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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零 中 大 開 放 日
中文大學學生會及成員書院學生會於上月十至十一日合辦「九
零中文大學開放日」，吸引了不少遊人蒞校參觀，估計兩天之人數
幾逹十五萬。
是次為九零年代第一個開放日，儀式隆重，節目多彩多姿。開幕
典禮於首天下午二時假大學中央廣場舉行，先是傳統之醒獅表演，
嘉賓致辭之後，由立法局議員譚王 鳴女士、高錕校長、校友會聯
會張煊昌會長及中大學生會廖雪雲會長主持剪採，揭開「開放日」
之序幕。
眾多的活動之中，以校本部林蔭大道兩旁之展覽最為矚目，觀
眾熙來攘往。展覽主要由中大學生會之系會及屬會籌辦，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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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專題、社會問題、經濟、政冶、教育和生活趣味等。大學教務
處亦設有展覽，介紹大學學制及入學途徑。此外，各種理枓及醫科
之實驗示範和展覽，亦吸引不少遊人。圖書館、文物館及電子計算
系電算機中心等開放部門，更時有出現觀眾排隊輪侯參觀之情況。
藝墟是另一個熱鬧點，位於連接大學廣場之邵逸夫夫人樓天台
平台，設有各色民間工藝攤位，並有舞蹈、國術、棋局、話劇各項
節目輪流表演，使人目不暇給。此外，中大學生會舉辦之九一直選
論壇和對談會，亦有大批市民參與，氣氛熱烈。
富爾敦樓之盛況亦不下其他活動地點。首天下午四時在該處舉
行之雄辯擂台，邀請立法局議員譚王易鳴女士和司徒華先生分別與
本校師生組成聯隊，互相對壘，作友誼辯論賽，辯題為：「香港最後一
位港督應由華人擔任」。雄辯滔滔，過程輕鬆幽黙，盛況空前。
兩天的開放日，在科學館內還舉行了多項公開講座，由本校教師
分別主講「試管嬰兒」、「明日的香港經理」、「文化與人生」、
「現代材料」「資訊科技與政治對新聞自由的影響」「資訊-原理、科技、應用、未來」等。內容深入淺出，聽眾十分投入。
除了大學本部的節目外，成員書院學生會亦籌辦了攤位遊戲和
展覽，並且備有音樂、民歌、話劇、武術等表演項目。書院學生宿
舍更是熱門之參觀地點。
另一處使遊人駐足之地方，是中大出版社及中大學生售賣紀念
品之攤位，不少市民藉此機會選購大學出版書籍及開放日紀念品，
可謂滿載而歸。大學開放日亦於十—月十—日隨夜幕低垂而結束，
等待三年之後再次舉行。

1

中大通訊

宣佈事項
新任講座敎授
大學分别委任關信基教授及翁松燃教授出任政治與行政學
講座教授，由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關信基敎授

擢升等事宜提供意見或舉薦人選。截止日期為一九九一年一月
卅一日。職員自行提交之申請將不獲考慮。

「乙類」及「丙類」服務條款敎職員申請進修津點
大學現接受「乙類」及「丙類」服務條款教職員申請進修

關信基教授六三年於台灣政治大學取得

學費津貼。惟申請津貼之課程，以在一九九一年一月或以後開

法學士學位；隨後負笈西德，六七年獲柏林自

課者為限。所有申請，須經部門主管書面推薦，於九一年一月

由大學授以文學碩士銜，再往慕尼黑大學繼

十二日（星期六）或以前送交人事組，轉行政事務委員會秘書

續深造，七二年獲頒哲學博士學位。翌年，關

譚壽森先生（內線二二六九）收。

教授加入中文大學任政治與行政學講師，且
先後於八一及八七年升任高級講師及教授。

圖書館消息

目前關教授並出任社會科學院院長，以及大學服務中心主任。

開放時間

關教授已婚，有三子女。

翁松燃敎授
翁松燃教授早年在國立台灣大學攻讀法
律，一九五七年獲法學士學位。其後往美國
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深造，先後於六二
及七一年取得理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學位。翁
教授於七二至七四年間，利用在美國俄亥俄
州萊特州立大學任職期間之休假，到中文大

