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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消息
許讓成樓開幕
許讓成樓於上月廿一日正式
開幕，由大學副監督簡悅強爵士
主持揭幕儀式。
大學為促進教學現代化，計
劃重建早期校舍，添置先進教學
設備。許讓成樓為崇基教學樓重
建計劃之首期工程；新廈樓高十
層，總面績逹五千三百五十平方

C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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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主要供音樂系、日本研究學
系、宗教系和大學出版社教學及
辦公之用。
為紀念新亞書院已故校董
許讓成先生支持本校學術發展
之貢獻，大學特以其諱為該樓
命名。

唐臣敎授主持偉倫訪問敎授講座
著名實驗物理學家唐臣教授

激光器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在半

於五月中以偉倫訪問教授身份到

導體、光電子學、玻璃或鋼鐵製

訪大學，並於五月十四日主持公

造等現代物理科技中，如何控制

開講座。此外，唐臣教授又於廿

材料缺陷，是最基本的問題。

六及廿七日主持兩項硏討會。

唐臣教授其後主持之兩項硏

公開講座之講題為「缺陷豈

討會，主題分別為「絶緣體中離

能無！」。唐臣教授講途有缺陷

子注入的光學效應」及「物理學

材料的共同特點及如何控制和利

與地質學上的熱致發光譜」。

用它們。半導體是利用材料缺陷

唐臣教授現任塞撒斯大學實

最成功的例子，其他例子包括照

驗物理講座教授，在該校領導三

片沖印、電視磷光體、寶石色澤

個有關絶緣材料缺陷的硏究小

、化學反應性、固體激光器、光

組，從事顔色中心、光波導激光

纖等。唐臣教授解釋，結構缺陷

及離子注入玻璃的光學效應等研

和雜質在一些材料如光纖及固體

究，並取得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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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獲贈五十萬元作中國經濟硏究
大學最近獲台籍香港企業家黃

