拉人文學院執行主席，以

，曾於一九六六至七一年任南澳洲

及澳洲多個機槽之主席包括愛滋

弗林德斯大學校長及於八二至八七

病國立委員會、衛生研究院、教育

年任澳洲國立大學校長；並曾於六

研究委員會及社會科學院。

九至七零年任巴布新畿內亞大學校

卡梅爾教授對澳洲教育之發展

監。卡梅爾教授曾主持多個政府設

貢獻至鉅，贏得學術界之一致尊崇

立之委員會，開展多項教育問題之

。他先後於八四及八六年獲委為澳

專門探討，最著名之研究成果，乃

大利西亞高等教育硏究及發展學會

七三年發表關於澳洲學校之卡梅爾

之終身會員，以及澳洲社會科學院

報告書。卡梅爾教授於七一至八二

之榮譽院士。卡梅爾教授並為澳大

年間，先後擔任澳洲大學委員會及

利西亞高等教育行政人員學院之創

英聯邦高等教育委員會之主席，並

辦人。

錢穆先生追悼會

CUHK

於七四年率領首個訪華之澳洲文化
代表團前往中國。

看祖國歷史；重建國人對傳統文化
的信心。先生在從事教育及學術工
新亞書院創辦人及書院首任校

作中扶掖後進、黙黙耕耘之謹慎態

長錢穆先生於八月卅日晨在台北寓

度，以及堅毅刻苦之治學精神，一直

所辭世，享年九十六歳。錢穆先生之

為青年後學所崇仰與敬佩，我國文

喪禮於上月廿六日在台北舉行。副

化教育界亦將長久追念。高校長更

校長金耀基教授及新亞書院院長林

讚揚先生一手創辦新亞書院及數十

聰標教授代表本校赴台參加弔唁，

年來對書院以至大學之不斷關懷。

而大學亦於九月三十日假邵逸夫堂

先生在居港十數年間，對本港高等

舉行錢穆先生追悼會。錢穆先生之

教育發展之貢獻，功不可没。接著，

遺孀及子侄分別從台灣及大陸來港

由副校長金耀基教授講述錢穆先生

出席悼念儀式，包括未能赴台奔喪

生平。及後新亞書院院長林聰標教

之四位子女及長侄錢偉長伉儷。

授、新亞教育文化會代表許濤先生

追悼會儀式於下午三時開始，

、新亞書院校友會主席李金鐘先生

先由高錕校長致悼辭。高校長讚揚

及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博士亦先後

錢穆先生畢生致力於發揚中國傳統

致悼辭。最後由錢穆先生之次子錢

文化。他指出，先生本著愛國熱忱，

行代表家屬致謝辭。出席是次追悼

提醒國人應帶箸「溫情與敬意」來

會之各界人士逾三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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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工業化地區的政府、敎育及發展研討會

，探討「亞洲四小龍」的教育與經
濟發展的關係，以及政府政策對有

近年，「亞洲四小龍」——香

關發展的影響。討論結果將有助於

港、台灣、新加坡及南韓之經濟成

瞭解該四個地區未來之發展趨勢。

就有目共睹。究竟，這與其教育有

是次研討會由加州大學太平洋

没有相互關係？本校教育學院及香

沿岸委員會贊助。與會學者來自香

港經濟研究中心於上月二十至廿二

港、台灣、新加坡、南韓、英國及

日舉辦國際研討會，以「新興工業

美國；在研討會上發表之論文共十

化地區的政府、教育及發展」為題

篇。

中大與中科院簽訂學術交流協議

促進各種學術活動，包括學者互訪
、合辦學術及教學討論會、開展科
研合作，以及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

大學與中國科學院於上月六日
簽訂學術交流協議，兩院校間之學

。中國科學院在八六年曾與中大簽
訂同類協議，成績理想。

術交流與合作將更進一歩。科學院

周光召院長逗留中大期間，曾

院長周光召更應高錕校長之邀，蒞

與高錕校長、楊振寧教授、理工研

校出席簽署儀式並進行訪問活動。

究所所長張樹庭教授等人會晤，並

是項協議為期三年，由九零年

與理學院人員座談中國科技之未來

九月至九三年八月底。雙方將共同

文化研究所參加新加坡書展

發展。

不乏各地之國際出版社，而直接
由香港赴新加坡參加展出的，則

新亞書院林耀明經濟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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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研究所最近參加第

