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園恢復運作 - 問與答

交通
1. 港鐵大學站關閉，我可以乘坐甚麼交通工具回校?
由於港鐵大學站仍然關閉，同事可選擇以下公共交通工具往返校園，有關路線
由 2019 年 11 月 25 日起投入服務:
(1) 校方將安排穿梭巴士，於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及大學假期除外），早上 7
時至 10 時及下午 4 時 30 分至 7 時 30 分，來往大埔墟港鐵站（達運道，A2 出
口旁）及本部邵逸夫堂。上車時必須出示有效中大證件。
(2) 公共巴士及公共小巴營運商亦會因應公眾需求及交通狀況，於上/下班繁忙
時段加派車輛往來大學及不同地區，詳情可參閱資料表
http://www.cuhk.edu.hk/transport_office/Public_Transport.pdf 、運輸署及各公共巴士
及公共小巴營運商的最新資訊。
2. 校園內有沒有校巴運作?
由於所有大學校巴遭嚴重損壞而未能提供服務，因此由 2019 年 11 月 25 日起校
內的穿梭校巴服務將有臨時安排，詳情可瀏覽交通處網頁
http://www.cuhk.edu.hk/transport_office/indexc.htm
3. 如果我開車進入校園，應該從那一個入口進入?
-

-

車輛只可經由大埔道大學正門入口(四條柱正門)進出校園。大埔道崇基學院
入口(崇基門)將不准車輛駛入。二號橋由於已經圍封，車輛不能經科學園入
口進入校園。
如果車輛沒有有效的中大泊車證，駕駛人士或乘客須出示「中大通」，校友
則須出示校友圖書證或校友信用咭以證明身分。
未能提供以上資料的人士，須向保安人員登記車牌及身分證明資料。惟校方
保留拒絕駕駛人士進入校園的權利。

4. 如果我步行進入校園，應該從那一個入口進入?
-

行人可經由大埔道大學正門入口(四條柱正門)、大埔道崇基學院入口(崇基
門)或港鐵大學站 A 出口旁的通道進入校園。
大學教職員及學生須出示「中大通」，校友則須出示校友圖書證或校友信
用咭以證明身分。

-

未能提供以上資料的人士，須向保安人員登記身分證明資料。惟校方保留
拒絕行人進入校園的權利。

校方亦會為校內居住教職人員的家屬提供臨時住戶證。承辦商的員工或具原因
到校的訪客，亦需辦理臨時通行證方可進入校園。上述臨時措施旨在加強保障
校內教職員及學生以及保護校園。

安全事宜
5. 校方何時公布空氣、泥土、水質檢測結果?
校方較早時已經委託了獨立認可實驗室，並已經在不同地方包括二號橋附近抽
取空氣、水質和環境表面的樣本，送往化驗。
大學在 2019 年 11 月 22 日收到首批八個泥土樣本的結果，顯示該批泥土樣本中
並無「多氯聯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簡稱 PCB）、「氰化物 」
（Cyanide，俗稱「山埃」）以及「多環芳香烴」（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簡稱 PAH）的成分。至於發射催淚煙是否必然會產生二噁英，
目前眾說紛紜，為了審慎起見，校方亦一併為樣本檢測是否含有二噁英，惟須
待兩星期後才有海外化驗結果。校方將於收到所有化驗結果後向大學成員公
布。
空氣質素檢測方面，校方會在校園各處（尤其在二號橋附近較受影響的地方）
收取二十四小時的空氣樣本，以檢測空氣中有否含有二噁英。由於這些樣本須
寄往海外實驗室，化驗結果需時。當收到化驗結果後，校方定會向大學成員公
開布。
6. 學校的食水是否安全?
在食水安全方面，中大的食用水源由水務署經密封管道提供，在中大區域內不
會經過露天管道，水質不受空氣中物質的影響。為確保安全，校方亦已將水質
樣本送往測試，將於收到結果後即時公布，以釋疑慮。

清理雜物及危險品
7. 校園四週的雜物及危險品是否已經全部清除?
自 11 月 16 日起，大學已進行多次校園搜查及清理工作，並在校園不同地點及
公用地區檢獲為數不少的汽油彈及易燃物品，有關物品已即時交由大學安全事

