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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爵士獲大學校董會委

其他發展計劃，眾所周知者包括

任為終身校董，任期自一九九二

資助興建邵逸夫堂、邵逸夫夫人

年三月十六日起生效。

樓及逸夫書院之校園建設。

邵爵士與本校關係密切。他

邵爵士擔任聯合書院校董會

於一九六七年出任聯合書院校董，

主席之任期於九二年三月十五日

七二年獲選該院校董會副主席，

屆滿，同時亦停止代表書院出任

又於八三年獲推舉為主席。七七

大學校董。為感謝邵爵士多年來

年起，邵爵士更出任大學校董，

對大學所作之傑出貢獻，聯合書

廿五年來，在本校高層架構中身

院委任其為榮譽主席及永久校董

兼數職，匡扶大學之成長，更不

，而大學校董會亦委任邵爵士為

斷慨捐巨款，贊助大學之學術及

終身校董。

岑才生先生最近獲選為聯合

報業公會主席、國際報業協會

書院校董會副主席，隨後又獲書

香港區副主席、香港職業訓練

院校董會推選出任大學校董會成

局新聞業訓練委員會主席等。

員，任期三年，自一九九二年三

岑先生熱心公益，除參與及主

月十六日起生效。

理眾多的社會事務團體之工作

岑先生為本港資深報人，
曾任《華僑日報》督印人多年，
並身兼多個出版專業團體及政
府諮詢委員會要職，包括香港

外，更是本港不少教育機構之
校監及校董。
岑先生自一九六三年起出任
聯合書院校董。

大學獲贈噪音監察儀器與書籍
專責香港事務的英國聯邦及

大學接受捐贈。

外交事務部次官祈福禮伯爵於上

是項捐贈將有助於環境研究

月六日到訪大學，並代表英國外

中心進一步開展香港環境噪音之

交部贈予本校環境硏究中心一套

硏究。中心可利用噪音監察儀進

先進的噪音監察儀、噪音規劃軟

行關於噪音水平之調査，並硏究

件，及一批書籍。高錕校長代表

在擠逼及高空發展的都市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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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的傳播途徑及居民對噪音的反
應。此外，噪音規劃軟件亦可輔助
城市及基本建設之規劃，以減少噪
音帶來之影響。
祈福禮伯爵在本校並參觀了文
物館，以及一個硏究徹污染物的實
驗室。

兩項硏究計劃獲撥款資助

大學保健服務委員會

裘槎基金會最近通過撥款兩百
萬港元，資助本校兩項研究計劃：
(一）「廢油與化油劑對香港海域浮
游生物的影響」，由生物系王保強
博士及黃創儉博士主持，為期三年；
(二）「綜合專家系統及模擬技術應
用於電訊網絡策劃」，由訊息工程
學系黃寶財博士主持，為期兩年。
兩個項目分別獲撥款一百三十
萬零二千元及六十六萬二千二百四
十元。

大學保健服務委員會於一九九
零年十一月成立，就大學保健服務

劉旭東先生（學生代表）

之發展、籌劃，以及政策事項，向

蘇揚先生（學生代表）

校方提供建議；其職權範圍亦包括
處理有關大學保健處之投訴。
委員會最近一次雙月例會詳細
審議針對一名駐校醫生之投訴，且
一致同意接納委員會主席，副校長
譚尚渭教授向校長提交之有關調查
報告。委員會並通過於其成員中委
任一專責小組，跟進有關保健處之
其他投新。該小組之成員及職責如

硏究事務處五月成立
大學為更有效地統籌研究事務
，自五月一日起，原研究合約事務
處將脫離工商界聯絡與發展處，成

李沛良教授（教職員代表）

下：

職權範圍
就大學保健處求診者所指稱該
處未有妥善處理的醫療個案，接受
投訴，並於調査後向保健服務委員
會提交報告。
學生及教職員如不滿大學保健
處曾向其本人提供之醫療服務，欲
提出正式投訴，請親自致函大學保
健服務委員會秘書譚壽森先生（大
學行政樓人事組轉）。函件請詳細