大學圖書館系統，包括大學圖書館、成員書院圖書館及李
炳醫學圖書館，將於聖誔及新年假期（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廿五、
廿六日及九一年元旦）停止開放。各圖書館及閲覽室於九零年
十二月廿四日至九一年一月十三日期間之開放時間亦稍有更改
，詳情請閲各館之通告。

圖文傳真機易號
大學圖書館之圖文傳真機號碼（六九二一九五二）將於明
年一月十六日起改為六零三六九五二。

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任教。一九七八年，翁教授再應聘到中大，
出任政政系高級講師，八一年獲晉升教授。
翁教授已婚，有兩子。

敎職員及配偶國粤語課程
新雅中國語文硏習所由九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三
日於方樹泉樓再度為本校教職員及其配偶舉辦下列各項國、粤

聖誕及新年前夕之辦公安排
根據大學關於聖誕及新年前夕辦公安排之規定，大學所有

語課程。上課時間暫定逢星期二及四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十
五分。

部門於十二月廿四日（星期一）及十二月卅一日（星期一）下午停

(一）供外籍教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級國語或粤語課程；

止辦公（保健處、圖書館系統、電算機服務中心之電算機操作

(二）供粤籍教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級國語課程；

組、保安組、建築處保養組等部門除外，該等部門須留有足夠

(三）供非粵籍教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級粤語課程。

人手以維持基本服務）；惟上午則須留有職員值班。而當值之
職員可獲補假半天。

以上課程名額有限，按報名先後取錄。學費全期港幣二千
六百元，聘任期不少於兩年之本校全職教職員及其配偶 ， 如 未
獲其他語言學習津貼，則可獲大學津貼學費百分之四十。

防止賄賂條例

有意申請者請於九一年一月十五日前與硏習所聯絡（內線
電話二六八一至三）。

根據本港法例，香港中文大學為一公共機構，並受「防止
賄賂條例」之管制。條例中第三條「接受利益規例」及第四條
「賄賂條例」旁及所有公共機構僱員。

香港亞太研究所出版學術論文系列
香港亞太硏究所於今年九月成立，隨之於十一月出版該所之

聖誕及新年假期將至，本校僱員若擬贈送或收受禮品，而

學術論文系列第一種。該論文為硏究所副所長，社會學系講座教

又不能確定該等贈受是否抵觸「防止賄賂條例」，請先參閲條

授劉兆佳博士所著，題為「沒有獨立的非殖化及香港政治領袖的

例之有關細節。

匱乏」（英文），在大學書店有售。査詢詳情請電內線二零二六。

「防止賄賂條例」原文單行本分存大學各圖書館及新聞聯
絡處（大學行政樓二零五室），以備同人參考。

職員審議

研討會預告
本校海外華人資料硏究室與日本九州國際大學國際商學院
於本月二十至廿一日合辦硏討會，主題為「海峽兩岸關係發展

行政事務委員會及職工事務小組委員會已於日前函邀各部

的歷史、現狀及其展望：中國、日本、台灣、香港」。會議在大

門/單位主管，就有關乙類及丙類服務條款職員之退休、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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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祖堯堂舉行。歡迎同人出席。詳情請致電六九五二零三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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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番波折

升降機樓變惠園
位於大學廣場北部的惠園，
是一座仿古羅馬風格的庭
院建設；攀附在圍牆建築上的簕杜
鵑，把園階景色點缀得份外優美。
單看終年有多少披上婚紗的準新娘
，在這裡留下倩影，便可見一斑。
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如果不是
時勢的錯誤，這幽雅的一角，便會
面目全非了。
說起來，那是廿多年前的事了……
自決定中大校址的一刻，校方
已考慮如何貫通校園內上下行的交

