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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消息
校董會消息
終身校董
大學校董會宣佈委任利榮森
博士為終身校董，由一九九二年

CUHK Newsletter

五月七日起生效。

利榮森博士

長。
利博士現任利園國際集團主
席，並身兼多家企業之董事，包

利博士早於一九六三年大學

括太古太平洋有限公司、電視廣

成立時，即出任臨時校董會成員

播有限公司、上海商業銀行等。

，其後卅年來一直為大學校董。

利博士對中國文化亦有濃厚

其間曾擔任首任校長就職及首屆

之興趣。他是大學文物館主要捐

頒授榮譽學位典禮委員會委員，

助人之一，更親任文物館管理委

以及大學多個委員會之主席或成

員會主席。中大於一九七四年頒

員，包括教職員服務規則委員會

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予利博士，

、財務委員會、中國文化研究所

以讚揚他支持高等教育及繁榮香

撥款委員會等；不斷匡扶大學成

港經濟之建樹。

新任校董

利漢釗先生

*下列人士獲所屬書院院務委員

生為希慎興業有限公司主席及

會推選，出任大學校董，任期

常務董事，並為多間機構之非

三年：

常務董事，包括證券及期貨事

-張妙清教授（崇基學院），任

務監察委員會、國泰航空公司

期由一九九二年四月廿三日

、恒生銀行、香港中華煤氣有

起生效。

限公司、匯豐控股有限公司、

-金聖華教授（新亞書院），任

森那美香港有限公司等。利先

期由一九九二年四月廿十日

生熱心教育事業及社會服務，

起生效。

歷任香港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

*利漢釗先生獲委為大學校董，

校董、城市理工學院顧問硏究

任期由一九九二年六月十日至

所成員，並由一九七八年起參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七日。利先

與香港保護兒童會之工作。

校董會委任
*林李翹如女士獲大學校董會

*譚尚渭教授獲委續任大學副校

再度委任為大學司庫，任期

長，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二年

三年，由一九九二年七月一

八月一日起生效。譚教授又獲

日起生效。

委續任研究院院長，任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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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梁秉中教授獲委出任新亞書院院

長，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二年八
月一日起生效。

長，任期四年，由一九九二年八

*關信基教授獲委為大學輔導長，

月一日起生效，接替任滿之林聰

任期一年，由一九九二年八月一

標教授。

日起生效，接替任滿之李卓予教

*李卓予教授獲委續任聯合書院院

授。

新任學院院長

王福元樓奠基
大學於崇基校
文學院

園興建一座新教學
樓，並命名為王福

何秀煌教授再度獲選為文學院

元樓，以表揚本港

院長，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二年八

工業家王福元先生

月一日起生效。

對本校發展之扶持
醫學院

。王先生慷慨資助
本校成立環境研究

李國章教授獲選為醫學院院長

中心，更推動發展

，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二年七月一

中港兩地的教育事

日起生效。

業，是一位熱心公
社會科學院

益的傑出工業家。
新樓之奠基儀式於上月三日舉行，

之第二期工程，預計於明年杪竣工

李沛良教授獲選為社會科學院

由王先生親臨主持典禮。

。內設演講廳、課室、辦公室及停

院長，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二年八

新教學樓髙八層，總面績約五
千平方米，是崇基教學樓重建計劃

車場，主要供地理系、心理學系及

月一日起生效。

建築學系使用。

政府撥款近兩千萬元資助本校多項硏究
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轄

政府本年度撥款一億二千二百

下之研究資助局於上月公佈九二至

萬元，資助七所大專院校之學術研

九三年研究撥款分配結果，本校四

究。其中三千六百五十萬元直接資

十四項研究計劃獲撥款一千九百二

助各院校成本少於二十萬元之研究

十六萬四千元。

計劃；六百萬元作中央分配之用，

裘槎基金會撥款資助本
校硏究計劃
裘槎基金會董事會最近通過撥
款一百四十萬元，資助本校兩項科
研計劃：

本年度大學共提交七十七項研

以加強各院校從事研究之基礎；而

(一）從 (-) - 奎寧酸合成有潛能的

究申請，成功獲取撥款之項目佔百

餘下之七千九百五十萬元，則根據

糖苷酶抑制劑和抗癌劑及其生

分之五十七。獲資助之研究範圍包

遴選方式撥予各院校，資助大型研

括行政、商科及社會研究（五項），

究項目。

物評估」三年研究計劃，由化
學系講師成公明博士主持，獲
資助一百萬元。

文學及語言（兩項），生物科學（六

本校所有研究資助申請，均由

項)，電腦、資訊科技及數學（三

研究委員會及其轄下之七個學科小

(二）「食用真菌對油菜籽粘生物脫

項），教育（三項），電機及電子工

組統籌。九三至九四年度之研究資

毒的作用」兩年研究計劃，由

程（兩項），醫學（十六項）及物理科

助經已開始接受申請，有關查詢，

學（七項）。

請電研究事務處（內線七八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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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全球肝胰膽外科會議