成員

說明投訴事由，俾專責小組得據以

召集人：譚尚渭教授
委員：梁秉中教授（醫學院代表）
李卓予教授（教職員代表）

為獨立之行政單位，並易名研究事

審議。委員會亦歡迎教職同人及學
生提供改善保健服務之寶貴意見。

務處。新單位仍由原合約事務處主
任主理，惟其職銜改稱研究事務主
任，且向副校長譚尚渭教授負責。

大學圖書館新翼用途

硏究事務處繼續為研究委員會
提供支援服務，該處主任亦續任委

大學圖書館擴建工程預計於年底竣工。校舍使用工作小組對新翼各

員會秘書。此外，該處仍將負責處

層之用途，已大致作出安排，並獲行政與計劃委員會初步同意。惟目前

理研 究與 發展 合約之 行 政 事 務 ， 以

之安排，仍會因應發展所需而作出更動。初步安排如下：

及申請硏究資助、收集研究事務文

樓别

使用單位

獻資料等事宜。

底層/一樓
二樓
三/四樓

圖書館
圖書館及英語教學單位之獨立學習中心
臨時教室

五/六樓

用途未定

研究事務處主要人員包括：
研究事務主任：葉顔文慧女士
富爾敦樓308室
內線7869
事務助理：馮小麗女士
富爾敦樓306室
內線7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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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樓

香港亞太硏究所

八樓

學術聯繫辦事處、大學服務中心及籌建中的香港美國教
育交流中心

九樓

大學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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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黃林秀蓮訪問學人」
張系國敎授到訪
著名電腦科學家兼作家張系國

曾任職於 IBM

Watson

Research

教授應崇基學院邀請，以「黃林秀

Center、芝加哥伊利諾大學資訊工

蓮訪問學人」身份，於三月八日至

程系、伊利諾科技學院電機及電腦

十五日來校訪問，並主持多項學術

工程系及匹兹堡大學電子計算學系

演講，專題包括「中文電腦」、「視

，現為匹兹堡並行、分散及

覺語言」、「小型書院」、「電腦

智能系統中心教授兼主任。

於學習與硏究的應用」、「科幻世

此外，張教授更是一位

界」等。

多産的作家，發表的長、短

張系國教授畢業於台灣大學電

篇小說、散文、隨筆、翻譯

機系後，赴美習電腦科學，獲柏克

、評論等多不勝數，其中尤

萊加州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其後

以科幻小說稱著。

耶魯大學中國歷史學家訪問聯合書院
耶魯大學佐治亞當斯歷史講座

書榜。這次訪問期間，史教授

教授史景遷教授應邀為聯合書院之

曾以「西方眼中的中國」為題

「到訪傑出學人」，於三月十四至
十九日訪問該書院。

，先後於三月十六及十八日主
持兩次公開演講，第一講題為

史景遷教授為國際知名的中國

「對新事物的接受」，第二講

近代史學家，他不少描繪中國近代

為「體系建構與想像」，出席

歷史人物的作品，都登上全球暢銷

者甚眾，每次均逾二百人。

「邵逸夫爵士傑出訪問學人」
日本大阪國際大學副校長市村

制）榮銜。市村教授曾任職

真一教授應逸夫書院邀請，於上月

於國內外多所著名大學及硏

廿七日主持講座，講題為「東亞發

究中心，並曾為多個日本政

展模式與日本所起的作用」。市村

府部長顧問委員會委員；自

教授為逸夫書院第二位「邵逸夫爵

七二年起，更出任聯合國總

士傑出訪問學人」。

監發展策劃顧問委員會委員

市村真一教授於五三年獲麻省

。市村教授現兼任大阪國際

理工學院研究院經濟博士學位，後

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及

再獲大阪大學頒授經濟學博士（舊

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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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學講座敎授就職演講
電子工程學講座教授魏

