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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通訊 
第四十五期　一九九三年八月 

大學消息 
大學成立香港敎育硏究所 

大學將於九月成立第七所大 

型研究所一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教育研究所，加強大學在本地教 

育研究上扮演的領導角色。 

該所的目標為開展針對中港 

兩地教育發展的策略性與政策性 

硏究，提供諮詢及顧問服務,並 

提髙硏究所的國際學術地位。 

研究所將致力推動跨枓長期 

研究計劃，設立數據庫，出版研 

究成果和學術期刊，蒐集有助教 

育研究之資料，編製教學和訓練 

指南，舉辦國際硏討會，加強海 

內外教育工作者的聯繫，以及為 

政府、公營機構、專業組織、辦 

學團體及學校提供教育發展課程 

和顧問服務。 

首批研究計劃包括當代 

中國教育發展、香港語言教 

育政策、香港及華南地區的 

學校教育效益、天才兒童教 

育、教育行政與改革、華人 

社會之課程發展等。 

香港教育硏究所為獨立 

的學術單位，惟與教育學院緊密 

聯繫。經費來自私人捐贈、大學 

撥款、硏究基金和其他培訓及顧 

問服務的收益。 

校慶活動 

大學三十周年校慶，本月舉行之 

主要活動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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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學生勇奪最佳電腦程式設計冠軍 

本校電子計算學系代表隊於 

上月二日奪取第三屆ACM香港區 

程式設計比賽冠軍。 

比賽由 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Machinery (ACM)香 

港分會舉辦，並遵照ACM世界各分 

區的比賽形式進行。比賽的主要 

目的是促進各地電子計算學學生 

的交流和切礎。 

賽事假香港城 

市理工學院舉行， 

參賽隊伍須在四小 

時內解答大會擬定 

的六條題目，最快 

答對最多的為冠軍 

。本屆題目包括枓 

學計算、謎題及機 

械人軌跡計劃等。 

本校代表在法定時 

間內共完成了四條 

題目，成為冠軍，並會在本年十 

一月代表香港到台灣參加ACM的 

遠東區賽事。 

今年港區參賽隊伍來自七所 

受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資 

助的大專院校。本校代表隊由陳 

偉偉、盧志偉、唐家亮及黃漢榮 

組成，並由該系講師徐迢之博士 

及田慶豐博士任教練。 

心理健康調查結果公布 

本校精神疾患流行病學研究 

單位月前公布全港最大型的心理 

健康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五分一 

居民患心理疾病，主要是行為和 

情緒出現問題，但患上重性憂鬱 

症的比率則較歐美為低。 

調査於八四年在沙田區展開， 

抽樣調查萬多戶，耗時兩年，再 

花六年完成分析，硏究成果已在 

國際學術期刊發表。 

根據結果顯示，本港男性和 

女性患心理疾病的比率相若，但 

男性較易患上關乎行為問題的病 

症，如依賴菸草或濫用酒精，女 

性則較容易受情緒問題困擾，如 

泛發性焦慮症和慢性憂鬱症。其 

他常見的心理疾病包括恐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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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會人格障礙、賭癮成性、強迫 

