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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通訊 
第四十四期　一九九三年七月 

大學消息 
六位傑出人士獲頒榮譽學位 

大學將於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四日舉行第四十六屆頒授學位暨三十周年 

校慶典禮，由港督兼大學監督彭定康先生主禮。是屆典禮將有六位傑出人士獲授榮譽學位︰ 

馬友友先生及趙無極先生獲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鄭裕彤博士、 

李兆基博士及釋證嚴法師獲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而張煊昌先生則獲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馬友友先生是國際知名的大 

提琴家。他生於巴黎，自小已流 

露對音樂的天分——六歳時在巴 

黎大學首次開獨奏會；九歳在紐 

約卡內基音樂廳公開表演。馬先 

生追隨大師Leonard Rose在茱莉 

亞音樂學院硏習大提琴，於哈佛 

大學畢業後，即全身投入音樂表 

演事業，每年 

主持音樂會逾 

百場。一九七 

八年，馬先生 

赢得著名的艾 

菲爾•菲沙獎 

，自此即不斷 

與世界著名的 

管弦樂團及卓 

越的指揮家合 

作演出，並於八十年代初舉行一 

系列「馬友友與友人」音樂會。 

馬先生以高超的音樂造詣奏 

出動人的旋律而聞名當世樂壇， 

獲埃昔•史頓（Issac Stern)評為 

當代最偉大的樂器演奏家之一。 

趙無極先生是蜚聲國際的畫 

家，亦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藝術 

家之一。他的畫風別樹一幟，揉 

合了中西文化的特色，深受世界 

各地藝術家推崇。 

趙先生十四歳進入杭州藝專 

學習國畫、書法及西洋藝術，一 

九四一年畢業；四八年定居法國， 

四九年在巴黎舉行首次個人畫展 

。他的作品極之豐富，為世界各 

地藝術愛好者及博物館爭相收藏 

。數十年來，曾舉辦個人畫展逾 

百次。 

趙先生親受塞尚(Cézanne) 

及克利(Klee)兩位大師的啓蒙， 

促成其作品融會東西兩大傳統的 

獨特風格。其畫作常獲稱為「抽 

象畫」或「非具象畫」。 

鄭裕彤博士為商界傑出人物， 

現任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及新世 

界酒店（集團）有限公司主席。鄭 

博士除發展地産外，也投資珠寶 

業、酒店業、銀行業等，對香港 

的經濟發展有莫大貢獻。他曾與 

香港貿易發展局合作興建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促進香港與國際間 

的貿易活動。 

鄭博士多年來與大學保持密 

切聯繫，除出任本校聯合書院校 

董及三年制工商管理頓士課程顧 

問委員會主席外，更聯同李兆基 

博士於一九九一年慷慨捐贈六百 

萬美元予中大及耶魯大學，支持 

兩校合作開展對華南地區的研究 

。此外，鄭博士亦支持加州大學 

開辦醫學課程，特設「鄭氏學人 

計劃」，為中國醫科學者提供機 

會，赴美接受兩年醫科訓練。 

鄭博士 

熱心公益事 

務，擔任公 

職多項，包 

括香港公益 

金副贊助人 

及香港地産 

建設商會副 

會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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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基博士是恆基兆業地産 