，以及不同改革方案

茂雄先生、康榮章先生及林耀明先

對中國經濟影響的定

生捐贈港幣五十萬元，成立「中國

量和定性分析。目前

經濟改革與發展硏究基金」，贊助

更有三項研究有中國

香港亞太研究所中國改革與發展硏

學者參與，包括「中

究計劃於明年五月舉辦「中國地區

國經濟生産率、效益

經濟發展」討論會，以及作為該硏

與改革」、「中國地區

究計劃的部分永久基金。

經濟發展」及「中國

中國改革與發展硏究計劃主要

經濟發展的探索——

硏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

廣東的改革開放」。

型態的剖析、經濟發展模型的建立

中大辯論隊勇奪港澳大專辯論錦標
本校粤語辯論隊上月三十日於

賽之目的在推廣港澳大專學生

「第四屆港澳大專辯論邀請賽」中

之辯論風氣及促進港澳大專學

，再次撃敗澳門大學辯論隊，連續

術交流。辯論題目為「選美活

第二年奪得是項比賽冠軍，而結辯

動應予取消」，中大隊以正方

之葉金亮更獲「最佳辯論員」獎。

作辯。兩隊表現出色，比賽過

是次比賽由本校及澳門大學合

程緊湊。結果中大隊以二比一

辦，假沙田新城市廣場舉行。邀請

勝出。

獲獎感言
本年度獲長期服務獎之人數眾多，《中大通訊》需分
三期提供篇幅予得獎者各抒所感。本期錄刊登四位獲獎人之感言。

九一至九二年度長期服務獎
胡定國先生

我踏遍了。出外搜集樣本的時間長短不一，有時還

生物系技術員

要過夜；風吹雨打或迷路已不足為怪，蚊叮蟲咬更
是小事，幸好從未遇過意外。

「有些人愛把一生貢獻於某種工作。我想自己

經常外出採樣本，使我的皮膚黑了又黑，看到

正是這種人，所以從未考慮過要轉職。由另一個角

我可不要以為是個非洲人。可能是被蚊子叮慣了，

度來卷，我的工作有動有靜，絶不刻板，而且趣味

產生了免疫能力，現在蚊子對我已不再感興趣了。

日增。打從加入中大開始，我便服務於生物系。在

初踏入社會工作時，我選了電器及機械修理，

工作中逐漸掌握了有關的知識和技能，學會了照管

但當年流行學徒制，工作時間長，實在騰不出時間

溫室及其內各種植物，包括監察植物的變化及需要

來進修，故此才放棄該職，轉到中大來。儘管植物

、澆水、施肥及殺蟲。此外，我亦要為老師及學生

與機械是風馬牛不相及，但這一點也不成問題，因

準備實驗所需之動植物，還要到處搜集樣本。

為我本來就是喜歡植物的。

授課期間，一星期我總要出外兩至三次，上山
下田，地點每次都不同，香港的荒山野嶺幾乎都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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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需要經常外出，消耗體力不少，因此
閒來我甚少運動，頂多是游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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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至九二年度長期服務獎
容拱興博士
生物系高級講師

上了生物系的助教。三年後，我到美國攻讀生物化
學碩士及植物生理學博士學位，其後，再從事了一
年資深博士硏究，便重回母校任教。

「求學時期，我已渴望在大學教書，因為自己

這次得到長期服務獎，我才意識到，原來自己

喜歡校園裡的自由氣氛，以及與學生那種無拘無束

在中大度過了這麼多年。認真算來，從一九五五年

的學術探討、鑽硏及交往。

入讀崇基至今，已經三十七年了 ！現在回看這些年

選擇在中大任教，我想是對這裡有著一個無形

來的變化，除了環境的改變外，師生之間的關係，

的情意結。我是崇基學院第五屆畢業生，主修化學，

亦與前大不相同。從前，我們與老師不但談學術，

副修生物。那個年代，崇基尚未有生物系，普通生

也説天下大事、個人處世之道。而今天，似乎師生

物學由一位兼任教師講授，只是眾多的科目之一而

之間的關係，只集中於學問的傳遞，極少涉及其他

已。至一九五七年中，校方才聘任前金陵大學教授

事情，形成溝通不足，進而產生誤解與磨擦。大學

伊禮克博士籌辦生物系。當時校方資源有限，未能

的學術硏究固然重要，而人材品格的培訓更不容忽

聘請助教、技術員，或文員，只能招聘學生以工讀

視。

生形式協助學系工作，負責替學生準備實驗材料及

回顧過去的任教生涯，大致十分滿意。至於過

協助老師處理一般文件。我便是這樣與生物系結下

去在中大發生特別難忘的事情，實在多不勝數，倒

不解緣。生物系終於在一九五八年度成立；由於接

不如説，最快樂的事情，是看見畢業生在社會上日

觸生物科目的機會增多，興趣日濃，畢業後，我當

漸苗壯成長及對社會的貢獻。」

陳錦泉先生
總務處商務組文員

有三頭六臂。幸獲上司體諒，先派一位同事助我，
又為我爭取電腦設備，簡化工作歩驟。結果，我除
了工作量得到紓減外，更多了一份自豪感，因為我

「年輕時，我曾在製衣廠、漂染廠及西青會任
職。數度轉換職業，皆基於發展前途或薪酬方面的
考慮。及至轉到中大，才安定下來。
當年我服務於崇基學院總務處，包辦部分會計
工作、訂借畢業禮袍、替教職員拍僱員證照片，以
及其他一般事務。

是商務組第一個使用電腦的人。
我亦要感激現在的上司姚啓昭先生，除了在工
作上指導我如何提髙處理文件的效率，更鼓勵我進
修。去年，我便開始修讀工業學院為期兩年的存售
管理課程。
我的工餘愛好是舉重。在崇基工作的時代，體