症和喪親傷慟。 

台灣曾作同類調査，結果亦顯 

示患重性憂鬱症的人數較歐美為少 

。這可能是基於華人受傳統中國文 

化薫陶，不贊成極端的個人主義， 

強調和諧的人際關係，所以情緒不 

易走向極端。 

調査亦顯示，社區內患心理疾 

病的人較精神錯亂的為多，故建議 

港府在各綜合醫院設精神科，並加 

強普通科醫生的精神科基本臨牀訓 

練，為市民提供更佳的心理健康服 

務。 

該項調查耗資港幣兩百萬元， 

獲賈士域慈善基金會贊助。 

大學獲贈先進電腦 

大學最近獲贈價值逾港幣五十 

萬元的電腦系統，有助系統工程學 

系擴展工作站網絡，並加強系內有 

關高功能電子計算的硏究。 

該系統由美國Sun Microsystems 

公司慨捐，名為SUN-

SPARCsystem 630MP model 41, 

乃該公司SuperSPARC計算機技 

術最先進産品之一，每秒可處 

理一億條指令。 

該系統設於系統工程學系 

的電腦實驗室，用作工作站的 

中央服務站，並連接成為本校 

工程電腦網絡的一個機組，可接通 

本港任何一台以UNIX系統操作的私 

人電腦或工作站。 

中大協助訓練美國工管碩士 

三十名美國威廉與瑪莉學院工 

商管理碩士學生上月來港，參加本 

校亞太工商研究所舉辦的亞洲高級 

管理課程。 

該課程為期六天，是中大與威 

廉與瑪莉學院的一項合作計劃，也 

是該學院的行政人員工商管 

理碩士課程的組成部分，目 

的是為其工商管理硏究生提 

供訓練，加深他們對香港及 

亞太區工商業前景和管理運 

作的認識。 

該課程於上月十二及十 

三日假本校工商管理碩士課 

程市區中心舉行，內容包括 

講座、個案研究及小組討論 

等，以探討亞太區的經濟趨 

勢。其後，學員還到深圳的中外合資 

機構者察，實地了解中式管理方法。 

該課程除由本校工商管理學院 

講師授課外，七位來自本港工商界 

不同行業的資深行政人員，亦應邀 

主講管理實務。 

全日制本科畢業生人數 

大學已公布一九九三年全日制 

本科畢業生名單，人數共一千五百 

九十八人。各學院及學系畢業生人 

數分列如下： 

文學院 

中國語言及文學 12 

英文 72 

藝術 23 

歷史 57 

音樂 12 

哲學 23 

宗教/神學 19 

278 

工商管理學院 

專業會計學課程 78 

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244 

322 

工程學院 

電子計算學 52 

電算工程學 13 

電子/電子工程學 50 

訊息工程學 66 

181 

醫學院 

內外全科醫學 114 

醫學科學增插學年 

學士學位課程 8 

護理學 46 

168 

理學院 

生物化學 45 

生物 43 

化學 59 

物理 53 

數學 46 

統計學 21 

267 

社會科學院 

人類學 14 

經濟學 59 

地理 48 

政冶與行政學 44 

新聞與傳播學 41 

心理學 27 

社會學 62 

社會工作 87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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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三千萬　鑽研新知識 
本校敎師主持的五十六項研究計劃，獲政府研究資助局 

撥款港幣近三千萬元支持，已於上期報導， 

以下爲該等研究計刻的詳情： 

建築 

禮儀、政權與建築：清代 

研究人員：李燦輝教授　李以康先生 

獲撥款項：286,000元 

文學及語言 

香港手語的源流及發展 

硏究人員：Dr. J. C. Woodward　鄧慧蘭博士 

獲撥款項：247,000元 

晚清民初翻譯文學研究 

硏究人員：卜立德教授　方梓勳傅士　王宏志博士 

獲撥款項：250, 000元 

生物科學 

草魚生長激素基因的調控 

硏究人員：何國強教授 

獲撥款項：526, 000元 

人體心臟 cDNA 排序之分析 

硏究人員：韋妙宜傅士　李卓予教授 

獲撥款項：766,000元 

SOMATOLACTIN在細菌中的生產表達及其在真骨魚裡的生理作用與 

分子機制的探討 

研究人員：陳竟明博士　吳子斌博士 

獲撥款項：616,000元 

鯪魚肝臟生長激素受體 cDNA 的克隆繁殖和功能表達 

研究人員：鄭漢其傅士　邵鵬柱博士 

獲撥款項：1,130, 000元 

用分子生物學和化學方法鑒定中草藥 

硏究人員：邵鵬柱博士　畢培曦博士 

獲撥款項：766,000元 

產生分子標記以製作香菇的遺傳圖及顯示若干表現型態的遺傳標 
記的特徵 

硏究人員：關海山博士 

獲撥款項：756,000元 

行政、商科及社會硏究 

短暫情緒變化對抑鬱準確論之影響 

硏究人員：鄧素琴博士 

獲撥款項：275, 000元 

香港的權威下墜、社會衝突及社會重構：最後幾年 

英國管治下社會變遷型態 

硏究人員：劉兆佳教授　羅尹寶珊女士 

呂大樂博士　蕭鳳霞教授 

獲撥款項：1,200,000元 

持續香港之競爭優勢：質、量及分軌制在高等敎育 

中之角色 

硏究人員：鄧龍威博士 

獲撥款項：320, 000元 

社會公理的心理研究 

硏究人員：梁覺博士　彭邁克教授 

獲撥款項：270, 000元 

中國股票市場新股上市及其價格波動 

硏究人員：莫文光博士 

獲撥款項：150,000元 

小型開放經濟在高度資本流通及多種貨幣並存下的 

匯率政策 

硏究人員：許宏量博士 

獲撥款項：266,000元 

專注源於身體自我組織而成特別機能：應用行爲及 

心理生理量度的理論及實用研究 

硏究人員：陳天祥博士　石丹理博士 

獲撥款項：281,000元 

用於空間推理與分析的混合連聯專家系統——神經 

網絡與專家系統技術的結合 

硏究人員：梁怡教授 

獲撥款項：600, 000元 

運用於遙感及地理訊息系統作環境益察的以物爲本 

、知識爲基的圖象分析系統 

硏究人員：馮通博士　梁怡教授　梁廣錫博士 

獲撥款項：8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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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資訊科技及數學 