器件（硅蕊片）的一些機器。魏教

爾遜教授於三月廿七日主持

授並講述其研究成果的一些應用。

就職演講，講題為「原子子

此外，魏教授又介紹他多年來

彈、硅蕊片及半導體表面」

，在對離子轟擊腐蝕導致半導體表

。

面形貌産生變化的硏究過程中，一
魏教授首先描述高速原

些有趣的發現；包括使用掃描隨道

子（原子子彈）對固體之轟

電鏡，而獲得在原子尺度下一些意

擊，介紹在被轟目標表面發

想不到的新發現。魏教授還談及超

生的現象，以及製造微電子

微子技術領域中的最新發展。

六名學生獲頒廣安銀行獎學金

硏究院新課程

廣安銀行金禧慈善基金有

大學研究院八個學部將於一

限公司自九零至九一年度起，

九九二至九三年度開設新課程，

每年捐贈六萬港元，於本校設

計有哲學博士課程及碩士課程各

獎學金六項，頒予主修工管及

六項。簡列如下：

經濟之學生。
本年度獲獎學生為工商管
理學院之曹天麗、方蕴萱、勞
瑞儀，以及經濟學系之蔡瑋、
李碧璇及鍾婉君。頒贈儀式於
上月二十三日在大學舉行，由
廣安銀行總經理梁定謀先生頒
獎。

哲學博士學位課程
人類學
臨牀心理學
中國藝術史
音樂
社會福利
系統工程學
碩士學位課程
臨牀心理學哲學碩士 —社會枓學
碩士學位課程

校外進修部學員獲佳績

哲學碩士學位課程
校外進修部藝術課程之學員，

更採用新式教學方法，以冀學員可

建築學

在市政局主辦之藝術雙年展中獲佳

於短期內汲取中國書畫的精粹。因

護理學

績，共有十一名學員的作品分別入

此，學員在雙年展中有突出表現，

系統工程學

實非偶然。

翻譯

選三個組別；而學員文麗清更自三
百多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榮獲書
法組冠軍。
是次雙年展，全港之入選作品

榮銜及獎項

計為國畫組廿六件、書法組廿八件
‧ 精 神 科 學 系 高 級 講 師 黃 重 光 博 士 於 二 月 三 日 獲 選 為 英 國 皇 家 精 神
及西畫組三十二件；而本校學員入
科醫學院榮授院士。
選各組之作品，則分別為四、五及
兩件。
校外進修部藝術課程一向重視
教授傳統書畫，除聘請優良師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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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家聯盟頒授「一九九一作曲家年獎」予音樂系講師陳永
華博士，以表揚其音樂創作對藝術發展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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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人獲長期服務獎
九一至九二年度長期服務獎頒授典禮於
本月十一日在大學賓館舉行。