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三十年來 

在香港投資發展計劃超過三百 

項，對香港的地産和商業發展影 

響深遠。 

李博士亦大力促進公用事業 

發展，現任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 

司主席及香港小輪（集團）有限 

公司董事。 

李博士熱心支持教育事業， 

現任本校聯合書院校董及三年制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顧問委員會委 

員，又聯同鄭裕彤博士捐助中大 

與耶魯的研究計劃，對大學的學 

術發展貢獻至鉅。他是香港培華 

教育基金有限公司主席、順德聯 

誼總會李兆基中學校董；並設立 

「李兆基獎學金」，大力支持優 

秀港生赴牛津大學接受教育。 

李博士積 

極參與社會服 

務，擔任的公 

職包括順德聯 

誼總會榮譽會 

長及公益金籌 

募委員會名譽 

顧問等。 

釋證嚴法師是一位備受尊敬 

的佛學家兼社會服務領袖，二十 

多年來積極投身台灣的社會公益 

活動，貢獻良多。她於一九六六 

年創辦佛教慈濟功德會，現為該 

會會長。該會至今擁有會員超過 

二百萬人，為貧苦大衆提供多項 

社會服務。一九九一年，該會組 

織賑濟華東水災災民的義舉，便 

為人所樂頌。 

釋證嚴法師在醫療和教育服 

務方面亦不遺餘力，且得到社會 

各界熱心人士的支持。過去七年， 

她先後開辦了設有一百張病牀的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及慈濟護理專 

科學校，並 

出任董事長 

。此外，她 

亦為佛教慈 

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董事 

長，現正籌 

辦醫學硏究 

中心及醫科 

學校各一，並計劃興建兒童康復 

中心及大學。 

釋證嚴法師的宗教著作逾二 

十種。她多年來對社會的傑出貢 

獻廣受讚揚，獲得獎譽無數，例 

如「國際傳播獎」（台灣行政院 

新聞局頒發）、「傑出社會運動 

領袖獎」、「美國台美基金會社 

會服務獎」等。 

張煊昌先生是中大校友，多 

年來與母校保持密切聯繫，熱心 

參與校友活動及支持大學的發展 

。張先生自一九七六年起擔任聯 

合書院校董及聯合校友會主席， 

並三度出任中大校友會聯會會長； 

更於一九九一年出任大學校董， 

對大學的發展貢獻良多。 

張先生乃成功商人，從事保 

險及運輸業，現為太平洋集團機 

構主席。他對教育及公眾事務亦 

非常熱心，以中大校友會聯會名 

義先後捐建小學、幼稚園及中學。 

張先生在推動香港的國際關 

係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他是斯 

里蘭卡駐港名譽領事、聖盧西亞 

(St.Lucia)國家發展公司駐香港 

及遠東名譽代表，亦曾任聖盧西 

亞香港名譽領事。為表揚張先生 

推動國際事務所作之傑出貢獻， 

斯里蘭卡總統於一九九一年頒予 

張先生國家勳銜。 

政府斥三千萬元資助本校五十六項硏究 

本校五十六項大型研究計劃最近獲政府撥款港幣 

二千九百卅四萬八千元資助，較去年的四十四項及一 

千九百廿六萬四千元，有顯著增幅。 

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之研究資助局， 

於上月公布九三至九四年度研究撥款分配結果：四千 

九百萬元直接撥交七所專上院校資助成本少於二十萬 

元之硏究計劃；六百萬元預留作中央分配之用，以改 

善各校硏究設施；一億元則依遴選方式撥予各院校， 

資助大型研究項目。本校獲甄選之大型硏究計劃數目 

及撥款額均為各院校之冠。大學共提交研究方案九十 

項，五十六項獲得撥款，佔總資助額百分之廿九點五 

。各院校獲撥款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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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大型研究 