務處暫為妥善保存，再在消防處協助下轉交警方處理。現時大學仍繼續檢視校
園其他地方，如有人發現其他危險品或構成阻礙的雜物，應通知保安處 24 小時
控制室，以便安排相關部門人員協助清理。
校巴車輛被毀，所有需檢查、修理或移離的車輛已另闢地區安放，交通處已確
立有關紀錄並會安排跟進。
校園內外路面的堵路障礙物及剩餘雜物已清理，大學將進行大規模路面整理，
駕駛人士於校園內行車須格外小心。
關閉區域
8. 我是前線工友，在二號橋關閉區域附近工作，如何保障我的安全?
為保障同事健康及安全，校方將會暫時關閉二號橋附近一帶的環迴東路，除提
供緊急或必要工作的人員及汽車之外，其他人士及車輛不能通過。
在關閉區域工作的員工，將獲校方按照標準防護準則提供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
及工具。
9. 我的工作地點不在關閉區域，但仍然擔心健康受影響，如何獲得更多相關資訊?
在開放的環境，流動的空氣具稀釋作用，會把空氣中的有害物質稀釋，同事應
該不用太過擔心空氣污染的問題。若同事在復工後對工作環境有所顧慮，有關
日常辦公室的清潔安全健康指引可瀏覽
https://www.cpr.cuhk.edu.hk/tc/announcements_detail.php?1=1&id=33&t=health-andsafety-issues-of-duty-resumption&s=
大學與「CCOUC 災害與人道救援研究所」合作，已安排一系列工作坊，為同事
講解有關復工時清理工作間的一般安全及健康防護要點。 有興趣的同事可登入
以下網址收聽 11 月 22 日首次工作坊的錄
音 : https://panopto.cuhk.edu.hk/Panopto/Pages/Auth/Login.aspx?Auth=Viewer&ReturnU
rl=%2fPanopto%2fPages%2fViewer.aspx%3fid%3d7d9c946f-ab26-44ac-bff1ab0d0039ef11 。
另外兩節工作坊的詳情將另行公佈，供同事登記參加。
10. 夏鼎基運動場曾經被催淚彈射擊，恐怕受到污染，下學期是否能使用?
鄰近二號橋的物業管理處辦事處及全露天的夏鼎基足球場均在早前的衝突中受
到影響，需要關閉以便進行清理及復修工作。其中由於夏鼎基運動場的草地受

到大範圍波及，為保障同事及同學健康，必須重新舖設草皮，在該運動場上課
的安排將有更改，詳情將於稍後公布。
11. 二號橋附近的污染狀況及清理安排進展如何?
校方較早時已經委託了獨立認可實驗室，在不同地方包括二號橋附近抽取空
氣、水質和環境表面的樣本，送往化驗。待收到所有化驗報告後會安排專業清
潔公司清理此區域。
12. 我在教研樓二樓工作，室內仍然有一些氣味，擔心安全問題，研究工作需要中
止嗎?
教研樓較為遠離受影響的地方，在開放的環境和空氣稀釋作用下，安全風險較
為低。部分地點窗戶和冷氣因停工而關閉了一段時間，在復工後應該盡量打開
窗戶，讓室內空氣流通。

學務
13. 校方能否公布學生評核的方式，令教員有清晰的指引?
2019-20 年度第一學期已於 2019 年 11 月 13 日結束，直至 2020 年 1 月 6 日第二
學期開始。大學成立的特別小組，已確立了此期間的學習支援及科目評核處理
框架，並得教務會主席同意。有關學院及部門正按指引商討評核機制選擇及網
上學習細節。此安排已知會相關教學人員及同學。
在大學本部以外地方進行的教與學活動如醫學院的臨床課堂，以及在中環美國
銀行中心進行的課堂，將按有關學系/學院宣布安排繼續進行。

彈性處理
14. 如果乘坐穿梭車或公共交通工具，可能會因交通狀況而遲到，校方有沒有特別
安排?
個別同事可能受道路狀况或公共交通系統延誤影響而致上班遲到或被迫缺勤，
各部門主管可酌情彈性處理。
15. 我正在懷孕，恐怕會影響胎兒，校方有沒有特別安排?
若個別教職員預計回校復工有確切困難（例如：同事正值懷孕或為幼兒授乳，
或有特殊家庭狀況需予照顧），請與所屬部門主/負責人員商討合適的安排，例