智識庫工業設計幾何建模系統 

硏究人員：許健泉博士 

獲撥款項：266, 000元 

並行推算網路的設計及應用 

研究人員：林啓沛博士 

獲撥款項：626, 000元 

控制系統強化的綜合方法 

硏究人員：任揚博士 

獲撥款項：266,000元 

混合神經網絡中文分析系統 

硏究人員：黃永成博士 

獲撥款項：560,000元 

交互式三維數字圖象顯視與分析 

硏究人員：吳偉賢博士 

擭撥款項：731,000元 

分布並行制約邏輯程序系統之設計和實現 

及其應用 

硏究人員：李浩文博士　梁浩鋒博士 

獲撥款項：266, 000元 

物理科學 

3，4-二（三甲基硅)-，3,4-二（三烷基 

錫）-呋喃，吡咯及噻吩︰3, 4-二取代 

五雜環化合物之通用合成砌塊 

硏究人員：黃乃正教授 

獲撥款項：619, 000元 

無序非線性複合材料的物理性質 

硏究人員：余建華博士　許伯銘博士 

獲撥款項：520, 000元 

關於聚電解質溶（凝）膠的結構、動 

態與動力學的研究 

硏究人員：吳奇博士 

獲撥款項：546,000元 

金屬和半導體在極度遇冷時凝固的微 

結構 

硏究人員：瞿顯榮博士 

獲撥款項：537,000元 

用相關擠壓態方法研究耗散二態系統 

硏究人員：羅志輝博士 

獲撥款項：266,000元 

分子設計及人工智能在化學上的應用： 

有機立體化學反應中的電子效應 

硏究人員：周克勳博士　陳麗雲博士 

獲撥款項：511,000元 

Application of polycrystalline 59Co NMR 
to the study of synthetic biopolymer -
probing the effect of outer-sphere 
interactions of diamagnetic Co(III)-ammine 
complexes on the secondary structure of 
nucleic acid 
硏究人員：歐陽植勳博士 

獲撥款項：672,000元 

Simultaneous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natural sugars and amino acids in dilute 
aqueous solution by WATR-CPMG 1H NMR 
spectroscopy — application in medical, 
environmental and biotechnology research 
硏究人員：歐陽植勳博士 

獲撥款項：328, 000元 

有機金屬環之合成和結構測定 

硏究人員：梁永波博士 

獲撥款項：331, 000元 

過渡金屬碳雙鍵之有機合成應用 

硏究人員：陳建成博士 

獲撥款項：412, 000元 

含多功能團多齒羧基類配位體之金屬 

絡合物的合成和結構測定 

硏究人員：麥松威教授 

獲撥款項：1,000, 000元 

新修飾的拉姆伯爾格—巴赫隆特反應 

在有機合成應用的拓展 

硏究人員：陳子樂博士 

獲撥款項：574, 000元 

電機及電子工程 

應用於次負載微波複用寬帶綜合業務網絡之微波-光波調制器 

硏究人員：陳錦泰博士　黎建宇博士　許中奇博士 

獲撥款項：666, 000元 

衛星地面定位系統 

硏究人員：程伯中博士 

獲撥款項：742，000元 

有機金属汽相外延（磊品）法在高速光電子學的應用 

硏究人員：許中奇博士 

獲撥款項：51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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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 