十五萬元作預算，原則上接納該項

不要說升降機樓了，連大學其他

通；而最早，並延用至今的設施，

計劃。司徒惠博士於是著手設計詳

計劃亦備受影響。

便是轉堂校巴。不過，校巴服務終

細的建築圖則及安排招標事宜。其

及至七八年，經濟開始復甦，政

究有限，怎樣才能更加方便師生上

間為符合建築物條例執行處的要求

府亦重新檢討大學各項撥款申請。

，設計上增添了若干項目，再加上

由於升降機計劃被擱置後，大學已

通貨膨脹，所需費用與原先的預算

儘量騰出其他經費，建捷徑、階梯

，在校園的發展藍

距離日闊。雖與資

等，連接新亞、聯合與校園中部；加

圖中，便構思在校

助委員會多番交涉

以多年來，政府審計師亦批評大學

及一再修改設計細

為學生安排的交通服務支出過多；

則，並於七三年完

因此大學亦感到難以再提出升降機

成招標工作，但建

計劃了。

下山呢？
當年的大學建築師司徒惠博士

園中部的大學廣場
北隅，建一座可容

山城話舊

納六部升降機的塔
形建築物。塔髙一百六十呎，塔頂

築費用仍漲逾三百萬元，無法獲委

為瞭望台，並申延出一條長百多呎

員會通過。

司徒惠博士雖已退休，但一
直關懷校園建設，並於八七年慨

的天橋，連接聯合及新亞書院的平

大學鑑於當時情況及資助委

捐一百五十萬元美化校園，除建

台；塔樓外繞以水池及花園，以添

員會的要求，惟有重新全面研究

設親自設計的惠園，並在圖書館

姿彩。

及修改工程設計，與撥款當局一

前的平台上樹立一座名家塑造的

校方於七零年將該工程計劃呈

再礎商申請，至七五年才獲准再

大型銅雕——「門」。

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申請撥

次招標。誰知好事多磨，又遭逢

款。委員會經審核後，允以一百六

全球性經濟衰退，政府削減支出，

各位同事，你喜歡「惠園」，
抑或升降機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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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組管理及工作範圍

一九七五年，交通組因應大學

面面觀

校園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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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合作，希望在編課時，盡量使

行政架構改組，改隸秘書處。同年，

學生集中於附近地點上課，以減少

一）穿梭大小校巴

世界經濟不景，政府收緊開支。大

轉堂校巴的壓力。

二）轉堂校巴

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檢討中大

三）教職員上下班專車

財政狀況後，認為大學交通支出過

四）住校教職員子女往返學校專車

於龐大，必須削減。為節省開支，

五）貴賓車隊

大學一次賣掉十—輛校巴，以合約

六）大學所有車輛的維修與保養

方式向承辦商租用十部車供轉堂之
用，行走次數及站數受到很大限制

穿梭及轉堂校巴
校園交通，與大學其他設施一
樣，經過近廿年的發展，逐歩完善。
早於六十年代末，大學已於擴建處
下設交通組，專責一切交通事宜。
隨著成員書院相繼遷入校園，大學
亦先後購置多輛校巴接載師生。當
年，中大一度擁有大小校巴十六輛，
不過，有些只行走校內的校巴，則
没有領正式車牌，只掛上CUHK1，
CUHK2…等牌號。

。而穿梭校巴服務則仍然由大學自

敎職員上下班專車
下午五時零五分，富爾敦樓外
之大學停車場電鈴一聲長響，一列
大客車車隊即徐徐駛離校園。可謂
中大校園下班一景。

購之客車提供。自此之後，交通組
一直配合大學克服種種制肘，逐步
改善校內交通設施，以應不斷增加
的師生所需。大學亦曾作多種構想
，考慮利用外間資源，例如把公共
汽車及專線小巴引入校園，以方便
住校人士；但最終還是決定求人不
如求己，於八五年自置冷氣小巴兩

