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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名 生 化 學 家 D r . Kary B. Mullis

遺傳基因可大量複製

表示，明星卡愛好者可望藏有其偶像
的遺傳基因。
Dr. Mulis因硏究遺傳基因成就卓
著，獲授九三年諾貝爾化學獎。他上
月以偉倫訪問敎授身分到訪中大，並
於十九日假科學館L1演講室主持公開
講座，講題爲「核酸：從長鏈分子到
聚合酶鏈式反應」。
Dr. Mullis在講座上形容他所
發明的聚合酶鏈式反應技術只需試
管、化學試劑和熱力，便可複製無
限量的脫氧核糖核酸（即DNA)，簡
單方便，亦可作商業用途，譬如大
量製造基因卡供球迷、影迷、歌迷
收藏。他構思中的基因卡會存儲名
人偶像的少量複製DNA，把卡放於

術現已成爲基因硏究的基本工具。它

了解人類的健康和疾病，甚至歷史都

紫外線下，愛慕者便可看見其偶像

的應用範圍廣闊，由複製案發現場遺

有幫助。

的DNA樣本了。

下血漬所含的DNA，以至從生物和植

他表示，十一年前某月夜與女友
駕車往加州山區途中頓悟如何複製
DNA，其後發明的聚合酶鏈式反應技

物化石保留的細胞複製大量基因。

Dr. Mulis訪校六天，期間曾與本
校敎硏人員交流生物工程學心得。

他指出，科學家憑這技術可輕易
地製造切合硏究需要的遺傳基因，對

Dr. Mulis現爲私人顧問，專注聚
合酶鏈式反應技術及核酸化學事務。

化學系籌辦現代儀器講習班
化學系最近獲利希愼基金會捐贈

賴。受訓後，他們將可更有效地利用

師和中國學者長期合作關係的新里程

二百一十萬港元，以開放實驗室的槪

複雜的現代儀器進行科學硏究，以及

碑。

念作主導，爲中國年靑科硏工作者舉

在添置科硏儀器時作出正確的選擇。

該系由一九九五年起連續三年舉

辦一系列現代儀器講習班。此項計劃

隨著學員回國開展科硏工作，他們與

辦五個講習班。現已成立講習班委員

將充分利用化學系現有和將要添置的

本校的聯繫將會進一步增強，並預期

會，監督每一期講習班的策劃和進

現代科學硏究儀器。

可發展多種形式和內容的合作硏究計

展，並向利希愼基金會提交報告。擬

劃。化學開放實驗室是本校化學系敎

就之講習班資料如下：

化學開放實驗室的主要目的，並
非建立一個新的硏究實驗室，而是利
用化學系配備的現代科學硏究儀器，

暫定主題

訓練中國的年靑科硏工作者，包括來

舉辦年分

自邊遠地區院校和硏究所的年靑人。

一九九五

單晶X光結構分析

麥松威敎授

該計劃以暑期現代儀器講習班的形式

一九九五

生物分子的核磁共振

舉行，由化學系的敎師和外國專家任

一九九六

現代激光光散射

歐陽植勳博士
吳奇博士與物理系夏克淸博士

敎，讓學員充分了解現代科學硏究儀

一九九六

表面分析

器的功能和限制，並熟習儀器的實際

一九九七

分析質譜

負責人

許加聰博士與郭偉民博士
陳德華博士

操作和保養，減少對儀器生產商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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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台大學生交流環保見解

亞太研究所新書
香港亞太硏究所最近出版硏究論
文兩冊，分別爲楊汝萬敎授的《亞洲
城市硏究——問題、優次選擇與前
景》及薛天棟敎授的《中國地區經濟
發展及其政策含義》。
楊敎授的論文回顧了自一九七零
年以來亞洲城市發展的顯著趨勢，勾
劃不同時期城市硏究的問題和重點，
簡介亞洲區的重要硏究機構，並提出
九十年代的城市硏究方向。

