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二零零二至
二零零三年度校曆

教學學期

全日制本科課程

醫科課程

醫科第一、二年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二月七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至五月十日

第一期專業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九日開始

（醫科一年級）

醫科二年級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九日開始

醫科第三至第五年

學年 二零零二年七月二日至二零零三年六月廿八日

第二期專業考試 二零零三年五月九日開始

（醫科三年級）

第三期專業考試 二零零三年四月廿九日開始

（第一部）（醫科四年級）

第三期專業考試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四日開始

（第二部）（醫科五年級）

其他課程（包括護理學及藥劑學）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四至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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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 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至四月十七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四月廿五至三十日，五月二至七日及

九至十二日

暑期課程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三十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七月二至三日

兼讀制本科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一月廿九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至十日

課程編號4000及以上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四至十日

主修科目學期考試

第二學期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廿五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三月廿七日至四月三日

課程編號4000及以上 二零零三年三月廿八日至四月三日

主修科目學期考試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三年四月四日至六月十二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六至廿三日

課程編號4000及以上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七至廿三日

主修科目學期考試

研究院課程

（另列課程除外）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二月七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九至十四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至四月廿三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四月廿四至三十日

註：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哲學博士、哲學碩士、理學碩士課程及電子商貿技術理
學碩士課程會於二零零三年六至八月開辦暑期課程。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九日

住宿週（一年級生）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九至廿三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二零零三年二月八日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四日至五月三日

第四學期 二零零三年五月九日至七月十二日

住宿週（二年級生） 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四至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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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廿三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廿三日至二零零三年一月廿九日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三年三月五日至四月三十日

全日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二月七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九至十四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至四月廿三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四月廿四至三十日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三年五月五日至八月九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一至十六日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晚間制）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廿五至三十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八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至八日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日至六月七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至三日及五至七日

暑期課程

第一期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廿二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六至廿二日

第二期 二零零三年七月廿三日至八月廿六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至廿六日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週末制）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七日至十一月廿三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廿三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一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三月一日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三年三月八日至六月七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六月七日

暑期課程

第一期 二零零三年六月廿一日至七月十九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九日

第二期 二零零三年七月廿六日至八月廿三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八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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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醫療）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廿五至三十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八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至八日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日至六月七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五月卅一日至六月三日及六月五至七日

財務學理學碩士課程
環球商業理學碩士課程
市埸學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廿五至三十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八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至八日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日至五月三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四月廿六至三十日及五月二至三日

臨T藥劑學碩士課程

（二零零二年度課程）

第二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二月七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九至二十日

（二零零三年度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至四月十七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四月廿八日至五月十七日

護理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廿五至三十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九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五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至十五日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三年三月廿四日至六月廿八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六月廿三至廿八日

預防醫學碩士課程（二零零一年九月及以後入學適用）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二月十四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九至十四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至七月五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六月廿八至三十日及七月二至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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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醫學碩士課程（二零零一年一月及以前入學適用）

（二零零二年度課程）

第二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二月廿一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六至廿一日

（二零零三年度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至六月廿八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六月廿三至廿八日

會計學碩士課程
企業經濟理學碩士課程
電子商貿管理理學碩士課程
資訊與科技管理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廿五至三十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八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至八日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日至六月七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五月卅一日至六月三日及六月五至七日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理學碩士課程（二零零一年九月及以後入學適用）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二月十三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七至十三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至三月廿九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三月廿四至廿九日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至六月廿八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六月廿三至廿八日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理學碩士課程（二零零一年一月或以前入學適用）

（二零零二年度課程）

第二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二月十三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七至十三日

（二零零三年度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至六月廿八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六月廿三至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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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二月廿三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六至廿三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至六月三十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六月廿三至三十日

訊息工程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六至廿一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至四月四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四至廿六日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三年五月五日至七月廿六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一至十六日

學位教師高級教育文憑課程（學生輔導）
學位教師高級教育文憑課程（資訊科技教育應用）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二月十四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三年二月六日至五月十七日

學位教師高級教育文憑課程（普通話教育）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七月廿三日至八月十四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廿三日至二零零三年四月廿二日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廿八日

第四學期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廿二日至二零零四年三月卅一日

應用地理信息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二月十三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七至十三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廿九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三月廿四至廿九日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三年三月卅一日至七月十二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七月七至十二日

第四學期 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四日至八月三十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八月廿五至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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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二月十四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六至十八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至五月十七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三月卅一日至四月二日

產科護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二月七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至七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廿二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七日至廿二日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三年四月七日至七月十二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七月七至十二日

精神健康護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一月廿三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八至廿三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九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一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二月廿四日至三月一日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七日至六月七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五月卅一日至六月三日及六月五至七日

社會工作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至十二月七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至七日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至四月廿三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四至十七日及廿二至廿三日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三年四月廿八日至七月十二日

科目考試 二零零三年七月七至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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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典禮及假期

（日）（星期） 二零零二年八月

1 四 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學年開始

7 三 本科考試委員會會議

九月

6 五 研究院院務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13 五 工程學院院務會會議

18 三 工商管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21 六 公眾假期 ── 中秋節

24 二 教育學院院務會會議

十月

1 二 公眾假期 ── 國慶日

5 六 預科生輔導日〔全日制本科課程（醫科三至五年級除外）

停課〕

9 三 教務會會議

14 一 公眾假期 ── 重陽節

16 三 文學院院務會會議

社會科學院院務會會議

23 三 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十一月

15 五 研究院院務會及其執行委員會會議

工程學院院務會會議

19 二 教育學院院務會會議

十二月

5 四 第五十八屆頒授學位典禮（部分課程及考試暫停）

11 三 教務會會議

24 -（1月）1日 二至三 大學聖誕假期

25 三 公眾假期 ── 聖誕節

26 四 公眾假期 ── 聖誕節後第一個週日

二零零三年一月

1 三 公眾假期 ── 一月一日

24 五 研究院院務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30 -（2月）5日 四至三 大學農曆新年假期

31 -（2月）1及 五至六 公眾假期 ── 農曆新年

3日 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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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19 三 工商管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26 三 文學院院務會會議

社會科學院院務會會議

三月

5 三 本科考試委員會會議

13 四 醫學院院務會會議

14 五 工程學院院務會會議

18 二 教育學院院務會會議

19 三 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四月

4 五 研究院院務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5 六 公眾假期 ── 清明節

9 三 教務會會議

18-19及21 五至六 公眾假期 ── 復活節

及一

五月

1 四 公眾假期 ── 勞動節

7 三 社會科學院院務會會議

8 四 公眾假期 ── 佛誕

16 五 工程學院院務會會議

28 三 文學院院務會會議

工商管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30 五 研究院院務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六月

3 二 教育學院院務會會議

4 三 公眾假期 ── 端午節

11 三 教務會會議

19 四 醫學院院務會會議

25 三 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七月

1 二 公眾假期 ──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

16 三 本科考試委員會會議

25 五 研究院院務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31 四 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學年終結

註：所有公眾假期均為大學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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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主管人員

監督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

校長 金耀基教授

副校長 楊綱凱教授
廖柏偉教授
鄭振耀教授

司庫 陸觀豪先生

崇基學院院長 李沛良教授

新亞書院院長 黃乃正教授

聯合書院院長 馮國培教授

逸夫書院院長 楊汝萬教授

研究院院長 楊綱凱教授

文學院院長 羅炳良教授

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李天生教授

教育學院院長 鍾宇平教授

工程學院院長 程伯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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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院長 鍾尚志教授

理學院院長 柳愛華教授

社會科學院院長 梁怡教授

秘書長 梁少光先生

教務長 何文匯教授

圖書館館長 Dr. Colin Storey

財務長 陳鎮榮先生

大學輔導長 鄭振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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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董會

主席 利漢釗博士

副主席 郭炳聯博士

校長 金耀基教授

副校長 楊綱凱教授 廖柏偉教授
鄭振耀教授

司庫 陸觀豪先生

終身校董 簡悅強爵士 胡百全博士
邵逸夫博士 利榮森博士
Dr. Clark Kerr 利國偉博士
利漢釗博士

書院校董會選任 熊翰章博士（至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七日止）
郭志樑先生（由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起）
利德蓉博士 周文軒博士
香樹輝先生 何添博士
岑才生先生 李和聲先生
鄭潔賢女士

書院院長 李沛良教授 黃乃正教授
馮國培教授 楊汝萬教授

學院及研究院院長 羅炳良教授 李天生教授
鍾宇平教授 程伯中教授
鍾尚志教授 柳愛華教授
梁怡教授 楊綱凱教授

書院院務委員會選任 梁元生教授 金聖華教授
張雙慶教授 譚兆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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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會選任 鄭振耀教授 關信基教授
盧乃桂教授

監督委任 鄺其志先生 梁定邦先生
吳方笑薇女士 黃志祥先生
戴希立先生 王維基先生

立法會官守議員以 陳鑑林議員 張文光議員
外之議員互選產生 田北俊議員

校董會由香港居民 鄭維健博士 鄭明訓先生
中選任 張�昌博士 馮國綸博士

郭炳聯博士 汪穗中先生

評議會選任 劉世鏞先生 李金鐘先生
殷巧兒女士

秘書 梁少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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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會屬下委員會

行政與計劃委員會
主席 金耀基教授

委員 陳鎮榮先生 鄭振耀教授
程伯中教授 鍾宇平教授
鍾尚志教授 馮國培教授
何文匯教授 羅炳良教授
柳愛華教授 李沛良教授
李天生教授 梁怡教授
廖柏偉教授 黃乃正教授
楊汝萬教授 楊綱凱教授

委員兼秘書 梁少光先生

校園計劃及建設委員會
主席 郭炳聯博士

委員 陳鎮榮先生 張景文牧師
馮國培教授 馮兆滔先生
熊翰章博士 林健枝教授
李沛良教授 梁少光先生
陸觀豪先生 伍秉堅先生
黃志祥先生 鮑紹雄先生
黃乃正教授 楊汝萬教授

委員兼秘書 林泗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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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委員會
召集人 陸觀豪先生

委員 金耀基教授 郭炳聯博士
利漢釗博士 冼為堅博士

秘書 梁少光先生

校徽及禮袍設計委員會
召集人 梁少光先生

委員 熊翰章博士（至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七日止）
香樹輝先生（由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起）
金聖華教授 關信基教授
郭譚潔瑩女士 鄺其志先生
吳寧女士

秘書 許雲嫻女士

財務委員會
主席 陸觀豪先生

委員 馮國培教授 馮永祥先生
李沛良教授 金耀基教授
梁定邦先生 冼為堅博士
黃乃正教授 楊汝萬教授

秘書 陳鎮榮先生

榮譽學位委員會
主席 監督

委員 馮國培教授 金耀基教授
利漢釗博士 李金漢教授
李沛良教授 利德蓉博士
黃乃正教授 胡令芳教授
胡百全博士 楊汝萬教授
楊綱凱教授

秘書 梁少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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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院士委員會
主席 利漢釗博士

委員 金耀基教授 李沛良教授
陸觀豪先生 梁定邦先生
汪穗中先生 楊綱凱教授

秘書 梁少光先生

教職員服務規則委員會
主席 梁定邦先生

委員 陳鎮榮先生 張�昌博士
馮國綸博士 馮國培教授
金耀基教授
郭志樑先生（由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起）
李沛良教授 陸觀豪先生
黃乃正教授 楊汝萬教授

委員兼秘書 梁少光先生

大學投標管理委員會
主席 郭炳聯博士

委員 劉世鏞先生
李金漢教授

委員兼秘書 林泗維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
基金會有限公司

董事 金耀基教授（主席） 陸觀豪先生
郭炳聯博士 楊綱凱教授
程伯中教授

秘書 梁少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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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書院校董會

崇基學院校董會

主席 郭志樑先生 

副主席 利德蓉博士 

香港各教會團體 歐訓權先生	 李守慧博士

代表 李炳光牧師	 陸輝牧師	

	 魏國鴻先生	 薛磐基先生	

	 蘇義有先生	 戴浩輝博士	

	 王福義博士	 王國江先生

亞洲區基督教高	 呂元信先生	

等教育聯合董事	

會代表	

校董會推選董事 陳晴佑先生	 熊翰章博士	

	 高叔平博士	 郭勤功先生

	 黎錦文先生	 林珏先生

	 李國星先生	 李福慶先生

	 李國謙先生	 宋常康先生	

	 汪長智博士

其他董事 李沛良教授（院長）	

	 伍渭文牧師（校牧）

	 賴漢明教授（院務委員）	

	 羅炳良教授（院務委員）	

	 陸增鏞先生（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代表）	

	 許漢忠先生（崇基學院校友會代表）	

	 陸炳泉先生（崇基學院校友會代表）

秘書 郭譚潔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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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校董會

主席 周文軒博士 

當然校董 黃乃正教授（院長） 

 Ms. Julia M. Travers（雅禮協會香港代表）

香港耶魯大學協會 桂徵麒先生	 繆亮先生ﾍ

推舉校董  

香港教育委員會 梁民安博士	 戴希立先生

推舉校董  

香港中文大學 馮國綸博士

推舉校董  

香港大學 馮戩雲教授

推舉校董  

新亞書院校友會 香樹輝先生	 黃建平先生 

推舉校董 

校董會選任校董 鄭海泉先生	 周君廉博士	

	 朱嘉濠教授	 馮昇先生	 	

	 許國浩先生	 關百豪先生	

	 林耀明先生	 梁英偉先生	

	 李達三博士	 廖烈文先生	

	 劉尚儉先生	 長原彰弘先生	

	 伍秉堅先生	 蘇洪根先生	

	 湯恩佳博士	 伍淑清女士	

	 姚大衛教授

秘書 文直良博士

ﾁ聯合書院校董會

名譽主席 邵逸夫博士 

主席 岑才生先生 

副主席 張煊昌博士 

校董 陳普芬博士	 張雙慶教授	

	 鄒桂昌教授	 陳曾燾博士	

	 鄭家成先生	 鄭裕彤博士	

	 張譚愛蓮女士	 張景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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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家昌博士	 蔡冠深先生	

	 鍾汝滔教授	 霍經麟先生	

	 霍震寰先生	 方文雄先生	

	 方潤華博士	 馮國培教授（院長）	

	 何柱國先生	 何萬森先生	

	 何添博士	 顧爾言先生	

	 劉行榕教授	 李卓予教授	

	 李兆基博士	 李國忠先生	

	 廖烈武先生	 呂志和先生	

	 吳多泰博士	 岑啟基先生	

	 陳宗朝先生	 曾永康先生	

	 王啟達博士	 黃鈞堯教授	

	 黃紹曾先生	 黃義華先生	

	 胡百全博士	 殷巧兒女士	

	 葉元章先生

秘書 戴朝明先生 

逸夫書院校董會

主席 馬臨教授 

副主席 李和聲先生 

當然校董 楊汝萬教授（院長） 

ﾍﾍﾍﾍ Prof. Robert E. Allinson Prof. John A. Buswell 
 陳志輝教授	 陳文教授	

	 陳善偉教授	 陳尹璇先生	

	 鄭潔賢女士	 張譚愛蓮女士	

	 程伯中教授	 蔡寶琼教授	

	 鍾宇平教授	 方劉小梅女士	

	 方逸華女士	 馮兆滔先生	

	 徐培深教授	 金維明先生	

	 林健忠先生	 劉殿爵教授	

	 李少南教授	 盧文韻女士	

	 Mr. Louis Page（名譽司庫）譚兆祥教授	

	 陳守仁博士	 段樵教授	

	 王維基先生	 胡應劭教授	 	

	 楊鶴強教授	 任德盛教授ﾍ

秘書 吳寧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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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務會

校長（主席） 金耀基教授

副校長 楊綱凱教授 廖柏偉教授
鄭振耀教授

書院院長 李沛良教授 黃乃正教授
馮國培教授 楊汝萬教授

學院及研究院院長 羅炳良教授 李天生教授
鍾宇平教授 程伯中教授
鍾尚志教授 柳愛華教授
梁怡教授 楊綱凱教授

講座教授，如某學系並無聘任講座教授，則由該學系的教授職級教師出任

Prof. Robert E. Allinson Prof. Essy Baniassad
Prof. Michael Bond Prof. P.A. Cameron
陳維鄂教授 陳文N授
陳O明教授 陳毅R教授
陳永華教授 張明仁教授
陳烜之教授 鄭勳斌教授
鄭振耀教授 張妙清教授
程伯中教授 趙鳳琴教授
周檉森教授 鍾尚志教授
Prof. C.S. Cockram Prof. J.A. Dickinson
范劍青教授 霍泰輝教授
Prof. T. Gin 許仁茂教授
金聖華教授 Prof. David Paul Johns
Prof. R.L. Jones Prof. David R. Kember
金耀基教授 關信基教授
郭少棠教授 鄺重平教授
林順潮教授 林怡禮教授
郎咸平教授 劉允怡教授
劉家成教授 劉煥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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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佳教授 李熾昌教授
李卓予教授 李金漢教授
李少南教授 李沛良教授
李錫欽教授 李東教授
梁廣錫教授 梁志堅教授
梁秉中教授 梁怡教授
梁元生教授 李碩彥教授
李偉基教授 廖柏偉教授
盧煜明教授 Prof. Carmel M. McNaught
Prof. Constantine Metreweli 吳浩強教授
Prof. David H. Parker Prof. J.E. Sanderson
石元康教授 蘇基朗教授
蘇芳淑教授 辛世文教授
沈祖堯教授 Prof. David Thompson
段樵教授 Prof. Charles A. van Hasselt
黃澤權教授 黃乃正教授
黃宜定教授 黃永成教授
胡令芳教授 吳奇教授
吳宏一教授 辛周平教授
徐雷教授 徐揚生教授
姚大衛教授 丘成桐教授
楊汝萬教授 姚大衛教授
楊綱凱教授 楊瑞輝教授
任德盛教授

學系主任及學科主任（不屬前項者）
Prof. Anil T. Ahuja 蔡小強教授
陳德章教授 陳善偉教授
車鎮濤教授 張燦輝教授
張偉雄教授 鍾財文教授
鍾國衡教授 鄧仕樑教授
侯傑泰教授 何國強N授
關海山教授 關子尹教授
賴品超教授 賴紹Õ教授
林偉基教授 林健枝教授
劉忠明教授 李慶琦教授
李活雄教授 梁永波教授
盧乃桂教授 馬麗莊N授
Prof. Paul McGuinness 王福俊教授
宋恩榮教授 譚兆祥教授
陳志明教授 曾守焯教授
董何淑貞教授 黃顯華教授
王建元教授 黃世平教授（署理）
謝家正教授 楊偉豪教授
余濟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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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進修學院院長 李仕權先生

書院院務委員 張越華教授 方永平教授
陸潤棠教授 黃榮春教授
張雙慶教授 林健枝教授
呂大樂教授 楊鶴強教授

教務長 何文匯教授
（委員兼秘書）

圖書館館長 Dr. Colin Storey

大學輔導長 鄭振耀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張耀權

香港中文大學每一學院的學生一名，由在有關學院全時間修讀香港中文
大學學位認可課程的學生互選產生

胡可智（文學院）
何冠聰（商學院）
王誠傑（工程學院）

代表香港中文大學每一書院的學生會的一名學生，由全時間修讀香港中
文大學學位認可課程並屬該學生會的成員的學生互選產生

羅淑雯（崇基學院）
許瀚賢（新亞書院）
趙也樂（聯合書院）
關柏*（逸夫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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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會屬下委員會

教務籌劃委員會
主席 校長（或其指派之一名副校長）

委員 副校長
書院院長
學院院長
研究院院長

委員兼秘書 何文匯教授（教務長）

校外進修課程委員會
主席 廖柏偉教授

委員 學院代表各一人
張燦輝教授 吳毓武教授
鍾財文教授 吳錦榮教授
劉允怡教授 車鎮濤教授
莫邦豪教授

教務長
校外進修學院院長

秘書 關佩霞女士（校外進修學院院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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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委員會
主席 梁秉中教授

委員 書院院長或其代表
學院院長
大學通識教育主任
大學通識教育副主任
教務長

秘書 崔素珊女士（大學通識教育部辦公室主任）

體育委員會
主席 陳g明教授

委員 書院院長或其代表
教育學院院長
教育本科課程委員會主席
體育運動科學系系主任
體育部主任
大學輔導長
學生事務處處長
一名由校長提名之委員

盧乃桂教授

秘書 林國良先生（教務處助理主任）

師生諮詢委員會
主席 鄭振耀教授

委員 教務長或其代表
教師代表

書院代表各二人
張越華教授 何順文教授
陳新安教授 何培斌教授
孔憲煇教授 劉行榕教授
陳竟明教授 譚兆祥教授

學院代表各一人
陳偉光教授 張偉雄教授
蔡寶�教授 許正德教授
榮潤國教授 梁子威教授
鄺g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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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代表（與教師代表數目相等）
大學學生會會長
大學學生會代表三人
書院學生會代表各一人
學院代表各一人
研究生會代表一人

學生事務處處長

秘書 黃陳慰冰女士（學生事務處主任）

學生紀律委員會
主席 馬麗莊教授

委員 書院代表
李淑儀教授 姚大衛教授
周巧笑教授 譚兆祥教授

學院代表
張雙慶教授 張偉雄教授
林智中教授 林偉教授
鍾國衡教授 胡應劭教授
陳膺強教授

大學輔導長
教務長
大學學生會會長
選任學生委員

秘書 余蕙卿女士（教務處主任）

本科新生入學委員會
主席 何文匯教授

委員 各學院入學委員會主席

秘書 楊元富先生（教務處高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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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出版社委員會
主席 楊綱凱教授

委員 學院代表各一人
黎志添教授 周巧笑教授
陳維鄂教授 黃捷教授
Prof. Constantine Metreweli
車鎮濤教授 王紹光教授

研究院院長
本港居民二人，其中一人必須為非教學人員

劉殿爵教授 楊汝萬教授

委員兼秘書 陸國燊博士（大學出版社社長）

獎學金委員會
主席 陳永華教授

委員 書院代表
邵鵬柱教授 朱嘉濠教授
胡錦生教授 譚兆祥教授

學院代表
Prof. David Parker 牧野成史教授
蕭麗萍教授 張明遠教授
熊良儉教授 關海山教授
李以康教授

學生事務處處長

秘書 陳吳惠蘭女士（學生事務處主任）

本科考試委員會
主席 楊綱凱教授

委員 學院院長
教務長
各學院推薦代表一名

譚國根教授 張偉雄教授
秦嘉慧教授 林啟沛教授
Prof. C.S. Cockram 曾守焯教授
馮通教授

秘書 黃潘潔蓮女士（教務處高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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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書院
院務委員會

崇基學院院務委員會
主席 李沛良教授（院長）

委員 歐澤樑教授 陳偉光教授
陳永華教授 張妙清教授
張越華教授 周檉森教授
鍾財文教授 鄧仕樑教授
方永平教授 何順文教授
何陳雪鸚教授 郭少棠教授
鄺重平教授 賴漢明教授
林孟秋教授 劉創楚教授
柳愛華教授 羅炳良教授
李熾昌教授 李淑儀教授
李金漢教授 李活雄教授
梁怡教授 梁元生教授
莫邦豪教授 邵鵬柱教授
岑嘉評教授 蘇麗文教授
辛世文教授 曾榮光教授
韋妙宜教授 黃健康教授
黃永成教授

秘書 郭譚潔瑩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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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院務委員會
主席 黃乃正教授（院長）

委員 陳維鄂教授 陳新安教授
張明遠教授 張學明教授
周文林教授 朱嘉濠教授
鍾志杰教授 霍泰輝教授
馮明釗教授 何培斌教授
許敬文教授 金聖華教授
Prof. R.L. Jones 金耀基教授
劉可復教授 李浩文教授
李錫欽教授 李潤桓教授
梁偉賢教授 梁秉中教授
盧乃桂教授 陸國燊博士
陸潤棠教授 麥松威教授
黃榮春教授 石丹理教授
許正德教授 蘇芳淑教授
譚少薇教授 Ms. Julia M. Travers
董何淑貞教授 榮潤國教授
黃耀«教授 吳奇教授
姚大衛教授