就這樣的十年多過去了，大學施行中央制，我

育部主任李小洛先生給我傳授了一些舉重知識，此

亦調到事務組，即現在的商務組。這裡的工作，分

後我便愛上了舉重，六八年參加崇基的師生員工運

工較明確，我專責訂購、存放及供應各部門所需之

動會，更得到第一名哩！目前我每星期仍有練習。

文具，同時仍兼理畢業禮袍事宜。

當年，我還參加了輔警。那並不是一時的興趣，我

大學不斷擴展，部門越來越多，對文具的需求

當輔警足足當了十多年，後因要多花精神照顧孩子，

相應增加，我感到工作漸趨吃力，尤以每年六月年

我才放棄不幹。不過，我仍不時前往深圳練習射擊，

結時為甚；每到這最繁忙的時候，我總希望自己能

保持過往當輔警時的射靶水準。」

舒仕榮先生
技術服務部二級工程監督

是幹回老本行，專造木櫃、桌子與木架，理學院內
不少木器都是我一手包辦的。

「我本是從事裝修行業的，但卻不喜歡其工作

我不敢自誇自己的木工技術一流，但家中不少

環境，因而轉換職業。其時我的母親在大學一位教

家具都是自己親手製造的，且亦曾幫忙同事造過家

授家中工作，我獲介紹，得以在聯合書院化學系任

具。別以為我懂木工，自製家具必花盡心思，設計

職。初時，我是負責為學生準備實驗所需用品。後

別緻；剛好相反，我家的裝修，以簡單實用為原則。

院方知悉我懂得木工，便譲我兼理木工工作。工多

或許常在家中釘這個嵌那個。兒子見多了竟也受到

自然藝熟，想是院方覺得我的手藝不錯，也就乾脆

感染，現在也是從事裝修工作。

讓我專責製造及修理各種木器。
及至大學於八四年成立技術服務部，我才給調
離化學系。在技術服務部，我隸屬於木工部，也即

在這裡工作那麼多年，一直都十分愜意，實在
找不到離開的理由。碰上有幾天的假期，我愛到廣
州小住，此外，也沒有甚麼其他的消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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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點滴
「蜆殼杯」師生網球賽
每年一度之規殼杯師生網球賽

後仍以二比七之數見負。賽事結束

於上月十四日舉行，教職隊再度撃

後，由大學體育委員會主席李沛良

敗學生隊，蟬聯冠軍寶座。

教授主持頒獎。

網球賽原定於三月卅一日舉行，

教職隊健兒包括麥繼強教授、

但因天雨關係，賽期改至五月。今

梁怡教授、黃重光博士、譚兆祥博

年教職隊狀態甚佳，開賽後連勝五

士、鄭勳斌博士、譚旭浩先生，以

盤。學生隊雖奮力扳回兩盤，但最

及劉永松先生。

節約能源

愼用水電

為響應世界環境保護行動，節

耗電量資料，以作比較及參考。根

次為科學館、基本醫學大樓、碧秋

約能源，建築處現正實行兩項節約

據該處之統計數字，一九九一年每

樓、行政樓及科學館東座。詳細資

用電之措施；一是於下班後關掉中

月平均耗電量最大的五幢建築物依

料如下：

央冷氣系統，二是於夏季期間，將
辦公室之溫度調至不低於攝氏廿五

建築物

度。
建築處並列舉節省水電之守則

平均每月用電度數(千瓦小時)
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二年一至四月

科學館

405,434

274,868

基本醫學大樓

379,000

367,751

節約用水

碧秋樓

204,018

170,048

*如發現水龍頭漏水、滴水，或貯

行政樓

177,533

96,277

科學館東座

157,767

61,432

3,229,975

2,561,484

數項，務請同人注意及合作：

水池滿溢，請即通知建築處。
*定時檢査無人照管之水龍頭是否

全大學

已關緊及貯水池有否儲存過量。
*不要無故沖廁。

如何借用校內康樂設施

節約用電
*當辦公室及房間没有人時，應關
掉電燈及冷氣。

又是暑假了。教師不用上課，

年開放，且很多是免費的。惟校園

大可輕鬆一陣子。職員雖不一定放

之體育設施，均優先供學生上課使

*冷氣開放的地方應緊閉門窗。

假，不少人卻需為子女安排各種有

用。除此以外，校內人士可按規定

*盡量使用天然光線。如書桌就近

益身心的暑期活動。

借用。

窗戶，大可不必亮燈。
*盡量使用樓梯，減少使用自動升

其實，工餘或假期，在校園裡

為了讓更多人了解大學及各書

就可以消磨很多時間。不少人，特

院的康體設施，又為使這些設施能

別是住在校園的同人，已經懂得並

物盡其用，本刊特盡量詳列有關設

為了提醒同人節約用電，建築

經常享用校內的各種康體設施。這

施及其使用辦法，方便大家根據各

處更會定期提供校內主要建築物之

些設施除游泳池外，其他的都是全

自的愛好及餘暇，自由選擇。

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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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