鏡手術、腹腔鏡手術，與器官移植等
專科範疇之枓技進展。大會更安排
了十多節講座，講者包括國際知名
的中國肝癌專家湯釗猷，以及來自
澳洲布里斯本，曾協助香港肝臓移
植計劃的 Dr. Russell Strong。
在會上宣讀之論文五百餘篇，均由
美國約翰霍金斯醫院外科學系副主
任 D r . Henry P i t t 領 導 之 國 際 專
家評審委員會甄選。
由於肝胰膽疾病在國內極為普
遍，因此是次會議有百多名傑出中
國專家出席。他們處理該類疾病經

來自七十八個國家逾千名醫生，

大會並邀請署理港督霍德爵士主持
開幕禮。

驗豐富，而來自發展國家之與會者

展覽中心舉行之第四屆「全球肝胰

會議旨在提供一個場合，讓醫

流，將使肝胰膽外科學進展更快。

膽外科會議」，就肝胰膽系統疾病

生及科學家交流經驗，並更新其在

此外，一個專業展覽亦同時

之治療交流經驗及最新科技成果。

肝胰膽系統外科學技術、藥物及器

於會場舉行，由約三十家儀器製

材方面之知識。

造及供應商、藥品公司及出版商

出席於上月七至十一日假香港會議

會議由全球肝胰膽外科協會委
選本校外科學系籌辦，是該會首次

是次會議之主題集中於肝、胰

在歐洲以外地區舉行的國際會議。

及膽管癌症之最新療法，以及內視

則具有新技術及應用知識，透過交

展出各種關於肝胰膽的藥物、書
籍及儀器。

華人社會傳播權硏討會
「工作環境中的性騷擾」

新聞與傳播學系及以倫敦為基
地的世界基督教傳播協會，於上月
十七及十八日假祖堯堂聯合舉辦
「華人社會傳播權之認知與實踐」
研討會。十多位來自美國、英國、

香港亞太研究所屬下之性別研

立法局議員劉健儀女士任主禮嘉賓

究計劃於上月六日舉辦「工作環境

澳洲、台灣及香港之學者及傳媒從

，多位長期關注該問題的學者及專

中的性騷擾」研討會，探討性騷擾

業員在會上宣讀論文，討論不同地

家亦應邀出席及作專題演講；其中

的定義、職業婦女面對該類騷擾之

區的華人社會如何理解、認知及實

包括香港職工會聯盟婦女組鄧燕娥

實況、大學內的性騷擾問題，以及

踐傳播權的概念。研討主題共分六

女士、婦女關注性侵犯聯委會梁麗

項，包括傳播權的概念和理論、傳

針對騷擾的制度與個人應變方法。

清女士、西北航空公司人力資源部

播權的概念和實踐、傳播權與政冶

硏討會是性別研究計劃定期舉行的

經理王綺蓮女士及性別硏究計劃成

、傳播權與社會、資訊科技與傳播

員蔡寶琼博士。

權，以及傳播權與法律/政策。

「兩性角色交流會」項目之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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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書院畢業禮
大學四所成員書院分別於五月
底及六月初舉行畢業禮。除崇基學
院外，其餘三所書院之畢業禮均假
邵逸夫堂舉行。
逸夫書院於五月三十日舉行第
三屆結業典禮，敦請香港科技大學
校長吳家瑋教授向本屆三百三十九
名畢業生致訓辭。吳教授並皆同院
長陳佳鼐教授頒發各項優異獎予書
院學生。
聯合書院於六月六日上午舉行
畢業禮，邀請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
教授及書院校友會會長張煊昌先生
為主禮嘉賓，向應屆畢業生致訓辭，
並頒發各項學業優異獎。本年度共
勉畢業生。由於當日大雨滂沱，在