秘書 文直良博士

聯合書院院務委員會
主席 馮國培教授（院長）

委員 區玉輝教授 湛偉權教授
陳燿墉先生 陳錦泰教授
陳毅恆教授 陳膺強教授
陳燿武先生 張雙慶教授
鄒桂昌教授 鄭漢其教授
周巧笑教授 孔憲煇教授
關信基教授 關海山教授
林健枝教授 劉行榕教授
劉義章教授 李卓予教授
李子建教授 梁廣錫教授
廖柏偉教授 盧德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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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美玲教授 吳恭孚教授
謝靜憶教授 徐孔達教授
黃坤堯教授 王香生教授
胡錦生教授 楊鍾基教授
楊綱凱教授 余濟美教授

秘書 戴朝明先生

逸夫書院院務委員會
主席 楊汝萬教授（院長）

委員 Prof. Robert E. Allinson Prof. John A. Buswell
陳志輝教授 陳文教授
陳竟明教授 陳展鳴教授
陳善偉教授 張光裕教授
程伯中教授 趙鳳琴教授
蔡寶þ教授 鍾宇平教授
林偉基教授 林順潮教授
李健康教授 李少南教授
梁永波教授 呂源教授
呂大樂教授 魏雁濱教授
蘇偉文教授 宋銀子教授
譚國根教授 譚兆祥教授
鄧素琴教授 曹景鈞教授
段樵教授 Prof. Ian H. Wilson
黃創儉教授 胡令芳教授
胡應劭教授 徐揚生教授
楊鶴強教授 任德盛教授

秘書 吳寧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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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顧問及
諮詢委員會

校外進修諮詢委員會
主席 陳方正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委員 陳鎮榮先生（香港中文大學）
張建東先生（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張綠萍女士（張綠萍有限公司）
關信基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李惠光先生（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李仕權先生（香港中文大學）
梁少光先生（香港中文大學）
邵公全博士（萬友貿易有限公司）
黃敦義先生（香港警務處）
伍步謙博士（永隆銀行）
楊瑞輝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秘書 關佩霞女士（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學院諮詢委員會
主席 蔣麗莉博士（E1 Media Technology Ltd.）

委員 陳其鑣博士（新進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Prof. Vincent W.S. Chan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鄭承文博士（光亞科技有限公司）
遲惠生教授（北京大學）
鍾寶璇教授（香港城市大學）
賴錫璋先生（地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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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炯朗教授（台灣清華大學）
呂明華博士（文明電子有限公司）
譚偉豪先生（權智（國際）有限公司）
唐維鐘先生（Simon Murray & Company）

杜卓華先生（偉易達電訊有限公司）
黃仲翹博士（永泰訊息技術（香港）有限公司）
王錫基先生（電訊管理局）

當然委員 程伯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院長）
徐揚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系系主任）
梁廣錫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系主任）
黃世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署理系主任）
黃永成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訊息工程學系系主任）
蔡小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系主任）

秘書 羅朱秀蘭女士（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
顧問委員會

主席 盧乃桂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

委員 Prof. Brian J. Caldwell（澳洲墨爾本大學）
Prof. John I. Goodlad（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Inquiry, USA）

Prof. Torsten Husen（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黃政傑教授（台南師範學院）
梁子勤教授（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大學）
Prof. Wim J. van der Linden（荷蘭特威泰大學）
閔維方教授（北京大學）
曾滿超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Prof. J. Douglas Willms（加拿大新伯倫瑞克大學）

當然委員 侯傑泰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
曾榮光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
黃顯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

秘書 侯傑泰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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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研究所
顧問委員會

主席 利榮森博士（北山堂基金）

當然委員 金耀基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何文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
蘇芳淑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

委員 關善明博士（關善明建築師事務所）
林業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利乾先生（北山堂基金）
鄧聰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屈志仁教授（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館）

當然委員 陳鎮榮先生（香港中文大學財務長）
兼秘書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顧問委員會

主席 鄭裕彤博士（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及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副主席 馮永祥先生（禹銘投資有限公司）
袁天凡先生（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委員 陳廷驊博士（南豐紡織有限公司）
張永霖先生（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張詠嫻女士（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有限公司代表）
鍾明輝先生（Aik San Realty Ltd.）

方鏗先生（肇豐紡織有限公司）
馮國經博士（利豐有限公司）
郭炳湘先生（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李兆基博士（恆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李嘉誠博士（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Mr. Washington Z. SyCip（The S.G.V. Group Ltd., The Philippines）
楊俊文博士（寶法德企業有限公司）

當然委員 李天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賴紹´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主任）
陳志輝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主任）

秘書 楊胡令筠女士（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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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學諮詢委員會
主席 李家祥博士（李湯陳會計師事務所）

委員 陳作輝先生（香港總商會代表）
陳浩賢先生（陳浩賢會計師事務所）
陳國威先生（恆生銀行有限公司）
陳鎮榮先生（香港中文大學）
Mr. Nick Deal（職業訓練局代表）
甘博文先生（怡和管理有限公司）
羅廣就先生（其他會計專業組織代表）
羅義坤先生（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聶世禾先生（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雷添良先生（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吳嘉寧先生（畢馬域會計師事務所）
孫德基先生（香港會計師公會代表）
楊佳錩先生（卓亞（企業融資）有限公司）

當然委員 謝家正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院院長）

委員兼秘書 許仁茂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
諮詢委員會

主席 初維民先生（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委員 陳超祥先生（SolidWorks香港辦事處）

張子惇先生（九廣鐵路公司）
朱慶先生（元盛行有限公司）
廖秋祺博士（先進自動器材有限公司）
吳競輝先生（富誠印刷國際有限公司）
徐達明博士（立信染整機械有限公司）
黃宏顯先生（萬寬電腦藝術設計有限公司）
席裕庚教授（上海交通大學）
周兆英教授（清華大學）

當然委員 程伯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院長）
徐揚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系
系主任）

當然委員 任揚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系工業
兼秘書 合作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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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學諮詢委員會
主席 曹家昌博士（互聯通網絡有限公司）

委員 陳錦泰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張志華先生（金柏科技有限公司）
張志超先生（CN Convergence (HK) Limited）

張樹榮先生（香港科技園公司）
霍定洋博士（權智（國際）有限公司）
黎仕海先生（機電工程署）
李炳恩先生（佳駿當代網業集團有限公司）
李冠南先生（精電有限公司）
梁志權先生（新世界電話有限公司）
梁偉明先生（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麥鴻崧先生（資訊科技署）
吳冬生教授（香港大學）
吳旭華先生（萬力半導體香港有限公司）
杜卓華先生（偉易達電訊有限公司）
王維基先生（城市電訊（香港）有限公司）
游思放先生（萬威科技有限公司）

當然委員 施德威先生（香港工程師學會代表）
程伯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院長）
黃世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署理系主任）

秘書 徐孔達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環境科學諮詢委員會
召集人 余濟美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環境科學課程主任）

委員 Prof. M. George Cherian（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Canada）

張振明先生（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Ms. Linda Descano（Salomon Brothers Inc., USA）
Mr. Colin Dutton（博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林筱魯先生（都巿規劃顧問有限公司）
連燦明先生（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謝展寰先生（環境保護署）
王保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余濟美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當然委員 柳愛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院長）

委員兼秘書 何永成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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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及旅遊管理學諮詢委員會
主席 朱民康先生（凱悅國際酒店集團）

委員 Mr. Giovanni Angelini（香格里拉酒店集團）
Mr. Ananda R. Arawwawela（香港喜來登酒店）
Mr. Peter C. Borer（半島酒店）
張永森先生（信和置業有限公司）
臧明華女士（香港旅遊發展局）
Mr. Brian Deeson（世紀國際酒店）
霍珍妮女士（香港洲際酒店）
Mr. Thomas Gurtner（Four Seasons Hotel, USA）

Mr. Randolph F. Guthrie（香港海洋公園）
Mr. Stephen G. Haggerty（萬豪國際酒店集團）
Mr. Michael P. Harris（安達信•華強會計師事務所）
許漢忠先生（港龍航空有限公司）
Mr. Michael C. Kalyk（馬哥孛羅酒店集團）
黎高穎怡女士（旅遊事務署）
Mr. Mark Lettenbichler（麗嘉酒店）
李漢城先生（香港酒店業主聯會）
Mr. Peter J.H. Lowe（香港文華東方酒店）
呂尚懷先生（香港酒店業協會）
呂慧瑜女士（仕德福國際酒店）
吳高賢先生（麗星郵輪有限公司）
Mr. Jim Pilarski（萬豪國際酒店集團）
Mr. Don Robinson（香港迪士尼樂園）
黃愷瑾女士（帝都酒店及帝京酒店）
余達綱先生（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張同義先生（香港中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謝靜憶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當然委員 李金漢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院長及
兼秘書 酒店、旅遊及不動產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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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工程學諮詢委員會
主席 楊國強先生（易達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委員 陳一之博士（RAE Systems）

鄭立言先生（新瞻科技有限公司）
梁康忠博士（言豐科技有限公司）
梁饒麗萍女士（香港上海k豐銀行有限公司）
李星教授（清華大學）
廖約克博士（Winbridge Company Limited）

呂忠心博士（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
Dr. Robert J.T. Morris（IBM Corporation, USA）

蕭如彬先生（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黃仲翹博士（永泰訊息技術（香港）有限公司）
黃振球先生（香港警務處）
謝維信教授（深圳大學）
楊炳新先生（匯卓科技有限公司）
張亞勤博士（微軟中國研究院）

當然委員 李運力先生（香港工程師學會代表）
程伯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院長）
黃永成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訊息工程學系系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訊息工程學系執行委員會委員

秘書 梁錦嫦女士（香港中文大學）

建築學教育諮詢委員會
主席 Mr. Jack Diamond（加拿大執業建築師）

委員 Mr. Peter Ahrends（英國執業建築師）
鮑家聲教授（南京大學）
Mr. Murcutt Glenn（澳洲執業建築師）
Prof. Klaus Kada（Rheinisch-Westfäl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Aachen, Germany）
李燦輝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榮休講座教授）
劉太格先生（新加坡執業建築師）
吳享洪先生（香港執業建築師）

當然委員 劉秀成教授（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
黃兆鈞先生（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事務部主席）
梁怡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Prof. Essy Baniassad（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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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館管理委員會
主席 利榮森博士

委員 何耀光先生
許晉義先生
葛師科先生
關善明博士
賴恬昌先生
林秀峰先生
李景勳先生
莫華釗先生
徐展堂博士
黃仲方先生
胡家麟先生
楊永德先生

當然委員 蘇芳淑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及藝術系
系主任）

當然委員 林業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館長）
兼秘書

就業諮詢委員會
主席 鄭明訓先生（美時文儀有限公司）

委員 陳毅恆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陳璐茜女士（聖馬可中學）
陳富強先生（地鐵有限公司）
陳永棋先生（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周兆昌先生（國泰航空公司）
張偉雄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霍泰輝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何鳳蓮女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顧爾言先生（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林周露兒女士（香港上海k豐銀行有限公司）
Ms. Polly Lawrence（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利乾先生（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
梁湘明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Mr. Frank Martin（香港美國商會）
伍清華先生（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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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基朗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謝仕榮先生（美國友邦保險有限公司）
謝偉光先生（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王天予女士（公務員事務局）
翁以登博士（香港總商會）
任揚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張俊森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當然委員 鄭振耀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大學輔導長）
何炳羲先生（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主席）
吳麗兒女士（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
殷巧兒女士（香港中文大學評議會主席）

當然委員 李陳景華女士（香港中文大學學生事務處處長）
兼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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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休講座教授

陳耀華 BS, MS, PhD（物理）
張樹庭 OBE, BSc, MS, PhD, FWAAS, FIIB, FWAPS（生物）
陳天機 ScB, MA, PhD, FIEEE（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
鍾汝滔 BCom, MBA, DBA, FCA（會計）
J.L. Espy BS, ScM, DBA（國際企業）
David William Gwilt MBE, MusB, HFHKAPA, HFHKCM（音樂）
徐培深 OBE, BSc, PhD, JP（物理）
饒宗頤 GBM, DLitt（中國語言及文學）
林逸華 BSc, MSc, PhD, CEng, FIEE, FHKIE（電子工程）
劉殿爵 BA, MA, DLitt, LLD（中國語言及文學）
李紹鴻 SBS, ISO, MB BS, MD, FRCP, FFCM, FAFOM, FFOM,

FRACMA, FHKAM, DPH, DIH, JP （社區醫學）
李燦輝 BArch, Fulbright Fellow, CIAM（建築）
劉述先 BA, MA, PhD（哲學）
林耀燊 BAppSc, MSc, PhD（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
馬臨 CBE, BSc, PhD, DSc, DLitt, LLD, DHumL, FRSA,

JP（生物化學）
閔建蜀 MA, PhD（市場學）
Andrew T.L. Parkin BA, MA, PhD（英文）
譚尚渭 OBE, BSc, MSc, PhD, CChem, FRSChem, JP（化學）
L.B. Thrower OBE, MSc, DAgriSc, PhD, DSc, FLS, JP（生物）
周昌 BS, MS, EngScD, FIEEE（訊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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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博士名錄

榮譽法學博士

Sir Robert Brown Black, GCMG, OBE, MA 1964
Sir John Scott Fulton, Kt, MA 1964
Clark Kerr, AB, MA, PhD 1964
關祖堯 OBE, LLD, JP 1964
利銘澤 CBE, MA, JP 1964
Sir Christopher William Machell Cox, KCMG, MA 1968
馮秉芬 CBE, KStJ, JP 1968
簡悅強 CBE, BA, JP 1968
唐炳源 OBE, BS, JP 1968
Sir 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 KCMG, MC, MA, LLD 1968
陳省身 DSc 1969
Douglas James Smyth Crozier, CMG 1969
Kenneth Ernest Robinson, MA, FRHistS, JP 1969
吳健雄 PhD, DSc 1969
Sidney Samuel Gordon, CBE, CA, JP 1970
李政道 PhD, Nobel Laureate 1970
李卓皓 PhD 1970
貝聿銘 MArch 1970
Cyril Henry Philips, PhD, DLitt 1971
利國偉 OBE, JP 1972
林同棪 BS, MS 1972
林家翹 BSc, MA, PhD 1973
Michael Alexander Robert Young-Herries, OBE, MC, MA, JP 1973
利榮森 OBE, BA 1974
胡百全 CBE, LLB, PhD, JP 1974
楊慶K BA, MA, PhD 1974
容啟東 OBE, BSc, PhD, LLD, JP 1974
胡仙 OBE, JP, SSStJ （A） 1975
何炳棣 BA, PhD 1975
劉殿爵 BA, MA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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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子介 CBE, JP 1976
李方桂 BA, MA, PhD, DLitt 1976
楊聯陞 BA, MA, PhD, DLitt 1976
包玉剛 CBE, LLD, JP 1977
余英時 PhD 1977
鄭斌 Lic-en-Dr, PhD, LLD, FRAeS 1978
李卓敏 KBE, BA, MA, PhD, LLD, DSSc, JP 1978
Charles Frankland Moore, CEng, FIMechE 1978
司徒惠 CBE, CEng, FICE, FIStructE, FASCE, MIMechE,

FIPHE, MConsE, FHKIE, DSc 1978
The Rt. Hon. Lord Todd of Trumpington, OM, FRS 1982
鍾士元爵士 CBE, DSc, JP 1983
The Hon. Sir Philip Haddon-Cave, KBE, CMG, JP 1983
鄧蓮如 CBE, BS, JP 1984
楊鐵樑 LLB 1984
李福善 LLB 1986
蔡永業 CBE, MD, FRCP, FRCPE, FFCM, DTM&H, JP 1987
馬臨 CBE, BSc, PhD, DSc, DLitt, FRSA, JP 1987
Sir David Akers-Jones, KBE, CMG, MA, JP 1988
潘永祥 OBE, LLB, LLM, FHKSA, FASA, CPA, FCIS,

ATII, RAS, JP 1988
The Rt. Hon. Lord Butterfield of Stechford, KBE, DM, MD, FRCP,

LLD, DMedSci, DSc 1989
方心讓 CBE, MB BS, MCh, LLD, FRCSE, FACS,

FRACS, JP 1989
譚惠珠 CBE, LLB, JP 1989
孔祥勉 MBE, LLB, FAIA 1990
李鵬飛 CBE, BS, FHKIE, DEng （Hon）, JP 1990
李國鼎 BS, DSc, DEcon 1991
陶學祁 BSc, MSc, DEng, CEng, FHKIE, FIMechE,

FASME, FASHRAE, FCIArb, FCIBSE, FIEAust 1991
林李翹如 BA, JP 1992
王澤森 OBE, BSc, JP 1992
張�昌 1993
Lord Wilson of Tillyorn, GCMG, BA, PhD, LLD, DLitt 1995
利漢釗 BS, MS, DBA, JP 1996
王�鳴 CBE, BSSc, MSW, MSocPol&Plan, MA, JP 1996
李嘉誠 LLD, DSSc, JP 1997
曾蔭權 MPubAdmin, JP 1999
李光耀 LLD, First Class Order of the Rising Sun, Japan, 2000

CH, GCMG, Bintang Republik Indonesia Adi
Pradana, Freedom of the City of London, The
Most Honourable Order of the Crown of Johore,
First Class, The Most Esteemed Family Order,
DK, Brunei [The Darja Kerabat Laila Utama]

陳方安生 GBM, CBE, BA, LLD, JP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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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文學博士

鄭棟材 OBE, BA, MA, DipEd, JP 1979
黃用諏 OBE, BSc, PhD, DSc, JP 1979
鄭德坤 BA, MA, PhD 1981
李芾甘（巴金） 1984
William Watson, CBE, MA, FBA, FSA 1984
吳清源 1986
呂叔湘 1987
俞振飛 1988
馬友友 BA 1993
趙無極 1993
Jonathan D. Spence, BA, MA, PhD, LHD, LittD 1995
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 Fil. lic., DLitt 1998

高行健 Nobel Laureate 2001

榮譽理學博士

William Henry Trethowan, CBE, MA, MB, MChir, FRCP, FRACP,
FRCPsych, FRANZCP, DPM 1979

丘成桐 PhD 1980
Alexander Lamb Cullen, OBE, DSc, FRS, FEng, FIEE, FIEEE,

FInstP, FCGI 1981
簡悅威 MB BS, DSc, FRS 1981
華羅庚 1982
Sir William Melville Arnott, TD, DSc, LLD 1983
Joseph Needham, DSc, LLD, DLitt, PhD 1983
陳壽霖 CBE, MSc, FIC, FIEE, SMIEE, FHKIE, JP 1985
高錕 BSc, PhD, FIEE, FIEEE 1985
L.B. Thrower, OBE, MSc, DAgriSc, PhD, FLS, JP 1985
Sir Andrew Patrick McEwen Forrest, MD, ChM, FRCS, FRS, FACS,

DSc, FRACS 1986
丁肇中 BSE, MS, PhD, Nobel Laureate 1987
朱經武 BS, MS, PhD, FAPS 1988
趙忠賢 1988
李遠哲 BS, MS, PhD, DSc, Nobel Laureate 1989
達安輝 CBE, MD, JP 1990
周光召 1991
徐立之 OC, BSc, MPhil, PhD, DCL, DSc, FRSC, FRS 1992
Sir Eric A. Ash, CBE, FEng, FRS 1994
唐敖慶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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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Michael Atiyah, OM 1996
吳階平 BS, MD, FACP, FRCS 1997
楊振寧 BSc, PhD, DSc, Nobel Laureate 1997
朱棣文 AB, PhD, Nobel Laureate 1998
張存浩 BS ChE, MS ChE 1998
崔琦 BA, PhD, Nobel Laureate 1999
陳佳洱 DSc 2000
袁隆平 2001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何善衡 MBE 1971
John Henry Bremridge, OBE, MA, JP 1980
李福和 CBE, BS, MCS, FIB, JP 1980
邵逸夫爵士 CBE, LLD 1981
何添 OBE, JP 1982
邢慕寰 BA 1982
田元灝 OBE, LLD, JP 1983
李達三 BA, JP 1984
林英豪 BA, MEd 1985
謝志偉 OBE, BS, MS, PhD, LLD, JP 1986
W.C.L. Brown, OBE, JP 1987
梁銶琚 1987
利黃瑤璧 1988
張光直 BA, PhD 1990
蔣震 DEng 1991
Ezra F. Vogel, BA, MA, PhD, LittD 1992
鄭裕彤 DBA, LLD, DPMS 1993
李兆基 DBA 1993
釋證嚴法師 1993
冼為堅 1994
吳光正 DLitt, JP 1994
陳曾燾 CBE 1995
唐翔千 OBE, BA, MSc, JP 1995
利德蓉 BA, MA, BM, BCh 1997
陳廷驊 OBE, DBA 1998
周君廉 MBE, JP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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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所載資料以接受榮譽博士學位時為準

方潤華 MBE, DBA, LLD, JP 1998
費孝通 BA, MA, PhD 1999
李胡紫霞 MBE 1999
Amartya Kumar Sen, PhD, DLitt, DSc, LLD, Nobel Laureate 1999
池田大作 2000
田家炳 MBE, DSSc 2000
熊翰章 2001
王培藷 OBE, BSc, JP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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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院士名錄

鄭海泉 OBE, BSSc, MPhil, JP 2002
Hobbs, Kenneth Edward Frederick, MB BS, ChM, FRCS 2002
胡秀英 BBS, BA, MSc, PhD 2002
李兆基 DBA, DSSc, LLD 2002
李福善 GBM, LLD, LLB 2002
劉尚儉 BA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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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概況

簡史
香港中文大學是以新亞書院（一九四九年創立）、崇基學院（一九五一年創
立）及聯合書院（一九五六年創立）三所專上學院為基礎而建立。該三所院
校之早期師生多來自內地。

一九五七年，三所院校為爭取政府承認彼等為香港學生提供高等教
育作出的努力，聯合組成「中文專上學校協會」。一九五九年，富爾敦先
生（Mr. J.S. Fulton 其後獲封為富爾敦勳爵）應邀就三院的發展提供意見。
一九六零年，政府通過《專上學校條例》及有關規則，資助三院，藉以提
高其水準。

一九六一年，「大學籌備委員會」成立，由關祖堯爵士任主席，初步
籌劃大學校址、建設，以及一切有關大學成立之事宜。同年，一個包括
英美學人的顧問團，就如何把三院文、理、商、社各科課程提高至大學
水準，提供寶貴意見。根據顧問團的建議，政府於一九六二年委任以富
爾敦先生為主席之委員會，專責考慮並建議應否及如何成立一所中文大
學。

一九六三年四月，《富爾敦報告書》公布，建議設立香港中文大學。
政府隨即宣布原則上接納該報告書。同年六月，「臨時校董會」成立；九
月，大學條例及規程完成立法程序；十月十七日，香港中文大學宣告成立。

大學條例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當時香港總督以大學監督身分，宣布任命由校外人
士組成的「香港中文大學調查委員會」，研究大學及其成員書院之組織應
否有所改變，富爾敦勳爵再度獲委為該委員會主席。

第二次《富爾敦報告書》於一九七六年三月呈交港督兼大學監督，並
於同年五月公布。該報告建議，對大學及其成員書院之組織及條例，進
行重大改革。根據報告書建議的新安排，大學須對教學與發展方針、財
務管理、大學入學試、聘任教職員、擬定課程、舉辦考試及頒授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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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負起責任，並加強高級教務人員參與治校。報告書並建議，大學應
提供「學科為本」（Subject-orientated）與「學生為本」（Student-orientated）兩種
教學模式，務求兩者均衡發展，「學生為本」教學應由各成員書院負責。
至於策劃「學生為本」教學之原則，應為：（一）就學生選修的學科範圍，
協助其培養專才所具之習向與才能，以解決日後可能遇到的問題；（二）
使學生具備面對社會急劇變化的適應能力。為實施第二次《富爾敦報告
書》的建議，大學新條例與規程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完成立法程序。