舞蹈

排球

大學教職員及家屬

大學教職員及家屬

大學教職員及家屬

大學教職員及家屬

逸夫書院舞蹈室

崇基學院康樂室
閣樓

新亞書院樂羣館
健身室

大學教職員及家屬

大學教職員

新亞書院樂羣館

大學體育館

師生康樂中心

聯合書院張祝珊

大學教職員及家屬

大學教職員及家屬

大學體育館

新亞書院樂羣館

大學教職員

聯合書院張祝珊
師生康樂中心

籃球及

大學教職員及家屬

新亞書院樂羣館

羽毛球

使用資格

地點

類別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費用

9.00am-1.00pm

先往書院體育部
取門匙

無
無

星期一至五 9.00am-9.45pm
星期六 9.00am-6.00pm
星期一至六 9.00am-10.00pm
星期日 9.00am-12.00noon

先往書院體育部
取門匙

無

無

無

無

星期一至六 9.00am-9.00pm

星期一至六 9.00am-10.00pm
星期日 9.00am-12.00noon

員專用時間

星期五5.00pm-7.00pm為教職

星期日 9.00am-1.00pm

星期一至六 9.00am-10.00pm

員專用時間

星期三5.00pm-7.00pm為教職

星期日 9.00am-12.00noon

星期一至六 9.00am-10.00pm

星期一至六 9.00am-10.00pm
星期日 9.00am-12.00noon

員專用時間

星期三5.00pm-7.00pm為教職

星期日

星期一至六 9.00am-10.00pm

星期一至六 9.00am-10.00pm
星期日 9.00am-12.00noon

員專用時間

星期一 5.00pm-7.00pm為教職
無

無

星期一至六 9.00am-10.00pm
星期日 9.00am-12.00noon

使/借用手續

開放時間

綜合性健身器材

綜合性健身器材

同上

可用以練習各種舞蹈，
教授太極、跆拳等

一個球場
(兼作籃排球場）

一個球場
(兼作籃排球場）

一個球場
(兼作籃排球場）

兩個球場
教職員專用時間增開
至五個球場

兩個球場

兩個球場
教職員專用時間增開
至四個球場

設施

由六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提早於7.00pm關閉
星期二至五於5.00pm關閉
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停開

由六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至五提早於6.00pm關閉

由六月十五日至八月三十一日開放
時間為星期一、三、五9.00am-7.00pm
星期二、四 12.00noon-9.00pm

由六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提早於7.00pm關閉
星期二至五於5.00pm關閉
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停開

由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至六提早於7.00pm關閉

由六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提早於7.00pm關閉
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停開

由六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提早於7.00pm關閉
星期二至五於5.00pm關閉
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停開

由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至六提早於7.00pm關閉

由六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至五提早於7.00pm關閉
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停開

由六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提早於7.00pm關閉
星期二至五於5.00pm關閉
星期六下午、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停開

備註

一九九二年六月
中大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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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職員及家屬

大學教職員

大學教職員及家屬

新亞書院樂羣館

聯合書院張祝珊
師生康樂中心

逸夫書院低座活
動室

大學教職員及其十八
歲以上直系家屬
(十二張之套票）
教職員十八歲或以下
直系家屬
(十二張之套票）
同行嘉賓
(十二張之套票）

大學教職員及家屬

大學游泳池

游泳

大學教職員及家屬

乒乓球
崇基學院康樂室

逸夫書院低座活
動室

無

星期—至五 7.00am-7.00pm

大學教職員及家屬

大學體育館

壁球

無

星期一至六 9.00am-9.00pm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50 元）
24元
(240 元）