大白鼠培養副睪細胞内鈣離子之平衡研究 

研究人員：黃宜定教授 

獲撥款項：412,000元 

前列腺素在人類中性白細胞刺激—效應偶聯中的作用 

硏究人員：慧凱倫博士　鍾思樸教授 

獲撥款項：652, 000元 

T輔助細胞的控制甲種免疫球體產生之細胞素機因— 
甲種免疫球體(IgA)腎小球炎病因的探索 

硏究人員：黎嘉能教授　崔耀隆博士 

獲撥款項：526, 000元 

新類型染色體介導的β -内酰胺酶所導致臨牀菊株對 

廣泛範圍頭孢菌素類耐藥——流行率與特徽 

硏究人員：凌美麟博士 

獲撥款項：666,000元 

結核分枝桿菌的分子傳染病學研究 

硏究人員：鄭勳斌教授　陳超揚博士 

獲撥款項：506,000元 

幽門螺旋菌與消化性潰瘍之復發 

研究人員：沈祖堯博士　鍾尚志教授　鄭勳斌教授 

獲撥款項：386,000元 

膠質瘤的遺傳分子研究 

研究人員：吳浩強醫生　黃潘慈仙博士　潘偉生醫生 

獲撥款項：281,000元 

利用光譜分析法測量腦創傷病人腦部血液及氧供應研究 

硏究人員：歐陽嘉傑醫生　潘偉生醫生　胡德佑教授 

獲撥款項：432,000元 

用一種新的6β—羥皮質醇單克隆抗體及其酶連免疫測 

定法測試人體內之酶誘導反應 

硏究人員：楊鶴強博士 

獲撥款項：221, 000元 

以基因融合及合成蛋白肽製造自身免疫抗原作自身免疫 

病的免疫學診斷 

研究人員：林柏良博士　崔耀隆博士 

獲撥款項：551, 000元 

蕈菌菌絲體的免疫調節及抗癌功能的研究 

硏究人員：廖永強博士　吳子斌博士　黃榮春博士 

張樹庭教授 

獲撥款項：741, 000元 

香港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的低密度脂蛋白受體不全之遺 

傳因子類別 

硏究人員：馬重安教授　彭智培博士　湯寧信醫生 

孫德生博士 

獲撥款項：348, 000元 

「多巴胺」（DOPAMINE〉對人體腎臟排鈉利尿的功能與華 

人血壓的有關研究 

硏究人員：陳恩強醫生　湯寧信醫生　陳重娥醫生 

郭志良教授 

獲撥款項：841,000元 

促尿鈉排泄肽、血管收縮激素及生長因子在神經膠質細 

胞内的相互作用之探討 

研究人員：楊鐸輝醫生　郭克倫教授　曾守焯博士 

獲撥款項：756, 000元 

三號染色體遺傳基因與鼻咽癌(NPC)病變的研究 

硏究人員：黃潘慈仙博士　李川軍教授　梁承暉醫生 

獲撥款項：566, 000元 

預防因化學品引致職業危害的全港性策略 

硏究人員：余德新醫生　黃子惠醫生 

獲撥款項：401,000元 

鯊魚軟骨之血管生成抑制物質：一種抗癌新藥之開發 

硏究人員：汪建平教授 

獲撥款項：406，000元 

貢獻社會 
服務國際 

‧硏究院兼理學院院長楊綱凱教授獲港督委任為輻射管理局 

成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三日起生效。 

社會工作學系髙級講師石丹理博士獲港督續委為精神健康 

複査審裁署成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起生 

外科學系何志平教授獲港督續委為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成 

員，任期由一九九三年八月一日起至一九九四年九月三十 

日止。何教授亦獲委為馬來西亞國立大學及馬來亞大學醫 

學院的眼科校外考試委員，任期分别由一九九三年四月及 

六月起生效。 

經濟學系廖柏偉教授再獲委為香港考試局屬下會考委員會 

成員，任期三年，由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李川軍教授獲委為輔助醫療業管理局 

成員，由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起生效。 

國際企業學系閔建蜀教授獲嶺南學院邀請，擔任該學院市 

場與國際企業學系顧問委員會主席，任期兩年，由一九九 

三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社會科學院院長李沛良教授獲嶺南學院邀請，出任該學院 

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社會問題與政策榮譽文憑之校外考試 

翻譯系金聖華教授獲嶺南學院邀請，出任該學院翻譯學系 

顧問委員會成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起生 

歷史系高級講師譚汝謙博士獲選為亞洲學會（美國）中日 

關係硏究委負會創會委員，任期由一九九三年五月至一九九六年五月。 

(此欄資料由新聞聯絡處供給， 

所有稿件請直接寄往該處，以便登記及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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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傑地靈 