院之禮拜堂舉行第三十八屆結業崇

新亞書院於六月七日上午舉行

圓形廣場拍攝畢業團體照之傳統項

拜，主禮嘉賓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

第四十一屆畢業禮。本屆畢業生共

目，改於樂群館室內運動場進行。

直會副總幹事李清詞牧師。禮畢，

三百八十四名。典禮由院長林聰標

典禮後並舉行畢業生植樹儀式及茶

應屆畢業生、來賓及家長於禮拜堂

教授主持，新亞書院校董會主席唐

會。

及教職員聯誼會享用茶點。學院本

有畢業生四百零二名。

翔千先生應邀為主禮嘉賓，致辭敦

崇基學院於六月七日下午假學

榮銜及獎項

屆畢業生共三百九十五人。

敎育學院敎育文憑課程畢業禮

本年度英女皇壽辰授動名單於上月公佈，

教育學院改組後，於上月廿七日首次舉行教育文憑課程

大學兩位成員獲授勲章：大學副校長譚尚渭教

畢業典禮，主禮嘉賓為立法局議員張文光先生。今年考獲

授獲授英帝國官佐動章（OBE)；音樂系紀大衛教

育文憑者共四百三十四名；計為一年全日制七十五名，二年

授獲授英帝國員佐動章（MBE)。

兼讀制夜班一百四十三名及日班二百一十六名。

校園點滴
你有響應嗎？

紙，而廢紙商則定期來校回收廢紙，

校園廢紙回收計劃有賴同人支持

作再用處理。
該計劃推出初期，反應頗為踴

建築處表示，校園廢紙回收計

大學為支持環境保護行動，於

躍，首個月更為大學帶來數百元收

劃反應日趨冷淡，致使廢紙商考慮

九零年十二月開始實施廢紙回收計

益。日子一久，大家的熱情漸減，

停止來校收取廢紙。繼續推行該計

劃；由建築處負責，在校園廿一個

廢紙籠內的廢紙也越來越少。

劃，有賴同人之通力支持。

地點設置廢紙回收籠，專供投放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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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廢紙回收計劃者，請多加解釋。
請緊記，大家的支持，不但使
校園廢紙回收計劃能繼續下去，也
可為拯救熱帶雨林盡一分力。
如何支持廢紙回收計刻：
*不要把舊電話簿、報紙、舊書籍
、紙盒、廢紙等隨其他垃圾棄
掉，應將之存放於一角，待貯存
了相當數量後，一併投進廢紙回
收籠。

用之不當一例

*在辦公室設置一空箱，方便同事
把各類廢紙投入箱內。
*按時與負責清潔的工友合作，把
棄之不用一例

貯存於辦公室內的廢紙搬到廢紙

又另作回收安排，間接地影響了整

務必培養良好之環保意識，把廢紙

個廢紙回收計劃的效果。廢紙商眼

投入廢紙籠。持之以恆，習慣必成

*廢紙回收籠遍佈校園各處，如不

見所收廢紙量日減，遂表示若情況

自然，便不覺是額外費功夫的事情

清楚哪一個最接近你的辦公室，

不改善，將考盧停止來校收取廢紙。

了。建築處更鐘請同人協助宣傳推

因此，建築處再籲請各位同人，

展該項計劃，遇到新同事或不清楚

中大僱員儲蓄互助社周年大會曁六周年社慶聯歡晩會

回收籠。

可向建築處査詢。
*切勿將其他垃圾拋入廢紙回收籠。

小姐奪得，而啤酒競飲則分別由利
希慎實驗室陳耀文先生、建築處陳
善滿先生及體育部劉永松先生勝出。
互助社九二年度各委員會之成
員如下：
理事會：何林碧玉女士（社長）
盧達生先生（副社長）
鄺芝南先生（司庫）
陳戴文珠女士（秘書）
何壯輝先生
趙光榮先生
朱楚真女士

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於五月廿

女士。

二日假沙田新城市廣場敦煌酒樓舉

大會除通過接受主席、司庫及

行周年大會暨六周年社慶聯歡聚餐

各委員會之報告外，並通過理事會

晚會，參加之社員及家屬三百餘人

派發九一年度股息六厘之建議。大

，應邀出席之人士包括互助社法律

會更選出下年度各委員會之委員。

貸款委員會：鍾約瑟先生（主席）
邱陳淑英女士（秘書）
梁炳權先生
監察委員會：陳尹璇先生（主席）
陳林月萍女士（秘書）

顧問關禮雄博士、大學秘書長梁少

當晚聯歡聚餐席間並舉行卡拉

光先生、中大教協會長岑嘉評博士

OK歌唱比賽及啤酒競飲比賽，結果

教育委員會：何壯輝先生（主席）

、中大職協會長文耀武先生、香港

歌唱比賽之冠、亞、季軍分別由行

陳妙嫦女士（秘書）

儲蓄互助社協會會長郭德培先生及

政資料處理組崔士杰先生、建築處

王德忠先生

地下鐵路儲蓄互助社社長鄭蔡德芸

盧彼德先生及利希慎實驗室鄺詠詩

鄺芝南先生

劉仁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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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賓館系統今昔