5元

(90 元）

9元

收費20元

每節45分鐘

免費

免費

大學教職員及家屬

無

星期一至六 9.00am-9.00pm

星期日 9.00am-12.00noon

無

無

無

*教職員之家屬必須先領取游泳證
*教職員為家屬辦證需帶同僱員證
及辦證家屬之半身近照一幀往范
克廉樓二樓一零八室辦理
*辦證家屬為十八歲或以下者須帶
備出生證明文件影印本

*逢星期三預訂下星期之用場時間

辦事處

*親往預訂-低座活動室之體育部

*電話預訂-6035088

星期一至六 9.00am-10.00pm

星期日 9.00am-12.00noon

星期一至六 9.00am-10.00pm

星期六 9.00am-6.00pm

星期一至五 9.00am-9.45pm

每天 10.30am-2.00pm
2.30pm-6.30pm

星期一至六 9.00am-9.00pm

星期六 9.00am-12.00pm

先往書院體育部取門匙，並需出
示僱員證

逸夫書院健身室

星期一至六 9.00am-10.00pm

星期日 9.00am-12.00noon

免費

使/借用手續

大學教職員

開放時間

聯合書院張祝珊
師生康樂中心健
身室

費用

健身

使用資格

地點

類別

兩張球桌

四張球桌

兩張球桌

六張球桌

標準泳池一個及
跳水設施

三個球場

綜合性健康器材

綜合性健身器材

綜合性健身器材

設施

由六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至五提早於7.00pm關閉
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停開
具冷氣設備

由六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提早於7.00pm關閉
星期二至五於5.00pm關閉
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停開

由六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至五提早於6.00pm關閉

8.00pm-10.10pm

並於星期三加設夜泳，時間為

2.30pm-7.15pm

由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一日之
開放時間改為8.00am-2.00pm

若以電話預訂，必須於廿四小
時內繳費
由六月十五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開放時間為：
星期一、三、五 9.00am-7.00pm
星期二、四 12.00noon-9.00pm

星期一、三、五 9.00am-7.00pm
星期二、四 12.00noon-9.00pm

由六月十五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開放時間為：

由六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至五提早於7.00pm關閉
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停開

備註

中大通訊
一九九二年六月

新亞書院教職員及
家屬

聯合書院教職員

新亞書院網球場
(新亞路旁）

聯合書院網球場
(馮景禧樓附近）

風帆

燒烤

家屬

崇基學院教職員

水上活動中心
(海洋科學實驗
室旁）

教職員船會會員
(大學教職員均可
參加船會）

大學教職員及家屬
大學燒烤場
(大學體育中心旁）

崇基學院燒烤場
(嶺南運動場側）

(十四苑對開之
山谷）

大學教職員及家屬
大學網球場
1)三、四、五號場
(大學體育館旁） 嘉賓
2)六、七號場
(建築署旁）
3)八、九、十號場

崇基學院教職員及

崇基學院網球場
(近火車站旁）

網球

使用資格

地點

類別

每節75元

無需繳交入會費
月費-有船者160元
無船者140元

非正式會員：

月費-有船者80元
無船者70元

500元

正式會員：
入會費-甲類服務
條款僱員1,000元，
其他服務條款僱員

每爐每節100元

33元

夜場附加費每小時

嘉賓每小時22元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费用

有三艘船免費
供無船者使用

備註

均可借用

訂場者須於兩天前到院務室
取門匙及繳費
不用上課期間，燒烤爐於
星期—至日

每週訂場不得超過二節，每
日不得超過一節
訂埸者須於兩天前到大學體
育中心繳費及領取用場券
由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至五提早於7.00pm
關閉

毎週不得預訂超過兩節
由六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停開

由六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關閉

六月八日至三十日進行維修
工程，暫停使用

每次訂埸不得超過一節
(每節一小時）

Alfreda Stadlin 聯絡
(內線︰6783)

入會可與解剖學系Dr.