五十位來自中、港、台的大學生
上月十八至廿八日在中大開展「兩岸
及香港大學生環保交流計劃」，以增
加公眾對環境保護的認識，並促進文
化交流。該計劃由新亞書院聯同廣州
中山大學及台灣高雄國立中山大學舉
辦，獲國際獅子總會港澳三零三區資
助。
訪問團獲安排參觀位於靑衣的衡
和化學廢料處理中心、葵涌焚化爐
廠、沙田濾水廠、靑山踏石角發電
廠、屯門水力試驗所及米埔自然保護
區等，亦曾視察新界區環境污染黑
點。

工業及組織心理學
碩士課程尚待通過

活動的高潮爲一連兩天的硏討會
及環保論壇。硏討會於七月廿二日假
祖堯會議廳舉行，先由香港的資深環
保工作者溫石麟及甄永樂講解香港的
環保工作及綠色思想；繼由三間大學
的學生進行硏討，除檢討廣州及台灣
環境污染現況外，亦討論三地的環保
意識、環保敎育及環保團體發展等問
題。
環保論壇則於七月廿三日假逸夫
書院大講堂舉行，來自工業署及「地
球之友」的代表，與工商界人士、學
者及三校學生，就「如何平衡經濟效
益及環境保護」一題各抒己見。

薛敎授的論文指出，中國短期的
非平衡地區發展乃在促成長期的平衡
地區發展，務使各地區遵循比較優勢
原則，分工合作配合發展。文章又論
述中國東、中、西部比較優勢之所
在，以及地區經濟發展的五個成長核
心和四種可能策略：加工主導型、資
源主導型、資源加工互混型，以及海
南和西藏特殊型。
上述論文集均以英文發表，附中
文摘要，每本定價港幣三十元。查詢
請電六零九八七七零香港亞太硏究
所。

貢獻社會 服務國際
•大學副校長金耀基敎授最近獲選爲台北中央硏究院院士。

上期《中大通訊》把工業及組
織心理學哲學碩士課程誤列爲已獲

•外科學系講師楊重光醫生以「嬰兒之膀胱功能——神話與神話之誕生」

敎務會通過之新課程之一（見五十六

爲題發表論文，於一九九四年五月廿八日獲香港兒科醫學院及香港兒科

期第4頁）。查該項課程建議經已撤

學會頒發一九九四年度最傑出硏究員獎。

回，待硏究院有關學部修改之後，
再提交硏究院院務會及敎務會通
過。

•英文系講師陳淸橋博士應美國芝加哥跨文化硏究中心邀請，出任一九九
四至九五年度國際文化硏究及交流促進委員會委員。
(此欄資料由新聞及公共關係處供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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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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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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點滴