一九八六年，大學獲邵氏基金會慷慨贊助，設立第四所成員書院，
命名為逸夫書院，並於一九八八年九月開始收生。大學條例及規程因此
再予修訂。

大學條例與規程及歷年來的修訂刊於本《概況》第七部之「香港中文大
學條例」。

教務結構與政策
香港中文大學是一所不斷發展的大學，開設多項全日制與兼讀制學士、
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本校現設有七個學院：文學院、工商管理學院、
教育學院、工程學院、醫學院、理學院及社會科學院，共分六十一個學
系，提供五十三項主修課程及三十七項副修課程，供全日制本科學生修
讀。另設有兩項兼讀學士學位課程，供在職人士修讀。研究院課程由研
究院五十四個學部開設，計有六十一項博士課程、一百二十三項碩士課
程及十項文憑課程。

大學教務會掌管教學與研究；學院則透過學院院務會，就屬下各學
系有關課程之建議，向教務會提出意見。學系負責「學科為本」教學；書
院則負責「學生為本」教學，並提供學生宿舍。教師及全日制本科生由大
學分派予各成員書院。

本科課程

本校自創校以來，本科課程即採用學分及學位試綜合制。八十年代中
期，大學全面檢討課程結構後，改用純學分制。自一九九一至九二年度
起，大學進一步改善學分制，增加學生在選課及修業進度的靈活性。

全日制本科課程

本校致力提供多項主修及副修課程，以應社會及學生之需要。在二零零
零至二零零二年度，本校增設六項主修課程：文學院的現代語言及文化
課程，教育學院的數學教育課程，工程學院的創新與設計工程學課程及
互聯網工程學課程，和理學院的風險管理科學課程及應用化學與管理學
課程。同期工程學院亦增設了兩項副修課程：資訊科技課程及電子工程
學課程。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年度本校新開設一項主修課程：工商管理
學院的保險、財務與精算學課程，以及兩項副修課程：理學院的風險管
理科學課程及社會科學院的社會研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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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讀制本科課程

兼讀學士學位課程始於一九八一至八二年度，在晚間授課。現提供的兩
項課程為音樂及小學教育。

研究院課程

本校於一九八零至八一年度首次設立博士學位課程，迄今開設的博士課
程共計六十一項。碩士學位課程自一九六六至六七年度開設以來，至今
已有一百二十三項。

研究活動
本校鼓勵屬下所有學院從事高素質的研究工作，擴大人類的知識領域，
為社會各界提供諮詢服務，並與工商界緊密合作。本校亦先後成立了十
個主要研究所，撥出研究經費，為教研人員提供所需設施。

本校一方面鼓勵多元化的基礎和應用研究，另方面亦爭取卓越成
就，提高國際聲譽。除了「植物及真菌生物科技」、「資訊科技」，以及「中
醫中藥研究與發展」三個研究項目獲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外，校方
更集中資源於某些重要學術課題。這些課題包括以電腦輔助診斷、治療
和醫科訓練，海洋生物技術，電子商貿，華人社會教育發展，自動化與
機械人科學，毫微結構物料，以及香港文化在中國、亞洲及世界的角
色。本校在這些課題的研究實力已達世界水準，並有極佳的發展潛力。

中大每年用於科研方面的經費約佔政府整體撥款的四分之一，惟教
研人員仍需依賴其他研究基金的資助，包括香港研究資助局。他們於二
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年度取得該局的競爭性撥款共九千二百七十餘萬港
元，開展百多項研究計劃，研究成果更屢獲本地和國際權威期刊刊載，
足證研究素質之高。

其他重要資助團體有優質教育基金、創新及科技基金、醫療服務研
究基金、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和好些私人捐款。

大學的研究事務委員會是負責分配內部研究撥款之主要單位之一，
下設七個學科小組，各有約十名經驗豐富的研究人員，給委員會提意
見。委員會又負責評估研究建議書及推薦其中表表者向外申請資助。大
學的研究及技術轉移等事務則由研究及科技事務處協助統籌。

研究及科技事務處是校內專責科研行政及技術轉移的單位，並統籌
有關知識產權的事宜。

研究事務委員會與研究及科技事務處直接向一名副校長匯報。
近年來，本校科技轉移活動愈趨活躍。由本校研究人員開發的多項

科技，已成功轉移到工商業的實際應用上。其中一項為非入侵性產前檢
查。該發明令醫護人員可及早從母體血液測出胎兒存在的異常徵狀。大
學較早前已與本地一家保健公司達成協議，授權該公司繼續開發及推廣
有關技術。該公司將提供利用是項技術的檢驗服務，讓醫護人員不必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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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羊膜穿刺術等具一定危險性的傳統檢驗方法。截至二零零二年五
月，中大及其教員取得世界各地的專利權計有美國廿二項、歐洲一項、
中國兩項及香港三項，範疇包括生物技術、資訊技術、製藥技術、醫療
技術及材料科學。

財政
大學經費的主要來源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資助，為總收入之七成，
其次為學費，約佔總收入之一成二。本校及成員書院均有基金及各社團
與私人之贈款，作獎學金或研究經費等。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年度的全
年經費收入約四十六億港元。

大學與香港特區政府間的磋商，經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辦理。該
委員會的職責是就大學財政需要，向政府提供建議。

校園建設
香港中文大學位於新界沙田新市鎮以北，東眺沙田海，北瞰吐露港，面
積約一百卅四公頃。校園地勢由海拔四點四至一百四十米不等，原為多
石之山丘，六十年代起陸續闢成多個平台，供大學本部及四所成員書院
興建校舍以及教職員宿舍之用。

大學本部的建築遍布校園中部，崇基學院位處山麓，新亞書院及聯
合書院聳立山巔，逸夫書院則位於校園西北隅。昔日為荒蕪山丘之大學
校園，近卅年來，興建了大小建築物近一百三十幢。

校本部之主要建築物集中於林蔭大道及其西部大學廣場一帶。其中
包括大學行政樓、大學圖書館、田家炳樓（圖書館新翼）、中國文化研究
所與文物館、兆龍樓（教
務處辦公室）、碧秋樓（資
訊科技服務處）、潤昌堂
（課室）、邵逸夫堂（大學
禮堂及表演廳）、邵逸夫
夫人樓（理工科學系）、何
善衡工程學大樓、教研樓
一座（數學科學研究所）、
科學館、李卓敏基本醫學
大樓及蒙民偉樓（理工科
學系）。廣場立有一座巨
型雕刻作品，以及仿古羅
馬式設計之花園噴泉。

分布於其他地區之校
本部建築物，包括南面的 大學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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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克廉樓及富爾敦樓（師生文娛活動中心附連游泳池），西面的李達三
樓、馮景禧樓及梁銶琚樓（文、社及商科之教學樓）。東面除大學保健醫
療中心及位於何東夫人堂的國際交流中心（學術交流處辦公室），尚有雅
禮賓館、昆棟樓及曙光樓等賓館房舍設備。由座落正門不遠的保安交通
中心北上，沿山坡而下是
十數幢教職員宿舍及研究
生宿舍。

從校本部向海灣下行
有五旬節會樓（崇基學院
的學生宿舍）、營修樓、
大學體育中心、汾陽體育
館、研究生宿舍一座，以
及濱海之李福善樓（海洋
科學研究中心）及香港生
物科技研究院。大學火車
站附近的建築物有上海總
會科研技術中心、方樹泉
樓及方潤華堂（中國語文
研習所）、何添樓（教育學
院）、利黃瑤璧樓（綜合教學樓）、利希慎音樂廳（大學禮堂及表演廳）、崇
基學院行政樓、許讓成樓（文學院多個單位及大學出版社）、王福元樓、
陳國本樓，以及信和樓（社會科學院多個學系和中醫學院）。

另醫學院的臨ú醫學大樓及深造中心設於距離校園約八公里之沙田威
爾斯親王醫院。

宿舍設備
大學建有各類房舍，供教職員、到訪學人及學生住宿之用。茲分述如
下：

教職員住宅──已建成的宿舍計有高級教職員住宅單位約二百七十
個，供單身教員及其他職員居住的單位約一百個及職工宿舍多座。此
外，還有設備齊全之博文苑，專供訪問學人及客座教授居住。

大學賓館──專作本校外來訪客短期居停之所，包括雅禮賓館、兩
座大學賓館、昆棟樓及曙光樓，共可接待一百八十名訪客。

學生宿舍──本校及各成員書院皆有學生宿舍。研究生宿舍一至六
座共有千多個宿位。崇基學院的明華堂、文林堂、應林堂、華連堂、神
學樓、何善衡夫人宿舍、文質堂、利樹培堂及五旬節會樓合共提供約一
千五百個宿位。新亞書院知行樓、學思樓、志文樓及新落成的學生宿舍
共有一千零七十個宿位。聯合書院湯若望宿舍、伯利衡宿舍及恆生樓等
學生宿舍，亦可容宿生約七百七十人。現時逸夫書院國楙樓及第二學生
宿舍則約有一千一百六十個宿位。

研究生宿舍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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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宿舍除研究生宿舍有數百間單人房之外，多屬雙人房。此外，
並有若干單位專供已婚而無子女之學生居住。每個房間均有電話及電腦
網絡設施。

位於醫學院教習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之何善衡夫人醫科生宿
舍，有一百四十八個宿位，供高年級臨ú期學生入住。

學生宿舍收費詳情請閱本《概況》第六部。

禮袍

主管人員

大學監督之禮袍用黑色軟緞製成，沿兩肩及前襟綴以金飾帶。雙袖有一
道七點六二厘米及一道二點五四厘米之金飾帶，袖口翻裡，顯出紫色之
袍裡。帽黑色，綴以金色帶及金邊，頂垂金色絲纓。

大學副監督之禮袍用黑色軟緞製成，沿兩肩及前襟綴以金飾帶。雙
袖有兩道二點五四厘米之金飾帶，袖口翻裡，顯出紫色之袍裡。帽黑
色，綴以金邊，頂垂金色絲纓。

校長之禮袍用黑色軟緞製成，沿兩肩及前襟綴以金飾帶。雙袖有一
道二點五四厘米之金飾帶，袖口翻裡，顯出紫色之袍裡。帽黑色，綴以
金邊，頂垂金色絲纓。

副校長之禮袍用黑色軟緞製成，沿兩肩及前襟綴以金飾帶與紫飾
帶。雙袖鑲有紫邊及一道二點五四厘米之金飾帶。帽黑色，綴以金邊，
頂垂金色絲纓。

司庫之禮袍為黑色，沿兩肩、前襟及雙袖綴以金飾帶。帽黑色，頂
垂黑色絲纓。

秘書長、教務長、圖書館館長、財務長及大學輔導長之禮袍為黑
色，沿兩肩、前襟及雙袖綴以紫金雙邊。帽黑色，頂垂黑色絲纓。

大學校董

大學校董之禮袍為黑色，沿兩
肩、前襟及雙袖綴以紫飾帶，
紫飾帶襯以雙行金邊。帽黑
色，頂垂黑色絲纓。

榮譽院士

榮譽院士之禮袍為黑色，前襟
及沿鐘型袖綴以紅色絲邊，紅
色絲邊襯以雙行金邊。帽黑
色，作肩形，綴以金色頂垂。 榮譽院士大學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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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

博士學袍

各科榮譽博士之學袍用紅絨製成，前襟綴以金飾帶。帽黑色，作肩形，
綴以金色頂垂。兜囊紅色，綴以金邊。

教育博士之學袍為黑色，沿鐘型袖綴以紫色絲邊，前襟為紫藍雙
邊。帽黑色，綴以金色頂垂。兜囊黑色，襯以紫色絲裡及綴以藍邊。

醫學博士之學袍為紅色，前襟及沿鐘型袖綴以深洋紅色絲邊。帽黑
色，綴以金色頂垂。兜囊紅色，襯以深洋紅色絲裡。

音樂博士之學袍為黑色，沿鐘型袖綴以紫色絲邊，前襟為紫黃雙
邊。帽黑色，綴以金色頂垂。兜囊黑色，襯以紫色絲裡及綴以黃邊。

哲學博士之學袍為黑色，前襟及沿鐘型袖綴以紫色絲邊。帽黑色，
綴以金色頂垂。兜囊黑色，襯以紫色絲裡。

理學博士之學袍為紅色，前襟及沿鐘型袖綴以紫色絲邊。帽黑色，
綴以金色頂垂。兜囊紅色，襯以紫色絲裡。

榮譽博士 教育博士 醫學博士 音樂博士

哲學博士 理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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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袍

碩士之學袍為黑色，前襟及雙袖皆綴以黑色絲邊，配以中國式之企
領。袖上黑絲絨之上緣，有紫色帶一道。帽黑色，頂垂黑色絲纓。兜囊
襯以有關學院所專用之顏色帶，邊鑲同色帶。各學院專用之顏色如下：

文學院：淡黃色
工商管理學院：灰色
教育學院：淺藍色
工程學院：橙色
醫學院：深洋紅色
理學院：淡紫色
社會科學院：草綠色

文學院 教育學院

社會科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

工程學院 理學院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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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學袍

學士之學袍為黑色，前襟及雙袖皆綴以黑絲絨邊，配以中國式之企
領。帽黑色，頂垂黑色絲纓。兜囊為黑色，邊鑲有關學院專用顏色帶。
醫學院之下述學士學位，其黑色兜囊邊鑲有醫學院專用顏色帶，並分別
綴以雙行專用顏色邊如下：

醫學科學學士：金色
護理學士：象牙色
藥劑學士：淺紫色

工程學院教育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文學院

醫學院 （醫學科學學士）

理學院 社會科學院

（護理學士） （藥劑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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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與國際
學術界之聯繫

中文大學自一九六三年創校以來，即以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為己任，多年
來不斷開拓，發展及保持與海外大學、學術機構及政府機構之關係。目
前本校是英聯邦大學協會、東南亞高等學府協會、國際大學協會、國際
教育歐洲協會，以及美國國際教育學會的活躍成員；同時亦為中國大學
校長聯誼會的會員機構，並負責該會的香港秘書處工作。本校對外學術
聯繫由學術交流處統籌。

學術交流處負責管理，並配合本校的學術研究方向，發展大學與世
界各地院校的聯繫。該處一向致力為本校師生爭取前赴海外院校交流的
機會，以擴闊他們的國際視野。其主要職責範圍概分為學生交換計劃、
國際聯繫，以及與內地、台灣院校的聯繫。

學生交換計劃

本校早於一九六五年即與美國加州大學訂立學生及教師交換計劃。其後
不斷加強與海外大學的聯繫，至今已與世界各地逾七十所學府訂立學生
交換計劃，包括美國的康乃爾大學及賓夕法尼亞大學，日本的上智大學
及九州大學，韓國的延世大學，加拿大的卑詩省大學及多倫多大學。此
外又與澳洲、丹麥、法國、德國、西班牙、瑞士、瑞典和英國等地學府
訂有交流協議。本校師生因而獲得更多往海外進修的機會。

上述之學生交換計劃，均由學術交流處推動及策劃。中文大學自一
九七七年開辦「亞洲課程」，廣受世界各地學生歡迎，至今已吸納來自三
十五個國家逾二千五百名學生。為促進文化交流，豐富學生之留學經
驗，學術交流處每年舉辦各種課外活動，如晚間聚談、參觀立法會、赴
內地擔任英語教師等。

國際聯繫

學術交流處不斷鞏固及拓展國際學術聯繫網絡，促成開展及舉辦多項聯
合研究計劃、交流訪問活動及國際研討會。

蒙多國政府對本校教學工作的鼎力贊助，支持及開拓教職員的交流
活動，令本校的國際特色益形顯著。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及日
本政府，均曾派遣客座講師蒞校授課，而本校亦有不少畢業生獲得獎學
金前往該等或其他國家深造。

本校又獲多個國際基金會資助，包括雅禮協會、哈佛燕京學社、亞
洲區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富布賴特計劃、日本基金會、偉倫基
金會、中英基金及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會，得以增加教職員的進修機會，
和擴闊學生的視野。

此外，成員書院、學院及學系亦各自建立了廣泛的海外學術聯繫，
開拓更多的交流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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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地和台灣的聯繫

本校與內地和台灣院校及科研機構一直保持緊密的交流和合作，交流範
圍遍及各個學術領域，形式亦更趨多元化。校方每年接待逾千訪問學
者，數百名本校教師往訪內地院校及機構。不少教師更應邀擔任內地院
校之名譽教授及顧問等職位。本校與多間院校簽訂了校際及系際學術交
流協議，包括上海交通大學、中山大學、中央研究院、中國科學院、中
國社會科學院、天津大學、四川大學、北京大學、外交學院、西安交通
大學、西安第四軍醫大學、汕頭大學、武漢大學、軍事醫學科學院、南
京大學、重慶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清華大
學、復旦大學、雲南大學、蘭州大學、台灣大學、台灣中山大學及台灣
交通大學等。

此外，本校與內地大學聯合成立了多個跨院系的研究中心，例如滬
港發展聯合研究所、生物醫學工程聯合研究中心、上皮細胞生物學研究
中心、植物基因工程聯合實驗室、智能工程聯合研究中心、地球信息科
學聯合實驗室、中國遙感中心香港研究開發與培訓基地等，為提高研究
水平，促進兩地科研人員的交流合作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同時，本校亦
積極尋求社會及企業的支持，於去年與中國科學院及本港商業機構聯合
組成中科院、中文大學與安信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分子生物科學研
究合作基金，合力推動生物科技的研究和應用。

除此之外，本校亦為內地大學及企業部門開辦管理課程，培訓專業
管理人才。隨著國家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的需要，本校與內地院校開辦
了兩項課程，一項是與清華大學合辦的金融財務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另
一項是與北京大學合辦的會計學碩士課程。

一九九八年三月，本校在北京大學南閣設立北京聯絡處，支援本校
師生各種交流活動，並積極推動及深化本校與內地院校的交流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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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書院

依照《一九七六年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原有三所成員書院（即崇基學院、
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的校董會亦隨大學之改制而改組，其職權主要為管
理學院動產及若干建築物，並通過捐款等方式，協助推展學院的學術及
文化活動。

書院院務委員會以院長為主席，負責制定及實施有關書院之其他決
策。

大學不斷發展，原有三所成員書院之設備漸覺不敷應用，本校乃致
力籌設第四所書院，以配合發展需要。一九八六年一月，校方獲邵氏基
金會慨捐港幣一億元（其後續捐港幣一千萬元），作籌建第四所書院之
用。大學校董會旋通過命名新書院為「逸夫書院」，並邀請邵逸夫爵士接
受「書院創辦人」名銜。同年七月，政府通過《一九八六年中文大學（宣布
成立逸夫書院）條例》，新書院之成立，於焉生效。逸夫書院於一九八八
年開始收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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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

五十年代初期，香港基督教會鑑於香港社會對中文高等教育之需要，於
一九五一年十月創辦崇基學院，宗旨在依據基督教傳統，提供高等教
育，培育學生自由開放的精神；使學生既對傳統中西文化有深切的了
解，亦對現代社會各種問題具備分析及解決能力。

崇基學院於一九五五年經政府立法而成法定教育組織。創校初期借
用聖約翰大教堂及聖保羅男女中學上課；其後遷至堅道及下亞厘畢道聖
公會聖約瑟紀念堂之校舍。後來分別獲得英美兩國教會團體資助，以及
本港教會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得以順利發展，於一九五六年遷至新界
馬料水現址。一九五九年
起，經費由政府補助。一
九六三年加入香港中文大
學為成員書院之一，且附
設神學組，以培育基督教
專職教牧人員。此外，學
院並設有校牧室，負責週
會、主日崇拜、團契等宗
教活動。

學院一向重視師生之
文化學術活動，除定期舉
行研討會、午餐聚會、周
年教育研討會、交換及互
訪計劃外，又舉辦「黃林
秀蓮訪問學人講座」，以擴闊師生視野。學院並鼓勵學生參加學生會、系
會、級社、屬會、非宿生舍堂及宿生會舉辦的各類活動，以達致群育的
目的。為了提供更多均衡教育的機會，學院近年特增辦多項學生活動計
劃，包括與海外學生互訪、提高語文能力、一人一藝、領袖才能訓練、
優質活動獎勵計劃、學長計劃、服務學習計劃及暑期留學計劃等。學院
並設有各種獎學金、助學金及獎項，以鼓勵並資助學生在努力學業之
餘，積極投入大學的各種教育性活動。

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學年，崇基學生人數共二千二百七十七名，其
中男生九百一十二人，女生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多為香港出生，亦有少
數來自外地。基督徒約佔全體學生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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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

新亞書院創立於一九四九年，為已故錢穆博士及一群來自內地之學者所
興辦，其目的在發揚中國傳統文化，致力於現代學術之研究，使學生除對
本國傳統文化具深切了解外，並具有應付現代社會所需的知識與技能。

建校初期規模極小，但旋即贏得海內外的公私援助。海外援助之至
有力者，允推美國雅禮協會。新亞與雅禮合作發展校務，蓋始於一九五

四年，在以後之十年時
間，新亞在校舍及圖書方
面之擴充，有長足之進
展。又自創校以來，除社
會各方面人士及雅禮協會
外，先後資助該院發展
者，尚有美國哈佛燕京學
社、亞洲協會、洛克斐勒
基金會、英國文化協會、
香港孟氏教育基金會、福
特基金會及香港明裕文化
基金會。一九五九年起，
經政府列為政府補助專上
學校；一九六三年香港中

文大學成立，成為大學三所成員書院之一。
書院每年均舉辦多項學術文化活動，包括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

座、新亞明裕基金訪問學人計劃、新亞龔雪因先生訪問學人計劃、林耀
明先生經濟學人學術交流計劃，以及許讓成藝術交流計劃。此外，學生
之課外活動由書院學生會及其屬會自由組織，為校園生活的重要部分。

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學年，新亞學生人數共二千三百三十七名，其
中男生一千零四十九人，女生一千二百八十八人。接受獎助學金及其他
資助者，約佔全體學生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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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

聯合書院於一九五六年由廣僑、光夏、華僑、文化等書院及平正會計專
科學校五所專上院校合併而成，旨在集中力量，對香港高等教育作出更
大貢獻。一九五七年，書院根據政府法案成立校董會。

一九六二年，書院校董會增邀社會賢達加入。是年七月，校董會推
選馮秉芬議員為主席，並敦聘政府首席副華民政務司鄭棟材先生為院
長。聯合書院於一九六三年十月正式成為香港中文大學成員書院之一。

一九七一年，沙田新校舍五座大樓奠基，同年十二月書院正式由港
島般含道遷至現址。

一九七二年五月，胡
百全議員接替馮秉芬爵士
出任校董會主席，至一九
八三年十一月，胡議員因
加入中大校董會而辭去書
院校董會主席之職，由邵
逸夫爵士接任。八八年十
二月，胡議員獲選為永久
校董。九一年十二月，邵
爵士獲選為名譽主席兼終
身校董，何添博士則獲選
為校董會主席。九五年六
月，何博士辭任校董會主
席，岑才生先生獲選接
任，何博士則獲選為永久校董。

書院於一九七三年成立基金，由校董會管理，對校內學生及教職員
之活動及設備提供財政資助。

聯合書院學生會於一九六三年成立，為學生之代表組織，負責反映
學生的意見及為其提供各種服務。書院亦於每學年內組織不同形式的課
外及非形式教學活動，以增加書院生活氣氛。

書院近期設立全新的思源文娛中心，已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啟用。
另，第四所學生宿舍——陳震夏宿舍——亦正在興建，預計可於二零零四
年落成。

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學年，聯合學生人數共二千三百零六名，其中
男生九百六十三人，女生一千三百四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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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書院