每爐可供三十
人使用

兩個燒烤爐，

一個燒烤爐，
可供十二人
使用

八個球場

星期三、四停開

於保安組預先登記及繳費

電話預約-6096452

逢星期五開始預訂下星期之
用場時間

電話訂場-6096093

親自訂場-持網球證到大學
體育中心辦理

兩個球場

一個球場

一個球場

設施

星期五至二 ：9.00am-6.00pm

第一節 10.00am-2.00pm
第二節 2.00pm-6.00pm
第三節 6.00pm-10.00pm

(任擇四小時)

星期六 1.30pm-4.30pm
5.30pm-9.30pm
星期日 9.00am-9.30pm

星期一至五 6.30pm-9.30pm

三、四、五號埸—6.00pm-10.00pm
六、七號場—5.45pm-9.45pm
八、九、十號場6.30pm-10.30pm

夜場：（星期一至五）

7.30am-6.30pm

星期六及日

1.30pm-6.30pm

八、九、十號場—星期一至五

7.45am-5.45pm

六、七號場—星期一至日：

7.00am-6.00pm

日場：
三、四、五號場—星期一至日：

星期日 9.30am-11.30pm

逢星期五早上十時攜同工作
證預訂下星期之用場時間

用場時間

星期一至六 9.30am-6.30pm

逢星期五早上預訂下星期之

星期日 9.00am-12.00noon

預訂下星期之用場時間

持工作證於星期五到康樂室

使/借用手續

星期一至六 9.00am-7.00pm

星期一至六 9.00am-6.00pm

開放時間

9.00am-9.30pm

一九九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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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事項
哈佛燕京學社進修資助計劃
哈佛燕京學社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兩項進修資助
計劃，現接受社會科學及人文學教員申請。
(一）訪問學人資助計劃
此計劃資助教員前往哈佛大學進修或硏究，為期
一年；學位課程及實用性學科如工商管理、圖書館學

楊振寧敎授七秩榮慶祝壽宴會
楊振寧教授七秩慶典籌備委員會謹訂於八月五日
(星期三）下午七時正，假富麗華酒店翡翠廳為楊振
寧教授舉行祝壽宴會，並藉該盛會籌募「楊振寧講座
暨傑出訪問學人基金」，俾物理系以基金之收入，每
年邀請傑出物理學家到訪講學，或參與學術研究。

、實用法學等不在資助之列。申請人必須（於一九九

委員會歡迎大學同人出席盛會及支持該基金之成

二年九月三十日）為四十二歳或以下，曾連續四年從

立。席券每張四百五十元。有意購券或捐款者，請致

事教學工作，及操流利英語。

電物理系（六零九六一二五或六零九六三三九）。

資助項目包括單人來回機票，生活津貼每月一千
六百五十美元（最長可達十一個月），醫療福利及保險。
(二）博士研究獎學金
此項進修計劃資助資歷較淺之教員前往哈佛或美
國其他大學進修博士學位課程。實用性學科如工商管
理、圖書館學、大衆傳播、英語外語教學、社會工作
等不在資助之列。
受資助教員進修完畢後，須回校任教。申請者須

敎職員校車
大學為方便教職員上下班，於六月一日（星期一）
至八月廿八日（星期五）期間，提供不收費之教職員專
用班車服務，按下述時間及路線行駛：
上行線：
星期一至六：（兩班次）
上午八時卅分及八時四十分，由嶺南體

於本年十月或以前參加托福試及報者Graduate Record

育館開出，往新亞書院。中途停大學體

Examinations，並須獲哈佛或美國其他大學取錄為博
士研究生（錄取通知書可於稍後呈交）。
獎學金為期一學年，期滿可申請再續。資助項目
包括單人來回機票、學費、醫療及生活津貼。

育中心、潤昌堂、梁銶琚樓及聯合書院。
下行線：
星期一至五：（兩班次）
下午五時零五分及五時二十分，由新亞

哈佛燕京學社之代表將於本年十至十一月間來港

書院開出，往火車站。中途停聯合書院

面試申請人。

、大學行政樓及大學體育中心。

所有提名或申請，連同填妥之申請表及有關文件，
須於本年七月廿四日或以前送交人事組主任梁汝照先
生，轉呈教師審議委員會及行政與計劃委員會考慮。有
關詳情可向人事組（內線七一八三或七二六五）查詢。

星期六：（一班次）
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開出，路線與上同。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收費校車停止服務。如有查詢，
請致電交通組，內線七九九零。