崇基送舊迎新晚宴
崇基學院校董會於七月六日假中

社會科學院院長。

環富麗華酒店舉行晚宴，歡送月杪卸

沈宣仁敎授就任院長期間，建樹

任之院長沈宣仁敎授，並歡迎於八月

良多，成功地領導院內師生發揚崇基

一日上任之新院長李沛良敎授。

精神，無論治學做人，均以校訓「止

沈宣仁敎授服務崇基宗敎系已三

於至善」爲依歸。崇基校董會爲感謝

十二年，九零年八月起兼任崇基學院

沈敎授三十多年來對崇基學院的貢

院長，一直致力提倡通識敎育

獻，特致送一幅以敎授之名所賦的對

及亞洲神學思想的發展。

聯：「宣之懷若竹，仁者氣如蘭」，

李沛良敎授亦爲中大資深
敎師。六五年畢業於崇基學院

爲崇基敎職員梁巨鴻先生所撰，容浩
然先生所書。

後，負笈海外，三年後獲美國

參加晚宴的嘉賓有崇基校董，署

匹兹堡大學頒授哲學博士學

理校長金耀基敎授，大學主管人員及

位。同年回中大任敎，八四年

崇基院務委員等。

晉升爲社會學講座敎授，現任

教職員拍類球賽名花有主
大學出版社新書

由體育部舉辦的九四年度敎職員

吸引眾多敎職員參加。期間新秀湧

網球、兵兵球及羽毛球比賽，經已圓

現，角逐氣氛濃厚，競賽水平亦較

滿結束。

過往爲高。兹將各項比賽成績表列

•饒宗頤編：《新加坡古事記》，三

是次比賽於五月和六月舉行，

如下：

百八十二頁，平裝本，二百八十港
項 目

元。
大學敎職員在富爾敦樓大學書店
購買該書，可獲八折優待。

冠 軍

亞 軍

男子單打 譚旭浩(醫學院） 盧德溪(體育部） 盧遠昌(體育部） 王建元(英文）
—
李致機(醫學院） 盧德溪(體育部） 李錫欽(統計）
球 男子雙打
譚旭浩(醫學院） 何國泰(體育部） 梁敬康(統計）
—
乒
男子單打 何國泰(體育部） 吳國光(化學） 容浩然(體育部）

網

乓

男子雙打

何國泰(體育部） 邱立成(物理）
阮伯仁(體育部） 溫玉文(物理）

球
男子單打 張泰維(新聞）
羽
毛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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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 軍

季 軍

李廣智(地理）
男子雙打 陳承志(行政資
料處理組）

李廣智(地理）

黃乃正(化學）
張偉業(新亞圖
書館）
李廣文(醫學院）
鄭天恩(醫學院）

岳曉東(敎育心理）
張炳松(敎育心理）
—
—

吳思(新聞及公
共關係處）
張泰維(新聞）
梁耀堅(心理）
鄭天恩(醫學院）
任德盛(工程學院）
馮統照(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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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萬元開拓知識新領域
本校敎硏人員主持的九十一項大型硏究計劃，獲港府硏究資助局撥款約五千萬港元支持，
已於上期報導，以下爲該等硏究計劃的詳情：

行政、商科及社會研究
跨境賄賂：一項有關大陸、香港及美國經
理的商業道德的跨文化比較研究

硏究人員：李金漢敎授
獲撥款項︰ 161,00元

在改革中國中掌控市政的變遷

研究人員：李南雄敎授、曹景鈞博士、
王卓祺博士
獲撥款項：800,000元
中國長江三峽庫區之資源持續發展

硏究人員：俞肇熊敎授、馮嘉耀博士
獲撥款項：303,000元

硏究人員：鄒桂昌博士、林琿博士、馮
通博士、林健枝博士、梁怡
敎授、鄧永成先生
硏究人員：822,000元

酬報計劃和管理成績表現決定因素之跨文
化管理會計研究

性别與專業在香港：工作政治和性
别的社會建構

硏究人員：辜飛南敎授
獲撥款項：423,000元

硏究人員：譚少薇博士、李詠怡博士、
李靜君博士、張妙淸敎授
獲撥款項：845,000元

外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華人社會中對婦女的暴力侵犯——香港的
經驗

硏究人員：張妙淸敎授、鄧素琴博士、卓安婷
女士
獲撥款項：326,000元
中文閱讀之認知研究

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
及改革之比較

硏究人員：宋恩榮敎授、廖柏偉敎授
獲撥款項：：303,000元

硏究人員：陳烜之博士
獲撥款項：603, 000元

專注乃特殊機能的自我組織：用行
爲及心生理測量的理論及實用性研
究

香港非工業化及生產力轉變的經驗分析

硏究人員：陳天祥博士、石丹理博士
獲撥款項：303,000元

研究人員：鄺啓新博士、林聰標敎授
獲撥款項：225, 000元
家庭因素與青少年的應付資源、心理健康
和學校適應的關係

硏究人員：石丹理博士、魏雁濱先生、羅維安
博士
獲撥款項：1,235,000元

文學及語言
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主要道敎宮觀
科儀音樂傳統的地域性和跨地域性比
較研究