逸夫書院之成立，端賴邵逸夫爵士慨捐一億一千萬元予大學，用以興建第
四所成員書院。大學特將該書院命名為逸夫書院，以誌創辦人興學之舉。

一九八六年八月，逸夫書院校董會正式成立，與大學校董會委任之
逸夫書院籌劃委員會合作，為書院之發展擬定藍圖。逸夫書院籌劃委員
會之主席為前大學校長馬臨教授，並獲利國偉博士、安子介博士、沈熙
瑞先生及Mr. Louis Page惠允出任顧問。

書院奠基典禮於一
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舉
行，由當時署理港督鍾
逸傑爵士及書院創辦人
邵逸夫爵士主持。

一九八七年六月，
設於崇基教學樓的書院
臨時辦事處正式c用。
八九年九月，書院的學
生宿舍落成，提供宿位
共五百八十四個。同年
十月，行政樓文瀾堂及
訪問學人單位暨教職員
宿舍雅群樓亦相繼落

成，書院的行政單位正式遷往新址辦公。書院大講堂於九一年底竣工，
共有座位五百三十七個。第二座學生宿舍亦於九二年九月c用，可容納
宿生二百八十九人。宿舍其後於二零零零年擴建，翌年六月完工，增加
了宿位二百九十八個。

一九九零年三月二日，書院舉行揭幕典禮，由當時的港督兼大學監
督u奕信爵士及書院創辦人邵逸夫爵士親臨主持。

書院院務委員會於八七年六月正式成立後，各類學術文化活動陸續
展開，其中包括每月舉行的學術性晚餐講座，以及「邵逸夫爵士傑出訪問
學人」計劃。課外活動由學生組織推動，是書院生活的重要環節。

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學年，書院共有學生二千二百五十五名，其中
男生九百九十一人，女生一千二百六十四人。書院的首屆畢業生於九零
年六月完成學業，校友會亦隨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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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本校設有十個研究所，提供各式研究設備，方便教師開展跨學科研究，
創造新知。部分研究所更下設研究中心，就專門範圍進行深入研究。

中國文化研究所
電話：2609 7394
傳真：2603 5149

電郵：ics@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ics

中國文化研究所成立於一九六七年，宗旨在於促進綜合及比較性中國文
化研究，為本地及海外學者提供適當研究設備及環境；通過出版、會
議、展覽等活動，促進學術及文化交流以及當代中國文化建設。

研究所下設文物館、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
中心、翻譯研究中心及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各自發展學術及出版工
作。此外，所方並支持建立中國古代文獻電子資料庫的長期研究計劃，
以及其他多種研究計劃。

研究所出版《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譯叢》、《中國語文通訊》、《二
十一世紀》等四種期刊，以及《世紀中國》文化網頁。此外，屬下各單位亦
分別出版專刊、叢書及其他學術專書。所內設參考圖書館，藏書三萬四
千餘冊及期刊三百餘種。

文物館
電話：2609 7416
傳真：2603 5366
電郵：artmuseum@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ics/amm

文物館成立於一九七一年，既是大學博物館，亦是中國藝術和文物研究
中心。除長期展出館藏外，並定期舉辦專題展覽、講座及研討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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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圖錄、藏品及研究專刊等，且提供錄音及專人導賞服務，以推廣中
國藝術文物的欣賞及研究。

文物館收藏書畫、碑帖、璽印、陶瓷、玉器、青銅器、漆器、文房用
品等各類中國文物逾萬件，上自新石器時代，下迄近現代。藏品以古代璽
印、碑帖、廣東書畫、外銷陶瓷最具特色，亦為文物館之重點研究課題。

文物館設有工作處，負責文物修復、書畫裝裱、攝影設計及木工等。
文物館館友會於一九八一年成立，旨在贊助及推廣文物館的活動，

歡迎公眾人士加入。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371
傳真：2603 7539
電郵：ccaa@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ics/ccaa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成立於一九七八年，目的是集中文物館、歷史
系、藝術系及人類學系之人力，以推行考古及藝術之研究，並與各地學
術機構聯繫，促進海內外學術交流。中心近期活動重點是田野考古，其
考古工作隊除參與本地的發掘工作，亦積極與內地及東南亞考古研究所
建立合作關係。中心研究成果多以專書及書系形式出版。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392
傳真：2603 5149
電郵：clrc@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ics/clrc

本校於一九六六年成立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從事中國語言學之研究；
一九七九年中心擴大研究範圍，易名為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一九八零年
再易名為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中心致力於中國語文之全面研究，包括文字、語言、語法、詞彙等。
研究成果供社會人士及中國語文教師參考，以改進香港之中文教學水平。

研究中心之日常工作是出版《中國語文研究》、《中國語文通訊》及各
類語文書刊；搜集中國語文研究資料，利用本港地理優點，對幾種南方
方言如粵語、閩語及客家話作深入研究；並加強與各大學及研究機構之
合作，以增進學術交流。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394
傳真：2603 5149
電郵：rcc@cuhk.edu.hk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於一九九三年成立，主要學術研究方向為中國近
代歷史發展之詮釋，中國近代文化（包括宗教），以及現代化之比較研
究。中心現出版叢書四種，並主辦學術月會及兩個專題講座系列，經常
開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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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399
傳真：2603 5110
電郵：rct@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rct

一九七一年亞洲協會資助中大成立翻譯中心；一九八三年改組後易名為
翻譯研究中心，工作重點為翻譯學研究及中國文學英譯。九十年代中期
以來，中心致力開展中國翻譯傳統的研究，影響重大。

中心之經常刊物為英文半年期刊《譯叢》（網址為http://www.renditions.
org）。書籍方面有《譯叢叢書》，自一九七六年起，共計出版十九種。為加
強文學翻譯研究，中心於一九八六年推出平裝中譯英讀物《譯叢文庫》，
現已出版廿六種，在世界各地發行。二零零二年又推出《譯叢光碟》系
列，目前已出版十種。在翻譯研究方面，中心於一九九九年與北京大學
出版社合作推出《翻譯研究論叢》，在內地發行。

中心與內地及歐美各翻譯學研究中心均有頻密之合作及交流，亦為
亞洲華人地區翻譯學的資訊交匯中心。

一九八九年中心創立「譯叢訪問學人」計劃，以推崇對翻譯有重大貢
獻之學者；其後增設「譯叢研究學人」計劃，邀請世界各國於翻譯史、翻
譯理論及批評有成就的學者到中心從事研究。此外，還設有一年一度的
「宋淇翻譯研究論文紀念獎」，以獎勵對中國翻譯研究有貢獻的學者。

人文學科研究所
電話：2609 7167/8698

電郵：rihs@arts.cuhk.edu.hk
網址：http://www.arts.cuhk.edu.hk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

人文學科研究所成立於一九九一年，宗旨是鼓勵及協調本校之人文學科
研究，發掘長遠而有策略意義之研究領域，組織地域性及國際性之人文
學科研討會。

研究所下設七個研究中心：比較城市文化研究中心、跨文化研究中
心、電腦文化研究中心、儒學文化研究中心、香港文化研究中心、人文
電算研究中心及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研究中心，統籌多項跨科研究計劃，
每項計劃均有一系列具體而明確之研究工作。該所歡迎獲大學教育資助
委員會撥款之計劃加入。

研究所除提供文書後勤服務外，並負責一般研究資料的收集和處
理，且定期主辦小型工作坊、講座和研究計劃研討會。

該所設有網頁，方便各界查閱與人文學科相關的電子材料。
研究所的經費主要來自外界贊助及私人捐款，各項活動由管理委員

會規劃及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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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工商研究所
電話：2609 7428
傳真：2603 5136

電郵：apib@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apib

亞太工商研究所於一九九零年成立，主要向本港與海外公司提供諮詢及
培訓服務，以協助管理階層應付未來的挑戰，促進香港及亞太地區的工
商貿易發展。

該所之職能與主要活動包括：
• 策劃及組織各種行政人員進修課程。高層行政人員課程著重策略
之擬定及領導能力之培訓；中層行政人員課程著重基本管理技
巧。研究所並接受個別公司之委託，開展公司內部培訓工作。

• 研究有關亞太地區管理階層所面對的工商企業管理問題。
• 提供顧問服務。
• 舉辦研討會及國際會議，出版研究報告，以建立學術界與工商界
的溝通渠道。

由校內單位主管組成的管理委員會，負責制定研究所的工作路向，
策劃活動及監督運作，確保研究所舉辦的活動能配合工商界的需求。

會計披露及公司管治中心
電話：2609 7641
傳真：2603 5114
電郵：adcgctr@cuhk.edu.hk
網址：http://www.baf.cuhk.edu.hk/acy

會計披露及公司管治中心成立於二零零一年六月，目的是透過研究及教
育，加強公司管治的實踐，包括：

• 推廣及開展對會計披露及公司管治的研究，範圍涵蓋會計準則及
實務，規則、指引及法律；

• 加強重點教育，促進社會人士對會計披露及公司管治各種架構
與模式的認識；

• 闡釋會計與法律在公司管治範籌內錯綜複雜的關係；
• 出版有關會計披露及公司管治實務的文章、書刊和專論；
• 加強學術界與業界的合作，建立與本地及國際商界、專業團體及
監察組織的聯繫。

評估培訓中心
電話：2609 6009
電郵：atc-cuhk@cuhk.edu.hk
網址：http://www.atc.cuhk.edu.hk

評估培訓中心由工商管理學院及心理學系合辦，專為各類機構提供有關
商業心理及管理方面的顧問服務，以協助提升工作效率及市場競爭能
力。（其他服務詳情亦可參閱第93至第94頁之相關段落）

Pony
93至第94頁

Pony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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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服務範疇主要分為評估機制及培訓課程兩大類。具體內容
包括適合華人文化之性格評估、聘任制度、稱職評價系統、衝突處理技
巧、領導才能評估及培訓、談判技巧培訓、團員評估及培訓、顧客服務
及顧客關係培訓、跨文化管理、文化靈敏培訓、性別靈敏培訓、員工輔
助計劃、電腦界面設計、員工意見調查等。

中心的評估機制經不斷研究及改良，可靠性及真確性屢獲驗證，所
提供之顧問服務及評估工具，會因應不同的機構及社會文化而個別設
計，務求達到最佳效果。

中國企業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440
傳真：2603 6132
電郵：ccbs@baf.msmail.cuhk.edu.hk

中國企業研究中心成立於一九九八年，旨在探討國人經濟體（包括大陸、
香港、澳門及台灣）。中心目前開展的研究項目有：

• 金融市場制度及管治；
• 管理及策略：國有企業改革、私有企業的發展、市場策略、企業
的環境管理；

• 工業及政策：企業生產力、外商直接投資、投資環境、區域競
爭力。

網際物流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816
傳真：2603 5104/6840
電郵：ccl@baf.msmail.cuhk.edu.hk
網址：http://ccl.baf.cuhk.edu.hk

該研究中心專注研習及提升電子商貿物流及物流業電子商務的理論與實
踐，並將致力於與香港本土及亞太區的物流企業合作開發項目，成為業
界、學者、政府機關及其他相關機構的溝通橋樑。中心會定期舉辦講
座、論壇及會議，以發布最新研究成果及促進其應用。

中國金融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430
傳真：2603 5136
電郵：apib@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apib/centres.html

中國金融研究中心於一九九四年成立，旨在鼓勵關於中國金融市場的研
究，提供培訓計劃及顧問服務，並在亞太區的學術研究和金融市場之間
發揮橋樑作用，成為中國金融市場研究的資料及訊息交換中心。中心目
前主要工作包括：

• 設立「中國金融市場資料庫」，支援學術及實務性研究。資料庫分
「中國及香港財務衍生工具資料庫」及「大陸地區資料庫」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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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儲存有關中港兩地的期貨、期權及互惠基金資料；後者儲存
企業的財務、股價、總體經濟及金融指標資料。

• 推動區內跨學科、比較性及應用性資本市場研究，並出版研究成
果。

• 為內地與本港證券業提供顧問服務及培訓課程，並籌辦區內資本
市場國際研討會議，為學者及業內人士提供交流機會。

酒店、旅遊及不動產研究中心
電話：2609 8798
傳真：2603 7724
電郵：chrer@cuhk.edu.hk
網址：http://shm.baf.cuhk.edu.hk/chrer.htm

研究中心於一九九九年成立，致力促進酒店、旅遊及不動產的研究，開
展以行業為主導的計劃，並參與有關的政策研究。中心在酒店及旅遊管
理學諮詢委員會指導下，與業界緊密合作，其運作模式類似美國波士頓
的市場科學研究所及康乃爾大學酒店管理學院的研究中心：業界確定研
究課題，提供專業見解，給予財政支持，為研究員提供相關資料並為其
聯絡訪問管理層和員工；學界則建構理論，設計研究，投入時間，並開
拓研究聯繫。

此外，中心又開辦高級行政人員培訓課程，為香港及亞洲區的業界
人士提供最新的專業知識及先進管理技能。

香港教育研究所
電話：2609 6999
傳真：2603 6850

電郵：hkier@cuhk.edu.hk
網址：http://www.fed.cuhk.edu.hk/~hkier

香港教育研究所蒙田家炳基金慷慨資助，於一九九三年成立，宗旨是提
高本校在教育研究領域中的領導地位，為國際組織、公共機構，和本港
的教育團體提供顧問服務；同時協助校方加強與本地和海外教育機構的
聯繫。該所策動的各種研究，側重教育規劃和政策發展，對教育決策者
及教育專業人士具¦導作用。研究所並致力發揮資源中心作用，鼓勵及
支持跨科系之研究。

研究所的日常活動包括：
• 發展、支援及協調跨學科的長期研究計劃；
• 建立資料庫，儲存本港和國際的重要研究資料；
• 出版書刊，蒐集研究工具和資料，以及發展培訓教材；
• 為教育專業和學術研究組織舉辦各種活動；
• 提供教師教育計劃及顧問服務；
• 與本港和海外的學者、社會賢達、決策人士、教師等建立聯繫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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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電話：2609 6749
傳真：2603 7542
電郵：pth@fed.cuhk.edu.hk
網址：http://www.fed.cuhk.edu.hk/~pth

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於一九九八年九月成立，一直得到國家語言
文字工作委員會的支援及協助，積極推廣普通話教育工作，包括：

• 定期舉辦普通話水平測試；
• 為各行各業的人士舉辦普通話培訓課程；
• 為社會人士提供普通話診斷服務；
• 出版中心通訊及有關普通話教育的書刊；
• 進行普通話教育研究；
• 舉辦普通話教學及測試講座；及
• 為學校、社團、機構等提供培訓及測試的顧問服務。
中心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及香港教育研究所組成的管理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成員包括教育學院院長，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中心的
正、副主任，普通話教育專家等。

香港教育領導發展中心
電話：2609 6996
傳真：2603 6850
電郵：leaders@fed.cuhk.edu.hk
網址：http://www.fed.cuhk.edu.hk/leaders

香港教育領導發展中心於一九九八年成立，旨在推動各個教育領域的領
導實踐，加強教育界對這方面的認識，及促進教育領導的發展。透過與
教育領導工作者的緊密合作，希望為香港、亞太區，以至世界各地的教
育領導者，推行高素質的研究，發展教育領導計劃及有關訓練課程。

該中心透過下列工作，致力提升教育領導工作者的專業水平：
• 舉辦培訓課程以提供支援服務；
• 為個別人士及院校提供諮詢服務；
• 與其他領導中心建立聯繫；
• 推動有關教育領導及行政的研究計劃。
中心的教育領導工作範圍廣泛，包括課程、工作坊、研討會、會

議、研究、諮詢服務、交流及訪問、經驗分享、客席教授講座等。

香港癌症研究所
電話：2632 1043
傳真：2649 7426

電郵：yungchan@cuhk.edu.hk

香港癌症研究所成立於一九九零年，前身為腫瘤研究組，致力開展與癌
症有關之研究和知識普及活動。研究所的主要目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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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調、促進及籌辦防治癌症之活動；
• 提倡及提供癌症研究之訓練；
• 教育大眾如何預防癌症及作早期診治；
• 改善癌病患者之福利；
• 舉辦促進上列目標之研討會及研習班。
研究所目前在位於威爾斯親王醫院之癌症中心開展活動。該中心於

一九九四年開幕，配備最先進的癌症診斷設施，並設有兒童癌症病房和
成人日間化療診所，更為病人及家屬提供輔導，務求給予病者全面服
務。中心的實驗室和特別診斷室佔地逾三千五百平方米，供癌症研究之用。

中醫中藥研究所
電話：2609 6140
傳真：2603 5248

電郵：icm@cuhk.edu.hk
網址：http://www.icm.cuhk.edu.hk

中醫中藥研究所繼承了中藥研究中心的卓越傳統與研究成果，結合威爾
斯親王醫院的臨à研究實力，以及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中藥製
程開發中心的設備，帶領香港的中醫中藥步向更高的學術和科學境界。

中醫中藥研究所於二零零零年一月成立，由六個組別合成：臨à研
究組、中藥標準與安全研究組、天然產物組、中藥開發組、資訊組，以
及普及教育組。

臨à研究組及其下之中醫中藥臨à研究中心設於沙田威爾斯親王醫
院，致力開展多向性的中藥和針灸測試，並以實證為本和科學的鑑證方
法，考證傳統中藥和治療方法。

中藥標準與安全研究組的鑑定工作歷史悠久，包括藥物安全及真偽
的測試，和各類中藥及健康食品的品質控制。該組並協助本港和海外醫
療及執行機構分析中藥中毒疑案。

天然產物組根據生物活性檢定結果，於中藥及其他天然來源中找尋
並提取有機分子，再測定此等分子之結構，並嘗試全合成一些含有效生
物活性或具獨特結構之有機分子。該組亦致力開展有機分子結構修飾的
工作，以發掘高效低毒之候選藥物。

中藥開發組由藥劑學院統籌，配合臨à研究需要，開發療效已獲客
觀證實的中藥，將之提升為更高層次的藥品。

資訊組的中藥博物館，現存藥材二千五百多種；而中醫藥圖書館除
儲存專門書籍和期刊外，尚藏有過去三十年來關於中醫藥的主要著作及
其簡單英譯本。資訊組更與中醫學院及校外進修學院合辦中醫藥網上課
程。

普及教育組在校園設立中草藥園及中藥園圃，並參與本港其他有關
中藥的普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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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所目前開展之研究課題包括抗癌、抗衰老、慢性病、病毒感染、
糖尿足部潰爛、戒毒、敏感性疾病、婦科病及心臟藥物等。研究所領導
的「中醫中藥研究與發展」項目，於二零零一年九月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甄選為全港第二輪三個「卓越學科領域」之一。

研究所於二零零一年八月成立了中大中醫藥科技有限公司，附屬於
香港中文大學基金會有限公司，為研究所處理商業合作事宜。

理工研究所
電話：2609 6279
傳真：2603 5057

電郵：leol@phy.cuhk.edu.hk

理工研究所於一九六五年成立，以促進各學院之科際研究工作，尤著重
具地方色彩及應用價值之長期研究計劃。研究所並與外界合作進行科學
及科技發展之研究，為工商機構、政府部門及校內單位提供諮詢服務。
該所轄下共有三個主要研究中心及一個聯合實驗室。

香港生物信息中心
電話：2609 6381
傳真：2603 7732
電郵：kpfung@cuhk.edu.hk
網址：http://www.hkbic.bch.cuhk.edu.hk

香港生物信息中心由本校及港府工業署撥款六百六十萬港元成立，於一
九九八年二月正式¦用。中心具備技術人才、高效能電腦硬件和精密軟
件，以支持香港的科研工作和高科技企業的發展，提升生物化學技術研
究的能力，為學術研究和商業投資開闢新領域。

中心的網頁已與世界各地大學、工業及研究機構聯網。中心亦為其
他研究人員提供分子生物訊息學的相關技術援助。

香港運動醫學及科學研究中心
電話：2646 1477
傳真：2646 3020
電郵：winnie@ort.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whoctr

香港運動醫學及科學研究中心成立於一九九一年，由本校矯形外科及創
傷學系主理，並與體育運動科學系及香港體育學院合作開展活動。目標
是推廣及開展運動醫學及科學研究，推行有關的教育課程，為體育界提
供專業諮詢服務，以及加強與國際運動醫學及科學機構的聯繫及交流。
一九九六年，中心獲世界P生組織指定為其香港區的運動醫學暨促進健
康中心。本校社區及家庭醫學系和公共P生學院也參與此中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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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信息科學聯合實驗室
電話：2609 6538
傳真：2603 7470
電郵：nganngan@cuhk.edu.hk
網址：http://www.jlgis.cuhk.edu.hk

地球信息科學聯合實驗室於一九九七年由中國科學院與本校聯合創立，
成為與地球訊息科學相關的跨學科合作研究和教育培訓基地。實驗室成
員主要來自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和地理研究所資源與環境信息系
統國家實驗室，以及本校各學院。研究範圍涵蓋對地觀測方法與系統、
空間數據挖掘、時空模擬與視覺化、地理訊息系統設計與集成、虛擬地
理環境、人工智能與專家系統、遙感圖像分析與處理、城市地理訊息系
統與住房發展、交通地理訊息系統和智能交通系統、空間人口分析、地
表穩定性監測和模擬，和流域管理系統。

材料科學及技術研究中心
電話：2609 8276
傳真：2603 5558
電郵：leol@phy.cuhk.edu.hk

材料科學及技術研究中心成立於一九九二年，致力研究先進材料之性
質、加工、設計與器件製作，協助本港工業界開發新材料，並提供材料
分析和性能測試的顧問服務。

數學科學研究所
電話：2609 8038
傳真：2603 7636

電郵：ims@ims.cuhk.edu.hk

數理科學正處於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時期；先進的數學及電腦運算工具
縮短了抽象理論與實際應用的距離。數學科學研究所於一九九三年成
立，就是為組織及促進跨學科的數學研究，包括純數學和應用數學、大
尺度科學電算、圖像處理、數學與理論物理及統計與概率、非線性科
學，尤其著重它們在物理科學、生物工程及工商業方面之應用。主要研
究由數學科學研究所、數學系、物理系與統計學系資深學者領導。

研究所之目標為促進新領域之研究及發展，訓練及培養科學家，加
強與內地及海外研究機構的學術交流，使之發展成為世界一流的優秀學
術中心。研究所現設有理學碩士及博士課程、博士後研究項目、短期學
人訪問項目、定期研究討論班、訪問學術演講系列等。研究所就不同學
術範圍開展研究計劃，課題包括幾何分析、非線性發展方程、非線性波
理論、激波理論、調和函數、小波理論、科學及平行計算、反問題的理
論及數值分析、金融數學等。研究所主持三種國際學術期刊，並出版研
究報告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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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亞太研究所
電話：2609 6740
傳真：2603 5215

電郵：hkiaps@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hkiaps/homepage.htm

香港亞太研究所於一九九零年成立，取代原有之社會研究所及其轄下之
香港研究所及當代亞洲研究中心，目標是發展成為研究中國、香港及亞
太區之學術重鎮。研究重點為九十年代以來香港及亞太區之經濟，包括
經濟競爭及合作、中國之改革及發展、東亞社會之文化關係與文化認
同、亞太區之都市及區域發展、變遷社會中之性別研究、香港之政治發
展、香港之社會指標與社會發展。研究所並展開與耶魯大學東亞研究委
員會合作之華南、香港與台灣研究計劃。該等研究的成果每每有助政策
的制訂。

該所致力建立一個關於香港、中國及亞太區國家之資料檔案庫，以
協助研究活動；其中一項重要資料檔案來自大學服務中心。該中心為國
際知名的中國研究機構，一九八八年起由本校接管，並於二零零一年易
名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
有限公司
電話：2603 5111
傳真：2603 5012

電郵：enquiry@hkib.org.hk
網址：http://www.hkib.org.hk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於一九八九年獲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撥款成立，附
屬校董會，為非牟利的生物科技下游產品開發中心，宗旨是帶動本地生
物科技業的發展。目前的主要工作為：

• 生產生物藥品供臨à實驗使用；
• 提供生物科技業培育設施；
• 香港製藥技術中心（PTC）；
• 提供中藥製程開發服務。
該院提供技術支援及製程設計服務，協助本地中西藥廠改善生產素