項目總數 

撥款額 
機構 

大型研究 

項目總數 百萬元 百分比 

中文大學 56 2 9 . 3 4 8 2 9 . 5 

香港大學 42 27 .344 2 7 . 4 

科技大學 44 20 .435 2 0 . 5 

城市理工 22 9 , 7 8 4 9 . 8 

理工學院 18 8 . 3 9 8 . 4 

浸會學院 9 3 . 8 1 8 3 . 8 

嶺南學院 1 0 . 6 0 . 6 

192 9 9 . 7 1 8 100 

校慶活動 

大學三十周年校慶，暑假期 

間舉行之要要活動如下： 

•三十周年校慶小型展覽 

日期：八月三至五日 
地點︰海運大廈 

•第一屆國際蕈菌生物學及蕈菌 

產品會議 

日期：八月廿三至廿六日 

地點：邵逸夫堂及沙田大會堂 

主辦單位：生物系 

中大獲資助之研究範圍包括行政、商科及社會研 

究（九項），建築（一 

項），文學及語言（兩 

項），生物科學（六項） 

，電腦、資訊科技及 

數學（六項），電機及 

電子工程（三項），醫 

學（十七項）及物理科 

學（十二項）。本刊將 

於下期刊登大學獲資 

助之研究項目詳情。 

本校所有硏究資助申請，均由硏究委員會及其轄 

下之七個學科小組統籌。九四至九五年度之硏究資助 

經已開始接受申請，請電研究事務處（內線七八六六） 

査詢。 

再創香港醫學新里程 

本校醫學院醫生最近成功施行兒童近親肝臓移植 

手術，創下數項香港醫學新紀錄。 

器官移植是最尖端的外科手術之一，而肝臓移植 

更是技術上最困難者，除了要進行四至五項吻合手術 

外，還要顧及病者身體功能及血液凝固的穩定，兒童 

病人體質纖弱，令手術更加困難。 

醫學院醫生於五月廿八日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為 

一名曾患膽管閉塞的三歳女童進行近親肝臓移植。手 

術包括切除捐肝者部分肝葉、處理離體肝葉、切除病 

者的肝臓，以及移植肝葉進病者體內。為使移植肝葉 

的血液供應足夠，肝葉血管要留待手術末段才能截 

斷，增加了出血的風險和手術的困難度。剪裁離體肝 

葉以準確吻合受肝者肝臓的大小是另一項困難。由於 

病者從前曾進行腹部手術和發生多次膽管發炎，導致 

腹腔內器官與肝臓黏連，令手術極之困難。最後，進 

行微細血管和膽管吻合手術時，更需要利用光學放大 

儀器。 

這項手術，就兒童肝臓移植、部分肝臓移植及近 

親肝臓移植來說，均為香港之首宗，亦為東南亞同類 

手術之始。 

全球首宗近親肝臓移植成功案例距今只有四年， 

是次手術不但解決了肝臓短缺的問題，亦證明威爾斯 

親王醫院是世上少數可提供全面性外科手術，治療膽 

管閉塞病症和成功進行近親肝臓移植的醫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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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校董 

大學校董會宣 

佈委任柯克樂博士 

(Dr. Clark Kerr) 

為終身校董，由一 

九九三年六月一日 

起生效。 

柯克樂博士為 

美國加州大學榮休 

校長，獻身高等教育 

發展達半個世紀， 

成就卓越，並曾為數任美國總統提供有關國策及勞工 

管理之意見。 

柯克樂博士早於一九六四年便擔任中文大學之海 

外校董，多年來協助大學及成員書院發展，建樹良多 

。為感謝柯博士歷來對大學所作之傑出貢獻，大學校 

董會委任柯博士為終身校董，並期大學續獲柯博士之 

指導及支持。 

眼科及視覺科學系成立 

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於本年三月，將建議 

設立的大學眼科部管理權交予本校醫學院，而醫學院 

最近獲教務會批准，自七月一日起設立眼科及視覺科 

學系。 

新學系設於亞皆老街眼科中心，負責教授本校及 

香港大學本科醫學生眼科治療知識，為眼科研究生提 

供專科訓練，並與醫院管理局緊密合作，為市民提供 

眼科醫療服務。 

市場學理論講座 

市場學講座教授李金漢教授表示，應用現成市場 

學理論或建立本土市場學理論，都是解决本土市務問 

題的途徑。 

李金漢教授上月四日假邵逸夫夫人樓LT6演講室 

主持就職演講，以「解决本土問題與建立市場學理論」 

為題。他指出，從事市場學硏究，是要解決市務問題； 

而市務問題各地不同，如果恰當地移用外地的市場學 

理論，問題多可迎刃而解。可是，有些獨特的市務問 

題，未能依樣葫蘆，便要透過研究，建立市場學理論 

來解决。這些硏究成果亦有可能協助其他社會解决本 

身的市務問題。 

敎育學院獲七百萬元顧問合約 

本校教育學院開創香港專上學府先河，投得價值 

港幣七百萬元的教育顧問合同，為中國三個城市再培 

訓一千名教師。 

合同為期十八個月，涉及金額由世界銀行貸款支 

付，內容包括為江蘇常州、湖北沙市和河南洛陽提供 

四十五項教育技術服務，例如國內外考察團、國內外 

進修班和國內講習班等，以提高三市的師資和教育管 

理水平。 

標投該項大型顧問合同的高等院校來自美國、澳 

洲和香港等地。本校與加州州立大學、倫敦大學、新 

加坡德麥塞理工學院、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和華中師範 

大學共派出一百二十多名專家，技術援助該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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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硏究國際硏討會 