硏究人員：曹本冶博士
獲撥款項：600,000元
太平洋邊緣之詩歌

研究人員：姜安道敎授、孔慧怡博士、Mr.
J. N. Dent-Young

獲撥款項：323,000元
簡牘第書文獻資料庫研究計劃

硏究人員：饒宗頤敎授、陳方正博士、何
志華先生
獲撥款項：700,000元
魏晉南北朝傳世文獻資料庫研究計劃
(第三期）

硏究人員：劉殿爵敎授、陳方正博士、何
志華先生
獲撥款項：2,100,000元

亞熱帶都市集水盆之沉積物來源與搏動
規律

硏究人員：雷朗哲博士、林健枝博士、Dr. I. J.
Jackson

獲撥款項：503,000元

社會變遷與經濟生活：社會學的探討

硏究人員：趙永佳博士、呂大樂博士
獲撥款項：528,000元
以神經網絡方法求解多源點多終點時空通
訊問題

硏究人員：梁怡敎授
獲撥款項：789,000元
神像、建築及社會結構：華南文化圏中天
后廟及信仰的研究

硏究人員：林舟博士、何培斌博士
獲撥款項：403,000元
一九九五年普選中的香港選民：香港選民
的投票行爲調查

研究人員：曾榮光博士、陳文博士
獲撥款項：85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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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資訊科技及敎學
動態近似優化論與應用
硏究人員：周迅宇博士
獲撥款項：476,000元

並行ATM通訊網絡協議的理論研究
和實現
硏究人員：劉紹強博士、李東敎授
獲撥款項：736,000元

Matrix-analytic

methods in queueing

一種基於最小平方多模型學習和迭代
標籤的非監督模式識别法：理論、算
法及其工程應用

analysis

硏究人員：徐雷博士
獲撥款項：652,000元

可增大shuffleNet的多星狀實現方法

用二維不變量辨識三維物體
硏究人員：鍾志杰博士
獲撥款項：328,000元
大規模並行計算機作電路模擬
硏究人員：周昌敎授
獲撥款項：436,000元
中文數據庫系統之界面
硏究人員：林耀燊敎授、蕭開美敎授、黃
錦輝博士
獲撥款項：436,000元
中文自然語言訊息檢索系統
硏究人員：林耀燊敎授、蕭開美敎授、黃
錦輝博士
獲撥款項：582,000元
基於語意的數據庫並行控制規程的性
能分析
硏究人員：王文漢博士
獲撥款項：303,000元
電腦辭典及其應用界面
硏究人員︰陸勤博士、李健康先生
獲撥款項：519,000元

硏究人員：楊偉豪博士
獲撥款項：303,000元

硏究人員：任德盛敎授
獲撥款項：582,000元
自導交換——理論基礎與新架構
硏究人員：李碩彥敎授
獲撥款項：612,000元

生物科學
香港苔蘚多樣性研究
硏究人員：畢培曦博士
獲撥款項：423,000元
煤灰湖的收復：生態學及微生物學上的探討
硏究人員：朱利民博士
獲撥款項：653,000元
巨噬細胞及其细胞株的訊息傳遞
研究人員：江紹佳博士
獲撥款項：1,291,000元

寬帶分組交換網絡設計和分析的基礎
研究
硏究人員：李東敎授、劉紹強博士
獲撥款項：303,000元

自孕食用菌草菇變異的遺傳機制研究
研究人員：趙紹惠博士、李卓予敎授
獲撥款項：803,000元

帶多技能職員機構的人力計劃與調度
硏究人員：蔡小強博士、林耀燊敎授、周
迅宇博士、嚴厚民博士
獲撥款項：303,000元

硏究人員：朱嘉濠博士、黃創儉博士
獲撥款項：603,000元

軟件控制的記憶系統設計
硏究人員：支志雄博士
獲撥款項：436,000元
高精度並行機器人的運動規劃及控制
硏究人員：施小倫博士
獲撥款項：303,000元
大型科學與工程計算的並行迭代算法
硏究人員：陳漢夫博士
獲撥款項：732,000元