質。該院成立香港製藥技術中心（PTC），為本地醫藥工業實施GMP提供
技術支援服務，協助該等公司改良生產工序，以便產品可輸往世界各
地。該院設立中藥製程開發中心，鞏固其為香港中藥保健食品和藥物製
造業下游產品開發之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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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及系內
研究暨諮詢服務單位

校內各學院及學系設有規模較小的研究暨諮詢服務單位，以促進不同科
目的研究工作。

人工耳蝸及聽覺腦幹植入中心
溝通障礙及兒童言語認知中心
傳意研究合作中心
電話：2632 3288
傳真：2648 7908
電郵：surgery@cuhk.edu.hk

醫學院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成立人工耳蝸及聽覺腦幹植入中心、溝通障
礙及兒童言語認知中心，以及傳意研究合作中心。過去五年，大學及威
爾斯親王醫院的耳鼻喉科醫生、聽力學家、言語治療師、精神科醫生
等，致力協助罹患嚴重聽障的人士重獲聽力，成就超卓。外科學系在人
工耳蝸及聽覺腦幹植入手術、溝通障礙及兒童言語認知方面的研究，更
蜚聲國際；且一直與內地及其他國家�手推行多項研究計劃，培訓外地
專業醫護人員及教育工作者，並與國際著名傳意科學家建立了密切聯
繫。

三個中心將會籌設傳意科學研究所，以推廣傳意科學領域的臨»專
科和基礎科學研究，並為臨»專業人士及公眾舉辦有關溝通障礙、聽
覺、言語和語言障礙治療及康復的教育活動。

中心主要以香港巿民為服務對象，亦會藉不同的合作計劃及活動，
惠及內地以至區內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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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輔助生育科技研究室
電話：2632 3535/3199
傳真：2636 0008

人工輔助生育科技研究室隸屬婦產科學系，除提供臨»服務，並研究各
種關於輔助生殖的技術，包括體外受孕和胚胎移植、胚胎的冷凍保存，
以及顯微操作配子術；尤著重研究胚胎生長的支持因子、卵子的體外成
熟、男性不育因子，以及體外受孕和胚胎繁殖所引起的心理應激反應。
研究設備置於威爾斯親王醫院之人工輔助生育技術中心。

大學化驗中心
電話：2632 2313
傳真：2636 0540
電郵：helen-mak@cuhk.edu.hk

大學化驗中心是一個獨立的臨»及醫學研究服務部門，由醫學院的三個
化驗部門（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化學病理學系、微生物學系）組成，設
於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臨»醫學大樓一樓。中心的服務範圍包括一般綜
合性和專門的化驗，為病人及醫院提供化驗結果與專業分析，並與各大
藥用機構及醫學院部門合作發展醫學研究。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電話：2603 5038
傳真：2603 7128
電郵：ywfung@cuhk.edu.hk

cindyfan@cuhk.edu.hk
網址：http://www.fed.cuhk.edu.hk/cusp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於一九九八年成立，旨在與有意改進的學校建
立夥伴協作關係，協助該等學校分析其整體情勢及需要，設計校本或全
校策略以達致學校改善及優化教學的目的，且協助其實施改善策略及檢
討成效，為本地的教育發展及需要提供實際的解決方法。中心並建立「技
術轉移」的模式及統整有關實踐經驗，作為日後其他夥伴協作計劃的發展
基礎；同時加強大學與中小學的聯繫，改善香港教育的整體素質。

中心籌辦的各類型夥伴協作計劃包括：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共創優
質教育計劃，從學生、家長和教師的觀點看資優學生的特徵和需要，創
意歷奇領袖計劃，學校更新與課程研究及發展，幼兒環境教育及教師培
訓，優質學校計劃，「東華三院計劃：全方位學習」，「小學生在中、英、
數三科的學習動機和模式」發展與研究計劃，小學環境教育專業進修課
程，透過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領域進行專題研習課程，課程發展與照
顧學生多元化，夏日資優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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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教學資訊科技中心
電話：2609 7074
傳真：2603 6048
電郵：chilan@cuhk.edu.hk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近期成功獲取多項研究撥款，包括「優質教育基金」及
「香港研究資助局研究基金」，開展關於中國語文之教研活動。為更有效
地推動有關的研究，該系與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於一九九九年合作成
立「中文教學資訊科技中心」，積極發展中文教學資訊科技，以應新時代
的需要。中心成立以來，積極開發電子媒體中文教學網站，其中「博文網
站」（http://bowen.chi.cuhk.edu.hk）自推出後，深受本港語文教師及高中學生
歡迎。

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
電話：2609 6517
傳真：2603 5267
電郵：jinyeutsou@cuhk.edu.hk

innovations@cuhk.edu.hk

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由中國建設部與本校建築學
系聯合創立。建築學系從事中國城市住宅研究多年，一直獲得中國建設
部和中國建築學會的支持。中心的宗旨是在較高密度、較低造價的基礎
上，努力提高中國城市住宅的居住品質與能源效益；研究重點在於住宅
建築科技的發展、建築材料的更新，以及新管理方法的運用。研究課題
包括綠色建築設計、住宅通風系統研究、不同城市和地區的住宅能耗分
析研究、地理訊息系統在中國城市住宅領域的應用研究、中國城市中高
層住宅形態研究、住宅政策的分析。

心血管外科研究實驗室
電話：2645 0519
傳真：2645 1762
電郵：gwhe@cuhk.edu.hk

心血管外科研究實驗室成立於一九九五年，原隸香港大學，於二零零零
年轉隸中文大學外科學系心胸外科組。該實驗室有良好的經費資源，設
備一流，人手充沛，包括博士後研究員、研究助理、博士及碩士研究生
等。實驗室以下列兩個領域之研究著稱：
（一）在心臟外科或施行移植手術中，保存心、肺供體時，冠狀動脈

內皮與平滑肌（與內皮超極化因子有關的）的相互關係。
（二）冠狀動脈搭橋術移植血管的生物學特性、生理學和藥理學。
實驗室成立以來，研究成果經常於國際心血管醫學會議上公布，並

屢見於國際著名醫學期刊，至今已發表論文七十餘篇。
目前，實驗室分四部分：大血管研究的器官浴設備；微血管研究儀；直

接測定單個肌細胞膜電位的電生理設備；及直接測定一氧化氮濃度的儀器。



85

比較及公眾歷史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117
傳真：2603 5685
電郵：history@cuhk.edu.hk

歷史系於二零零二年成立比較及公眾歷史研究中心，旨在發展比較歷史
及公眾歷史此兩項卓越研究領域。中心除配合歷史系開設超過二十項關
於比較史及公眾史之科目外，亦定期舉辦一系列有關比較及公眾歷史研
究的演講、講座及研討會。中心鼓勵系內成員開展有關研究，並且協助
出版研究成果。中心亦於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年度籌辦由教育署課程發
展處資助的中學「綜合人文科」在職教師培訓課程。

比較文學研究計劃
電話：2609 7005/7
傳真：2603 5270
電郵：english@cuhk.edu.hk

此研究計劃原名「比較文學研究組」，成立於一九七九年，目的在於提倡
比較文學研究，以促進跨文化交流。計劃的各項活動均切合大學的宗
旨，側重研究傳統中國學術和現代西洋學術，並綜合兩者所長；研究人員
更積極與世界各地之比較研究學者建立聯繫，就共同興趣發展研究項目。

研究計劃包括個人及集體合作之項目，共分四類：出版書籍、舉辦
學術研討會、建立資料中心，以及開展經常性的研究工作。

研究計劃自一九九零年起，定期出版期刊《中外比較文學通訊》，建
立比較研究學者名錄，報導有關之研究活動。自一九九六年起，通訊易
名為《比較文學及文化》，刊載研究論文及報導研究活動。

古文物測試中心
電話：2609 6275
傳真：2603 5204
電郵：TLlab@cuhk.edu.hk

校方獲楊永德先生慷慨資助，於一九八六年成立楊瑞生熱釋光實驗室，
翌年即開始為公眾提供陶瓷斷代服務。實驗室現已重組並納入古文物科
學測試中心。該中心於二零零零年八月正式成立，具備先進的科學分析
設備，可以對竹、木、紙等有機古文物，或玉、石、金、銅、陶瓷等無
機古文物進行詳盡而精密的測試。

生物技術學實驗室
電話：2609 6807
傳真：2603 5123
電郵：biochemistry@cuhk.edu.hk

校方獲裘槎基金會及何添博士資助，於一九八六年成立生物技術學實驗
室，由生物化學系及生物系聯合管理，以促進及協調生物技術學之研究
活動。該實驗室位於基本醫學大樓四樓，設備齊全，可供進行分子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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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及重組脫氧核糖核酸之實驗。已開展的研究包括魚類生長激素及其受
體之基因克隆、魚類重組生長激素之生產、引產植物蛋白之化學結構修
飾研究，以及與心臟病有關之基因鑑定。

生物技術學實驗室亦是一個教學中心，凡修讀有關科目之本科生及
研究生，皆可使用該實驗室之設備。實驗室又不時開設專題訓練班，以
提高本地及海外研究人員對生物技術學的興趣。

生產食物蛋白質研究實驗室
電話：2609 6389
傳真：2603 5745
電郵：bio@cuhk.edu.hk

生產食物蛋白質研究實驗室隸屬生物系，專門研究利用生化及生物技術
改良現有食物蛋白質的品質，和開發食用蛋白質的資源。研究活動包括
評鑑一些非經常食用豆類的營養和應用價值；利用農業和食品工業廢料
生產食用菌；以遺傳工程技術改良植物蛋白質的營養價值和食療效用；
以植物作為生物反應器，製造別具功能的食用蛋白質。

老年學及老年病學研究中心
電話：2252 8851/2632 3141
傳真：2606 3500/2637 3852
電郵：jeanwoowong@cuhk.edu.hk

老年學及老年病學研究中心於一九九八年成立，其目的為研究老化過程
和香港人口老化現象及其相應措施。中心並配合行政長官在一九九七年
的施政報告中強調的老人醫療、社會福利等重要範圍，提供本科及研究院課
程，發展本地與內地、區域性及國際性組織之聯繫，交流專業經驗及意見。

參與活動的部門包括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社區及家庭醫學系、精
神科學系、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那打素護理學院、社會學系、社會工
作學系及心理學系。

李福善海洋科學研究中心
電話：2609 6773
傳真：2603 5391
電郵：bio@cuhk.edu.hk

海洋科學研究中心成立於一九七零年，隸屬生物系，從事海洋科學之精
深研究。目前研究重點包括經濟魚、蝦類及其他海洋生物之生理、生化
及分子生物學在漁業及海產養殖上的應用，以及浮游和珊瑚礁生物在本
港及南中國海域的生態。

該研究中心設有研究及教學實驗室、空氣調節水族飼養室、儀器設
備室、研習室等、海水循環系統、大小型室內外養殖池共三十餘個，並
備有快艇。

中心於二零零二年重新命名為李福善海洋科學研究中心，以誌李福善
博士的慷慨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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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顧問小組
電話：2609 8313
傳真：2603 5505
電郵：dept@se.cuhk.edu.hk
網址：http://www.se.cuhk.edu.hk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顧問小組源於一九九一年成立的系統工程顧問小
組，由系統工程學系管理。該系於一九九四年度易名系統工程與工程管
理學系，顧問小組亦隨之更易名稱。小組主要為工業界及學術界提供顧
問服務，範圍包括專家意見、可行性研究、系統分析及設計、系統模
擬、項目之計劃與管理、軟硬件實現、培訓課程等。小組成員由系統工
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教員組成，其專長與經驗涵蓋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主要學科，如資訊系統、金融工程、電子商貿、機器智能、系統科學、
系統建模、系統優化、生產管理、管理與決策科學、資訊管理等。

社會和公共�生精神病學研究小組
電話：2632 3639
傳真：2637 7884

小組成立於一九九九年三月，專從文化背景及公共Â生的角度研究伴隨
社會變化而出現的各種精神病和行為障礙，例如在中國人社會中的抑鬱
症、神經衰弱、物質濫用和自殺等。這些研究包括精神病的流行病學、
基層醫療的精神Â生保健、婦女保健、歧視、Â生政策的發展，以及生
物學與當地文化的相互影響。

社會福利實踐及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507
傳真；2603 5018
電郵：socialwork@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swk

社會工作學系於二零零零年成立社會福利實踐及研究中心，旨在鼓勵以
實踐為基礎的研究及創造具中國視野的社會工作知識。中心會開展介入
性研究及中國社會福利實證研究，又與有關機構建立夥伴關係，以提高
實踐及研究的素質。此外，中心會透過出版、訓練、研討會等形式傳播其研
究成果。

科學模型與計算中心
電話：2609 6343/4
傳真：2603 5057
電郵：chemistry@cuhk.edu.hk

中心提供以工作站集群為基礎的高效能計算設備，對分子結構、反應性
能、新材料、生物大分子等課題進行計算模擬。中心的宗旨在於促進化
學、物理、生物領域間之合作，以發展分子模型的新方法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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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機科學與工程顧問小組
電話：2609 8415
傳真：2603 5302
電郵：dept@cse.cuhk.edu.hk
網址：http://www.cse.cuhk.edu.hk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顧問小組源於一九八八年成立的電子計算顧問小組，
由電子計算學系管理。該系於一九九五年度易名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
系，顧問小組亦隨之更易名稱。小組主要為工業界及學術界提供顧問服
務。服務範圍包括專家意見、系統分析、可行性研究、模擬、軟硬件之
合作發展及應個別機構要求開辦培訓課程。小組成員由計算機科學與工
程學系教職員組成，其專長與工業經驗涵蓋電算學各分支，如計算機體
系結構、人工智能、影像及語音處理、數值分析、軟件應用、中文處
理、計算機教育、系統軟件、虛擬現實、電腦動畫、互聯網、萬維網應
用、電腦病毒處理等。

食品科學研究實驗室
電話：2609 6285
傳真：2603 5646
電郵：bio@cuhk.edu.hk

生物系的食品科學研究實驗室成立於一九九一年，旨在通過科學研究，
開發新產品及發展新食品加工技術，為內地與本港食品工業提供服務。
工作重心是把中國傳統食品的生產工藝現代化，和應用綜合生物科技發
展健康食品。研究項目包括評估菇類的藥用及營養價值；發展菇類健康
食品；菇類罐頭之品質控制；蝦過敏原之基因克隆；應用分子生物學於
菇類育種；評估發展菇類調味品的潛力；開發微生物產品以用諸食品加
工業；食品工業廢料之轉化；運用遺傳工程技術改進食品質量；以及利
用植物作為生物反應器，製造特殊功能食品。

香港/中國病理交流中心
電話：2632 3334
傳真：2649 7286
電郵：hmli@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med/acp/adpc.htm

中心專為促進香港和中國內地的病理教學、科研和診斷單位的交流而
設，獲國際病理學會、國際華人病理醫生協會及本地慈善團體的支持。
中心每年舉辦初級和高級訪問學人計劃，並定期為中國病理醫生舉行培
訓班，最近又與加拿大卑詩省大學病理系達成協議，後者每年派一位教
授到本校和內地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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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074
傳真：2603 6048
電郵：chilan@cuhk.edu.hk

「香港文學」為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近年發展重點之一。自八十年代起，中
文系一直不斷就香港文學作資料整理及研究，出版多種相關著作，並開
設多種課程及舉辦多項活動。為求集中資源，展開長遠計劃，推動香港
文學研究，中文系於二零零一年七月成立「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中心工
作目標包括：（一）將散見全港的香港文學資料作系統性分類、編目和分
析；（二）整理舊報刊及剪存新刊資料；（三）將編整所得的資料上網，支
援學術發展；（四）出版研究刊物及舉辦小型活動；（五）與海內外其他機
構合作，爭取資源開展研究計劃；（六）進行專題研究、編整教材及史料
訂正工作。

香港糖尿病研究發展基金
電話：2632 3130
傳真：2637 3929
電郵：hkfrdd@med.cuhk.edu.hk
網址：http://www.hkfrdd.med.cuhk.edu.hk

基金旨在促進香港與內地對糖尿病及相關疾病的臨»與基礎研究，改善
對患者的保健服務。成員包括本港、內地及國外的資深醫療及研究人
員。任務包括：

• 設立獎學金及獎項以鼓勵年輕學者從事糖尿病及相關疾病的臨»
及基礎研究。

• 發展與內地及國際著名組織和學府的學術合作，促進對糖尿病及
相關疾病的研究及發展工作，包括傳統中草藥治療。

• 組織學術會議，以增強香港與內地以及國外專家的學術交流。
• 支持及發展循證醫療管理系統及評估其臨»效果與經濟效益，以
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生活素質。

香港遺尿研究及資訊中心
電話：2632 3554
傳真：2144 7303
電郵：hkeric@cuhk.edu.hk
網址：http://www.surgery.cuhk.edu.hk/paed/hkeric

香港遺尿研究及資訊中心成立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由不同背景的人士
自願組成，包括醫生、專科護士、精神學家、心理學家、康復病人及其
家人。

中心的目標是加強公眾對遺尿問題的認識及了解，向家長及青少年
提供有助解決遺尿問題的渠道，鼓勵病童及家人互相幫助，減少病患困
擾；並深入研究遺尿的病因和治療成效，以及促進與海外專家及有關研
究機構的知識交流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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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又為遺尿患者及希望了解遺尿問題的人士提供電話熱線輔導服
務，並印製有關遺尿的家長及青少年指引小冊子及單張，市民也可從網
頁下載或以郵寄方式索取。中心的網頁提供大量有關資訊，歡迎瀏覽。
此外，中心亦歡迎有興趣之人士參加「香港遺尿研究及資訊中心之友」，
會員會定期收到有關的通訊。

香港賽馬會骨質疏鬆預防及治療中心
電話：2252 8833
傳真：2649 2447
電郵：edithlau@cuhk.edu.hk

大學獲香港賽馬會慨捐四千一百萬元，於二零零一年成立「香港賽馬會骨
質疏鬆預防及治療中心」。中心設於中文大學醫學院深造中心，為骨質疏
鬆病患者提供基層健康服務，包括源發性預防、繼發性預防及復康計
劃。研究範疇包括基因研究、流行病研究及臨»測試。中心亦為醫生及
醫護管理人員提供培訓與終身醫學教育計劃。

祖安娜布麗士學院以實證為據實務護理及助產學——香港區中心
電話：2609 6231
傳真：2603 5520
電郵：janitachau@cuhk.edu.hk

祖安娜布麗士學院以實證為據實務護理及助產學香港區中心在一九九七
年成立，設於那打素護理學院，是東南亞首個該類研究中心。

設立目的是在香港推行以科研為據的實務護理，包括推廣臨»實務
護理科研，提供臨»護理科研的訓練及設立以科研為據的實務護理教育
課程，以改善護理素質及效率。該中心的工作包括：

• 有系統地審查實務護理的範圍；
• 制定及引進最佳的實務護理方針；
• 提供改善臨»護理效率的諮詢服務；
• 評估實務護理方針的成效；
• 參與實務護理評估的多地點臨»測試；
• 舉辦以實證為據的護理及助產科講座、實習班及研討會。
目前，有八個同類的中心與澳洲祖安娜布麗士研究所有密切的夥伴

關係，香港區中心是其中之一，將與其他夥伴中心共同推動亞太區以實
證為據的實務護理。

訊息工程顧問小組
電話：2609 8385
傳真：2603 5032
電郵：dept@ie.cuhk.edu.hk
網址：http://www.ie.cuhk.edu.hk

訊息工程顧問小組成立於一九九四年，隸屬訊息工程學系，主要為本港
工商業及學術界提供諮詢服務，如專家意見、可行性研究、系統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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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分析、項目之計劃與管理、軟硬件實現、系統性能估計。小組又為顧
客組織短期講座、專題討論會，和培訓課程。

小組成員為訊息工程學系教師及科技人員，他們的學術專長及實際
經驗廣涉通訊及訊息處理。通訊方面的專科領域包括寬頻道ISDN、互聯
網工程、網絡連接與管理、無線通訊、系統性能評估、多媒體通訊、通
訊交換機、光通訊與光波網絡，而訊息處理方面則包括訊息與編碼理
論、數據壓縮、華語處理、視覺訊息處理、人機聯繫與互動系統、決策
支援系統與專家系統。

骨關節肌肉研究實驗室
電話：2632 3071
傳真：2606 3592
電郵：lingqin@cuhk.edu.hk
網址：http://www.ort.cuhk.edu.hk

骨關節肌肉研究實驗室成立於一九八三年，隸屬醫學院矯形外科及創傷
學系。

實驗室的宗旨是：尋求解決與骨關節肌肉相關的臨»問題；加強臨
»基礎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發展創新的應用技術；鼓勵有潛在臨»應用
價值的研究以改進臨»服務素質和治療方案；促進學術交流；加強該系
研究生和進修生對骨關節肌肉的研究興趣；建議和擴展本地與國際學術
研究機構的合作應用研究。

實驗室的研究分三大領域：軟組織（肌腱韌帶、肌肉、神經組織等）、
硬組織（骨折癒合、骨代謝障礙、骨質疏鬆等），和應用生物材料。實驗室
轄下設五個技術服務單位，並配備組織學、分子生物學和生物化學、組織
生物力學、骨質密度定量和機能測試等先進研究設施。除日常研究工作
外，實驗室還參與本科生和研究生課程教學，舉辦技術訓練班、區域及國
際專業會議等。

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
電話：2693 3708
傳真：2694 0004
電郵：hepu@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med/hep

大學獲優質教育基金資助，把原來推行「健康學校」計劃的一個小組擴展，
於二零零零年八月正式成立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隸屬公共Â生學
院，進一步實踐「健康推廣學校」的理念。中心曾開展全港學童健康調查，
以及學校健康教育及健康促進需求評估調查，研究結果廣為傳媒報導。中
心以「健康促進」學校的概念為基礎，推行「香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著重
學業成就和學童的身心發展，從而改善學童的生活素質。此計劃亦旨在促
進員工發展、親職教育、學校參與，以及與各相關團體的聯繫，改善學
童、家長、教師的身心健康，並將健康的理念傳達到社區當中。

中心於二零零二年成立國際健康促進及教育聯盟珠江三角洲聯絡辦
公室，致力建立一個地區網絡，促進各地的健康教育發展和交流，讓國
際健康促進及教育聯盟的資訊傳播至中華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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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健康促進及研究中心
電話：2252 8839
傳真：2645 3276
電郵：wendyshin@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crpwh

婦女健康促進及研究中心於二零零一年一月成立，旨在提倡、發展及統
籌各類研究、教育、訓練及推廣活動，以改善婦女的終生健康。

中心成立以來，已開展連串活動，又蒙王梁潔華博士透過香港各界
婦女聯合協進會慷慨捐助，成立婦女健康聯合資源中心，為學界、管理
人員、醫護人員、社會工作者、學生以至所有關注婦女健康的巿民大
眾，提供書籍、期刊、文獻、光碟、錄像帶、錄音帶等有關資源；並以
此引發社會各界關注婦女健康問題，以及分享和交流心得。

研究中心推行的活動尚包括為婦女提供一系列健康評估，及為有需
要者提供專科醫生跟進服務。此外，又定期舉辦健康講座及出版有關刊
物如《輕鬆走過更年期》。中心同時展開多項關於女性從青年到老年的健
康研究，為實證醫學、健康推廣及保健政策提供科學基礎。

研究中心目前提供一項跨學科的婦女健康研究文憑課程，供對婦女
健康有興趣之人士報讀。課程內容包括研究方法、社會及文化對婦女健
康的影響、精神健康、生殖健康、婦女常見疾病、更年期前後須知、營
養學、醫療制度及中藥學等。

婦科腫瘤研究室
電話：2632 2804
傳真：2636 0008
電郵：yickfuwong@cuhk.edu.hk

婦產科學系之婦科腫瘤研究室成立於一九八八年，主要研究癌基因和抑
癌基因如何影響婦科惡性腫瘤的發生、遺傳、診斷和預後。研究室並提
供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研究生訓練課程。