大學服務中心上月廿五日假香港富麗華酒店舉辦 

「當代中國研究之發展」國際研討會，回顧及展望各 

地中國研究的發展，以及分析中國改革開放對學者硏 

究中國，尤其關乎經濟研究方面的衝擊。 

研討會為大學三十周年校慶活動之一，與會者來 

自世界各地，人數逾百人。 

講者包括英國、美國、澳洲、法國、日本及香港 

多位知名學者。其中，普林斯頓大學羅兹曼教授在會 

上論述中國和俄羅斯兩國發展模式的相關性；日本靜 

岡大學田中敬子教授闡析中國改革如何徹底改變了日 

本學界對中國問題的硏究取向；嶺南學院郭益耀教授 

分析近世西方研究中國經濟的方法和取向的變遷；而 

傅高義教授則講論中國問題專家在緩和冷戰所擔當的 

角色，以及學者對中國改革、發展和民主進程的關注。 

課程改革國際硏討會 

教育學院課程與教 

學學系上月廿一至廿三 

日舉辦「東南亞地區華 

人社會的課程改革：廿 

一世紀的挑戰」國際研 

討會，討論東南亞華人 

社會在下一世紀的課程 

取向。 

研討會一連三天在 

祖堯會議廳及邵逸夫夫 

人樓舉行，共有二百多 

位本地和海外學者參加，而香港六十多所中、小學亦 

派出教師列席。 

硏討會分專題演講和論文宣讀兩部分。專題演講 

嘉賓為倫敦大學高文博士和台灣師範大學黃政傑教授； 

論文宣讀設即時傳譯，七十多位學者發表硏究心得， 

題材廣泛，包括綜觀各地課程發展趨勢、討論各科課 

程的最新發展等。 

硏討會為本校三十周年校慶活動之一，由偉倫基 

金會、九龍樂善堂、英國文化協會及牛津出版社贊助。 

中、港、台經濟前瞻 

營運與系統管理學系上月十九日假沙田麗豪酒店， 

主辦「九十年代三個華人經濟體面臨的挑戰與機會」 

國際硏討會，前瞻中、港、台的經濟發展，並促進工 

商界和學術界的交流。 

講者包括香港、台灣和美國的工商及學術界知名 

人士。研討會由北美中國經濟學會協辦，共有八十多 

人參與。 

城市管理發展國際硏討會 

香港亞太硏究所屬下中國改革與發展計劃與廣州 

社會科學院及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公共與環境事務學院， 

上月八至十二日在本校及廣州社會科學院合辦「城市 

管理發展國際硏討會」，探討中國和香港的市政發展 

策略和管理。 

數十位來自中、港、美的專家學者出席，發表專 

題論文，並就西方經驗作出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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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辯論隊掄元 