如在部門運作可行的情況下，暫時讓同事於家居處理公務。

住宿及設施
16. 學生如果無家可歸，能否回宿舍暫住?
所有本科生住宿設施均會關閉，書院已通知各宿生相關安排，如有疑問，請向
各相關單位查詢。宿舍關閉期間，有關宿費將會退回宿生，稍後再作交待。如
宿生就搬離宿舍有困難，請與相關單位溝通，有關單位會按情況再作考慮。
賽馬會第一座研究生宿舍同學可聯絡舍監，商討選擇遷往其他宿舍。
非本地生同學可聯絡舍監，商討選擇遷往其他宿舍。
17. 教職員何時可以搬回宿舍?
教職員隨時可搬回宿舍，住戶可獲 2019 年 11 月 11 至 24 日免租/免薪金扣減安
排。

日常服務
18. 圖書館會否重新開放？
圖書館將於 2019 年 11 月 25 日重新開放。
19. 校園服務例如超市、膳堂會否恢復營業?
餐飲

校 內 部 分 餐 廳 將 於 11 月 25 日 （ 星 期 一 ） 恢 復 營 業 ， 營 運 時 間 請 瀏 覽
https://www.cpr.cuhk.edu.hk/tc/announcements_detail.php?1=1&id=31

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最快將於 11 月 28 日（星期四）恢復營業。
銀行服務
恆生銀行於富爾敦分行已正常恢復業務。

迅速應變專責工作組
20. 我對校園復修有很多建議，應該向甚麼部門提出?
大學已成立跨部門的迅速應變專責工作組，下設五個分組，處理所有中大成員
在近期事件中感到困擾的問題。
(1) 文化共融分組（召集人：吳基培副校長）culturalis@cuhk.edu.hk
具體職權範圍包括：
 分析當下社會及校園情況，了解妨礙共融的問題所在。
 向大學建議舉辦各項文化共融活動，為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學成員締造深
度對話機會，促進相互了解。
 協調相關單位（包括書院及學系）支援有需要同學及處理校園欺凌事
宜。
 接收外界對大學在文化共融方面的意見或建議，向現存服務單位提供支
援。
(2) 學業支援分組（召集人：余蕙卿教務長）academicss@cuhk.edu.hk
具體職權範圍包括：
 處理及支援個別同學有關學業的問題，例如學科退選及休學等。
 如有同學有需要延長修業期限，會因應個別情況向有關審批部門作出建
議。
 迅速處理課堂相關安排，並適時以有效方式對外公布。
(3) 校園安全、保安及法律事宜分組 （召集人：吳樹培副校長）
csslms@cuhk.edu.hk
具體職權範圍包括：
 迅速處理及回應校內涉及安全、保安的事宜。
 處理所有同學有關法律支援的查詢，聯絡義務校友律師，提供協助。
 設立 24 小時法律支援熱線，供有需要同學求助。
(4) 學生支援及心理健康分組（召集人：吳基培副校長）ssws@cuhk.edu.hk
具體職權範圍包括：
 協調相關單位致力營造正向校園。
 透過不同活動及教育宣傳工作，強化同學的情緒健康，並加強現有 24 小
時情緒支援熱線的服務。
 為有需要同學安排精神科醫生及臨床心理學家提供協助，包括研究短期
聘用不同文化背景的輔導員，以更好配合不同同學的需要。
 聯繫有心的義務校友，從多種途徑協助同學的各種需要。

(5) 溝通與協調分組 （召集人：吳樹培副校長）caes@cuhk.edu.hk
具體職權範圍包括：
 透過不同通訊平台包括 Telegram (https://t.me/cuhkofficialnews/) 及微信（即
將設立），傳送相關資訊及最新消息。
 因應各種平台特性將內容製作為簡易版本，以及將相關資訊提綱挈領摘
要傳送，便於閱覽。
 協調不同持分者，加強溝通及了解。
 聯繫業界專家，協助提供意見。

緊急聯絡
保安處：
安全事務處：
物業管理處：

電話：3943 7999
電話：3943 7958
電話：3943 6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