研究室位於威爾斯親王醫院特別座E一樓，設有熱反應儀、全自動脫氧
核糖核酸序列測定儀、定量聚合¢鏈反應儀、超淨工作台、二氧化碳培養
箱，和各種冰箱、離心機等。

統計諮詢服務部
電話：2609 7931
傳真：2603 5188
電郵：consult@sparc20b.sta.cuhk.edu.hk
網址：http://www.sta.cuhk.edu.hk/Dept/scsu.asp

統計學系於一九八四年設立統計諮詢服務部，以促進統計方法之適當應
用，並為校內外單位提供統計的專家意見。諮詢服務包括數據分析、實
驗設計、類型數據分析、醫學統計、多重邏輯斯蒂回歸、社會及商業統
計、結構方程模型、回歸分析、品質控制和時間序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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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中心
電話：2609 8221
傳真：2603 7327
電郵：info@cintec.cuhk.edu.hk
網址：http://www.cintec.cuhk.edu.hk

工程學院於一九九九年一月重組原有的訊息網絡研究所，成立創新科技
中心，旨在推展學院的技術轉移工作，協助把香港建設為創新科技的中
心，以配合特區政府的發展目標。

中心致力發展尖端的應用研究，積極與工業界合作，揀選有商業價
值的研究題材，發展高增值的科技項目。它又會提供高素質的訓練予專
業人士，培養和提高他們的創新研究和科技企業家精神。而促進香港與
內地在現代科技的交流合作，締造環境以促進創新和科技項目的推展，
也是中心的重要目標。

中心由兩部分組成：科技開發部專注跨學系項目，集合各學系的資
源和專長，拓展大型、跨學科範疇的科研項目，從而促進香港的科技發
展；而工業聯絡部則致力加強學院與工業界的聯繫，使學院的豐富研究
成果與工業界的需求得以配合。

發展心理學中心
電話：2609 6576
傳真：2603 5019
電郵：cdp@psy.cuhk.edu.hk
網址：http://www.psy.cuhk.edu.hk

心理學系於二零零一年成立發展心理學中心，宗旨是促進關於嬰孩、兒
童和青少年社交及認知能力發展的基本及應用研究。中心設有一所最先
進的嬰孩實驗室及一個供測驗與觀察兒童和青少年的獨立實驗室。

發展心理學中心的目標包括：
• 開展對嬰孩、兒童和青少年的行為、認知及神經心理的基本研究；
• 將發展心理學研究應用於解決教學問題及家庭架構上；
• 評估有關嬰孩、兒童和青少年的認知、社交及行為各方面的能力；及
• 與香港、內地及海外的機構建立夥伴關係，以促進跨文化和跨院
校的發展心理學研究。

評估培訓中心
電話：2994 3551
傳真：2994 3745
電郵：atc-cuhk@cuhk.edu.hk
網址：http://www.atc.cuhk.edu.hk

心理學系與工商管理學院於二零零零年合辦心理評估及培訓中心，目的
是把心理評估和工業及組織心理學的知識，應用於個人成長和現代管理
上。中心設有影音錄像器材和多媒體演講設備等重要研究及培訓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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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一系列有效的評估工具和綜合培訓計劃，供用家作自我提升及人
事管理之用。中心不只提供測定心理評估的工具，也是一所教學實驗
室，讓修讀工業及組織心理學的學生認識培訓工作坊、工作表現評估和
人事遴選的實際過程。

粵語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160
傳真：2603 6048
電郵：chilan@cuhk.edu.hk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卓越學科領域「粵語的研究、教育及文藝創作」一九九
八年獲校方認可，隨即開展若干研究及教育項目。二零零一年二月，該
系成立「粵語研究中心」，統籌有關粵語研究事宜，集中人力及爭取資
源，以期進一步發展，並配合學系的卓越研究領域，對香港語言及文化
發展作出貢獻。中心辦事處設於馮景禧樓五二四室，工作計劃為：（－）
建立粵語資料庫；（二）爭取研究資源，進行多項有關粵語研究計劃；
（三）為外界提供有關粵語諮詢服務；（四）以中心名義出版系內教研人員
的粵語研究著作。

腦神經病實驗室
電話：2632 3335
傳真：2637 6274
電郵：hkng@cuhk.edu.hk

腦神經病實驗室隸屬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為一專注臨»神經病研究的
實驗室，由何善衡基金捐助，並獲校方單次撥款計劃支持。來自不同專業的
研究員、研究生合作開展有關神經腫瘤基因、癡呆病和神經挫傷病的研究。

電子工程顧問小組
電話：2609 8274
傳真：2603 5558
電郵：dept@ee.cuhk.edu.hk
網址：http://www.ee.cuhk.edu.hk

電子工程顧問小組於一九八五年成立，由電子工程學系管理，主要為社
會及工業界提供長期或短期顧問服務。服務範圍包括專家意見、系統設
計及分析、可行性研究、技術及品質評估、實驗室測試、專題研討會及
員工培訓課程，以及專家驗證。小組成員為電子工程學系教員，其專長
與經驗涵蓋電子學的主要範疇，如特定應用集成電路及超大規模集成電
路、模擬及高頻線路、生物醫學及遙距醫療、計算機及微處理器之應
用、通訊系統之數字訊號處理、語音及圖像處理、微波通訊系統、光電
子學及光通訊、固態電子學及材料科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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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技術發展中心
電話：2609 8308
傳真：2603 5505
電郵：yao@se.cuhk.edu.hk
網址：http://www.aect.cuhk.edu.hk

中文大學工程學院與Oracle及Sun Microsystems等工商機構合作，於一九九
九年十一月成立電子商務技術發展中心。

中心致力發展有關電子商務的新知識和技術，特別是在訊息及技術
為主導的經濟體系下的電子商務運行和決策技術，以及企業互聯網發展
策略。中心的研究及開發工作集中於三大領域：互聯網及資訊系統技
術、企業運行方案技術，和電子商務最新理論及科技。

中心致力協助發展及應用電子商務的本地企業（包括製造、銀行、零
售及其他服務行業）培訓電子商務人才，重組企業，以及開發系統。此
外，中心又開設各種培訓及證書課程，以協助工業界訓練電子商務人才。

工程學院於二零零零年秋開辦跨學科的電子商務技術兼讀碩士課
程，中心和工商企業的合作課題將為該課程的學生提供科研項目，以擴
展學生的知識和實際經驗。

預防子宮頸癌研究中心沙田社區診所
電話：2632 1015
傳真：2637 6274
電郵：archang@cuhk.edu.hk

該研究中心建於一九九五年，目的是收集本地的異常宮頸塗片及宮頸癌
發病率的精確數據，並促進該領域的研究工作。中心應用自動化新技術
檢查宮頸塗片及其他細胞學標本，並設有全國獨有的自動化柏氏塗片掃
描儀。中心為推介宮頸塗片普查，特建立了沙田社區診所，逄星期一至
五，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七時開放，為本地婦女免費提供柏氏塗片檢查服務。

該中心由香港癌症基金會慷慨贊助，設於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癌症
中心地下低層及五樓。

精神科睡眠疾患中心暨睡眠檢查室
電話：2636 7662
傳真：2635 1039
電郵：ykwing@cuhk.edu.hk

精神科睡眠疾患中心於一九八六年成立，為全香港首間集研究睡眠醫學
及提供全面睡眠疾患診斷、檢查和治療之中心。中心多年來就不同之睡
眠疾患開展了多項臨»及流行病學研究，如失眠、睡眠呼吸障礙、發作
性睡病、神經衰弱與抑鬱、快眼動睡眠期行為異常症、兒童睡眠情況
等；並已為超過三千名病人服務。此外，中心亦參與研究院課程之教
學，又曾培訓多名本地及內地醫護及技術人員，更協助成立「香港睡眠醫
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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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學遺傳研究小組
電話：2632 3646
傳真：2646 2284
電郵：psychiatry@cuhk.edu.hk

精神科學系於一九九八年一月成立精神病學遺傳研究小組，重點研究不
同種族的遺傳基因與各種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與情感性障礙）和精神科
臨»藥物新陳代謝的關係。

語言學研究實驗室
電話：2609 7007（英文系）, 2609 7911（現代語言及文化系）
傳真：2603 5270（英文系）, 2603 7755（現代語言及文化系）
電郵：english@cuhk.edu.hk
          ils@cuhk.edu.hk

實驗室成立於一九八五年，前身為語音學實驗室，現已發展成為一個更
全面的實驗室，以支援與語言學有關的教學和研究。實驗室為語言學及
應用語言學研究提供跨學科合作的基礎。研究員的興趣廣及詞彙學、字
形學、語法學、語意學、語音學、音ü學、第一及第二語言習得、詞庫
語言學、手語語言學、應用語言學、語言測試及評估。實驗室之設備包
括計算機及語言分析設備、詞庫等，以支援各項研究。

實驗室由英文系和現代語言及文化系共同管理。

認知與腦研究中心
電話：2609 6578
傳真：2603 5019
電郵：ccbs@psy.cuhk.edu.hk
網址：http://www.psy.cuhk.edu.hk

認知與腦研究中心於一九九八年成立，隸屬於心理學系。其宗旨是促進
和組織各項與認知和腦有關的研究和學術活動，以協助了解下列問題：

• 人類如何學習、記憶，和使用知識；
• 人腦的活動與各種認知能力（如知覺、記憶和語文理解）之間的關係；
• 如何將有關知識運用於日常生活。

遠程醫療中心
電話：2632 3337/2145 5215
傳真：2647 2763/2635 2521
電郵：telemed@med.cuhk.edu.hk
網址：http://tele.med.cuhk.edu.hk

遠程醫療中心設備齊全，有最先進的遠程會議設施，並以寬頻局域網絡連
接教學醫院所有辦公室、門診診療室、演講廳、教室，以及專門為國際遠
程會議設置的會議室。局域網並與大學校園和臨»技術學習中心連接。遠
程醫療中心已經開展的活動包括遠程神經系放射學、遠程老年病學、遠程
內視鏡學、遠程病理學，以及常規的國際遠程醫學會議和互聯網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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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孫文淑肝炎研究中心
電話：2648 4326
傳真：2648 4326

鄭孫文淑肝炎研究中心蒙鄭孫文淑基金慷慨捐助得以成立。該中心設有
分子生物學實驗室，以及分別設於包玉剛爵士癌症中心與李嘉誠專科診
所之臨»研究部。中心之宗旨在於：

• 開展有關肝炎病理之基本實驗研究；
• 進行肝炎治療之各項臨»研究；
• 訓練研究生；
• 加深病人及市民對肝炎之認識。

糖尿科中心
電話：2632 2876
傳真：2632 2811
電郵：cscockram@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威爾斯親王醫院糖尿科中心前身為內分泌科檢查室，一九
九三年擴充為糖尿科中心。

中心的宗旨是提供優質醫療服務及拓展研究項目。除提供全面內分
泌疾病治療外，並因應香港近年糖尿病患者人數的急促增長，致力發展
各種糖尿病治療及護理服務。現時主要研究項目包括早發性二型糖尿病
之基因、肥胖與糖尿及糖尿併發症的相互關係。中心更研究各種糖尿病
護理模式及其效益之量度，且擔任重要的教育角色，經常主辦及統籌各
類型研討會及課程，不斷培訓糖尿病醫護人員。

此外，中心與多個國際組織合作及建立聯繫，包括世界Â生組織及
國際糖尿病協會。醫護人員除服務本港，亦為亞太區的糖尿病研究及發
展作出貢獻。

諾和諾德糖尿病治療研究小組
電話：2632 3124
傳真：2647 3859
電郵：ccf193chow@cuhk.edu.hk

大學獲諾和諾德亞太臨»藥物發展中心資助，於二零零一年五月成立諾
和諾德糖尿病治療研究小組，根據世界優良臨»實踐規範，致力發展臨
»第二及第三期糖尿病藥物之研究。該小組是亞洲首個專責研究糖尿病
藥物療效的中心。小組由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一位名譽教師主管，有三
名全職成員，包括醫生和護士。

小組每年可完成國際水準之病例研究達一百二十個，累積之經驗將有
助找出各種糖尿病症的最佳治療方案，大大裨益本港眾多華人糖尿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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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研究中心
電話：2252 8852
傳真：2606 3500

營養研究中心隸屬醫學院，於一九九七年三月成立，旨在開展以解決本
地問題為主的研究，以及向學生、健康工作者和市民推廣營養知識，加
強各界對營養的重視。

目前的工作包括評估香港不同年齡組別人士的飲食習慣及營養狀
況，從而提出最適合本地人士的飲食模式；研究食物營養與健康之關
係；以及為各類病人按病情設計營養餐單。

中心並計劃推行營養教育，和探究本地各類營養問題，諸如兒童及
成年人營養過剩與肥胖界定，飲食與心血管疾病的關係，鈣對骨質疏鬆
症的影響，以及院舍內的營養不良現象。中心亦擬與其他國家的類似組
織進行學術交流。

環境政策與資源管理研究中心
電話：2609 6643
傳真：2603 5147
電郵：ceprm@cuhk.edu.hk
網址：http://grm.cuhk.edu.hk/ceprm

環境政策與資源管理研究中心（中大環境政策中心）旨在促進和協調跨學
系的環境科學研究，以推動多學科共同進行環境和資源評估、分析、管
理等工作。該中心運用先進的科學及資源管理技術，作環境政策分析，
以保障當前和未來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又力求通過學術研究、公開
對話和公眾參與，為環境政策的制訂與實施提供充分的科學依據。

中心的主要任務包括：
• 推動環境政策，以達致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協調；
• 提倡公正和創新的資源利用模式，實現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 作為訊息資源中心，為專業人士、決策機構和社會大眾提供合作
研究和政策制訂的機會；

• 通過開展環境教育、政策分析與社區活動，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
的社會；

• 為政府和市民提供顧問服務。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進修培訓中心
電話：2632 3074
傳真：2647 7432
電郵：olc@ort.cuhk.edu.hk
網址：http://www.olc-cuhk.org

中心獲李嘉誠基金會、鄧煜懷先生家族及Stryker Howmedica的慷慨贊助，
設於威爾斯親王醫院李嘉誠骨科診所北翼一樓，是骨科醫生、護士和有
關專業服務人員的進修訓練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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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中心配備最新資訊技術系統和最先進的生物技能訓練實驗室，服
務範圍包括：

• 可為骨科醫生提供現場教學和技能訓練，內容包括創傷外科、關
節置換、關節鏡、手外科和顯微外科、脊柱外科、小兒骨科和其
他基本的骨科專業訓練。

• 受訓骨科醫生可通過閉路電視錄影系統，直接觀察和模仿手術室
的示範手術。

• 中心可通過遠程醫療視像技術，與國際的醫療中心聯網，加強骨
科培訓。

• 中心透過內部和國際網絡收發骨科培訓的訊息，從而協助矯形和
創傷外科建立一個全面的訊息資源中心。

臨ð心理學中心
電話：2609 6501
傳真：2603 5019
電郵：clinical@psy.cuhk.edu.hk
網址：http://www.psy.cuhk.edu.hk

心理學系於一九九三年成立臨»心理學中心，由系內臨»心理學教師主
持，提供各類心理服務予公眾及經本校保健處轉介之教職員。服務對象
包括兒童及成人，而服務範圍則包括智能、性格及職業興趣的評估；神
經心理功能或法律心理的評估；個人、小組，或婚姻的輔導及心理治
療。個案涵蓋兒童成長問題、親子關係、婚姻適應、情緒問題、壓力處
理、社交技巧及自我確定訓練。收費根據服務形式而定。

臨»心理學中心位於崇基學院王福元樓三樓。

臨ð實驗及流行病學研究中心
電話：2637 4755
傳真：2645 3098
電郵：ccter@cuhk.edu.hk
網址：http://www.ccter.cuhk.edu.hk/index.htm

醫學院一九八八年成立臨»實驗及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旨在匯集有關的專
業知識及資源，發展生物統計和臨»實驗及流行病學之研究。二零零二年
起，該中心直接隸屬公共Â生學院。

中心的活動可分四類：（一）生物統計的研究、支援及顧問服務──
服務包括設計研究項目、草擬研究及撥款方案、執行研究方案、統計諮
詢、數據分析等。中心亦參與醫學院本科生的教學工作，並與其他學系
合作提供有關學科的文憑及碩士課程，以及從事生物統計方法之研究。
（二）流行病學研究──與其他部門合作開展青少年健康、濫用藥物、中
醫藥的應用、眼疾、精神疾病、心臟病、老人學、骨質及骨骼疏鬆、生
活素質及健康服務需求的研究。（三）臨»試驗研究──除監察醫學院的
部分臨»試驗外，中心亦透過與學術及製藥機構的合作，推動本港臨»
試驗的研究，包括對臨»試驗人員提供訓練及顧問服務、數據監視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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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分析服務。（四）愛滋病社區研究──由香港愛滋病基金會資助，與校
外組織合作，研究與愛滋病有關的評估、病人生活素質，以及監測市民
的知識、態度、行為之改變等。

二零零二年初，國際著名的Cochrane中心轄下之中國中心於研究中心
成立香港分中心。

中心亦參與及支援校內其他研究中心之工作，包括醫學院的醫藥經濟
研究中心、動脈血管粥樣硬化研究中心，以及大學的中醫中藥研究所等。

醫藥經濟研究中心
電話：2609 6860
傳真：2603 5295
電郵：pharmacy@cuhk.edu.hk
網址：http://www.pharmacy.cuhk.edu.hk

近年醫療界受到全球性的資源緊縮政策影響，「醫藥經濟」這門較新的學
科甚受有關行業的重視。這門學科能確認和量度不同的治療方法，以及比
較各種方法的成本、風險及優點，從而找出一種最合乎成本效益的療法。

由於「醫藥經濟」愈來愈受重視，而本地一直未有相關的研究機構，
藥劑學院於一九九九年集合七個專業（經濟學、流行病學、醫學、藥劑
學、統計學、社會科學及醫院行政學）的專家，成立了本港唯一的「醫藥
經濟研究中心」。

中心已展開一連串的計劃及活動，包括定期邀請海外專家主持研討
會，與其他機構合作研究，舉辦國際學術會議等。

癡呆症研究單位
電話：2632 3637
傳真：2646 2284
電郵：psychiatry@cuhk.edu.hk

隨著老年人口增加，癡呆護理已成為大多數國家迫在眉睫的問題。精神
科學系於一九九八年成立癡呆症研究單位，旨在組織與促進癡呆症的各
方面研究，並積極發展跨學科和與國際研究組織之聯繫。研究範圍側重
阿爾滋海默氏病和癡呆病在遺傳、流行病學、臨»及護理方面的問題。

藥物及毒藥諮詢中心
電話：2635 1111
傳真：2145 7160
電郵：dpib@med.cuhk.edu.hk
綱址：http://dpib.med.cuhk.edu.hk

由臨»藥理學部管理的藥物及毒藥諮詢中心，創立於一九八七年，並於
一九八九年開始提供每天二十四小時諮詢服務。中心為廣大醫療保健人
員提供有關各種中毒與藥物不良反應的診斷和治療，以及藥品正確使用
等方面的專業建議。中心由護士、藥劑師和年輕醫師當值，且由一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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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藥理及毒理方面有專業知識的內科顧問醫生支援。中心的電腦資訊
系統可進入多個國際資料庫，查詢逾五十萬種藥品及化學成品的資料，
亦可查詢數十年來積累的本地臨»經驗與研究成果。中心的專業範圍廣
泛，包括現代醫學、傳統中醫藥學及其他療法，以至處理海產食物和殺
蟲劑毒性等。中心自開辦以來，從事了大量的科學研究，已發表論文逾
百篇，成為區內重要的藥物及毒藥諮詢中心。

藥物發展檢定中心
電話：2649 1747
傳真：2649 5514
電郵：pharmacy@cuhk.edu.hk
網址：http://www.pharmacy.cuhk.edu.hk/

本校獲香港政府創新及科技基金和商界的資助，於二零零零年九月成立
香港唯一的藥物發展檢定中心，旨在通過開發及應用醫藥科技，發展高
品質之中西藥物，尤其是抗癌、心腦血管及創傷癒合藥物；並為推動香
港醫藥開發事業，晉身國際，作出貢獻。

藥物發展檢定中心結集大學多個學科的專才和先進設施開展工作。
專長之領域廣涉品質檢定、化學、藥理學（包括生物化學、生理學和生物
學）、藥物安全性、製劑與藥物動力學、臨»試驗等。

中心下設多個實驗室：化學合成、藥理學及生物化學實驗室，細胞
組織培育實驗室，動物急性毒性試驗室，製劑開發實驗室，生物分析實
驗室和臨»研究實驗室。中心根據國際認可的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GLP）
及優良藥品臨»實驗規範（GCP）運作，為醫藥工業界提供多種服務，包
括生物藥劑及藥物動力學、藥效學、藥物相互作用等研究，製劑開發，藥
物品質測試，動物安全急性毒性試驗，臨»試驗（尤以I、II期為主）等。

藥物評價實驗室
電話：2609 8014
傳真：2603 5295
電郵：pharmacy@cuhk.edu.hk
網址：http://www.pharmacy.cuhk.edu.hk

藥劑學院得到香港政府工業支援基金的贊助，於一九九九年一月成立藥
物評價實驗室，旨在依照國際認可的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GLP）和優良藥
品臨»實驗規範（GCP）的要求，開展口服非專利藥的生物利用度/生物等
效性研究。該實驗室設臨»研究部和生物分析部，並配備了許多先進的
檢測儀器，如溶出度測定儀、崩解度測定儀、氣相色譜儀、氣相色譜/質
譜聯用儀、高效液相色譜儀、高效液相色譜/質譜聯用儀、傅立葉變換紅
外光譜儀，以及紫外、紅外、熒光分光光度計等。實驗室擁有經驗豐富
的專業技術人員和良好的實驗設施，為醫藥工業界提供國際認可的高水
準、高素質的藥物評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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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研究單位

本校因應學科發展之需，與外地學術機構及院校合建了多個聯合研究單
位，以結集專才和資源，推進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

上皮細胞生物學研究中心
電話：2609 6839
傳真：2603 5022
電郵：ecbrc@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ecbrc

該中心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支持和協助，由香港中文大學與軍事
醫學科學院合作組建而成，宗旨是推動和促進上皮細胞生物學的基礎研
究和應用開發。該中心提倡跨學科研究和國際合作，研究重點是與上皮
相關的功能基因研究、外分泌生理學、生殖生物學、腫瘤生物學、免疫
學及中藥開發，並已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美國洛克菲勒基金
會、香港研究資助局、創新科技署等支持開展多個合作項目。目前，該
中心與香港、內地以及國際多個研究機構有各種合作活動。

中國科學院、香港中文大學與安信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分子生物科學研究合作基金
電話：2609 6793
傳真：2603 5123

研究合作基金會於二零零零年成立，由上海中國科學院、香港中文大學
及安信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共同贊助，旨在推動上海中科院及中大
在分子生物科學的合作研究。基金會資助及管理與分子生物科學有關之
多元化研究及資源開發，集中進行生化、藥理、遺傳等基本研究，並以
具應用潛力之醫藥及糧食為主要研究範圍。

分設於上海中科院與中大之研究中心，負責統籌研究項目之審批、
運作及管理。上海之研究中心有專門實驗室及科研人員負責基金會資助之
研究項目；而香港之研究中心則利用中大現有的人力物力開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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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工程聯合研究中心
電話：2609 8285/8459
傳真：2603 5558
電郵：jcbme@ee.cuhk.edu.hk
網址：http://www.ee.cuhk.edu.hk/~jcbme

生物醫學工程學科經歷數十年的發展，已建立了一套自身的知識體系。
本校與浙江大學於一九九九年八月ç手成立生物醫學工程聯合研究中
心，作為一個綜合性的研究與開發機構。中心著手探究的領域包括：