自中大教職員從市區遷入校園

部，收費行走大校巴不經之地方。

工作以來，大學即已安排上下班專

穿梭小巴早期是虧蝕的，現已能平

車服務，從早期兩條專車線，發展

衡收支，每天平均乘搭人次更高達

至全盛時的十多線；隨電氣化火車

七百五十。

行走後，又合併了數線，始終是教

然而，今天校巴的數量，還是

職員上下班的主要交通工具。現時

遠遠趕不上迅速增長的師生所需，

教職員上下班專車共分八條路線，

致使超載現象常有出現。每年開課

分別前往佐敦、紅磡、官塘、美孚

後的首兩個月，早上在大學站等候

、荃灣、北角、薄扶林及西灣河。

校巴的人龍每每伸延至火車站內，

費用全部由乘客分擔；香港線每人

輪候時間甚長，師生及職員頗有怨

毎月三百二十元，九龍線則為二百

言。交通組對此已設法改善。該組

元。

組長周劍雲先生解釋：校方已於年
前多購兩部大客車，計劃於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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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校敎職員子女往返學校專車

再添置兩部。但資源有限，難以即

此項專車服務於七六年開始，

時解決一切問題。他並籲請師生在

方便住校教職員子女往返學校。現

繁忙時間內，如果路途不遠，則請

時服務範圍限於九龍區，包括尖沙

盡量少用校巴。至於交通組在未來

咀、何文田及九龍塘等地。雙程服

數年如何應付校內人數不斷增長的

務收費每人每月三百三十元，單程

情況，周先生表示，將會與教務處

收費則為二百八十元。

中大通訊

貴賓車隊。

觸警方，他的車子獲特許通過。

校園交通意外

容博士退休後，黃先生曾先

大學最早期用以接載貴賓及高

後服務接任的雷恩院長及譚尚渭

級教職員的車，只有一輛；而三所

教授。院長專車取消後，正式擔

意外之主要原因有三：

成員書院亦各有院長專車一輛。七

任貴賓車司機。多年來，接載過

一）學生不小心橫過馬路——學生經

十年代中期，大學為了削減開支，賣

無數大學貴賓，隨口説出的就有

常把校內道路看作行人專用區，

掉了兩部院長專車，餘下一部撥作

著名學者朱光潛、巴金、李政道，

横過馬路時未有留意來往車輛。

大學貴賓車，由交通組集中調度。

棋王吳清源，美籍華

車輛數目直至去年才增至三部。

裔太空人張福林等。
黃先生説，學者專家
名氣很大，可個個都

據保安組統計，導致校園交通

二）騎單車者不遵守安全守則——騎
單車者罔顧有關之交通安全守則
，引致自己或他人受傷。此類意
外，約佔校園交通意外總數之八

和藹可親。

成。
三）無牌駕驶或學車——八一年曾有
一名學生因此類事件導致之交通
意外而身亡；八九至九零年度共
有六名學生因觸犯此條例而遭警
方撿控。
聶楚楠先生
雖然責賓車隊幾不成隊，寥寥
三部車，但卻擁有兩位元老級司機：

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位貴賓車
司機叫「亞寶」，但卻很少人知
道有位聶楚楠。聶先生一九七零