中大辯論隊上月十五日在沙田新诚市廣場舉行的 

普通話辯論賽擊敗對手，獲得冠軍。 

中大代表在梁元生博士帶領下，就辯題「經濟繁 

榮是實行民主制度的先決條件」，與正方新加坡國立 

大學辯論隊展開激烈爭辯，結果獲評判胡菊人先生、 

倪少傑議員和錢新祖教授評為優勝隊伍。 

賽事由本校學生事務處主辦，星晨旅遊有限公司 

贊助，旨在促進文化交流，提倡辯論風氣和推廣普通 

話。大陸及台灣的大學辯論隊均曾應邀來港參賽，新 

加坡則是首次派隊參加。 

異常胎兒診治硏討會 

十多位來自中、港、台、美的醫學專家，於五 

月廿九日假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召開會議，探討香 

港和華南地區胎兒先天異常及後天冶療的問題。 

硏討會由新亞書院、雅禮協會、湖南醫學院、 

耶魯大學醫學院及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醫學院 

合辦。 

魏晉南北朝文學國際硏討會 

中文系上月八至十日在祖堯會議廳舉辦「魏晉南 

北朝文學國際研討會」，慶祝中大創校三十周年。 

參加硏討會之海外學者三十餘人，本地學者十人 

。大陸之曹道衡教授、屈守元教授、周勛初教授；台 

灣之楊承祖教授、洪順隆教授；日本之古田敬一教授 

、清水凱夫教授；及本校之饒宗頤教授均有出席，並 

宣讀論文。 

大學獲硏究捐款四十萬元 

香港亞太硏究所最近獲捐款港幣四十萬元，支援 

該所屬下亞太區都市及區域發展硏究計劃未來四年的 

活動，尤其是關於福建省都市及區域發展的硏究。 

在上月廿一日的捐款儀式上，力寶集團董事李澤 

培先生將四十萬元支票交予大學校長髙錕教授，用以 

設立「力寶城市硏究基金」。 

三百八十人頜敎育文憑 

教育學院上月廿六日舉行教育文憑課程畢業典禮， 

主禮嘉賓為教育委員會主席夏永豪議員。今年者獲教 

育文憑者共三百八十人；計為一年全日制六十五人， 

二年兼讀制夜班一百廿三人及日班一百九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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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七月 中大通訊 

校園點滴 
書院畢業典禮 

大學成員書院應屆畢業典禮於 

五月杪六月初舉行，畢業生人數合 

逾一千五百人。 

逸夫書院第四屆結業典禮於五 

月廿九日假邵逸夫堂舉行，由大學 

司庫林李翹如博士任主禮嘉賓。林 

博士向應屆三百九十名畢業生致訓 

辭，並頒發優異獎。 

聯合書院九三年度畢業典禮於 

六月五日假邵逸夫堂舉行，邀請立 

法局議員陸恭蕙女士及該院校友會 

主席張煊昌先生為主禮嘉賓，向畢 

業生致辭及頒發各項學業優異獎。 

出席典禮的學生、家長及嘉賓共逹 

千餘人。 

崇基學院於六月六日下午假崇 

基禮拜堂舉行第卅九屆結業 

禮，主禮嘉賓為新亞書院院 

長梁秉中教授。是日天公造 

美，連埸大雨已於典禮前一 

天停止，共有千多名學生、 

家長、校董和來賓出席。禮 

畢，參加者假崇基禮拜堂及 

教職員聯誼會享用茶點。 

黎簡謝蘭生書畫展覽 

文物館將於本月十七日至九月 

十二日舉行「黎簡謝蘭生書畫展 

覽」，展出黎簡和謝蘭生山水書法 

作品百多件，歡迎參觀。 

黎簡和謝籣生為清乾嘉年間廣東 

最具代表性的畫家。黎簡奠下廣東山 

水畫傳統，而謝蘭生則將之發揚光大 

。兩人畫作極富地方色彩，取法元代 

倪瓚和清初石濤而自出新貌。 

展覽由文物館、廣東省博物館 

和廣州省美術館合辦，除精選三館 

珍藏外，並獲北山堂、至樂樓藝術 

發揚（非牟利）有限公司及崇宜齋提 

供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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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僱員儲蓄互助社周年大會 

暨七周年社慶聯歡晚會 

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於五 

月廿一日假沙田新城市廣場敦 

煌酒樓舉行周年大會暨七周年 

社慶聯歡聚餐晚會，參加之社 

員及家屬三百餘人，應邀出席 

之人士包括互助社法律顧問關 

禮雄博士、大學秘書長梁少光 

先生、行政事務主任俞靄敏女 

士、中大教協會長岑嘉評博士 

、中大職協會長文耀武先生、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董事鄧繼騰先 

生及黎樹祥先生。 

大會除通過接受主席、司庫及 

各委員會之報告外，並通過理事會 

派發九二年度股息六厘之建議。大 

會更選出下年度各委員會之委員。 

當晚聯歡聚餐席間並舉行卡拉 

OK歌唱比賽，結果由生物系吳文生 

先生、電算機服務中心陳偲湄女士 

及許秋民先生分別奪得冠、亞、季 

軍。 

互助社九三年度各委員會之成 

員如下： 

理事會：何林碧玉女士（社長） 

盧逹生先生（副社長） 

鄺芝南先生（司庫） 

黃李淑儀女士（秘書） 

何壯輝先生 

趙光榮先生 

朱楚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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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梅女士（秘書） 

劉仁濤先生 

教育委員會：曾偉傑醫生（主席） 

蔡玉妍女士（秘書） 

王德忠先生 

鄺芝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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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宇碩、孫其樂主編：《中國評 