只有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所除

廿二屆新加坡國際書節及九零年

藉書展推廣其出版物外，尚與當

度書展。書展於九月一日至九日

地出版發行界建立了密切聯繫，

在新加坡世界貿易中心舉行，參

並獲得《譯叢文庫》在新加坡代

觀人數達一百萬人次。參展機構

理事宜上之滿意安排。

日本亞細亞大學校長到訪
台灣著名經濟學者李國鼎教授
，應新亞書院林耀明經濟學人學術

日本亞細亞大學校長衛藤瀋吉

交流計劃邀請，到訪大學，並於上月

教授於上月廿五至廿八日蒞校訪問

十七日主持講座，講題為「台灣經

，並應國際交換計劃學部及新亞書

濟的演變與全球競爭中的挑戰」。

院邀請，於廿六日主講「愛與恨的

李教授現任總統府資政，過去四十

交織：日本的世界形象」。

年曾任財政部長、經濟部長及其他

衛藤校長曾任美國夏威夷大學

要職，在制定經濟政策方面，積累

及普林斯頓大學客座教授，專門研

了豐富之經驗。台灣經濟發展取得

究國際關係，尤其熟悉中國及日本

今天的成就，李教授居功至偉。

的政冶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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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事項
建築學講座敎授

香港亞太硏究所資料室更改開放時間
大學委任李燦輝教授為建築學講
座教授，任期由九零年九月四日開始。
李教授現年五十九歲，早年在美
國受教育，五四年獲密執根大學建築

香港亞太硏究所資料室（馮景禧樓五二九室）於十月十
五日起更改開放時間如下：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星期六：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時十五分

學學士學位。畢業後，曾任職於貝聿
銘建築師事務處、波士頓重建發展局
、哈佛大學等著名機構；七零年轉職

圖書館消息

麻省理工學院，任教於建築與規劃學院，八六年起更出任其
城市硏究與規劃學系系主任，直至九零年加入中大為止。李
教授並曾於八三至八六年間任麻薩諸塞州基本建設規劃與施
行處副專員，負責管理該州之房屋及土地一切事宜。李教授
自六十年代以來，曾在美國主要城市之多項重建計劃中發揮

*大學圖書館系統，包括大學、崇基、新亞、聯合及李炳醫
學圖書館，於十月廿六日即重陽節當天暫停開放。
*大學圖書館將於十一月一至四日舉行醫學院學術著作展覽
，介紹醫學院教職員之各種著作。歡迎參觀。展覽之開幕
儀式於首天下午四時舉行。

其專長，積累了廣泛之經驗。
李教授已婚，有三子女。

冬暖舞會
敎職員子女本地敎育津貼
隨政府最近調整公務員子女本地教育津貼，大學自一九

中大校園生活協會將於十二月八日（星期六）晚上七時
半在大學體育館舉辦大型舞會。屆時會場將有節日佈置、特

九零年九月一日起，亦相應修訂教職員子女本地教育津貼之

製舞池、菲島樂隊，並設自助晚餐、幸運抽獎、遊藝節目等。

最高津貼額如下：

歡迎全體同人踴躍參加。購票詳情如下：

小學——每年一萬六千三百五十五元。

票價：每位一百八十五元。十一月三日或以前購票，以及訂

中學——中一至中三：每年二萬七千零七十五元
中四及以上：每年二萬五千八百七十五元
教職員子女如就讀中四年級或以上者，其應繳之「基本
收費」，亦由每年一千三百元增至一千六百元。
査詢請電人事組（内線二貳二四）。

貢獻社會

服務國際

‧藥理學系陳金泉教授最近成為英國皇家藥學會資深院士。
陳教授並獲選為國際藥理學聯合會藥物代謝組之顧問。
‧生物系張樹庭教授獲委出任北京清華大學生物科學及生物
技術系客座教授，任期由一九九零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陳啓明教授獲選為香港醫學會副會長
，任期由一九九零年至一九九二年。陳教授又續任香港演
藝學院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榮譽顧問。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高級講師黃子惠醫生於八月獲選為美國
流行病學院院士。
‧博文講座教授楊振寧教授及物理系楊綱凱教授於八月獲選
為亞太物理聯會理事；楊振寧教授隨後當選為亞太物理聯
會會長，楊綱凱教授則出任聯會秘書，任期均為兩年。
‧地理系高級講師林健枝博士再度出任漁農業諮詢委員會委