黃海騰先生和聶楚楠先生，他們服

年受聘到中大當貴賓車司機時，

務大學都已超過二十年。至於第三

同事即叫他「亞寶」，從不呼其

位司機阮天安先生，則於一九八三

真名。原來他自小熱愛紀律部隊

年才加入大學。

工作，年滿十八歲即投考軍部及
警隊，同獲取錄，他選擇了前者。

自八五年初至九零年底，校園
嚴重之交通意外共有六宗，其中五
宗涉及學生。八九年七月一日開始
，校內所有道路，均受政府頒佈之
「道路交通條例及守則」管制。

你知道嗎？
※大學車輛登記證並不由交通組簽發，
應向保安組申請。

車隊之元老級司機

從軍期間十分活躍，每種球類活

※全校擁有汽車最多的人，是總務長招

動都參與，因此軍中同人便稱他

大維先生，名下共有大小汽車四十七

黃海騰先生

為「威菲路之寶」（當年他所在

輛！不要誤會，這些車輛都是屬於大

之軍營駐紫在威菲路），「亞寶」

學的，只不過因為買賣車輛要由總務

黃先生是貴賓車隊中服務年
資最長的司機，他於六七年加入

之名一直流傳至今。

中大，擔任崇基學院院長容啓東

聶先生從軍八年後，順家人

博士的專車司機凡十年。容博士

之意，離開軍部，轉職中大。後

工作忙碌，應酬頻繁，因此黃先

來連人太也到了中大工作。

生的工作亦殊不輕鬆。而其間一

聶先生敬業樂業，把家建於

次特別的經歷，就是香港暴動那

中大，更把興趣在中大發展。他

年，他接載容博士回校時，遇上

最愛踢足球，常聯絡校內同事，

土製炸彈事件，大批警員到場，

組織球隊與外隊比賽，現在更擔

大量車輛被困。經容博士親自接

任了球隊的領隊。

長負責，所以招大維先生便成為大學
所有車輛的持牌人。
※大學每年用於租賃校巴、維修、保養
及更換大學車輛的費用約三百萬元。
※中大的學生與教職員經常把財物遺留
在校巴內。交通組曾拾獲的物件品類
繁多，有雨傘、書本、錢包、文具、
衣服，乃至考試試卷及價值數十萬元
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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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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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空缺

截止申請日期

會計學系講師

31.12.90

新聞與傳播學系講師/副講師

31.12.90

物理系講師
心理學系講師

31.12.90

統計學系講師/副講師

31.12.90
12.1.91
(此欄資料由人事組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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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消息
討建立這些科技工業所需之工商業

香港科技發展路向硏究計劃

基礎。

本校與其他五所專上院校，包

院長及資深學者組成策劃小組，

參與研究之學者歡迎私人機講

括城市理工學院、浸會學院、理工

監察研究之進展。該期研究主要

委託，研究在香港投資有關高科技

學院、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大學，

是檢討在香港發展枓技工業之優

工業之可行性，並提供諮詢服務。

獲工業發展委員會撥款二十萬元，

勢與弱點，並對本港之資訊科技

該計劃是港府首次倚重本地專

開展「香港科技發展路向」之第二

、生物工程、材料科技及環境科

家之政策性研究，也是六所專上院

期研究。

技四個具發展潛質之領域展開探

校首次開展該類合作項目。

該項計劃來自本校高錕校長
之構思，首期研究工作已於今年
較早時開始，由六所院校之校長、

討。

是項研究計細由本校大學發
研究之第二期工作，將繼續深

入探討上述領域之發展機會，並檢

展組屬下之工商界聯絡與發展處

統籌。

本校成員獲頒獎項
教育學院講師任伯江博士獲國際教育傳意及科技協會九零年度獎項
Robert Dekieffer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Award。該獎譽旨在表
揚對教育傳意及科技作出貢獻之人士。獎項並包括3M公司贊助之一套教
學視訊器材，贈予獲獎人任教之院校。頒贈儀式於十月十二日舉行，由
秘書長梁少光先生代表校方接受贈送器材。
生物學講座教授兼理工硏究所所長張樹庭教授獲中國輕工業部頒發
國際合作獎。張教授乃國際上研究菇類遺傳學的先鋒；他在蘑結育種和
栽培技術方面給中國提供援助，對中國輕工業有突出貢獻。頒獎儀式於
上月二十日在北京舉行。