論：一九九三》（英文本），七百 

二十頁，精裝本，港幣三百一十 

元。 

• Donald H. McMillen 及Michael 

E. DeGolyer主編：One Culture, 

Many Systems - Politics in 

the Reunification of China 

(英文本），三百卅三頁，平裝本， 

港幣一百六十元。 

貢獻社會 
服務國際 

‧教育學院院長盧乃桂博士及課程與教學學系講師黃顯華博 

士獲港督委任為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成員，任期兩年， 

由一九九三年五月十四日起生效；盧博士亦獲港督委任為 

教育委員會成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起生 

效。 

‧社會工作學系何錦輝教授續獲港督委任為審裁小組成員， 

以執行人民入境條例第22條的規定，任期兩年，由一九九 

三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梁秉中教授獲港督委任為衞生事務委 

員會之成員，任期由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大學校長髙錕教授獲港督委任為香港工業科技中心公司董 

事，任期一年，由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逸夫書院院長陳佳鼐教授獲港督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任期由一九九三年六月三日起生效。 

‧ 地 理 系 楊 汝 萬 教 授 獲 大 學 提 名 ， 代 表 校 長 出 任 香 港 考 試 局 

委員。 

‧臨牀藥理學系郭志良教授再度獲委為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 

理局之成員，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三年七月四日起生效。 

‧ 音 樂 系 髙 級 講 師 陳 永 華 博 士 於 六 月 六 日 在 北 京 人 民 大 會 堂 ， 

獲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頒贈榮譽獎狀；陳博士亦獲香港市 

政局委任為本年度香港中樂團名譽顧問。 

‧ 哲 學 系 高 級 講 師 艾 連 遜 博 士 獲 紐 約 州 立 大 學 水 牛 城 分 校 哲 

學系邀請，擔任一博士委員會之校外委員，評審一篇關於 

《莊子》之博士論文。 

(此欄資料由新間聯絡處供給，所有稿件 

請直接寄往該處，以便登記及審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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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事項 
新任校董 

熊翰章先生獲崇基學院校董會推選，繼孔祥勉博 

士出任大學校董，任期三年，自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 

日起生效。 

狄志遠議員和林鉅成議員最近獲立法局非官守議 

員互相推選出任大學校董，任期三年。狄議員之任期 

自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起生效；而林議員之任期則自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日起生效。 