三十周年紀念圖片集 

八月底推出 

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人傑地靈：香港中文大學三十年》 

一百四十四頁，精装本，全彩色印刷， 

港幣二百九十五元。 

大學教職員在富爾敦樓大學書店 

購買該書，可獲八折優待。 

香港中文大學今年踏入第三十個年頭了。當 

初寧靜的山丘，現已發展成教學樓林立的校園； 

大學亦已成為國際知名的高等學府。 

大學為誌創校三十周年，特別出版《人傑地 

靈》圖片集和《邁進中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三 

十年》校史，慶祝中大而立之年這個富有意義的 

日子。前者以百多幀美麗照片為主，輔以高黃美 

芸女士趣味盎然的介紹文章；後者則純粹用文字 

縷述中大這三十年來的發展，從創校時的艱辛，七 

十年代的學運，到醫學院的誕生，四改三爭辯， 

以至今天的中大，都有細緻而詳盡的描述。 

出版中大圖片集的構思和籌備工作早在兩年 

前便開始。一方面是鑑於許多本地和外國的雜誌 

介紹中文大學時，都是集中某一主題，刊登幾張 

照片，報導並不全面。另一方而，因為出版一本 

圖片集，跟出版一本純文字的書籍很不同，所要 

面對的問題很多。大型圖片集主要靠照片和影像 

表逹中心思想，而拍攝這些照片，除了要迅速選 

定攝影對象之外，還受時間和天氣的影響。好像 

本科生的畢業典禮，每年都會在百萬大道舉行， 

為捕捉這有意義的時刻，攝影師須熟記典禮的程 

序，如大學監督、校董、校長等何時和從何處進 

場，在甚麼時候開腔，還得留意學生在台下有甚 

麼相應的動作等等；然而，最關鍵的還在於當天 

的天氣，若遇天陰，照片拍出來的效果便可能不 

甚理想，浪費了珍貴的鏡頭。《人傑地靈》選用 

的畢業照片水準甚高，校友可以從中感受到畢業 

生的歡愉氣氛，緬懷自己畢業接受學位時的興奮 

心情。這些令人難以忘懷的景象，都可一一重拾 

。青春的歲月是值得紀念的。 

中大文學創校三十年，畢業人數眾多。若推 

算年齡，首屆畢業生今年亦該有五十多歳了，但 

中大很多建築物卻是近數年間才落成的。看！田 

家炳樓、門（朱銘雕塑）、惠園（羅馬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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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生樓、逸夫書院、香港生物枓技硏究院……不 

就是大學「開了山，闢了地」以後的成果嗎？校 

園新建築物陸續落成，跟沙田、馬鞍山、大埔等 

新市鎮的發展相應，更顯出大學不斷更新，不斷進 

步，與香港社會同歩成長。這一切都不難在《人 

傑地靈》中感受到。 

文字的表逹，有時是主觀而間接的，而圖片 

所傳遞的訊息，則相對清楚而直接。讀者可憑個 

人的感覺去領略圖片的景象。同樣是門的雕塑， 

有人會覺得是兩個人在對打，有人會覺得是一個 

人在起舞。因此人們欣賞校園的各種景色，亦喜 

好各異：有人喜觀髙聳壯偉的建築，也有人愛看 

色彩斑文斕的花草；有人為日落斜照下的黃昏景色 

陶醉，亦有人讚美三四月間霧鎖山頭時的校園。 

為了滿足讀者的不同口味，我們的攝影師運用各 

種巧妙鏡頭，捕捉中文大學最美麗的景致和最珍 

貴的時刻，其中旣有豐富多姿的學生生活，也有 

連青疊翠的花草、設計新穎的建築。此外，看到 

最新中大全貌的校內外人士，相信並不多。為了 

一新讀者的耳目，我們採用了空中攝影，把中大 

全景攝入鏡頭。看《人傑地靈》不獨校友可以撫 

今追昔，重溫中大三十年來成長的歳月，各界人 

士亦可以感受中大校園的靈秀之氣。 

中文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二至九三年度敎職員進修計劃簡報 

大學每年提供各種獎學金及進修資助計劃資料，鼓勵教職員申請資助 

前往海外進修，從事研究工作，舉辦研討會，或出版刊物。 

一九九二至九三年度各項主要進修計劃之受惠人資料簡列如下： 

英聯邦大學協會發展基金之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 

基金 

獲資助者：中國文化硏究所翻譯硏究中心主任孔慧怡博士 

資助計劃：前往澳洲硏究當地翻譯員/傳譯員之認可評審 

制度，以及政府與商辦之翻譯與傳譯服務網。 

日期：九二年九月一至廿八日 

亞洲生產力組織 

獲資助者：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講師張惠民博士 

資助計劃：前往日本出席生產管理資訊系統硏討會 

日期：九二年八月十一日至九月十八日 

北山堂基金 

獲資助者：中國文化硏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硏究中心考古發 

掘助理吳偉鴻先生 

資助計劃：前往廣州中山大學攻讀考古學兼讀碩士課程。 

日期：九二年九月至九五年 /九六年七月 

大學敎職員發展基金 

獲資助者：社區及家庭醫學系高級講師曾銀芳醫生 

資助計劃：攻讀英國蘇格蘭鄧迪大學（Dundee University) 