購全席十二位者，均獲九折優待。
售票處：邵逸夫堂；査詢電話六九五二八二零。
校園生活協會由中大四所書院之教職員聯誼會、中大教
職員會所、中大婦女會、邵逸夫堂等校內教職員團體在今年
組成，其主席為高錕校長夫人黃美芸女士。

員，任期一年，由一九九零年五月二十一日起生效。林博
士又出任香港大學哲學碩士學位之校外考試委員。
‧會計學系講師任枝明先生出任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名譽
訪問教授，任期由一九九零年七月至一九九五年七月。
‧中國文化硏究所客座高級硏究員鄭子瑜教授，以其硏究中
國修辭學之成就及貢獻，最近獲英國劍橋傳記中心及美國
傳記硏究所編入《世界名人錄》、《世界學人辭典》、
《世界著作家列傳》、《前五百名人物誌》、《世界傑出
領袖傳》、《世界榮譽人物誌》等六種國際性名人傳記。
‧秘書處人事組高級主任譚壽森先生應香港足球總會邀請，
出任該會財務委員會及裁判委員會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之
特邀委員。
‧婦產科學系高級講師龍炳樑醫生出任姑Asia-Oceania Journal
of Obstetrics

委員。

and

Gynaecology

之編輯顧問委員會

（此欄資科由新聞聯絡處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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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爆石的日子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卅一日，大學本部首棟建幕物范克廉樓落成啓用，中大
職員開始陸績遷入沙田。當時崇基學院與校本部只靠大埔公路連繫。
六九年的沙田，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中大職員如何上班？孤立在校本部
范克廉樓的同事又如何解決午膳問題？有什麼消遣？
幾位「三朝元老」各憑記憶，向本刊敘述昔日之點點滴滴。《中大通訊》
以虛構人物把細節串連起來，編成短文，試圖描繪當年校園生活之鳞爪。
在此謹向提供資料之同人致謝。
廿年前的保健處，雖是風涼水冷，但予人的感覺，卻
頗爲荒涼孤獨。

上班篇

時候我們都是用這個法子的。」
想不到平日長衫一襲，斯文秀

鈴…鈴…！鬧鐘差點没跳起來
叫。急急起床梳冼更衣。自從轉職

氣的惠玲，竟有如斯膽色，也許是
環境迫人罷！

中大，賴床之陋習自動消失，因為
校車每天準時駛到北九龍裁判署外
面接載員工，遲到自誤！
一邊更衣，一邊想起在崇基博
文苑上班的惠玲。比較之下，我又
新穎的范克廉樓，座落荒山之腰；工作於其中，是否
另有一番情趣？

覺得早起趕校巴還是十分值得的。
不是嗎，火車每小時才一班，惠玲
也是要準時到火車站等候，而且不
一定有座位。人擠起來往往要站個
多小時才到大學！平常的日子還可
以，每逢節日可不得了。聽她說，
前幾天重陽節，往新界掃墓的孝子
賢孫，擠滿了火車站，針插不入。

崇基學院不用遷址已包括在中大校園範圍内，是當年
校園最「繁華」之一角。

還未到正午，已是饑腸轆轆。
不知道今天午飯吃什麼呢？飯堂包
伙食的要我們提早一天通知吃飯人
數，但卻不會預先告新我們有什麼
菜式，大概是每天都要給我們驚喜
吧。整個范克廉樓的同事都要光顧
他們；幸好飯菜的水準甚佳，價錢
也相宜。聽說大學將增設自助形式
的午膳，不過最快也要幾個月後才
能實行。
X

X

X

我問她是怎樣擠上火車的（當年的

是吃午飯時候了！飯堂幾張圓

重陽節不是公眾假期），她瞪著眼

桌差不多都坐滿了。因為每席人數

睛說：「我連火車的門也摸不著，

已定，不用擔憂遲到没座位。鄰桌

四方八面都是人。」

坐著總務長和我的老闆，他們吃的

「你轉乘計程車？公共汽車？」
「不，是幾位男同事把我抬進火車
車廂的。」

和我這個小秘書吃的都是一樣。
正津津有味地吃著，忽然發覺
自己正用紅筷子扒飯，尷尬萬分！

「抬進車廂？你？」

因為每人都有紅白筷子各一雙，前

「是呀！兩位男同事先擠上列車，

者為公筷，不可往嘴裡送。真不知

守在車窗旁，另外兩三個留在月台
，把我和其他女同事逐一從車窗抬
進，在車上的就負責接應。人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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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飯篇