林聰標

是次獲獎之人士共三十三位，

新亞書院院長

為設立此獎項以來，人數最多的一屆。
典禮情況於下期報導。

「我加入中大是一個『意外』。
六六年我從德國回台灣度假，朋友知
道我是攻讀計量經濟學的，告訴我中

得獎人名單：

大正要聘請專硏此方面之教師，還給

(《中大通訊》正陸續訪問各得獎同事，並分三期

我找了一些關於香港及中大的資料。我為了能學以致用，遂決定申

刊出得獎者之感言，排名及刊登次序不分先後。）

請。未幾，便開始了我的中大生涯。

姓

名

學系/部門

回想起來，我到中大任教是個好的人生抉擇。這裡無論環境、

容拱興博士

生物系

設施、學生質素及工作條件都是一流，我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從事教

吳倫霓霞教授

歷史系

學及研究，很有滿足感。

李逹良先生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卜隆恵先生

英語教學單位

這些年來，除教硏工作外，我曾兼任經濟學系系主任、社會科學
院院長、新亞書院院長等職。雖然我不大喜歡行政工作，但能為學

歷史系

系及書院的資源增添及學術發展出點力，並為加強院方、校董會與

周慶麟博士

數學系

校友會之連繫做些工作，則甚是欣慰。唯一感到遺憾的，是書院之

樂秀章教授

電子計算學系

重要性已不復當年。其實書院對學生之人格培養作用極大，希望日

鄭東榮博士

化學系
經濟學系

後書院之功能可再度獲得重視。

陳方正博士

中國文化硏究所

到亞洲各地作些研究。」

林聰標教授
劉清先生

新亞書院
大學圖書館系統

周劍雲

張道藩先生

校外進修部

交通組主任

彭展鴻先生

硏究院宿舍

李銘傳先生

生物系

陳超雄先生

體育學系

周劍雲先生

交通組

張開鈴先生

學生事務處

梁張倩萍女士

大學圖書館系統

杜士流先生

地理系

梁強先生

大學圖書館系統

舒仕榮先生

技術服務部

林國威先生

技術服務部

梁悅槃先生

物理系

黃鑑忠先生

聯合書院院務室

胡定國先生

生物系

時許，突接大學校車的承辦公司通知，因其出現財政困難，恐怕星

張錦榮先生

教務處註冊組

期一便不能提供校車服務了。那還得了嗎？教職員上班没有校車接

陳錦泉先生

總務處商務組

，學生轉堂没有校巴乘搭，大學豈不要癱瘓？接到這消息，委實惶

黃兆榮先生

物理系

恐了一陣子；幸好隨即鎮定下來，急忙聯絡了幾家汽車租賃公司，

羅耀雄先生

化學系

約其負責人一起商談，終於在當晚十一時許談妥，暫由五家公司共

劉仇麗芬女士

工商管理學院

同提供大學的校車服務，直至大學找到新的承辦公司為止。現在說

聶家璧先生

新亞書院學生輔導處

起這次事件，還猶有餘悸。」

陳伍佩根女士

大學出版社

羅球慶先生

麥紹鴻博士

當了七年的院長，也該退下來了。我已準備退任後休假一年，

「我是愛接受挑戰的人，所以在
政府司法部呆了幾年後，便想轉換環
境，結果來到中大理學院。那時，我
是數學系第一個，也是唯一的非教學
人員。十三年後，我又靜極思動；適
逢交通組有空缺，於是便申請調職。
我是一個動靜皆宜的人。靜者是愛看書，古籍、小品文、經典
文學，皆我喜好，且每晚必閲讀後方入睡。動者則是一個人揹著行
李到處旅行。是故交通組的工作，十分適合我的性格；旣要處理文
件，又得接觸學生、教職員及其他人士，更要應付突發事件。最難
忘卻的突發事件，莫如發生在八一年某星期五的那次。當天下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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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威

技術服務部實驗室
總技術員
「想不到自己會在這裡工
作了二十五年。
記得當年知道聯合書院要
搬進中大校園，而自己又未獲
分配宿舍，便趕忙遷居大埔，希
望日後可節省上下班時間。怎
知盤算不周，不單最初的六個
月要從大埔長途跋涉到堅巷上
班；待到聯合真的遷入馬料水
後，没想到從大埔到中大也得
花上一個半小時，因昔日僻靜
的大埔，只有兩條巴士線能到
達中大，而火車又常誤點。俟
至數年後，情況才有所改善。
雖然上下班較麻煩，尤幸
工作漸入佳境，且獲上級讚賞，
把我擢升至管理職級。
後來，我和幾位同事還組
織了『行山海鮮團』，在風和
日麗的季節，相約於周六下班
後，一起歩行至西貢，再飽嘗
海鮮，始行回家。這項活動每