醫學教育文憑遥距課程。 

日期：九二年十月至九三年九月 

英聯邦醫學獎學金 

獲資助者：精神科學系講師黎以菁醫生 

資助計劃：前往英國倫敦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攻讀兒童精神科。 

日期：九二年九月二日至九三年九月一日 

香港中文大學與英國劍橋大學羅賓遜學院交換計劃 

擭資助者：英語教學單位講師黎鳳娟博士 

資助計劃：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從事硏究並訪問當地語言 

中心。 

日期：九三年六月廿八日至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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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行政管理文憑課程獎學金 

獲資助者：行政資料處理組二級高級電算師譚尚榮先生及 

電算機服務中心電算師徐耀明先生 

資助計劃：攻讀高級行政管理文憑課程。 

日期：九二年九月三日至九三年七月 

日本交流基金會培訓計劃 

獲資助者：日本硏究學系導師兒島慶治先生 

資助計劃：前往日本攻讀日本語文教師訓練課程。 

日期：九二年十一月廿四日至十二月卅一日 

關祖堯敎職發展基金 

獲資助者︰英語教學單位導師賴陳秀卿女士 

資助計劃：前往澳洲麥夸里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 

攻讀博士學位課程。 

日期：九三年二月一日至九四年一月八日 

獲資助者：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員譚美顏女士 

資助計劃：前往菲律賓奎松市出席為學院輔導員開辦之 

「性别醒覺及價值觀發展取向工作坊」。 

日期：九二年十月二十至廿四日 

利希慎敎職員發展基金 

獲資助者：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講師吳香玲醫生 

資助計劃：前往英國攻讀有關血病學課程，包括硏究該 

類專科中心之設備、架構及運作，並參加英 

國皇家病理科醫學院院士（第二部分）血病 

學終期實習試。 

日期：九三年六月廿三日至十二月十日 

宣佈事項 
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敎職員子女本地敎育 
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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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處。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內線七二九二。 

乙類及丙類服務條款敎職員進修學費津貼 
大學現接受乙類及丙類服務條款教職員申請進修 

學費津貼。惟申請津貼之課程，以在一九九三年九月 

至十二月期間開課者為限。所有申請，須經部門主管 

書面推薦，於一九九三年九月四日（星期六）或以前送 

交人事處轉行政事務委員會秘書譚壽森先生（內線七 

二六九）收。 

甲類服務條款僱員薪金調整 
本港高級公務員最近獲加薪百分之九點七五六， 

由本年四月一日起生效。大學甲類服務條款僱員之薪 

酬，亦將獲相同增幅。新訂薪金將於八月支付；四月 

至七月之補薪則將連同九月薪金一起發還予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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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包括神學導引、新／舊約導論、基督教歷 

史、基督教教育及牧養輔導。 

中級課程為進一步鞏固信徒領袖的神學及聖經知 

識，並探討處境化的課題。修讀學科包括社會中的神 

學、新約符類福音、舊約神學與香港的處境、中國教 

會史、基督教倫理及輔導與成長。 

截止報名日期為八月廿五日。詳情請向崇基神學 

組查詢（內線六七零五）。 

敎職員及配偶國粤語課程 
新雅中國語文硏習所由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四日至 

十一月三十日於方樹泉樓再度為本校教職員及其配偶 

舉辦下列國粤語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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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語課 

程； 

(二) 供粤籍教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級國語課程； 

(三) 供非粤籍教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級粤語課程。 

以上課程名額有限，按報名先後取錄，少於四人 

不開班。全期學費為港幣三千九百九十五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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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申請者，請於九三年八月卅一日前與該研習 

所聯絡（內線六七二七至九）。 

中大出版社新書 
•王爾敏、陳善偉編：《清末議訂中外商約交涉》（中 

文本）， 八百四十六頁，平裝本，港幣四百四十八 

元。 

大學教職員在富爾敦樓大學書店購買該書，可獲 

八折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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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刊逢月中出版，下期截稿日期為八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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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欲稿件被刪者預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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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供校内教職員索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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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編輯：蔡世彬　陳偉珠　製作：黎寶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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