珠江口蟹類漁業生物學及群體遺傳學

同翅目昆蟲身體組織經先天細菌感染的
病理研究
研究人員：張偉權博士
獲撥款項：392,000元
香益利用木質纖維素之特殊表達基因之
鑑定和分子克隆
硏究人員：關海山博士、Prof. J. F. Peberdy、
巴士威博士
獲撥款項：583,000元
自然多糖對腫瘤小鼠繼承性免疫治療之探討
研究人員：蔡棉敎授、梁國南博士
獲撥款項：503,000元
果繩exuperantia蛋白之分子及生化特徵
研究：蛋白功能區域之鑑定
硏究人員：陸家盛博士
獲撥款項：743,000元
菇菌產物的心血管效應、護肝作用及細
胞因子增強活性之研究
硏究人員：黃榮春博士、趙錦威敎授、馮明
釗博士、張樹庭敎授
獲撥款項：743,000元
壼腹腺和前列腺在哺乳類生殖調節作用
硏究人員：周白菡博士
獲撥款項：45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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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香港中學敎育質素：指標與組織因素

硏究人員：鄭燕祥博士
獲撥款項：303,000元
華南敎育與發展研究：人力系統及敎育適切性對非
國有企業發展的影響

研究人員：鍾宇平博士、盧乃桂博士、麥肖玲博士、
黃顯華博士、蕭今博士
獲撥款項：526,000元

醫學
中國女性脊骨骨質疏鬆之診斷、發病率及成因

硏究人員：劉明珠醫生、胡令芳敎授、梁秉中敎授、練紹忻醫
生、葉文興醫生
獲撥款項：514,000元
聚合甲種免疫球和球内系膜細胞的結合：對甲種免疫球腎
小球腎炎病因的探索

硏究人員：黎嘉能敎授
獲撥款項：315,000元
肝膽管系統的免疫防衛

電機及電子工程
有機金屬汽相生長法之生長機制

研究人員：許中奇博士、魏爾遜敎授
獲撥款項：303,000元
光電子材料及結構——多孔硅及相類材料的基本性質和器
件應用

硏究人員：魏爾遜敎授、黃世平博士、郝少康博士
獲撥款項：303,000元
依據快速運算法及自我定時線路技術設計的ICT圖像處理

硏究人員：沈祖堯博士、黎嘉能敎授、鍾尙志敎授
獲撥款項：443,000元
附睪微環境對精子及附睪離子通道的局部規範化：精子成
熟基本機制的研究

硏究人員：陳小章博士
獲撥款項：1,153,000元
前列腺素、氧化氮和神經肽在關節滑液囊血流調節中
的作用

硏究人員：林富源博士
獲撥款項：521,000元
胰島素吸收之反應與高血壓的關係及其在香港華人糖尿病

硏究人員：蔡潮盛博士、湛偉權博士、陳昌發博士
獲撥款項：503,000元
手提電話機介質加載微帶天線

硏究人員：黃振峰博士
獲撥款項：563,000元
注頻振盪器鎖相環路

硏究人員：陳昌發博士、蔡潮盛博士
獲撥款項：383,000元
下一代通信系統中的光波導器件

硏究人員：曾漢奇博士、陳錦泰博士、許中奇博士
獲撥款項：653,000元
MEVVA源離子注入合金屬硅化物

硏究人員：黃世平博士、魏爾遜敎授
獲撥款項：568,000元

成因之研究

硏究人員：陳重娥醫生、郭克倫敎授、郭志良敎授、楊鐸輝醫
生、湯寧信醫生、陳恩強醫生、楊匯博博士
獲撥款項：546,000元
胰臟内分泌要素對控制血糖機制之分子研究

硏究人員：李應潮博士
獲撥款項：673,000元
決定中央神經系統抑制性突觸傳遞的分子因素

硏究人員：容永豪博士
獲撥款項：502,000元
非衍生之花生油酸代謝物，8-異-類前列腺素F2之合成
及其抗體之製備

硏究人員：簡偉明博士
獲撥款項：383,000元
有關香港華人高血壓遺傳因素之研究

室内移動機械人自動導航所需之視覺系統

硏究人員：徐孔達博士、陳澤權博士
獲撥款項：303,000元
非均勻大規模集成電路傳輸線之時域特徵、模型與模擬

硏究人員：張逢猶博士、周昌敎授
獲撥款項：503,000元
生物電阻抗技術與肺血圖——模型方法的驗證與臨牀應用

硏究人員：蔡德祥先生、陳學深醫生
獲撥款項：404,000元

硏究人員：楊匯博博士、陳恩強醫生、陳重娥醫生、湯寧信醫
生、孫德生博士、胡錦生博士、郭志良敎授
獲撥款項：593,000元
哺乳類的神經軸突在視覺神經路徑發育中的引導