新任學院院長 

李金漢教授獲選為工商管理學院院長，任期三年， 

自一九九三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新任圖書館館長 
新任圖書館館長黎民頌 

博士已於本月一日履新。 

黎博士生於廣州，曾居 

港數年。六零年獲授台灣國 

立大學文學士 ；後負笈美國， 

先後於六五及七九年，取得 

西密西根大學圖書館理學碩 

士及芝加哥羅耀拉大學教育 

哲學博士。 

黎博士獻身圖書館工作 

近三十年，為多個圖書館學會及專業委員會成員，並 

自六九年起，累任美國數所州立大學圖書館館長。加 

入中大前，黎博士為德州農工大學圖書館館長。 

黎博士已婚，有兩女。 

大學評議會名册登記事項 
大學規程第十八條（有關評議會名冊部分）之修 

訂，已獲立法局通過。除大學所有學位畢業生及於一 

九六三年八月獲專上學院統一文憑委員會發給文憑者 

，得以自動列名於大學評議會名冊外，下列人士如有 

意列名於評議會名冊者，可向評議會秘書（即大學教 

務長)登記︰ 

(一）於一九六三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前，經註冊入讀 

崇基學院、聯合書院或新亞書院之四年制課程， 

並取得此等書院所頒發之文憑或獲得專上學院統 

一文憑委員會頒發文憑者； 

(二）凡曾修讀大學審訂之研究院課程最少一年，並獲 

本校教務會通過頒予研究院文憑者。 

中大評議會第一次會議將於本年九月九日召開， 

詳情容後公告。凡列名於評議會名冊之人士，均可出 

席評議會會議，並有選舉權。 

評議會之主要功能在加強校友與大學及社會人士 

之聯繫。由於大學規程規定大學校董會得委任評議會 

代表出任校董，故評議會乃大學校友參與大學校政及 

校務發展之正式渠道。 

凡屬上述（一）或（二）類別之校友，如欲登記列名 

評議會名冊者，請詳列中英文姓名、身分證號碼、畢 

業年分、所屬書院、持有之文憑類別、通訊地址、電 

話及傳真號碼等，郵寄或圖文傳真至沙田香港中文大 

學評議會秘書（傳真號碼：六零三六二二六）。 

學系改名 
由下學年起，工商管理學院屬下的營運與系統管 

理學系改名為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而組織與管 

理學系則改名為管理學系。 

黑色暴雨警告：毋須上課，考試延期 
本刊上期已刊登有關黑色暴雨警告懸掛時之辦公 

安排，至於學生停課及考試安排，則與八號或以上颱 

風信號懸掛時之規定相同。請各教師參閲通告「颱風 

襲港之安排」。 

膳堂署期營業時間 
新亞書院教職員及學生膳堂將於本月二十日恢復 

營業；醫學院膳堂及大學賓館餐廳將分別於八月九至 

十五日及八月二十至廿七日例行維修，維修完畢，照 

常營業。 

大學圖書館系統開放時間 

大學圖書館系統自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起，開放 

時間如下： 

大學及成員書院圖書館 醫學圖書館 

星期一至五　上午八時廿分至下午十時　上午八時卅分至下午九時 

星期六　上午八時廿分至下午五時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日 下午一時至七時 休息 

各圖書館將於公眾假期及暑假期間，調整開放時 

開，請留意張貼於圖書館入口之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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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聖公會威廉斯會督紀念基金 
「訪問研究員／培訓學員」計劃 

日本聖公會威廉斯會督紀念基金現接受一九九四 

至九六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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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度之研究或培訓計劃由九四年十月開始，為 

期一年半，首六個月修讀日文。獲選人可免缴學費， 

獲資助項目包括生活津貼（每月十八萬五千日圓）、單 

人宿舍宿費，以及來回日本之旅費。 

申請人須 

(一）於一九九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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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格可向人事處索取，填妥後須於一九九三 

年十月三十日前直接寄交下列地址： 

Bishop Williams Memorial Fund 

c/o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Rikkyo (St. Paul's) University 

Nishi Ikebukuro, Toshima-ku 

Tokyo 171, Japan 

查詢詳情請電人事處（內線七二八六）。 

薪金調整 

倘獲大學校董會通過，本校乙類及丙類服務條款僱 

員之薪酬，將會跟隨政府公務員之薪金調整。新訂薪金 

於本年四月一日生效。大學將於七月按新訂金額支薪； 

四至六月之補薪將連同八月薪金一起發還予僱員。 

至於甲類服務條款僱員之薪金調整，尚待政府正 

式通過。總務處希望可於九月或十月支付新訂薪金， 

並連同四月起之補薪一併發給僱員。 

甲類服務條例修訂 

大學校董會上月通過修改教職員僱用條件。新例 

適用於本年八月一日或以後按甲類服務條例及其他有 

關條例獲聘用的教職員。 

試用期 

自一九九三年八月一日起，大學新聘教職員（包 

括按甲類服務條例及與醫院管理局相類之服務條例受 

聘者）的試用期一律由三年改為五年。該等教職員在 

試用期滿三年後可申請提早接受考核；大學亦可在五 

年試用期滿前提早者核他們的表現，以決定給予實任 

或終止聘約。 

敎師離職日期規限 

自一九九三年八月一日起，所有新聘教師（醫學 

院臨牀學系教師除外）如欲離職，生效日期均為其合 

約所規定之通知期限屆滿後之一月十五日或六月十五 

日（需於第三學期授課之教師，其難職之生效日期順 

延至七月十五日）。 

如大學與教師雙方同意，離職日期也可在暑假期 

內有關之通知期屆滿日即行生效。 

薪級關限 

自一九九三年八月一日起，對所有按甲類服務條 

例或其他有關條例新聘的教職員，大學將由其受聘、 

實任及升級之日起計算的三年後，在其薪級表設浮動 

關限。有關教職員須經評核，表現滿意方可越過關限， 

再度獲增薪。 

此項新措施暫不適用於按臨牀醫學教師薪級表受 

聘之教師。醫學院將為該等教師設計類似之浮動關限 

及評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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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6097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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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每期發行二千四百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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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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