大學兩幢新賓館——昆楝樓與曙光樓最近相繼落成，

層，共有客房八間，地下闢作教職

前者已於五月庭投入服務，後者亦於本月啓用。

員會所。第一座的餐廳附設玻璃屋

此外，博文苑的部分客房，將於八月撥歸大學賓館系統

雅座，陽光充沛，格調高雅。會員

管理。為了應付新的需要，大學賓館系統不但增添了人手，

並可在第二座餐廳舉行小型私人宴

同時更重組管理架構，致力改善服務。

會，亦可在客廳與三五知己小聚。

本刊値此之際，為大家介紹大學賓館之新貌及新賓館
之特色，並回顧大學賓館系統之發展。

大學賓館成立初期，仍保留住
家形式，隨著人事的變遷，賓館的經
營方式亦大事革新，管理更先進，服
務更現代化，以期逹到專業水平。

早期之大學賓館
中大為一國際高等學府，創校
伊始，即致力促進中西文化交流，
外地學者之訪校活動相當頻密。大
學因此設有賓館，為校外訪客提供
理想的居停之所。
雅禮賓館

類似家庭式旅店，務求旅客有賓至
如歸的感覺。儘管當時由管理階層
至清潔女工均未受過專業訓練，賓
館的服務一直備受讚譽。可惜一次
管家夫婦因家事爭執，繼而與住客
發生口角，公關組接獲投訴後，即
解僱該對夫婦；後再聘得陳枝夫婦
打理日常工作。陳伯曾在外籍人士

早期之大學賓館設施包括雅禮

住宅服務多年，廚藝精湛，吃過他

賓館及大學賓館第一、二座。雅禮

泡製的燒牛柳及凍檸檬酥餅者，無

賓館位於保健處旁，由雅禮協會捐

不嘖嘖稱讚。陳氏夫婦於八一年調

建，於一九七四年落成。賓館內窗

任大學賓館，其後轉營大學其他餐

明几淨，俯瞰吐露港，面向馬鞍山，

廳。

座落崇基校園的博文苑，於一
九六六年建成，初為辦公室及教職
員宿舍，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部分
單位撥作國內訪問學人之宿舍。各
單位內煮食用具、洗衣機等設備一
應俱全，故適合作較長期之居留。

新近落成的大學賓館
最近落成的昆棟樓和曙光樓，
毗鄰雅禮賓館，兩棟樓宇均是出自
建築處之設計。除按照一貫的設計

景色怡人。
雅禮賓館有客房七間，落成之

博文苑

原則，簡單實用外，賓館的外型與
大學賓館

色調大同小異，成一群體組合之勢

初，由當時的公共關係組（即現新聞

至於大學賓館，則為白牆紅瓦

。外型均採梯級式，與其旁之山勢

聯絡處）負責管理，並由一對略通

的西班牙式建築，七三年建成時，

相襯，而外牆則噴上具有大自然氣

英語的夫婦負責接待賓客、打掃、

本用作高級行政人員宿舍，八零年

息的灰藍油漆。為了使每一房間都

煮食等工作。賓館的設計像複式別

改裝作大學賓館。

可看到海景，在設計窗戶位置時，

墅，有飯廳、客廳及寬敞的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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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賓館第一、二座各樓高兩

更費了一番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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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禮賓館