神學證書課程
本校神學組與校外進修部將於本年續辦一年制神
學初級及中級證書課程。
初級課程旨在為信徒領袖提供啓導性之神學教育

大學泳池延長開放時間
大學泳池將於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一日期間延長
開放時間：

。課程內容包括神學導引、新／舊約導論、基督教歷

第一節：上午八時至下午二時

史、基督教教育及牧養輔導。

第二節：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七時十五分

中級課程為進一歩鞏固信徒領袖的神學及聖經知

夜泳：逢星期三晚八時至十時十分

識，並探討處境化的課題。修讀學科包括社會中的神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照常開放。

學、新約符類福音、舊約神學與香港的處境、中國教

范克廉樓二樓一零八室學生事務處備有各種入場

會史、基督教倫理及輔導與成長。
截止報名日期為八月八日。詳情請向崇基神學組
查詢（內線六七零五）。

套票，每套十二張，學生套票售五十元，教職員及其
成人家屬九十元，十八歳以下家屬五十元，校友九十
元，嘉賓二百四十元；歡迎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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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館舉辦「近代名人手札」展覽

大學各膳堂暑期營業時間
大學成員書院、研究院及范克廉樓之膳堂，將於
暑假期間進行周年維修工程。各膳堂之停業及復業時
間如下：

文物館與大學出版社合辦之「近代名人手札」展
覽將於七月一日至九月廿七日在文物館舉行。
展覽內容為一百位與盛宣懷並世的名人親筆函札

暫停營業

恢復營業

新亞書院

，包括有唐廷樞、張蔭桓、李鴻章、梁啓超、羅振玉
、吳大澂等。全部信札精選自文物館庋藏之「盛宣懷

教職員及學生膳堂

七月十五日

八月一日

特藏資料」。該展覽為配合出版社於年初出版《近代

雲起軒

七月一日

八月一日

名人手札精選》一書而籌辦。

八月十三日

八月廿三日

聯合書院
文怡閣、教職員及學生

颱風襲港之安排
颱風季節將至，新聞聯絡處已於本月十二日連同

膳堂

《每週一覽》派發關於颱風襲港之安排通告。如有單
逸夫書院

位尚未收到該通告，可致電新聞聯絡處（內線七二九

學生膳堂及教職員餐廳

六月一日

六月廿三日

大膳堂、咖啡閣

七月一日

七月十五日

快餐店

八月一日

八月十三日

范克廉樓

五）査詢。

中大出版社新書
J o h n G.

Fleming著，何美歡譯：《民事侵權法

概論》（中文本），二百二十四頁，平裝本，港幣
研究院宿舍

九十八元。

飯堂

六月一日

八月一日

大學教職員在富爾敦樓大學書店購買該書，可獲
八折優待。

‧大學體育系高級講師傅浩堅博士獲中國體育科學學會委任

貢獻社會

服務國際-

為名譽會員，任期由一九九二年三月起生效。
‧會計學系講師任枝明先生獲香港教育傳意科技學會邀請為
名譽核數師，任期由一九九二年四月起生效。

‧地理學系楊汝萬教授獲港督再度委任為都會規劃小組委員
會委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生物學系張樹庭教授應香港學術評審局邀請，於一九九二
年二月廿六日至廿八日擔任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應用科學（應
用生物學及應用化學）榮譽學士學位之評審委員。張教授
又應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邀請，出任蕈菌工作網屬下的

‧放射及診斷學系講師陳世餘博士應東華三院邀請，擔任廣
華醫院放射及診斷科之名譽顧問，任期一年，由一九九二
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主任羅以德教授搜選為香港職業醫學會
會長，任期一年，由一九九二年五月七日起生效。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高級講師黃子惠醫生及講師余德新醫生

蕈菌基因庫小組的召集人，任期四年，由一九九二年五月

獲選為香港職業醫學會評議會成員。余醫生並獲推舉為名

四日起生效。

譽秘書。任期均為一年，由一九九二年五月七日起生效。
(此欄資科由新間聯絡處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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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刊逢月中出版，下期截稿曰期為六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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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欲稿件被刪者請預先聲明。
5.本刊內容未經編者書面准許，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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