硏究人員：陳新安博士、容永豪博士
獲撥款項：1,540,000元
鼠類Tlx遺傳基因在生長發育過程中的表現及其如何在胚
幹細胞裡被破壞之研究

硏究人員：鄭鍾淑嫻博士
獲撥款項：633,000元
抗磷酯膽鹼載體抗體的結構分析

研究人員：林柏良博士、崔耀隆博士
獲撥款項：54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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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學
由3,4-二(三甲基硅）呋喃位置專一性轉化爲2,3-二取
代，2,4-二取代，2,3，4-三取代及2，3，5-三取代呋喃
研究人員：黃乃正敎授
獲撥款項：417,000元

交積、霍甫代數及其應用
研究人員：岑嘉評博士
獲撥款項：303,000元

聚電解質溶液的激光散射研究
硏究人員：吳奇博士
獲撥款項：441,000元

非線性泛函分析及應用
研究人員：吳恭孚敎授、黃友川敎授
獲撥款項：323,000元

過渡金屬砂鍵能之測定
硏究人員：陳建成博士
獲撥款項：433,000元

Hadmard曲面之間的調和映射及萬有Teichmüller空間：
函數論及完備流形的結構

新穎多聚材料之合成及物理性質：單分散、同手性
之星體濺爆脈絡分子體
硏究人員：周克勳博士
獲撥款項：573,000元
先活性

simalikalactone

純數學

D及Quassinmarin

之合成

硏究人員：成公明博士
獲撥款項：433,000元

硏究人員：溫有恒博士、譚聯輝博士、區國強博士
獲撥款項：526,000元
緊強擬凸CR流形的不變量和分類
硏究人員：陸慶燊博士
獲撥款項：323,000元
負曲率流形上之調和函數
硏究人員：鄭紹遠敎授
獲撥款項：329,000元

磷化銦及相開半導體之多疏化物之表面鈍化
硏究人員：郭偉民博士、黃世平博士、許加聰博士
獲撥款項：403,000元
有氮功能性及位阻之金屬烴的合成及反應性
研究人員：梁永波博士、麥松威敎授
獲撥款項：383,000元
聚偶苯分子之合成：含12π電子反芳單元之共軛聚合體
硏究人員：梁文傑博士
獲撥款項：573,000元
金屬系統的體積度和玻璃形成
研究人員：瞿顯榮博士
獲撥款項：640,000元
發展用於鋼鐵結構磁性無損測試方法
硏究人員：吳恒亮博士、瞿顯榮博士
獲撥款項：560,000元
雙核與多核絡合物的合成、結構及性能
硏究人員：麥松威敎授
獲撥款項：659,000元
Application

of preorganized

second coordination

ligands to the synthesis of cobalt containing
polymers-structure-reactivity

relationship

geometrical

polymers

isomers and 3D

sphere
coordination

between

研究人員：歐陽植勳博士
獲撥款項：57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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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教職員進修計劃簡報
大學每年提供各種獎學金及進修資助計劃資料，鼓勵敎職員申請資助，前往海外進修，
從事研究工作，舉辦研討會，或出版刊物。
—九九三至九四年度各項主要進修計劃之受惠人資料簡列如下：

亞洲生産力組織
獲資助者：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講師金承哲博士
資助計劃：前往日本出席生產管理資訊系統硏討會

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資助計劃
獲資助者：新聞與傳播學系高級講師陳文博士
資助計劃：前往美國哈佛大學編纂一本關於香港過渡期及
新聞工作者的書籍，以及撰寫有關華南地區電