毘棟樓樓髙五層，有客房三十

隨著大學加強與國內外之學術

新增添的服務與設施便包括：

六間。曙光樓高九層，共有雙人房

交流，年前設立學術聯繫辦事處，

*於雅禮賓館設中央款接處。

六十四間。兩棟賓館內部的陳設，

並加建了昆棟樓及曙光樓兩座賓館

*於新賓館裝置IDD直撥電話。

是儘量近似一間普通規格的酒店。

，訪校學者勢將倍增。有見及此，

*全新訂製印有中大標誌之毛巾及

窗簾、被子、椅子都採同一的粉色

大學決重組大學賓館之管理架構，

花紋圖案，配合室內、外之光線，

以應發展所需。

衣架。
*客房內放置資料夾，內付各種旅

産生柔和、溫暖的效果。其他設施

目前大學賓館管理委員會幹事

客所需資料，如大學各部門電話

如電視、電冰箱、地氈、毛氈、牀

一職已改由學術聯繫辦事處主任謝

號碼、香港主要交通工具之路線

褥

天懋先生兼任。而賓館經理之下，

一應俱全，其舒適度、耐

用度、硬度、厚度，全都經過仔細

則分設四個部門：（一）款接部——

者慮，精心挑選。

設於雅禮賓館，處理雅禮、昆楝及

重組管理架構 提昇服務水準
由於大學早期只有雅禮一所賓
館，房間數目不多，管理方式十分
簡單。名義上由雅禮賓館管理委員
會管轄，但負責實際管理工作的只
有一位幹事，由公關組主任兼任。
預訂房間，只需打電話到公關組便
可。
後來，大學賓館第一、二座加
入服務行列，入住訪客漸增，大學
遂於八零年成立大學賓館管理委員
會，並於八四年增設大學賓館經理

等等。
*所有房口部之員工均穿著制服及
別上名牌。

曙光樓之接待工作；（二）房口部

*各分部主管每兩星期為其下屬安

—負責房間之清潔、維修及保養

排一次在職訓練；毎次訓練環繞

工作；（三）餐務部——籌辦各類

一個特定的主題，如怎樣接聽電

型活動如自助餐或特別聚會之餐飲

話、如何處理訂房等。

，並管理餐廳服務；（四）廚房——
專責食物之供應。賓館系統現有職

*聘請新厨師，研究及改良賓館之
菜式。

員二十三人，且正陸續增聘人手。
此外，賓館系統更將雅禮賓館的三

客自四方 愛好各異

個房間改裝成款接處及辦公室，以
便集中處理有關事務。

從一九七四年雅禮賓館啓用至
今，大學之賓館服務不經不覺已有

新設施新服務
增加設施，重組管理架構，隨

十八年歷史。期間曾接待訪客無數
。到底曾有多少人入住？他們來自
何方？對大學賓館又有何看法？

一職，專責管理賓館內一切大小事

之而來當然是提昇服務水準。大學

宜。經理之下尚有三位職員，分別

賓館經理吳澤華表示，雖然目前賓

自國內最多，其次是美國、英國、

管理訂房及大學賓館之房間清潔、

館系統之服務已大致符合水準，但

東南亞等地。他們來校主要是參加

大學賓館之廚房，以及雅禮賓館，

仍未算滿意，續需著眼細微之處，

學術會議，或應邀作訪問學人；教

上下人手算起來也有十二、三。

加以改進，務求令服務更臻完善。

職員之親友來港旅遊入住則較少。

賓館經理吳先生稱，住客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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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楝樓