• 生物醫學訊息工程：遠程醫療、遠程保健、數碼醫院，和其他訊
息技術在生物醫學中的應用；

• 生物電子學：生物傳感器、醫療設備、醫用傳感器和給藥系統；
• 中醫工程：藥效定量分析方法、中醫脈象和經絡工程；
• 生物醫學測量、處理、建模，和仿真；
• 醫用可視化、虛擬現實、成像和圖像處理；
• 神經工程。

地球信息科學聯合實驗室
（請閱第80頁「研究所及研究中心」內之介紹）

智能工程聯合研究中心
電話：2609 8270
傳真：2603 5558
電郵：pcching@ee.cuhk.edu.hk
網址：http://www.se.cuhk.edu.hk/jcie

邁進廿一世紀資訊年代，訊息科技的研究開發，特別是智能系統的研製
及應用，成為舉世關注的發展方向。如何有效地發掘、處理及利用大量
的訊息及知識，則是這個發展方向的前沿領域。有鑑於此，北京大學與
香港中文大學於一九九九年共同組建智能工程聯合研究中心，以集中雙
方的優勢，合作推動此前沿領域的發展。中心的主要宗旨為：（一）促進
中國在智能及訊息科學技術方面的尖端研究，使之達至世界先進水平，
為國家訊息化建設作出積極貢獻；（二）加強與國際著名科學家和有關學
術機構的協作，共同推展智能科學與工程技術；及（三）把研究中心發展
為兩校科技合作、學術交流和人才培養的基地。
「智能語音訊息系統」（Project ISIS）是聯合研究中心的重點研究項目之

一，過往三年成功開發了用於索取電子金融訊息的高效率人機語音界
面。此系統利用語音識別、說話人識別、自然語言理解、對話管理及語
音合成等多項尖端技術，並且能處理普通話、廣東話及英文的對話式查
詢（詳細資料可參閱下列網頁http://www.se.cuhk.edu.hk/~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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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基因工程聯合實驗室
電話：2609 6286
傳真：2603 5646
電郵：bio@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bio

過去五十年，分子生物學迅速發展，給生物技術帶來革命性的變化。為
集中專才及資源，更好地應付人口增長引致的各種問題，香港中文大學
及北京大學於一九九九年合作成立植物基因工程聯合實驗室。

聯合實驗室的宗旨為：（一）促進中國在植物基因工程的研究，和在
農業、醫學及環境中的應用；（二）與世界知名科學家和研究開發單位加
強協作；（三）建立兩地大學科技合作、學術交流及人才培養基地。聯合
實驗室的活動包括合作研究、交流互訪、共同培養研究生及聯合開發生
物技術產品等。

滬港化學合成聯合實驗室
電話：86 21 6416 3300 ext 8-3502
傳真：86 21 6416 7519
電郵：hncwong@pub.sioc.ac.cn

滬港化學合成聯合實驗室於一九九九年成立，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
學及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共同組建，目的是進行化學合成基
礎研究，以及培養有能力應付新世紀科學挑戰之博士畢業生。實驗室至
今共招收了十六名博士研究生，均獲香港裘槎基金會研究生助學金資
助。聯合實驗室由上海有機所林國強院士擔任主任，而香港中文大學黃
乃正院士及香港大學支志明院士則分任實驗室之管理委員會主席及學術
委員會主席。滬港化學合成聯合實驗室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尋找新反應及
合成新化學分子，以解決生物醫學及材料科學上之各種問題。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
電話：2609 8777
傳真：2603 5215
電郵：shkdi@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shkdi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於二零零一年初成立，由本校與上海復旦大學合
設，透過舉辦各種學術活動及出版各類刊物，冀能達至下列目標：

• 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聯合研究戰略性課題，以新觀點和新視
野，向政府部門和企事業機構等提供政策性建議，為國家整體謀
求更大的福利。

• 提高復旦和中大這兩所研究型大學的辦學水平，在創新的人才培
養方式和成長環境方面樹立典範。

• 發揮民間智囊組織作用，為上海和香港的持續繁榮和進一步國際
化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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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課程

校外進修學院
電話：2209 0299/0290

傳真：2603 6565/2739 2797
電郵：scs@cuhk.edu.hk

網址：http://www.scs.cuhk.edu.hk

本校校外進修部於一九六五年成立，並於一九九四年易名為校外進修學
院，秉承一貫使命，為社會人士提供優質持續教育。隨著香港社會的進
步，學院為配合成年在職人士的進修需求，課程日趨多元化，二零零一
至二零零二年度開設之課程超過二千項，學員人次逾三萬六千。

學院的課程概分為兩大類：普通短期課程與有學術資格的碩士、學
士、副學士、文憑及證書課程。普通短期課程為期三至四個月，學科範
圍廣泛，包括藝術及文化、商業及管理、電腦及資訊科技、逆境自強、
醫療保健、語言、音樂及舞蹈戲劇、部隊人員及警學/保安、社會科學、
婦女教育，以及遙距課程等，於每年的春、夏及秋季開辦。學院自一九
七九年起漸次開辦有學術資格的碩士、學士、文憑及證書課程，為專業
人士提供持續進修的機會，幫助他們提升專業資格及技能。學術課程通
常設基本入學要求。這類課程的設計均依循大學本部的要求，以保證素
質。此外，學院亦致力與校內各院系、專業機構、海內外著名大學合辦
課程，或提供教學支援，以發揮資源匯用，高度效應的原則。

學院自一九八八年起積極與海外學術機構合作，為本地學生提供學
士及高等學位課程。該等課程包括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之生物藥物學應
用科學碩士課程和醫療管理深造證書及碩士課程，澳洲新英格蘭大學之
健康管理深造文憑及碩士學位課程、長者健康深造文憑及碩士學位課
程、警務/執法及保安專業進修學位課程、音樂/教育學士學位課程和行
政領導碩士學位課程，澳洲拉托貝大學之護理學學士學位課程，澳洲維
多利亞科技大學商業電腦學士學位課程，英國蘭加士打大學之英語教學
法碩士學位課程，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商業經濟學碩士課程，美國克拉
克大學專業傳播碩士課程，美國威斯康辛—密耳瓦基大學之圖書館及資
訊科學碩士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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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社會及科技發展的急速轉變，並配合學員的工作需要和進修要
求，學院不斷發展新課程，如「綜合教育文憑課程」、「社會教育證書課
程」、「紀律部隊人員/保安實務證書課程（遙距）」、「紀律部隊人員實務及
電腦文憑課程（遙距）」、「圖書館助理員訓練課程」、「高級調解專業實務
課程」，以及「特許財務分析師資格考試精讀課程」等。此外，學院亦於二
零零一年起，與香港中文大學的中醫學院及中醫中藥研究所合辦中醫藥
學課程的網上教學系列。

由於資訊科技課程需求甚殷，學院開辦了超過二十項電腦及資訊科
技文憑及證書課程，為社會培訓資訊科技人才，也為商界開辦了「電子商
貿課程系列」，協助學員掌握廿一世紀的營商環境。

除了開辦課程外，學院亦應香港政府及工商界之要求，為公私機構
舉辦在職培訓課程，例如為香港總商會、香港房屋協會、香港體育學院
及其他商業機構舉辦「中文書信寫作」、「英文寫作」、「英語會話」、「普通
話」、「行政管理」、「電腦程式」等課程。課程設計與水準均獲好評。

學院在財政上自負盈虧，惟在教務與發展政策上，直接由教務會校
外進修課程委員會監管。另有由工商界知名人士與校內資深行政主管組
成的校外進修諮詢委員會，為學院發展方向提供建議。

學院辦事處設址中大博文苑，報名中心及課室則設於九龍尖沙咀漆
咸道南六十七號安年大廈十三樓、十四樓、十七樓，以及一樓、五樓和
八樓部分場地。而位於香港中環美國銀行中心一樓的全新教學中心，亦
已於二零零二年中啟用。此外，學院又在灣仔、太古城、油麻地、佐
敦、旺角、長沙灣及美孚等地區租用學校課室，方便學員上課。學院每
季均印有課程手冊及簡章，供有志進修之人士免費索閱。

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
電話：2609 6727
傳真：2603 5004

電郵：clc@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clc

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提供的普通話和廣東話訓練包括兩種學分課程：一
是培訓本地學生的普通話課程和非本地生的廣東話課程；另一種是供大
學交換生和研習所國際學生修讀的課程。所設課程的宗旨是為改善學生
的語言水平，和提高他們以普通話及廣東話溝通的能力。該等課程可細
分為四類：（一）本地生普通話課程；（二）國際學生普通話課程；（三）非
本地生廣東話課程；及（四）國際學生廣東話課程。

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創於一九六三年，由新亞書院及美國雅禮協會
聯合主辦，一九七四年改隸中大。該所肩負一文兩語（中文、普通話、廣
東話）的教學重任，課程設計的主要目的在：（一）為外籍人士、校內教職
員、亞洲課程學員等提供普通話、粵語和中文基礎知識的訓練。該所提
供不同程度之課程，以配合學員之不同需要與接受能力；每年由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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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前來就學者逾一千人，包括初學者、進修生，以至漢學家。（二）為本
校所有粵籍學生開設普通話課程及為來自內地的本科生開設粵語課程。
此外，該所還與本校教育學院合作，為香港的中學教師開辦各級專業普
通話進修課程。

該所開設之課程每年分三學期，春、秋季學期各約十五週，暑期十
週。學生可在任何學期入學，每學期均為初學者開設入門課程。全修課
程每週上課十五節，每班學生最多八人。如有特別需要，可獲安排個別
教授或修讀兼修課程。該所備有教學用之錄音帶，電腦、語言實驗室設
備俱全。

該所依美國學分制計算學分，學分獲海外多所主要大學承認；亦可
按要求發給學歷證明書，詳列學生成績，供不採用學分制的大學參考。

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印有簡章備索；來函可寄「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
學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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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服務/設施
及教職員組織

大學圖書館系統

大學圖書館系統包括大學圖書館和五所分館：崇基學院牟路思怡圖書
館、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聯合書院胡忠圖書館、設於沙田教習醫院的
李炳醫學圖書館和建築學圖書館。除醫學圖書館外，其餘五所圖書館共
有座位二千二百多個。圖書館系統藏書，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底，共一
百六十一萬餘冊（東方語文六十五萬冊，西方語文九十六萬冊），學報三
萬餘種（當中包括一萬二千四百餘種續訂期刊及電子期刊）。學生可透過大
學圖書館系統的線上公用目錄（OPAC）檢索書刊，也可在任何一所圖書館
借閱書籍。

大學圖書館廣泛收藏科學、工程學、社會科學和工商管理書籍。崇
基、新亞和聯合三館的藏書各有特色：牟路思怡圖書館收藏大量教育、
音樂和宗教圖書；錢穆圖書館收藏較多中國文學、藝術、哲學書籍；胡
忠圖書館是多媒體圖書館，位於該館地下的美國研究圖書館所藏乃多學
科圖書，由美國新聞處轄下之美國圖書館捐贈，其中包括威廉福克納特
藏。醫學圖書分藏於大學圖書館及李炳醫學圖書館；前者所藏為基本醫
學圖書，後者則為臨Ã醫學圖書。建築學圖書館收藏有關建築技術科目
及環境學圖書。

除書籍外，大學圖書館系統亦收藏多媒體及視聽資料、顯微資料、
一萬四千多種全文電子期刊及數百個電子資料庫。大部分電子資源已連
網，可經校園網絡透過萬維網或圖書館光碟網絡（CDLAN）使用。

圖書館提供書籍借閱、指定參考書、館際互借、參考諮詢、讀者指
導服務及多媒體等服務，且在每學年初為新生提供圖書館輔導，並經常
應邀舉行圖書館資源使用的專題講座。此外，圖書館亦編印各種資源使
用手冊供讀者索閱，讀者亦可在圖書館網頁（網址為http://www.lib.cuhk.
edu.hk）瀏覽各種資訊使用指引及圖書館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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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專門收集關於中國大陸的研究資料，其庋藏之豐富及
使用之方便，著稱於國際中國研究學術圈。該中心藏有大陸五十年代初
期至今之全國性報章及各省省報，而地方報紙、雜誌、地方年鑑、統計
資料、新編地方誌等收藏之完善，為當代中國研究圖書館之冠。中心訂
有內地報紙四百多種，中文期刊近兩千種和英文雜誌八十餘種。現有中
英文藏書八萬餘冊。在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從事中國研究的專業人士及
研究生，不論國別與地區，均可使用該中心的設施；本港修讀與中國有
關課程的大專本科生亦可到中心查閱資料。中心並經常舉辦有關中國研
究的午餐研討會。

中文大學出版社

一九六七年大學成立出版部，負責校內出版事務。一九七七年正式成立
中文大學出版社，專責出版中、英文學術著作，至今出版書籍已超過一
千種，大半與中國文化之研究有關，充分反映香港中文大學的特色。發
行範圍覆蓋亞洲、北美、歐洲及澳洲各地。

該社除出版學術著作外，一九八八年起，亦出版普及書籍。去年出
版新書共四十餘種，包括不同的專題叢刊，如「香港經濟研究中心叢
書」、「專業管理叢書」、「中國現代文學中英對照系列」及中國文化研究所
的各種專刊；此外並出版發行學術性期刊九種。

一九九一年四月起，該社又以錄音帶、錄像帶和光碟形式出版各類
教材，有各種學習語文的製作、行政人員的訓練課程，以及專為醫護專
業人士和醫科生設計的醫學教育錄像帶。至今已為校內及校外團體製作
共八十餘項音像資料。

該社與本地及海外多所大學出版社暨學術團體保持密切聯繫，曾與
牛津、哈佛、哥倫比亞、普林斯頓及華盛頓等大學出版社及英國倫敦大
學亞非學院等合作出版書籍，亦曾與美國、英國、德國、中國內地、台
灣、南韓、澳州、日本及瑞典等地之出版公司合作。近年該社也出版多
種中學及大學用書及字典和詞彙。

大學出版社是香港出版總會的推舉理事，又是亞洲研究協會、國際
學術出版社協會及美國學術出版協會之會員，並且是美國大學出版社協
會之國際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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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服務處

本校之資訊科技服務處（網址為http://www.cuhk.edu.hk/itsc）為大學之教
學、科研及行政部門提供電腦服務。該等服務不限於技術支援及諮詢，
尚包括電腦系統推介、採購指引、局域網安裝，以及隨後之維修工作。

服務範疇

資訊科技服務處的服務包括：

• 提供基本電腦資源；
• 提供編寫電腦程式的諮詢服務；
• 舉辦培訓研討會，編寫使用手冊及其他應用電腦服務的說明書，
以幫助用戶運用各種電腦系統及應用程式；

• 提供使用微機的支援服務，例如技術轉移、辦公室自動化，以及
研究方面的支援服務；

• 提供工作站的技術支援，包括硬件選擇及安裝指導，並為用戶提
供訓練、諮詢及系統運作指引；

• 評估、選擇及安裝網絡設備，並監察本校與世界各地的網絡連繫
活動；

• 為大學行政部門開發及維護資訊管理系統。

電腦設施

為提高服務效率，資訊科技服務處近年增添了多項設施，包括：

• 為校內科研項目提供高能運算服務的兩台超級電腦系統：一台是
有廿四個中央處理器的SGI Origin 2000超級電腦，以應付密集的
數學運算；另一台是有十個中央處理器的SUN Enterprise 6500超
級電腦，以應付大型數據庫的資料處理。

• 供研究及教學用的兩台UNIX伺服器，主要提供數據庫之運算及
儲藏服務，亦提供教研所需的應用軟件，及其他UNIX和互聯網
應用系統。

• 設置在碧秋樓一樓及王福元樓一零三室的用戶區內的大量個人電
腦，經Novell局域網連接在一起，可提供微機軟件的應用，又可
以連接至其他主機、小型電腦、工作站及校園網絡。

• 多台IBM AS/400及UNIX伺服器，以支援行政資訊系統的開發及
應用。

資訊科技服務處又致力推廣有關教學的創新電腦技術，包括網上教
學和資訊教學，又為教學部門舉辦嶄新技術講座及技巧培訓，提供多媒
體教材及諮詢服務等。

此外，資訊科技服務處亦增設了數個多用途實驗室，提供多媒體軟
件製作、光標掃描、彩色打印、文字及圖像掃描、系統或軟件自學系統
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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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主幹網絡

校園主幹網絡於一九九二年底建成，近年逐漸由「光纖分布式數據界面」
（FDDI）的模式升格至「異步傳輸形式」（ATM），再提升為「十億位元以太
網」（Gigabit Ethernet）為基礎的網絡，傳輸速度增強到每秒155以至1000兆
位元。此網絡亦是「香港學術及研究網絡」（HARNET）的一部分，與本港
其他七所專上院校之電腦網絡相連。

校園主幹網絡覆蓋大學教研電腦設施，員生可透過各部門、書院、
宿舍、課室、圖書館溫習室，或家中的電腦，使用這個系統。近年，主
幹網絡不斷擴展，員生可使用私人電腦或大學預設的電腦進入校園網
絡，享用網絡上提供的服務，並增進學術交流。

此外，教學錄像、研討會及座談會亦可透過校園主幹網絡，現場直
播到大學各處，或供員生隨時在網上重看。

資訊科技服務處在香港的互聯網亦擔當重要的角色，例如成立香港
國際互聯網交換中心（Hong Kong Internet eXchange ），讓本港及亞太區
內的互聯網通訊可在此經過「路由選擇」（routing）而毋須先傳送至海外再送
返香港；又建立香港萬維網網址的數據庫；及與其他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ISP）交換數以千計的新聞群組。

學生服務與學生活動

學生事務處提供下列學生服務和輔導，以協助學生在大學生活中得到全
面的發展：
就業策劃及發展──推行學生就業輔導服務及拓展畢業生的就業

機會。主要工作包括為學生提供全職、兼職及暑期職位招聘資料；安排
就業輔導活動、講座、展覽、機構探訪等，協助畢業生就業；與僱主保
持聯繫，並在彼等招聘過程中，提供適當的協助；舉辦暑期實習班；提
供個別及小組就業輔導；以及為畢業後有志繼續升學的學生提供輔導服
務。
學生輔導及發展──就個別學生之心理及適應上的需要，提供輔

導及治療；舉辦各類活動，以促進學生之個人發展和身心健康；為校內
各部門及學生團體提供有關心理輔導及精神健康的諮詢服務；以及進行
有關學生心理狀況的調查。
學生活動輔導──協調全校性的學生活動，輔導學生會和院系屬會

籌辦各種課餘活動，以及提供領袖培訓和其他培訓計劃。
獎學金及經濟援助──協助處理大學獎學金的遴選工作及有關的

申請事宜；為學生提供各種獎助學金及貸款計劃的資料，包括中大學生
獎學金，助學金，貸款，以及暑期援助、學生旅費貸款、新生入學特別
貸款及校內學生工讀等計劃；協助處理政府本地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及免
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等。
學生福利設施管理──管理師生中心（范克廉樓、富爾敦樓、文化

廣場及李慧珍樓）各項設施以及大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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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研究及出版事務──主要工作包括對學生和畢業生之一般情
況與就業資料進行統計或調查研究並作分析報告；統籌該處出版事宜，
如出版《大學廣場》、《就業狀況調查》、《新生狀況調查》、《學生事務處簡
介》等。

各書院均設學生輔導處，經辦書院獎學金和經濟援助，管理學生宿
舍，提供個別輔導服務，並協助書院學生會、宿生會及其他書院學生團
體舉辦各種文娛活動。

除全校性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外，四所成員書院各設有學生會。
中大學生會與書院學生會保持密切聯絡。

保健處

保健處的職責在為學生、教職員及職員家屬提供醫療服務，而特別重視
學生的生理及心理健康。該處致力發展綜合性基層醫療服務，並提供各
項防治疾病的保健服務。

保健醫療中心工作時間為星期一至五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星
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服務範圍包括：

• 病症診斷、保健輔導、藥物防治、病理化驗及物理治療。
• 推行健康教育及開展有關活動。
• 牙科診治、預防、義齒修復、小手術及急症治療。
• 統籌辦理須由其他機構提供的醫學化驗及X光診斷服務，並視需
要代為安排專科診治及醫院治療。

由保健處直接提供的臨Ã服務不收費用，惟牙科則須收費。

體育設備

現時全校共有運動場兩個、體育館三個、游泳池一個、網球場十四個、
壁球場八個、健身室五個及水上活動中心一個。

大學夏鼎基運動場及嶺南運動場座落校園東部，背山面海。除各種
運動比賽設施外，前者設有四百米全天候跑道、足球場及射箭練習場，
並設夜間照明系統；後者亦有四百米跑道、足球場、籃球場、手球場及
排球場。兩個運動場均設有蓋觀眾看台，大學運動場看台更可容納二千
八百人。三個體育館分別位於新亞書院、聯合書院及大學體育中心，內
有羽毛球場、籃球/排球場、乒乓球/舞蹈室。崇基的康樂室規模雖較
小，然設備相同；逸夫書院則設有兩個壁球場、一個籃球/乒乓球練習
場、一個舞蹈室及一個室外籃球場。大學體育館側之汾陽體育館設有壁
球場六個。室外泳池建於范克廉樓側，附觀眾看台。水上活動中心位於
吐露港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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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堂

邵逸夫堂設備完善，符合專業舞台規格，可容納觀眾一千四百三十八
人，為理想的文娛活動中心。舉凡典禮、集會、講座、考試、展覽、音
樂、戲劇、舞蹈和電影欣賞等活動均可在此舉行。如有需要，可作臨時
小劇場安排。

藝術行政主任辦公室

邵逸夫堂經理同時兼任大學藝術行政主任，除籌辦文化藝術節目之外，
亦負責推廣及協調校園內的藝術活動，且特別為中大學生提供藝術教育
的機會，以促進美育發展。該辦公室每月出版《中文大學校園文化藝術活
動指南》，郵寄至校內各學系及部門，並擺放於各學生宿舍、飯堂等處，
以供取閱。教職員和學生亦可登記成為個人訂戶。

公共關係及新聞服務

大學秘書處轄下之新聞及公共關係處為校內和各界人士提供新聞資訊及
公共關係服務。該處除解答記者查詢、舉辦記者招待會、發布大學新聞
稿及與傳媒保持緊密聯絡外，亦出版《校園活動一覽》，向校內各單位提
供校園活動消息，製作介紹本校的錄像帶及刊物等，以及應本地或海外
刊物的要求，提供關於大學現況與發展的資料。

此外，該處統籌大學的活動及典禮事宜，包括籌備頒授學位典禮、
簽約及捐贈儀式，安排講座、研討會等；又負責接待訪客。

大學刊物

大學秘書處轄下之出版事務處（網址為http://www.cuhk.edu.hk/puo）主要負
責出版大學刊物，登載中大各種資訊，多以中、英文版分別出版，包括
印刷版及電子版。
《香港中文大學概況》（網址為http://www.cuhk.edu.hk/puo/calendar/

index.htm）介紹本校歷史、組織及課程，於每年秋季出版，分發校內教職
員及有關教育團體，部分在中文大學出版社及大學書店發售。
《香港中文大學年報》（網址為http://www.cuhk.edu.hk/puo/report/

index.htm）於學年結束後出版，報告大學一年來的發展。
《中文大學校刊》（網址為http://www.cuhk.edu.hk/puo/bulletin/index.

htm）報導本校新設施、人物、活動、研究成果及新發展，每年分春•夏及
秋•冬兩期出版，分發各界友好人士。此外，並以校刊附刊形式出版有關
各界捐贈的專輯（網址為http://www.cuhk.edu.hk/puo/gift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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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教授就職演講專輯》（網址為http://www.cuhk.edu.hk/puo/
prof/index.htm）全文載錄各講座教授的就職演講講辭。二零零零年起只出
版電子版。
《偉倫訪問教授講座專輯》（網址為http://www.cuhk.edu.hk/puo/

weilun/index.htm）登載世界知名學者應本校邀請蒞校主持「偉倫訪問教授
講座」講辭之全文。二零零零年起只出版電子版。
《中大通訊》（網址為http://www.cuhk.edu.hk/puo/newslter/news.htm）