陳超雄

劉仇麗芬

體育學系文員

工商管理學院一級事務助理

「中大的環境，滲透著濃

「在美國領事館的工作太

厚的文化氣息，在這裡工作，是

刻板了，使我感到吃不消；一看

一種樂趣。多年的熏陶，蕩滌

到中大的招聘廣告，也不管是

了我早年的市儈俗氣，換來了

好是壞，便第一時間申請。

樂觀及開朗的心境。能在這樣

我獲得錄用並隸屬嶺南工

的環境中度過這麼多年，即使

商管理硏究所，上班地點在彌

没有長期服務獎，也感無憾。

敦道安利大廈。上班才一星期，

我初時任職聯合書院總務

硏究所即要搬往崇基學院的博

處。當時般含道的校舍不敷應

文苑去。我們是第一批遷進沙

用，書院於是再租用附近已空

田的校本部單位，校方未能及

置的高街精神病院，而我的宿

時安排辦公室助理，因此除了

舍就在該處地庫。

本身的工作外，大小雜務都得

遷到沙田後，書院重新調
配人手，我幸運地獲安排在體

兼顧。
很有趣，我在中大一直未

育部。我說『幸運』，是因為

曾轉換部門，可是單位的名稱、

自己愛運動，羽毛球、潛水，

地址及上司卻是一改，再改，

都是我特別喜好的；近十年來，

又改：易名三次，遷址五次，

我更愛滑浪風帆活動。
在大學工作，就像生活在

跟隨上司七位。別人可能以為
我經常調職呢。

一個歡樂的大家庭中。廿五年

其實在此工作並非如一些

該是一段很長的日子，然看著

人所說的與社會脫節，大抵是

中大的成長，回憶昔日，卻又

因為我經常要與學生及校外人

好像只是昨日的事而已。」

士接觸的關係。我跟工商管理
碩士學生的感情十分融洽，現

年均有數次，我們至今仍樂此

在仍與早期的學生保持聯絡。

不疲。」

不過，話得說回來，當時整個
嶺南工商硏究所的教職員，只
有所長、教授和我三人，而學
生亦只六人而已，教室與辦公
室更是連在一起。今天的工商
管理碌士課程學生逾二百五十
人，部分又在市區上課，難免
不如從前熟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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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開鈴

學生事務處辦公室助理
「初到中大時，我只把這
份工作視作暫時的安排，打算
過一段日子後，便另覓別職。
没想到越做便越覺得它適合自
己，也就打消了離開的念頭。
從前的我，性格孤僻，害
怕跟人打交道。然而，在此工
作擴闊了我的眼界，且多年來
曾轉調不同部門，接觸過各種
不同人士，漸漸變得喜歡結交
朋友。我是一個基督徒，對於
自己的改變，我認為是印證了
聖經所說的：結識更多人，便
會得到更多知識。
也許真的是上天的安排。
我喜歡大自然，假日多愛到郊
外走走。一次行經赤坭坪，看
到剷泥車絡繹不絶，正在平山
移土，心裡好生好奇，揣測這裡
到底在興建甚麼呢？没想到竟
是自己日後在此工作的中文大
學。
在這裡工作，天天有花草
樹木相伴，更覺身心舒暢。此
外，我亦欣賞大學的建築物，形
形色色，實而不華。過去我曾
學過一陣子水彩畫及油畫，眼
看身邊便有不少現成的題材，
雖然畫功有限，但也捨不得浪
費，禁不住畫了好幾幅中大校
園景色。」