曙光樓（左）及昆棟樓（右）

通常由暑期至

信中道出賓館所有員工的名字來。

得寧靜舒適。剛開張的昆棟樓，在

年底，訂房率

至於批評方面，主要是覺得雅禮與

接待首兩位賓客時，特地舉行了一

是最高的，而

大學賓館的設備與物料陳舊，如冷

個小小的儀式：賓館經理及兩位主

聖誕與新年假

氣機的位置太低，冷氣不能流通，

管齊集於大門歡迎那對夫婦來臨，

期則較低。

致使房內溫度不均勻。吳先生說，

送上紀念品，還來個合照。那對夫

其實他們也知道弱點所在，畢竟兩

婦意料不到獲此禮遇，除了驚訝之

座賓館已用了十多年，要徹底改善，

外，更是深深感動。

基本上，
接待來自不同
地方的住客，

除非是重新改建，粉飾一番，而這

没有特別的不

卻没多大可能。

小住怡情 手續簡便

同，他們要求

因此，「我們只好從優點——

目前入住大學校園賓館的人，

的都差不多。唯一要注意的是，國

服務——著手」吳先生說。每次有

多是大學訪客或來校出席會議者。

內住客大多愛抽煙，且以喝茶為主

人訂房，賓館職員都會多獲取一些

其實，教職員及其親友，同樣可租

，賓館員工便得注意煙味有没有四

資料，如客人從哪裡來，來了多久，

住賓館房間。校園環境優美，如果

散，煙蒂是否經已熄滅，且需常補

初到港時住在哪裡等，以作適當之

家住市區，可小休三兩天，攜同家

充茶水。而外國賓客卻注重晨早的

準備。有一回，一位賓客先在麗晶

人遠離煩囂鬧市，進校園小住，吸

一杯咖啡，如果能喝上一杯香濃的

酒店住了一段日子，才轉到賓館來

吸新鮮空氣，享用一下泳池，球場等

咖啡，那心情便倍感輕鬆，精神抖

。大家都知道，賓館與酒店之水準

康樂設施。這也是一種賞心樂事。

擻。

無法相比，遂小心翼翼地款待那位

大學賓館之總接待處現設於雅

賓客。可幸這位賓客甚明事理，對

禮賓館樓下，廿四小時提供服務。

以良好服務態度 彌補設備
之不足

於賓館的設備與服務均表滿意。

有意租訂客房者，請直接致電總接

又有一次，一位英國的教授入

待處。聯絡電話：六零三六四二二

至於對大學賓館的評價，吳先

住賓館一個月，期間平均每天都要

(直線），或六零三六四一一轉內線

生指出，從賓客向他反映的意見來

打兩至三個長途電話回英國。由於

三零零八。惟需租訂大量房間者，

看，是「有讚有彈」。讚者，都是

兩地時差關係，需要在凌晨接駁電

得儘早聯絡大學賓館經理吳澤華先

欣賞賓館員工熱誠親切的服務態度

話，賓館的員工便預校鬧鐘，按時

生。電話：六零三六四九七 (直線），

。賓館經常收到賓客的讚賞信件，

為那位教授接通長途電話，然後喚

或六零三六四一一轉內線三零零一

其中最特別的例子，是一位曾在賓

醒他來接聽。

。又如同人對賓館之管理與運作事

館住了約兩星期的賓客，離開後，

昆棟樓才開始服務不久，賓客

不但寫信稱讚賓館之服務，更能於

提的意見不多，但暫時來說，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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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賓館管理委員會轄下各賓館收費表（以港幣計算）
一人入住

兩人共用

三人共用

四人共用

貢獻社會

昆棟樓(每單位有

‧經濟學系林聰標教授擭港督再度委任為香港空

單雙人房各一)
單人房

250元

雙人房

270元

320元

—

整個單位

420元

480元

540元

一

運牌照局之成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二年五

—

一

月十六日起生效。

一
-

‧大學副校長譚尚渭教授獲港督委任為香港學術

曙光樓（每單位有

評審局之成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二年六月

雙人房兩間)

八日起生效。

雙人房之一個牀位

150元

雙人房

240元

280元

整個單位

400元

440元

-

-

—

-

-

500元

‧內科學系安德舜教授獲港督委任為藥劑業及毒

560元

藥管理局委員，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二年七月
一日起生效。

大學賓館一、二座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陳啓明教授獲港督委任為

雙人房

300元

350元

—

—

三人房

350元

400元

400元

一

套房

380元

420元

420元

500元

香港體育學院之會董，任期由一九九二年七月
一日至一九九四年三月卅一日。此外，陳教授
搜中國體育科學學會委任為該學會之名譽會員

雅禮賓館
單人房

220元

雙人房(兩張牀)

280元

雙人房(一張牀)

250元

125元

250元

-

一

—

320元

-

—

290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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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機構薪酬及附
帶福利聯會委任為該會之名譽核數師，任期一
年，由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博文苑
雙人房

服務國際

-

(此欄資科由新聞聯絡處供给）

-

大學賓館餐廳顧客意見小調查
大學賓館餐廳是校内唯一供應西餐之處，因此吸引了不少同事光顧。他們
對於這獨一無二的西餐嚴可感滿意？以下是綜合幾位同事的看法：
食物：—不錯。
—味道還好，但份量少。星期一、三的沙律午餐供應的肉不甚好。
—品種比以前少。食物水準波動大，在週末及假日，食物校差。
—一般，款式太少。
—已算不錯。沙律午餐最爲特別，其款式也不少。
—食物水準時好時壞。
價錢：—十分合理。
服務：—餐廳員工有禮貌，態度亦佳。
—態度欠佳，廚房之員工常進進出出，說話聲很大。
環境：—裝飾與陳設較爲陳舊，以地氈爲例，似乎相當髒，應予更換及裝修
—環境優靜。
—冷氣不足，特別是玻璃屋雅座。
—電視機擺放的位置，只容許有很小一部分的顧客可以看到。
建議：—最好能經常更換午餐與晚餐之菜式。
一增加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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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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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職 位