是誰訂下的規矩。
X

X

X

惠玲她們幾個在崇基，嘗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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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接載員工的兩部校巴。乘客每早分別於佐敦碼頭
及九龍裁判署登車。

山城話舊
己燒菜弄午飯，味道據說還不錯；

常爲男士捷足先登的僅有一張乒乓球桌，如今安在？

不過洗碗人選，就要抽簽決定。聽
說她們燒菜的時間往往碰上運載豬
隻的列車在博文苑外面經過，不知
會不會影響她們的胃口呢？

范克廉樓膳堂的格局至今變化不大，但顧客之增長卻
以十倍計算。

消遣篇
午飯後最大的娛樂，莫過於看
爆石了。其實，我們還有什麼其他
可做的呢？僅有的一張乒乓球桌，
早已給男同事霸佔了，没我們的份

可認得興建中的行政樓？

兒；游泳池又未曾動工興建；傳說
范克廉樓地庫將闢作保齡球場，但
也只是在「只聞樓梯響」的階段；
散步到赤泥坪？那裡根本没有什麼

�������������——���������

好看的。我們孤伶伶的在半山，只
有大石為鄰，也親眼看著它們整片
整片的被炸個粉碎。
爆石的地點與范克廉樓只是一
箭之遙，聽說是將來校本部主要建
築物之地盤。
噹！噹！噹！爆石前地盤工人
總會敲響銅鑼警告諸色人等。我們

大學科學館七二年正式開幕，招待貴賓參觀。圖左的
首任校長李卓敏博士有些同事可能不認識，圖右戴眼
鏡那一位可覺面善？

都躲在安全的角落觀看。轟隆一聲
巨響過後，只見塵土飛揚，沙石徐
徐下，嶙峋的山頭又被炸掉一大
片。每日如是，每月如是，百看不
厭。
自從會計部的李先生告訴我，
那邊山頭原來有不少羊齒植物的化
石，每次爆石完畢，我都會到地盤