聶家璧

新亞書院學生輔導處
一級事務助理
「一九六五年於新亞書院

黃鑑忠

聯合書院院務室辦公室助理
「這份已幹了廿五年的工，

畢業後，曾在酒店及救助兒童

也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加入聯

會工作。未幾，新亞的訓導主

合之初，我先是在總務處工作

任問我有没有興趣回母校服務

，後來才調到院務室。那時剛

。由於自己對青年工作向有興

剛出來社會做事，甚麼都不懂，

趣，加上對母校的一份情誼，

慶幸自己有一張厚臉皮，不恥

便毅然選擇了這份負責學生事

下問，總能把工作完成，亦未

務的工作。
事實證明，我的决定完全

有行差踏錯。只是上班偶有遲
到，那是交通不便所累。當年

正確，而且更可以『如魚得水』

我住在跑馬地，每天上班，要先

來形容。首先，管理學生宿舍、

乘電車至中環，再乘渡海小輪

處理學生事務，都是自己喜歡

至尖沙咀，然後轉火車。若是

的，而工作表現亦得到上司的

碰上交通擠塞、壞車等阻礙，

肯定，使我獲得不少成就感。

便肯定趕不上火車；再等下一

其次，我是運動的狂熱者，

班，足足要等上一個小時。遇

舉凡體育節目，都不會錯過。

上此情況，我唯有先打電話回

校內有完善的體育設施，正方

書院報告，再找其他交通工具

便我發揮自己的興趣。在這裡

回來。其實，真要感謝我的上

唸書時，我是籃球隊隊員；在

司能體諒，要不，可能拿不到

職後，則成為新亞籃球校隊的

這個長期服務獎了。

教練，一當就是六年。期間最

與從前相比，現在的工作

髙興的，是帶領新亞隊奪得大

較為輕鬆，因為人手多了，大

專盃籃球比賽冠軍。此外，亦

家可分工合作嘛。我是一個急

因就近網球場，我學會了打網

性子的人，做甚麼都要快，連吃

球，現在，每星期都花上兩個

午飯也只用很短的時間。要送

晚上來打球。不過，自己也有

文件到山下，若是即時没有校

靜的一面，橋牌與棋類，皆我

巴，我寧可走路。也因如此，

喜愛的活動。

大學銀行的職員給我起了一個

還有的是，我欣賞中大校

綽號——超人。他們說，剛剛

園的寧靜歸一。雖然只曾到過

還看見我在銀行，才一會兒，打

美加的大學，相比之下，仍覺

電話到聯合，竟又能找到我。」

中大校園最美。唯一的缺憾，
就是交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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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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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刊逢月中出版，下期截稿日期為四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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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線7297，圖文傳真6035503)。
3.投稿者須附真實姓名、地址及聯絡電話，文章則可用筆名發表。中文稿件如無另附英文翻譯者，只在中文版刊登，
恕不代譯。
4.本刊編輯有權刪改及決定是否刊登來稿，不欲稿件被删者請預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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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查詢。

歡迎投稿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事務處出版
編輯：梁其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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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事項
心理學講座敎授
大學委任彭邁克教授
(Prof. Michael H.Bond)

圖書館消息
「線上導修」——習用光盤檢索之新途徑

大學圖書館參考部現提供一個學習使用光盤檢

為心理學講座教授，由一

索（CD-ROM Search)的新方法——線上導修（on line

九九二年三月一日起生

tutorial)。

效。

過去，讀者如要學習使用光盤檢索，可以參閲
彭邁克教授一九六六

由參者部編印的檢索指南，或向參考部同事查詢。

年畢業於加拿大多倫多大

而新的線上導修方法，則是利用一個電腦交互系統

學，獲文學士學位。其後

(Interactive system)，模擬光盤檢索的各歩驟，

往史丹福大學深造，七零
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旋即受聘為密西根州立大學心
理學系副研究員。一年後轉往日本關西學院大學社
會學系任訪問助理教授。三年後，彭教授加入中文
大學心理學系任講師，且先後於八零及八七年獲晉

讀者可藉著操作此一電腦系統，因應自己的進度
而學習檢索的技巧。目前參者部提供Sociofile，
PsycLit及DIALOG光盤（Compendex, ERIC及Medline)
的線上導修。有興趣使用線上導修者，可向參考部
査詢。

升為高級講師及教授。
彭教授已婚，有兩女。

英聯邦大學協會指南

大學圖書館新近增存英聯邦大學協會出版之指

講座敎授就職演講
會計學系講座教授辜飛南教授將於四月廿四日
主持就職演講，講題為「會計資訊系統、個人差異
及人類行為」。講座於是日下午五時假邵逸夫夫人
樓LT6演講室舉行。歡迎出席。

南兩冊：
-Awards

for University

Works

1992-94

(前名

Awards

本年四至五月間，大學先後邀請何桂詩教授及
唐臣教授蒞校主持偉倫訪問教授公開講座。
何桂詩教授為美國耶魯大學比較文學講座教授

and

for Commonwealth

Research

University

Academic Staff)；及
-Awards

for University

Librarians

偉倫訪問敎授講座

Teachers

( 前 名 Grants

Administrators

Administrators

and

1992-94
for Study

Visits

by

and Librarians)