生效日期

姓 名

職 位

周卓懷先生

大學圖書館系統助理館長

1.7.92

易福成先生

外科學系二級電算技術員

朱馬巧倩女士

大學圖書館系統高級圖書館
助理員

1.7.92

余冠初先生

朱倩卿女士

總務處會計組會計助理

1.7.92

朱活德先生

大學圖書館系統一級圖書館
助理員

1.7.92

鍾國昌先生

生物系高級技術員

1.7.92

傅慰亭女士

生物系技術員

1.7.92

馮黎美賢女士

教務處新生入學組一級文員

1.7.92

何志明先生

新亞書院院務室一級文員

1.7.92

何巧儀女士

大學圖書館系統分組主任助理

1.7.92

生效日期
1.7.92

大學圖書館系統助理館長

1.7.92

余淑芳女士

教務處學務組一級文員

1.7.92

高彭惠顏女士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二級文員

10.7.92

林立義先生

微生物學系一級醫療實驗室技
術員

1.8.92

休假
鄭明先生

藝術系講師

1.7.9231.12.92

關海山博士

生物系講師

20.7.9219.7.93

林聰標教授

經濟學系講座教授

1.8.9231.7.93

葉漢明博士

歷史系講師

1.8.9231.7.93

劉明珠醫生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講師

6.8.925.8.93

劉可復先生

國際企業學系高級講師

10.8.929.8.93

胡錦生博士

內科學系高級講師

11.8.9228.8.93

區初輝先生

社會工作學系實習導師

15.8.9214.8.93

1.7.92

方梓勳博士

翻譯系講師

20.8.9219.8.93

1.7.92

辭職

葉孫育華女士

總務處會計組會計助理

1.7.92

黎家驊先生

電算機服務中心二級電算技術員

1.7.92

黎樹森先生

物理系高級技術員

1.7.92

黎榮光先生

交通組一級交通助理

1.7.92

林熾榮先生

大學圖書館系統分組主任

1.7.92

林鍾玉蓮女士

總務處會計組二級會計主任

1.7.92

林許江懷女士

新亞書院學生輔導處一級事務助理

1.7.92

林江先生

新聞與傳播學系高級技術員

1.7.92

林力宏先生

醫學院動物飼養室技術員

1.7.92

林黃小英女士

大學圖書館系統高級圖書館助理員

1.7.92

李植棟先生

大學圖書館系統一級圖書館助理員

1.7.92

李松基先生

中國文化硏究所楊瑞生熱釋光實驗
室副主任（一級文物館助理級）

李榻秀萍女士

大學圖書館系統高級圖書館助理員

若要瀏覽本部分的資料，

梁歐陽少娟女士 宗教系一級執行助理

1.7.92

梁棉芳女士

國際交換計劃學部一級文員

1.7.92

建築處一級文員

1.7.92

保安組一級文員

1.7.92

大學圖書館系統一級圖書館助理員

1.7.92

雷黃潔明女士

新亞書院院長室高級私人秘書

莫應基先生

建築處高級監工

冼漢文先生

何鳳蓮女士

外科學系二級文員

請須輸入中大校園電子郵件密碼。

3.7.92

陳譚玉琼女士

中國文化硏究所二級執行助理

梁鄭美美女士

外科學系二級文員

14.7.92

何啓康先生

大學圖書館系統二級圖書館
助理員

21.7.92

1.7.92

鄺耀中先生

邵逸夫堂見習技術員

25.7.92

1.7.92

余遠承先生

校外進修部二級文員

29.7.92

電算機服務中心一級電算技術員

1.7.92

馮基偉先生

大學圓書館系統技術員

30.7.92

譚關雪琼女士

大學圖書館系統一級圖書館助理員

1.7.92

葉子超先生

水上活動中心管理員

譚黃美芳女士

博文講座教授辦公室一級私人秘書

1.7.92

林奕愛女士

化學系技術員

鄧志文先生

理學院院務室二級文員

1.7.92

鄧寳玲女士

醫學院動物飼養室總技術員

鄧美嫻女士

外科學系一級執行助理

1.7.92

陳永明博士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師

1.9.92

唐繼光先生

電算機服務中心電算機督導員

1.7.92

曹承礎博士

電子計算學系講師

1.9.92

傅浩堅博士

體育學系高級講師

1.9.92

李敬文先生
凌榮德先生
雷盧錦紅女士

14.7.92

5.8.92
5.8.92
27.8.92

黃區妙珍女士

教務處硏究院一級文員

1.7.92

黃潮宗先生

大學圖書館系統助理館長

1.7.92

盧可君女士

大學圖書館系統分組主任助理

王克光先生

理工硏究所中藥硏究中心高級
技術員

1.7.92

任伯江博士

課程與教學學系高級講師

14.9.92

王于漸博士

經濟學系高級講師

15.9.92

王麗貞女士

電算機服務中心二級電算技術員

1.7.92

林陳慧羣女士

大學圖書館系統分組主任助理

16.9.92

黃瑞雲女士

新聞與傳播學系一級文員

1.7.92

英語教學單位講師

21.9.92

胡學善先生

醫學院病理教學實驗室一級醫療
實驗室技術員

Mr. Brian C.
Blomfield