日期： 九三年八月九日至九月十六日

視廣播發展之文章。
日期： 九三年九月一日至九四年八月十五日

東南亞高等敎育機構資助計劃

獲資助者：翻譯系講師王宏志博士

獲資助者：會計學院講座敎授辜飛南敎授

資助計劃：前往美國哈佛大學從事硏究工作

資助計劃：前往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講學及從事硏究

日期： 九三年八月廿三日至九四年八月六日

工作
日期：

九四年一月廿四日至二月七日

關祖堯敎職員發展基金
獲資助者：藝術系講師呂振光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與英國劍橋大學羅賓遜學院交換計劃
獲資助者：社會學系講師呂大樂博士

資助計劃：前往英國攻讀藝術課程
日期： 九三年十月一日至九四年九月十七日

資助計劃：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從事硏究工作

獲資助者：英文系講師葉彩燕博士

日期：

資助計劃：前往美國從事硏究工作

九四年二月廿一日至五月一日

日期：

九四年一月一日至六月廿八日

高級行政管理文憑課程獎學金

獲資助者：英文系一級導師丘幼君先生

獲資助者：電算機服務中心二級高級電算師鄭志豪先生及

資助計劃：前往英國諾定咸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課程

工商管理學院兼讀學位課程二級執行助理麥年

日期： 九四年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一日

豐先生
資助計劃：攻讀高級行政管理文憑課程

利希愼敎職員發展基金

日期：

獲資助者：會計學院講師任枝明博士

九三年九月二日至九四年七月

資助計劃：攻讀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法律文憑課程

費美臣東亞硏究基金
獲資助者：英文系講師李行德博士
資助計劃：從事有關建立香港兒童語言電腦資料庫之計劃
日期：

九三年九月至九五年八月

獲資助者：建築學系講師何培斌博士

日期︰九三年九月至九四年五月
獲資助者：硏究事務處硏究事務主任葉顏文慧女士
資助計劃：前往美國訪問以硏究爲主導之大學
日期： 九三年八月二至十三日
獲資助者：會計學院講師吳奕敏先生
資 助 計 劃 ： 攻 讀 澳 洲

資助計劃：硏究香港天后廟之建築藝術
日期：

九三年九月至九四年四月

James Cook University of North

Queensland兼讀博士學位課程

日期：

由九四年二月開始之學年

獲資助者：建築學系講師李以康先生及何培斌博士

獲資助者：管理學系講師呂蘇綺麗女士

資助計劃：編輯有關中國建築之文選

資助計劃：前往法國修讀爲管理學敎師開辦之課程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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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事•項
新任講座教授
大學委任李紹鴻博士爲
社區醫學講座敎授，由一九
九四年七月四日起生效。

又已婚同事在選擇其本身或配偶所享有之各類福利
(例如子女敎育津貼、房屋及機票等)事宜如有變更，或
其配偶在工作上所獲之福利有所改變，亦請塡寫特定之
表格通知人事處。查詢請電人事處(內線七一八九）。

李紹鴻敎授一九五八年
畢業於香港大學，獲授內外

上下班專車新收費

全科醫學士學位，旋赴新加

校方與承辦敎職員上下班專車服務的強記旅運有限

坡大學深造，於六三年獲授

公司最近簽訂新協議，由本年八月一日起調整每人每月

公共衞生文憑。李敎授繼於

車費如下：

六九年考取倫敦大學工業健
康文憑，並孜孜不倦鑽硏香
港流行病學，九二年獲港大頒授醫學博士學位。
李敎授自六零年加入港府醫務衞生署工作，服務廿
九年，官至署理醫務衞生署署長，工作範圍包括預防醫

路線

新收費

港島區

三百七十五元

九龍及新界

二百三十元

散客收費亦同時調整，港島區路線每程十二元，其
他各線每程九元。

學、公共衞生及計劃、流行病學和行政管理。八九年出
長新成立的衞生署，策劃一連串改革，以提高本地醫療
服務水平，九四年六月退休。
李敎授爲許多醫學團體之資深院士，亦擔任很多公
職，現任香港社會醫學學院院長。李敎授於八八年獲世
界衞生組織西太平洋區辦事處頒發獎章，表揚他在改進
香港公共衞生方面的傑出貢獻。
李敎授已婚，有子女四名。