University
。

指南詳載各項關於英聯邦大學之學術研究、交流訪
問、外地院校短期教席，以及行政／圖書館人員專
業進修之資助計劃，供大學同人參閲。

兼蘇俄及東歐研究系主任，應邀於四月十五及廿三
日舉行兩項講座，首講講題為「民族主義與傳記敎
述：從一個俄國娃娃想起」；第二講為「從文化硏
究到文化批評：毋忘審査的力量」。
唐臣教授為英國薩撤斯特大學實驗物理講座教
授，將於五月十四日主講「缺陷豈能無」。
三項講座均於各該日下午四時半假邵逸夫夫人
樓LT6演講室舉行。歡迎出席。

敎職員及配偶國粤語課程
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由一九九二年六月二日至
八月四日於方樹泉樓再度為本校教職員及其配偶舉
辦下列國、粵語課程，上課時間暫定星期二及四下
午 二時 三十 分至 四時 十五 分。
(一）供外籍教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級國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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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語課程；

一或兩色版本外，需多加一個黑白版本。作品旁邊

(二）供粤籍教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級國語課

並須附以標誌含意的簡短說明。

程；

參賽者須於作品背面貼上填妥之參賽表格，於

(三）供非粤籍教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級粤語

六月三十日前，送交或以掛號郵件寄往新界沙田九
廣鐵路大厦八字樓招聘組葉漢秋先生，代轉新亞書

課程。
以上課程名額有限，按報名先後取錄。全期學

院校友會會長收。信封請註明「標誌設計比賽」。

費港幣二千三百四十元，聘任期不少於兩年之本校

比賽結果將於七月中旬公佈，並將刊登於新亞

全職教職員及其配偶，如未獲其他語言學習津貼，

書院校友會會刊《新亞人》或本港各大報章。查詢

則可獲大學津貼學費百分之四十。

詳情，請致電新亞書院校友會秘書修志明先生（電

有意申請者，請於九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前與研

話：八八六六五二六）或會長葉漢秋先生（電話：六
零六九三二九）。

習所聯絡（內線電話六七二七至九）。

范克廉樓游泳池消息

醫學院十周年紀念慶祝活動

大學游泳池已於四月十五日重新開放。開放時
間為每天（假日照常）上午十時半至下午六時半，下
午二時至二時半休息。本年度入場收費如下：
學生

五元

教職員及其十八歳以上之直系家屬

九元

教職員十八歳或以下之直系家屬

五元

已繳納年費之校友

九元
廿四元

教職員家屬及校友補證費（每張）

十四元

間舉辦兩項紀念活動。首項為醫學院十周年紀念講
座——「癌症之最新動態」，定於四月十五日上午
八時半假逸夫書院演講室舉行。此外，並將於四月
廿七至三十日及五月一至三日，先後在香港大會堂
展覽廳及沙田大會堂展覽廳舉辦「中文大學醫學院
十周年紀念展覽會」。歡迎出席參觀。

(校友年費一百八十元）
同行嘉賓

本校醫學院成立已屆十載。該院將於四至五月

中大出版社消息

教職員家屬可往范克廉樓二樓一零八室辦理更
換游泳證手續。換證時，請帶備有關職員證及辦證

新書

直系家屬之半身近照一張，十八歳或以下者，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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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併帶備出生證明文件影印本，以便核對。

•李谷城編箸：《中國大陸政治術語》（中文本），
五百八十頁，平裝本，港幣九十五元。

新亞書院校友會標誌設計比賽

•錢存訓著：《中國書籍、紙墨及印刷史論文集》

一九九四年將為新亞書院校友會成立四十周年，
該會為籌備迎接這值得紀念的一年，現正舉辦標誌
設計比賽，誠邀全體校友及書院之教職員生參加。
參賽者均可獲紀念品乙份，而冠軍得主更獲頒銀盃
乙座。

x

1cm至20cm

x

20cm。所有作品必須裝裱於硬咭紙上，除原採用的

10

十元。
•黃維樑著：《古詩今讀》（中文本），一百七十六
頁，平裝本，港幣三十五元。
書展

每位參賽者可呈交作品多份，惟標誌的設計不
可超過兩種顔色，面積可由1cm

(中文本），三百三十六頁，平裝本，港幣一百二

大學出版社於四月六日至二十日在港九新界十
八家大書店開展推廣活動，以優惠折扣展銷逾百種
學術和普及性書籍及錄影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