胡樹樞先生

技術服務部高級技術員

1.7.92

榮休

邱東成先生

校本部庶務組二級文員

1.7.92

歐陽學詒先生

總務處專責文員

1.9.92

1.8.92

(此欄資料由人事組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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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事項
日本聖公會威廉斯會督紀念基金
「訪問硏究員／培訓學員」計劃

社會枓學及教育學小組。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小組
秘書雷競璇博士（內線七一三四）。

日本聖公會威廉斯會督紀念基金現接受一九九二至
九五年度「訪問研究員／/培訓學員」計劃資助之申請。
獲選者可在日本立教大學或其他聖公會教育機構
從事研究或修讀所選學科。

九二至九三年度敎職員子女本地敎育津貼

新年度之研究或培訓計劃由九三年十月開始，為
期一年半，首六個月修讀日文。獲選人可免繳學費，獲
資助項目包括生活津貼每月十八萬五千日圓(合約港幣
一萬一千元）、提供單人宿舍，以及來回日本之旅費。
申請人須
(一）於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時年齡未滿卅五歳；
(二）大學或大專畢業；目前須受僱於商業、農業或教
育機構；或任職於政府部門；或於研究院攻讀；
或具上述各項之同等資格；或畢業於特殊技術或
職業訓練學校及具數年有關工作經驗；
(三）為聖公會會友並經其教區會督推薦。若屬其他宗
派之基督徒，則須由一位聖公會會督推薦。
申請表格可向人事組索取，填妥後須於一九九二
年十一月三十日前直接寄交下列地址：
Bishop Williams Memorial Fund
c/o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Rikkyo University
Nishi Ikebukuro, Toshima-ku
Tokyo 171, Japan
査詢詳情請電人事組（內線七一八三或七二六五）。

符合資格申請「教職員子女本地教育津貼」之同
人，請盡早填寫有關申請表，連同學費收據寄回大學
人事組。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內線七二九二。

范克廉樓游泳池停開一天
由於進行電力供應系統工程，大學游泳池將於七
月廿六（星期日）暫停開放。
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游泳池照常開放。

逸夫書院敎職員餐廳重新啓業
逸夫書院教職員餐廳已裝修完竣，並於上月廿三
日重新啓業。營業時間為中午十二時至晚上九時，歡
迎大學同人惠顧。惟非逸夫書院聯誼會會員者，須繳
付消費額一成之附加收費。
大學同人（乙類服務條款或以上）若擬申請為聯誼
會附屬會員，可致電逸夫書院輔導處（內線七三五四
或七三五六）索取申請表。附屬會員年費為二百元。

中大出版社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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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信基、孫其樂合編：《中國評論：一九九二》（英
文本），四百頁，精裝本，港幣二百八十元。

九二至九三年直接資助研究計劃

《中國評論：一九九一》及《中國評論：一九九二》

大學研究委員會屬下之社會科學及教育學小組現

套裝本，港幣三百九十五元。

邀請社會科學院及教育學院同人遞交研究計劃，申請

•林海音著，Nancy C. Ing 及 Chi Pang-yuan 譯：

九二至九三年度之直接硏究經費。硏究計劃之預算開

《城南舊事》（英文本），一百五十四頁，平装本，港

支須在六萬元以下。有關申請須於九月十五日前遞交

幣六十元。

中大通訊

1.本刊逢月中出版，下期截稿日期為七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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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編輯有權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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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査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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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