林隆大道四周主要建築物
落成年份一覽
(八零年後之建築不包括在内）
年份

建築物

附近搜索一番，希望撿到幾塊別致

一九七零

中國文化硏究所（舊翼）

的，擺在案頭。說不定十多廿年後

一九七一

行政樓

，有人問起今天的情形，也可以拿

一九七二

大學圖書館

一九七七

兆 龍 樓

出來作個證明。

一九七八

文物館

一九七九

潤昌堂

大學科學館
碧 秋 樓

5

中大通訊

校長專車司機

當大學校長的司機，固然要駕

遇上校長出外公幹，他便客串載送

不經不覺當了校長司機近二十

駛技術良好，行車安全，但除此之

副校長或其他大學貴賓；前美國總

一年了，期間有没有意外發生？益

外，還需要什麼條件呢？

統尼克遜及前港督戴麟趾爵士皆曾

大佬眼中閃過一絲自豪與滿足，笑

是他的乘客。

道：「僥倖得很，從未發生過交通

「最重要是守口如瓶，不多說，
不多問。」張來益答道。

益大佬駕車縱橫校園多年，對

意外；但車子在途中拋錨倒試過，
其中兩次還是在隧道中呢。」

張來益六九年加入中大時，即

校園每一條路都瞭如指掌，誰又會

任校長專用司機迄今，先後服務歷

想到他上班的第一天就幾乎走錯了

他補充：「那兩次在隨道中壞

任校長李卓敏教授、馬臨教授及高

路。他說：「第一天上班時，心情

車，本該給隧道公司付拖車費的，

錕教授。因此，他該是最有資格回

緊張得很，旣與李校長素不相識，

怎知事後分文不用付，我猜是那些

答上述問題的人了。

又不了解他的要求，所以不單駕車

職員認出李校長，所以不收費。」

由於服務年資長，校長室的同
事都尊稱張來益為「益大佬」。對

失水準，偶然還有勞李校長為我指
路哩！」

益大佬又想起從前一次難忘
而驚險的經歷：那是颱風襲港的

於這樣的稱呼，他謙稱「不敢當」。

相處下來，他漸漸發覺，其實

一天，風雨交加，然而益大佬還

張來益主要的工作，是接載校長上

校長並非想像般嚴肅，三位校長都

是如常載著李卓敏教授出九龍。

下班和到市區出席會議及宴會。他

平易近人，而且其他大學的貴賓和

車子到達太子道時，因為到處淹

通常在一星期前收到校長用車的時

教授也多是毫無架子的。

水，他們只好折回沙田，誰知這

間表；不過，臨時用車的情況也常

益大佬更透露了三位校長乘車

邊廂的水位亦高至輪胎，隨時有

有。校長不需用車時，他會載送校

時的習慣。李卓敏教授愛閉目養神；

壞車的可能。此時剛好有一輛大

長的女佣到沙田購物，或為漢園打

高錕教授是分秒必爭，批閲文件；

貨車朝大學方向駛去，他靈機一

點瑣事，要不就是清潔和檢查車子。

至於馬臨教授，則兩者兼備。

觸，緊隨著大貨車行駛，好讓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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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開路先鋒，把積水避開。就這
樣，他們終於安抵校園。
其實驚險故事並不常見，倒是
益大佬常要呆在車內等校長開會，

你知道……嗎？

有時一等便要等上幾小時，沉悶是
免不了的。幸而他早有解悶方法：

•校長專用車的車牌號碼

準備書籍與報刊，好在車上閲讀，

是 C U 7803，你知道它

看累了便出來走走。

的由來與意義嗎？

正因為工作時經常要坐著，每
逢假日，益大佬會約同三五知己行

•過去校長換新車時，一
向没有保留車牌號碼的

山去也。他說：「行山是保持身體

習憤。有一次，換車時

健康上佳之道，我們必在早上六時

無意中得到CU7803這

前出發，且非到晚上七、八時不回

個車脾，正好CU是中

家。」原來他愛上行山已十年多，

大英文名字縮寫，所以便特別保留下來了。

足跡遍及香港大部分山嶺。他認為

•一輛汽車用上相當日子，便需更換，校長的專用車也不例外。

行山一可舒展筋骨，二可欣賞風景，

但，那輛要退休的車子怎樣處置？
•處置退休汽車的工作由校園交通工作小組負責，通常是將車子
拿去拍賣或折價換新。

三可與知己聊天，何樂而不為？不
過，他的家人卻埋怨他連假日也外
出，不留在家中聚聚天倫。所以，
偶然他也得抽時間陪太太上市場買
菜，或是上茶樓品茶，細嗜粤式點
心。

•總務長、教務長及秘書長各有專用車位，唯獨校長没有，何解？
•據交通組解釋，校長工作流動性很大，經常要外出，況且他的
車子常有專人照管，所以無需設專用車位。

人事動態

若要瀏覽本部分的資料，
請須輸入中大校園電子郵件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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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瀏覽本部分的資料，
請須輸入中大校園電子郵件密碼。

職位空缺
教育學院講座教授

截止申請日期
31.10.90
(此欄資料由人事組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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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點滴

行政人員午餐聚會

二是瞭解各大學發展學術與促進研
究之步驟。三是與同行切礎學術，

湖北出土戰國秦漢漆器

包括社會科學、地理，以及亞太地
區事務之研究。接著，楊教授解釋
英加兩國大學現正面對之主要困難
，是如何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繼
續提高學術水準。與此同時，由於
缺乏充裕之發展經費，該等大學亦
難以吸引年輕能幹的畢業生投身學
術界。因此，根據統計顯示，到廿
本年度首次行政人員午餐聚會
於上月十四日在范克廉樓嘉賓廳舉
行，香港亞太硏究所所長楊汝萬教
授應邀擔任嘉賓講者。出席聚會之
人數四十餘。