成員書院訪問學人
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於十至十

龔氏訪問學人

一月期間，先後邀請多位著名教授

月十六日以「大陸現代中國畫的趨
向」為題，主持公開講座。

，以訪問學人身份蒞校訪問。兹分

周氏曾於六二至七一年間，在

述如下：

新亞藝術系任教。

新亞書院

明裕訪問學人

林 耀 明 經 濟 訪 問 學 人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胡佛教

台灣國立中正大學國際經濟研

授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

究所所長洪家駿教授於十月十七至

員文崇一教授，於十一月四至八日

廿三日到訪，並於十月十八日主持

來訪，並於六日主持講座，講題為

硏討會，主題為「台灣經濟面臨十

國際名國畫家周士心教授於十

「近年來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發展問

字路口 ：過去、現在與未來之經濟

月中來校訪問一個月，期間除舉行

題」。該講座由新亞書院與人類學

評估」。

作品展覽及課堂示範外，並於十—

系及政治與行政學系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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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出版社新書

聯合書院
九零至九一年度到訪傑出學人

大學教職員在富爾敦樓大學書

牛津大學現代蘇聯及東歐社會

店購買下列書籍，可獲八折優待。

經濟學榮休講座教授布魯斯教授於

* Catherine Jones 著：Promoting

十一月十至廿三日訪校，並以「社

Prosperity:The Hong Kong Way

會主義經濟學——理念、現實與前

of Social Policy(英文本)，三

景」為主題，先後於十一月十三、

締？」。此外，布魯斯教授亦參加十

百八十四頁；精裝本，港幣一百

十六及十七日主講「理念—一馬克

一月二十日於聯合書院舉行之「社

六十元。

斯主義之優越性」、「現實——東

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前景」公開研

歐的經驗」及「前景--修正？取

討會。

貢獻社會

*王煜著：《新儒學的演變》（中文
本），二百七十一頁；平裝本，港
幣五十五元。
*謝孝衍譯：《香港稅務：法例與實

服務國際

‧國際企業學系高級講師盧榮俊博士獲

‧生物系張樹庭教授應聯合國教育科學

委任為《香港工商管理學報》主編，

及文化組織之邀，籌辦明年六月底在

任期由一九九零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九

港舉行之一項硏討會；會議主題為食

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用蕈菌的菌種收集保存及育種張教

施說明1990-91》（中文本），五百
零八頁；平裝本，港幣一百三十八
元。

授又獲選負責統籌東南亞地區微生物
‧國際企業學系閔建蜀教授應邀出任中
國高等院校市場學硏究會顧問。

學網推展之一項硏究計劃；該項硏究
題為「廢物利用及環境生物技術」。

‧翻譯系高級講師金聖華博士獲港督委任

‧楊瑞生古陶瓷熱釋光實驗室主任兼理

為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

工硏究所高級硏究員莊聯陛博士再度

由一九九零年十月三十日起生效。

獲港督委任為香港輻射管理局委員，
任期三年，由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一日

‧社會工作學系何錦輝教授獲港督委任
為退休金上訴委員會成員，任期三年，
由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九日起生效。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李川軍教授再度
獲港督委任為醫務發展諮詢委員會成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梁秉中教授於一
九九零年九月獲選為美國期刊

起生效。

The

員，任期一年，由一九九零年十二月
一日起生效。

‧中文系高級講師鄭良樹博士應邀出任
Journal of Reconstructive Microsurgery
中國孫子兵法硏究會高級顧問。

之國際編輯。
(此欄資料由新閒聯絡處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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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敎職員聯誼會選岀
九零至九一年度執委
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最近舉行執行委員會會議，
選出九零至九一年度執委，名單如下：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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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江大惠先生

副主席：吳梓明博士

4.本刊編輯有權删改及決定是否刊登來稿，不欲稿件被删者

司庫：李淑儀女士

請預先聲明。

秘書：莊林巧香女士

5.本刊內容未經編者書面准許，不得轉載。

會所管理小組：梁文聲博士（小組主席）
梁巨鴻先生

陳偉光博士

聯誼活動小組：王建元博士

李活雄博士

馮通博士

1.本刊逢月中出版，下期截稿日期為十二月廿七日。

6.本刊每期發行二千二百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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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投稿

會籍：李志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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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李淑儀女士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事務處出版
編輯：梁其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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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黎寶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