薪金調整

增加交通津貼
大學由本年八月一日起增加乙類及丙類服務條款僱
員每月的交通津貼，詳情如下：
居住地區

新訂津貼額

港島

九十四元

九龍、荃灣、屯門及元朗

七十八元

上水及粉嶺

五十四元

大埔

三十二元

沙田

二十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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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將於八月按新訂金額支薪，
並連同四至七月之補薪一起發還予僱員。
至於甲類服務條款僱員之薪金調整，尙待港府正式
通過。總務處希望可於九月支付新訂薪金，並連同四月
起之補薪一倂發還僱員。

教職員進修津貼
大學現接受乙類及丙類服務條款敎職員申請進修學
費津貼。惟申請津貼之課程，以在一九九四年九月至十
二月期間開課者爲限。隸屬各學系、學院院務室、學院
服務部門及下列行政部門之職員的申請，須連同學系系
主任或直屬上司之書面推薦，送交有關學院院長或部門
主管考慮：

更改個人資料請通知人事處
各同人之個人資料如地址、電話、婚姻狀況、學

校長室
書院院務室及輔導處

歷等倘有更改，請盡早以書面通知人事處，以便修訂

敎務處

大學之人事紀錄。大學刊物如《中大通訊》、《槪

秘書處

況》、《校刊》等所載之敎職員資料，均以人事處紀

總務處

錄之個人資料爲準，而出版此等刊物之出版事務處，

內部審核處

並無儲存敎職員個人檔案，亦不負責修訂人事檔案紀

人事處

錄。

行政事務主任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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硏究院院務室

十月卅一日前直接寄交下列地址：

建築處

Bishop Williams Memorial Fund

電算機服務中心

c/o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其他申請，須經部門主管書面推薦，於一九九四年

Rikkyo (St. Paul's) University

九月九日（星期五)或以前送交人事處，轉行政事務委員

Nishi Ikebukuro, Toshima-ku

會秘書譚壽森先生收。所有申請必須於課程開始前提

Tokyo 171, Japan

出，方獲考慮。查詢可電人事處(內線七二八六）。

查詢詳情請電人事處(內線七二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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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至
九七年度「訪問硏究員/培訓學員」計劃資助之申請。
獲選者可在日本立敎大學或其他聖公會敎育機構從
事硏究或修讀所選學科。
新年度之硏究或培訓計劃由九五年十月開始，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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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人宿舍
宿費，以及來回日本之旅費。
申請人須
(一）於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時年齡未滿卅五歲；
(二）大學或大專畢業；目前須受僱於商業、農業或敎育
機構；或任職於政府部門；或於硏究院攻讀；或具

教職員及配偶國粵語課程
新雅中國語文硏習所由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三日至十
二月六日於方樹泉樓再度爲本校敎職員及其配偶舉辦下
列各項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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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外籍敎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級國語課程。
(二）供外籍敎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級粤語課程。
(三）供粵籍敎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級國語課程。
(四）供非粤籍敎職員及其配偶選修之初級粵語課程。
以上課程每班限額八人，按報名先後取錄，少於四
人不開班。全期學費爲四千四百四十港元，凡聘任期不
少於兩年之本校全職敎職員及其配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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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就學者，請於一九九四年九月三日前與該硏習
所聯絡(內線六七二七）。

上述各項之同等資格；或畢業於特殊技術或職業學
校及具數年有關工作經驗；
(三）爲聖公會會友並經其敎區會督推薦。若屬其他宗派

日本當代版畫展
新亞書院許氏文化館現展出「日本當代版畫」，展

之基督徒，則須由一位聖公會會督推薦。

覽日期至下月十六日止。展覽由許氏文化館及日本國際

申請表格可向人事處索取，塡妥後須於一九九四年

交流基金合辦，獲日本駐港總領事館贊助。歡迎參觀。

中大通訊
1.本刊逢月中出版，下期截稿日期爲八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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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傳眞6035503)。
3.投稿者須附眞實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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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本刊每期發行二千四百份，免費供校內敎職員索閱，部分郵寄本地敎育機構及與大學有關人士。私人索閱，請致函本刊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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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