一世紀初，現時的資深教學人員陸
續退休，教師不足的問題將更趨嚴
重。
楊教授在演講中，還介紹了兩
地大學的一些特色，例如劍橋大學

舉辦行政人員午餐聚會，目的

地理系設計獨特之多用途大樓；蘇

是讓各單位之行政人員彼此加深認

格蘭之教育制度；英國之大學經費

識，並瞭解更多大學之最新發展。

委員會如何分配資源；以及加拿大

該項活動並非新創，唯已停辦多時；

Dalhousie大學教務處如何運作等。

一批約於二千年前製作的中國
古代漆器，將由十一月二日至明年
一月六日，在本校文物館西翼展覽
廳展出。

最近復辦，統籌工作由新聞聯絡處

楊教授最後指出，就政府對大

展覽由湖北省博物館與本校文

專教育的資助來說，香港之條件的

物館合辦，是首次在港舉行的中國

楊教授之午餐演講，主要是介

確優於英加兩地。因此現時我們需

古代漆器大型展覽。展品為近三十

紹他近期到英國與加拿大訪問大專

要做好的，是如何善用這些資源。

多年來，從湖北省境內戰國楚墓、

院校之經過。他首先點出，是次訪問

下次行政人員午餐聚會暫定於

秦墓和西漢墓出土的一百件漆器，

之目的有三：一是研究當地大學行

聖誕節前舉行，並蒙高錕校長應允

包括各式家具、飲食器具、梳洗用

政系統如何運作以達致最佳效率。

作演講嘉賓。

具、樂器、兵器，及喪葬用具等。

校長迎新會

大學特放映了一套介紹大學近貌之
幻燈片。

負責。

豐富多姿的器類造型，以及色彩典

高錕校長於上月七日假邵逸夫
堂主持迎新茶會，招待新到任教職
員及其配偶。
當天出席賓客百餘人。高校長
首先對新加入中大之同人表示歡迎
，並給他們介紹大學各部門之主管
人員。眾人隨後享用茶點，共話新
知。為方便新教職員熟悉校園環境，

麗的圖案和漆畫藝術，旣突出漆器
在中國古代工藝中別樹一幟的裝飾
風格和成就，亦有助於我們對古代
生活和文明的探索和認識。
展覽之開幕儀式於十一月一日
(星期四）下午四時半在文物館西
翼舉行。敦請大學校長高錕教授主
持，並邀請城巴有限公司主席、文
物館管理委員會委員徐展堂先生為
主禮嘉賓。歡迎校內同人出席。
9

中大通訊

• David Flux 著： Hong Kong Taxation: 行 政 樓 裝 設 電 算 機 局 部
Law and Practice (1990-

大學出版社新書

地區網絡

大學教職員在富爾敦樓大學書

91 edition)(英文本），六百零五

店購買下列書籍，可獲八折優待。

頁；精裝本，港幣二百一十元；平
裝本，港幣一百三十八元。

• Milton Friedman 著： Friedman
in China ( 英 文 本 ） ， 一 百 六 十 八

本），三百四十四頁；平裝本，港

頁；平裝本，港幣六十元。
• 陸 潤 棠 編 ： S t u d i e s in Chinese

•游黎麗玲著：《學生輔導》（中文

-

W estern Comparative D r a m a ( 英

幣四十元。
•牟潤孫著：《海遺雜著》（中文本），

文本），二百四十頁；精裝本，港

四百九十—頁；平裝本，港幣八十

幣一百二十元。

八元。

大學行政樓之個人電算機局部
地 區 網 絡 （ P C Local Area Network)
裝置工程已於近期竣工，並
於九月廿八日舉行正式啓用儀式，
由總務長、秘書長及教務長聯合主
持，合切金豬誌慶，各用戶部門代
表逾卅人參與其盛。
在行政樓裝置該網絡之計劃始
於去年，工程費用逹二百萬，包括
安裝網絡電纜、個人電算機工作站
、服務員模塊和列印機，以及裝設
應用軟件等。至於釐訂初始用戶政
策及推行命名約定等之工作，亦隨
計劃而展開。

職協選出九零至九二年度執行委員

該網絡現時之組合，為五十多
林潔蓮

台工作站、三組精密網絡服務員模

劉李潔玉

塊，以及約廿部共用之列印機，供校

李松年

長室及行政樓內各部門運用。用戶

黃李淑儀

之間透過電子信函，溝通更迅捷，工

吳 寧

作效率更高。該網絡同時接駁了直

邱玉蓮

達大學電算機服務中心之線路，將

候補委員：羅汝飛

來亦可與校內其他局部網絡連繫。

中大職員協會上月二十八日於
沙田新光酒樓舉行周年會員大會及

委員，名單如下：
會長：

文耀武

副會長：溫漢璋

1.本刊逢月中出版，下期截稿日期爲十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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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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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

麥年豐

5.本刊内容未經編者書面准許，不得轉載。

司庫：

黃寶祥

6.本刊每期發行二千份，免費供校内敎職員索閲，部分郵寄本地敎育機構及

執行委員：周奕希

與大學有關人士。私人索閱，請致函本刊查詢。

何玉成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事務處出版

簡元信
郭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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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 投 稿

出九零至九二年度正副會長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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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餐，出席會員逾二百人。大會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