披露大學最新消息、各類活動、教職員動態，以及刊載資料性特寫，主
要在校內分發，每半月出版一次。
《中大概覽及統計資料》（網址為http://www.cuhk.edu.hk/puo/facts/

home.htm）以單張形式於每年春季出版一次，提供大學最新的統計資料精
要。

此外，出版事務處又負責管理網上的教職員社會服務及校內服務資
料庫。該資料庫現時只供校內人士查閱。

至於中大本科及研究院課程的綱要和學則，由教務處負責編纂，每
年定期出版。

有關大學教職員著作及研究活動的資料，則由研究及科技事務處負
責編錄，每年出版一次。由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一年度起，只出版電子版
（網址為http://www.cuhk.edu.hk/rtao/research/rpp0001/publicat.htm）。

香港中文大學
職員協會

香港中文大學職員協會（簡稱中大職協）於一九八一年成立，乃向政府註
冊之職工法團。凡依據大學甲、乙或丙類服務條例聘用的非教師全職僱
員，不論種族、性別、宗教及職級皆可加入為基本會員。

中大職協宗旨如下：

• 爭取及保障公平的受僱條件；
• 維護會員利益；
• 在互相尊重及諒解的原則下，加強與校方的聯繫；
• 推廣會員的文化、社交、教育及康樂福利。

中大職協致力服務會員，讓會員了解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機
構的僱員應享之福利，並代表會員向大學爭取一切合理權益。

中大職協設立幹事會執行常規會務。執行幹事每兩年經由會員大會
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產生。此外，幹事會另成立若干附屬小組或臨時
工作委員會，專責處理有關會員的福利事務。

中大職協每年舉辦多項康樂活動，讓服務於大學不同部門的會員有
機會聚晤，增強聯繫。

一九九九年六月，該會加入香港高等院校教職員會聯會為正式會
員，並派出兩名代表，擔任聯會的執行委員會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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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
教師協會

香港中文大學教師協會在一九七四年成立，並於一九八八年註冊為工
會，凡本校編制中之全職教師皆可加入為會員。

該會的宗旨如下：

• 保障會員之專業權益，促進會員之福利；
• 代表會員發表對大學事務之共同意見，謀求大學之進步；
• 採取和善及協調之辦法，處理會員與大學間、會員與會員間，或
會員與其他僱員間之關係，及解決彼此間之糾紛。

該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決策機關，並設有代表會及執行委員會。代
表會由大學各學院會員以不記名投票選出之廿四名代表組成，為會員大
會外日常運作之最高決策及監督機構。代表會會長由代表互選產生，對
外代表該會，並為會員大會及代表會之當然主席。執行委員會直屬代表
會，由代表會中互選產生，設主席、秘書、司庫及《教協通訊》主編各一
人，可增補執委執行有關會務。

該會自成立以來，致力於溝通大學決策當局與會員的關係，在教師
之聘任、實授、升級、退休等方面建立有效的協調機制；更透過由教師
協會、職員協會之代表、大學副校長、秘書長、財務長、書院院長及學
院院長組成的聯合諮詢會議，商討大學教職員共同關注的問題，與大學
當局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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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專業學院簡介

文學院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電話：2609 7069
傳真：2603 6048
電郵：chilan@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chi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課程提供研習中國語言和中國文學的科目，旨在
訓練學生掌握中國語言及文學（古典與現代並重）的特質，了解其發展，
並培養學生鑑賞、批評和寫作的能力。該系並與教育學院合作，提供中
國語言及文學科目予教育學士（語文教育）課程的學生修讀。

英文系
電話：2609 7005/7
傳真：2603 5270
電郵：english@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eng

英文系課程提供基礎及選修科目，範圍涵蓋文學（英美文學及比較研
究）、語言學（英語及應用語言學），和語文訓練。基礎科目訓練學生英文
書寫能力，並提供文學和語言學的入門常識及分析方法等；選修科目側
重專題探討。課程設計以通識全才及英文專精為目的，務求學生掌握英
文的應用技巧和對文學文化的全面理解，並培養獨立思考和學習的能力。

藝術系
電話：2609 7615
傳真：2603 5755
電郵：finearts@cuhk.edu.hk
網址：http://www.arts.cuhk.edu.hk/~fadept

本校藝術系是香港大專院校中，唯一同時提供藝術史及藝術創作訓練之
學系，其宗旨是在通識教育的基礎上培育藝術的專門人才，課程則強調中國
及西洋藝術的平衡，以及研究與實踐的平衡。該系歷年來培育了不少藝術
家、藝術教育工作者，以及畫廊和博物館之專業人才。學系目前的研究重點
為中國書畫、香港藝術、中國考古與原始藝術（青銅器、玉器）及中國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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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
電話：2609 7117
傳真：2603 5685
電郵：history@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his

歷史系開設的科目涵蓋中國史和世界史，古代史和近現代史，課程上歸
類為國別/區域歷史、比較史及公眾歷史。該系強調比較及科際整合方法
的運用，以及教學與研究的學術交流與合作。課程設計旨在培養學生對
人類文明發展和演變的了解，對歷史知識的掌握，和將其應用於事業上
的能力。系內教師積極從事學術研究，並經常出席國際會議。

日本研究學系
電話：2609 6563
傳真：2603 5118
電郵：japanese-studies@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jas/home.htm

該系提供的學科主要分「日語」和「日本研究」兩大類，前者以語言學習為
主，後者則包括日本政治、經濟、文化史、社會、流行文化及港日關係
等科目。該系與日本多所大學開展交換留學計劃，安排主修生於第二學
年前往日本留學一年，讓學生實地體驗和學習日本的語言和文化。編製
多媒體日語教材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效率，乃該系日語教學特色之
一。學系歡迎有興趣的人士使用該系網頁查閱有關資料。

現代語言及文化系
電話：2609 7911
傳真：2603 7755
電郵：ils@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ils

現代語言及文化系開設語言學和相互文化的學士、碩士和博士等課程。
學士課程分主修及副修科，主要教授語言學、文化際研究、歐洲研究、
法國研究、德國研究等課程。而語言課程涵蓋歐洲語言如法文、德文、
意大利文及西班牙文。該系課程重視跨學科研究，目的為提高學生對多
語言及多文化社會的認知，培養學生從宏觀世界的角度去觀察並理解現
代歐洲和亞太地區的問題。

音樂系
電話：2609 6510
傳真：2603 5273
電郵：music@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mus/dept.html

音樂系提供中國及西洋音樂的學術和演藝專業訓練，師資達國際水準，
設有西方管弦樂團、古樂團、合唱團、印尼甘美蘭合奏團、中樂及粵曲
小組等，視聽藏品、書籍、期刊及教學設施堪稱亞洲之冠。系內教師的
研究興趣廣泛，包括中國的粵劇、道教音樂、江南絲竹及清代宮廷音
樂；西洋音樂包括十六、十七世紀的禮儀音樂，十八、十九世紀的歌
劇，二十世紀的音樂分析及演奏傳統等；他們亦從事音樂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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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
電話：2609 7136
傳真：2603 5323
電郵：philosophy@cuhk.edu.hk
網址：http://humanum.arts.cuhk.edu.hk/~phidept

哲學系的教學宗旨在於提供嚴格與均衡的哲學訓練，讓學生充分認識
東、西文化的哲學傳統，為將來就業或進修作好準備。該系教師之教學
與研究範圍涵蓋東、西方主要哲學領域，包括儒家、道家、墨家、佛
家、分析哲學、現象學，以及倫理學、應用倫理學、美學、語言哲學和
社會政治哲學等。該系為切合香港的文化與地緣條件，將以比較哲學為
主要發展方向。

宗教系
電話：2609 6477
傳真：2603 5280
電郵：religion@cuhk.edu.hk

宗教系乃華人公立大學中歷史最悠久的教學及研究學系。崇基學院自一
九五七年已提供宗教教育及神學訓練課程；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時已設
有宗哲系，一九七八年改稱為宗教系，分宗教學及神學兩組，至今仍是
本校專門研究宗教及神學之學術單位。宗教系著重從學術研究的角度，
讓學生認識中國及世界各大宗教傳統，以及與現代社會、文化和人類生
活有密切連繫的宗教課題。此乃一門跨學科的課程，宗教研究範圍和方
法涉及宗教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教育理論、哲學與文學。該
系主要的課程範圍包括中國宗教、道教、基督教研究、聖經研究、宗教
與倫理，以及宗教與現代社會和教育。

翻譯系
電話：2609 7700
傳真：2603 7843
電郵：tra@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tra

該系於一九七二年創立，是香港大專院校中最早成立的翻譯系。該系提
供學術與實踐並重之課程，並配合時代之要求及社會需要，加強發展實
用翻譯、資訊科技及漢語與非英語的外語翻譯科目。系內教員積極從事
研究，著作豐富，除翻譯中、英文學作品外，亦編撰多種翻譯詞彙、書
目及理論書籍。該系自一九九七年十二月開始出版《翻譯學報》，是本港
第一份研究翻譯學的雙語學術刊物；而於一九九八年一月創刊的《中大譯
訊》，則讓校內外人士了解系內教研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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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學院

會計學院
電話：2609 7838
傳真：2603 5114
電郵：schoolacy@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acy

會計學院為亞洲地區會計教育的先驅，先後創辦了全港第一個會計學學
士、碩士及博士課程。學院的主要目標在於實踐卓越的會計教育、研究
與服務，以及維持與社會及工商界的緊密聯繫，提供植根於中國文化，
著眼全球的高水準會計教育。本校會計學院為「龍騰會計學術聯盟」始創
成員，其他成員包括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及台灣大學。其本科專業會計
學課程為香港會計師公會評審認可，而學院之所有學位課程亦獲會計學院
聯會（FSA）及國際管理教育協會（AACSB-International）的評審認可，成為亞
洲第一個獲得該等認可的大學會計院系。

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
電話：2609 7813
傳真：2603 5104/6840
電郵：dse@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dse

學系主要開授現代企業分析範疇內的科目，讓學生掌握現代管理科學和
經濟學的知識與原理，較全面地分析有關系統管理和企業決策方面的策
略形成、規劃、營運，以及控制等層面的問題，以充分運用企業資源，
獲取最大效益。課程著重介紹當代管理學中一些重要領域的基礎知識，
如企業經濟、電子商貿、資訊與科技管理，以及供應鏈管理。

財務學系
電話：2609 7805
傳真：2603 6586
電郵：finance@baf.msmail.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fin

學系提供綜合性的本科、碩士和博士財務課程，所設科目概括了財務學
的主流：公司財務學、投資學、市場及機構等，並設相關科目如保險與
不動產等。畢業生既具備現代財務學的紮實基礎，又掌握分析實際財務
問題的技能。系內教師在理論與實證財務學方面有豐富經驗，科研成果
曾於著名專業期刊發表或以專書形式出版。學系於一九九八年度起開設
計量財務學主修課程，畢業生能勝任對計量能力要求日高的金融衍生工
具巿場的工作。另由於保險業發展迅速，精算人才需求殷切，學系於二
零零二年度開設保險、財務與精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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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
電話：2609 8590
傳真：2603 7724
電郵：htm@cuhk.edu.hk
網址：http://htm.baf.cuhk.edu.hk

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提供全港第一個融合綜合工商管理於酒店及旅遊管
理的本科課程，旨在培養酒店、旅遊、不動產投資等行業的決策和管理
人才。該酒店及旅遊管理學士課程兼重理論和實務：學生除修讀工商管
理科目外，還須選讀酒店、旅遊業管理、不動產及策略等科目，並須在暑
期參與行業實務。此外，該院亦與美國康乃爾大學的酒店管理學院簽有協
議，進行學生交換計劃。

管理學系
電話：2609 7898
傳真：2603 5104/2603 6840
電郵：mgt@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mgt

管理學系訓練學生組織與規劃企業內的人力、物力與財力，以及溝通企
業內外的訊息，使之發揮高度的效率與效能；該系又特別提供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和國際企業管理的專業科目，供本科生選讀，讓學生學習如
何掌握企業策略，有效地管理企業。

市場學系
電話：2609 7809
傳真：2603 5473
電郵：mkt@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mkt

市場學系以培養現代企業的市場管理人才為宗旨，課程著重介紹現代市
場管理的理論、分析方法及實務。有志投身與市場學相關的工作，或對
市場管理的哲學、技術與分析方法感興趣的學生，可於高年級專修該系
的專業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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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課程與教學學系
電話：2609 6905
傳真：2603 6724
電郵：cri@fed.cuhk.hk
網址：http://www.fed.cuhk.edu.hk/cri

課程與教學學系有教員三十餘人，為學院的本科及研究院課程開設有關
科目，以培養教學及課程發展之專才，及讓學員獲取專業及學術資格。
系內教員積極開展研究工作及服務本港各種教育團體或委員會，並經常
為教育工作者舉辦研討會，推動本港教育專業的發展。

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
電話：2609 6953
傳真：2603 6761
電郵：eapdept@cuhk.edu.hk
網址：http://www.fed.cuhk.edu.hk/eap

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為教育學院的本科及研究院綜合課程開設科目。系
內教員主要教授學位課程、教育文憑課程及高級學位課程（包括教育碩
士、哲學碩士、教育博士和哲學博士）。學系的專研範圍包括教育行政、
比較教育、政策研究等。系內教員熱心研究，並經常出任本地和國際機
構顧問，或學術期刊編輯。

教育心理學系
電話：2609 6904
傳真：2603 6921
電郵：edpsy@fed.cuhk.edu.hk
網址：http://www.fed.cuhk.edu.hk/eps

教育心理學系為學院提供的教育學士學位課程及研究院綜合課程（學位教
師教育文憑/博士學位/碩士學位）開設科目，內容兼重基礎理論與實用策
略，以培養學員成為優秀的教師及卓越的研究人員。學系的研究及發展
重點包括輔導、學生評估，和資優教育；而開辦的學科概分為五大類：
認知及智力發展、輔導、群性及性格發展、動機、測量及研究法。

體育運動科學系
電話：2609 6089
傳真：2603 5781
電郵：b733775@mailserv.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spe

學系提供四年制體育運動科學學士學位課程，為本港之中小學、大專院
校、政府部門及工商界培養專業體育教師、教練及體育運動管理人才。
課程內容包括理論及專業科目，學生可選擇較廣博的範疇，或較專門的
取向如運動生理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心理學、運動管理學、運動教
育學。有志從事研究的學生可修讀研究法，然後作專門之獨立研究。修
畢課程者，可獲頒發教育學士學位，同時兼具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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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學院

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系
電話：2609 8337
傳真：2603 6002
電郵：dept@acae.cuhk.edu.hk
網址：http://www.acae.cuhk.edu.hk

該系開設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課程及創新與設計工程學課程。前
者訓練學生掌握先進的計算機技術以及工業過程的控制與規劃，並培養
他們的工程分析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該課程設多項工程領域的基礎
科目及各類高等專門科目。

創新與設計工程學課程旨在發展學生洞悉社會需求的能力，進而運
用創新分析的設計方法開發產品。課程涵蓋工程基礎知識、創新設計技
術、電腦技術，以及三者在產品設計的應用；訓練學生設計性能卓越、
美觀時尚的產品，並在跨領域行業中擔任產品與系統的設計重任。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
電話：2609 8440
傳真：2603 5302
電郵：dept@cse.cuhk.edu.hk
網址：http://www.cse.cuhk.edu.hk

該系為本港大專院校同類學系中最早成立者，現時開設本科及研究院課
程。本科課程有計算機科學、計算機工程學，和互聯網工程學。修畢前
者可獲理學士學位，後兩者則獲授工程學士學位。互聯網工程學課程由
學系與訊息工程學系共同提供，專注推介互聯網上高新科技之應用。

學系擁有先進的計算機設備，供教學與研究之用。目前不少畢業生
服務於本港及海外的工商機構，並擔任要職。

電子工程學系
電話：2609 8274/8249
傳真：2603 5558
電郵：dept@ee.cuhk.edu.hk
網址：http://www.ee.cuhk.edu.hk

電子工程學系因應科技及工業的發展，提供多項本科、碩士及博士課
程，內容深入廣泛，涵蓋主要的電子領域，並重視理論與實驗的結合，
鼓勵學生將理論及概念應用到實際的系統、線路、器件和材料上。學系
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集成電路設計、光電子學、固體電子及材料、通訊
工程、訊號及圖像處理、生物醫學工程等。學系素來重視高素質之教學
及研究，其學位課程為有關的國際專業機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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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工程學系
電話：2609 8385
傳真：2603 5032
電郵：dept@ie.cuhk.edu.hk
網址：http://www.ie.cuhk.edu.hk

訊息工程學系是香港最先專注研究網絡及電訊系統的學系，其本科課程
之內容廣涉訊息技術基礎理論，網絡結構和協議，以至有效的訊息儲
存、交換及傳輸技術，和多媒體訊息處理技術。系內教研人員多為訊息
與通訊領域的傑出學者，不少更富有工業經驗。訊息工程學之學士學位
課程獲香港工程師學會認可，畢業生有留系繼續修讀碩士及博士課程
者，也有不少投身工商界，成為業界翹楚。

學系又聯同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提供嶄新的互聯網工程學本科課
程，專注推介互聯網上高新科技之應用。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電話：2609 8313
傳真：2603 5505
電郵：dept@se.cuhk.edu.hk
網址：http://www.se.cuhk.edu.hk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於一九九一年成立，為本港院校同類學系中最
早開辦者。學系之本科課程設有四個專修範圍：電子商貿系統、資訊系
統、後勤學及供應鏈管理，和金融工程，以訓練學生應用定量分析方法
及資訊科技於工商業、金融服務業，以及政府部門之決策管理及系統開
發。學系並設有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積極開展決策及運籌學、電子商
貿技術、資訊系統、工程管理及金融工程等領域的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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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
電話：2632 2735
傳真：2637 2422
電郵：ansoffice@cuhk.edu.hk
網址：http://www.aic.cuhk.edu.hk

學系在醫學院的教習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為病人提供全面性的麻醉、深
切治療、痛症診治及相關的門診服務。醫科生可從日常工作中學習各種
臨S技巧、心肺復甦法和圍術期醫療學。學系亦開展多方面的研究，成
果豐碩。主要的研究範疇包括臨S藥理、藥物動力學、心肺生理學、區
域性麻醉、腦神經外科麻醉、心胸外科麻醉、婦科麻醉、疼痛治療及危
重病學。學系並設有一所實驗室，主要從事藥理研究。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
電話：2632 3337
傳真：2637 6274
電郵：hkng@cuhk.edu.hk
網址：http://www.acp.cuhk.edu.hk

學系提供醫學教學、科研，和臨S病理診斷服務。除教授本科及研究院
課程外，並積極推行香港醫學專科學院的病理專科訓練，以及中國病理
醫生培訓計劃。學系在鼻咽癌、免疫組織化學、神經病理學、腎臟病理
學、肝癌和胃腸淋巴瘤等的研究享有國際聲譽，系內教師亦活躍於國際
病理專業界，致力推展國際病理學會的工作。

解剖學系
電話：2609 6853
傳真：2603 5031
電郵：anatomy@cuhk.edu.hk
網址：http://www.ana.cuhk.edu.hk

解剖學系為醫科、護理學、藥劑學、中醫學及人類生物學課程教授大體
解剖、組織胚胎、遺傳、神經解剖等知識，教學主要採用講授、實習及
導修等形式。系內教研人員廣泛應用穿透及掃描電鏡、共焦顯微鏡、組
織培養、免疫組織化學、分子生物技術及蛋白質研究，開展關於神經生
物學、發生生物學、生殖與下泌尿道學、腫瘤學、細胞生物及分子生物
學等研究項目。

生物化學系
電話：2609 6875
傳真：2603 5123
電郵：biochemistry@cuhk.edu.hk
網址：http://www.bch.cuhk.edu.hk

生物化學系開設完善的學士學位課程，專門研究生化分子的特性及生命
的化學原理。課程內容著重整合性及多元性，除生物化學本科生外，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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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醫科，藥劑，食品及營養科學，環境科學，分子生物技術學等學生修
讀。系內主要研究包括生物技術、人類基因、生物訊息、中草藥、免疫
與腫瘤、轉基因動物、激素作用與神經化學。該系亦開設碩士及博士學
位課程。

化學病理學系
電話：2632 3338
傳真：2636 5090
電郵：waikeilam@cuhk.edu.hk
網址：http://www.cpy.cuhk.edu.hk

化學病理學系的學生來自不同課程，包括醫科三年級、醫學科學增插學
年學士學位課程、臨S生物化學理學碩士、哲學碩士、哲學博士及醫學
博士課程，以及專為中國內地醫生而設的化學病理夏季學校。學系具備
先進的研究設施和技術，研究重點是遺傳疾病及過敏炎症。

腫瘤學系
電話：2632 2119
傳真：2649 7426
電郵：clo@cuhk.edu.hk
網址：http://www.clo.cuhk.edu.hk

腫瘤學系為醫科本科生提供為期四週的綜合課程，讓學生認識癌症的預
防、診斷、治療、護理和跟進，了解癌症病人之心理及社交需要，以及
「舒緩醫學」的原理及應用。課程側重普通科醫生面對之課題，以及內外
科臨S技巧之訓練。學系的重點研究項目包括肝癌及鼻咽癌之基礎科學
及臨S治療，以及新抗癌藥之臨S應用。學系並設有基礎科研實驗室和
綜合癌症臨S研究中心。該中心統籌各類有關癌症之臨S研究，並運用
科研撥款、捐贈及與藥物行業的研究合約，支援各項研究，以期達到減
低癌症病發率及死亡率之目的。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
電話：2252 8786
傳真：2606 3500
電郵：cfm@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med/cmd/index.html

學系提供本科、文憑及碩士課程，透過研究公共u生、流行病學、生物
統計學、家庭醫學及職業健康等問題，訓練醫生提供以實證醫學為本的
基層醫療及公共u生服務。社區醫學教學包括實證醫學的原理和研究方
法、臨S流行病學、傳染及非傳染病之流行病學、職業醫學、環境u生
及醫療政策等。家庭醫學則包括家庭醫學之原理、常見疾病及其治理方
法等。主要研究範圍包括女性健康、骨質疏鬆及其他關節病、老人保
健、學童保健、健康教育、吸煙問題、傳統中醫藥之評估、肝炎流行病
學、空氣污染、噪音引致失聰、有機溶劑與神經行為失調、精神健康、
醫療服務研究及評估、疾病地理分布和調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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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診斷學系
電話：2632 3213
傳真：2636 0012
電郵：droid@med.cuhk.edu.hk

放射診斷學系提供的本科教學及高級學位專科訓練，獲香港以及英國皇
家放射科醫學院認可。該系以超聲波，影像導引介入治療，頭、頸、
肌、骨及乳房造影著稱；系內成員經常應邀在國際會議中講授及示範新
的影像診斷技術，並於重要國際期刊發表論文。該系與廣州中山醫科大
學第一附屬醫院、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及汕頭大學醫學院第一附
屬醫院合作，陸續開辦專業知識交流計劃，以鼓勵雙方教師/醫生互訪。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
電話：2632 3127
傳真：2645 1699
電郵：suzanne-ng@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med/mect/index.htm

學系之本科課程旨在訓練學生如何全面照顧病者。學系亦為研究生提供
高級專業課程，以及各種醫學專科訓練，包括心臟科、臨S藥理學、皮
膚科、內分泌及糖尿科、腸胃及肝科、老人科、血液科、腎科、腦神經
科、風濕科及胸肺科。系內不少專科教員擔任國際期刊的編委，或為國
際專科組織之主席或會員。

微生物學系
電話：2632 3333
傳真：2647 3227
電郵：microbiology@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med/mic

微生物學系的教學培訓對象包括醫科生、護理人員，和微生物學專門人
才，該系並為威爾斯親王醫院提供臨S服務；研究工作則著重拓展分子
生物及感染的課題，以擴闊化驗服務的範疇，並提高臨S、化驗、顧問
及感染控制服務的素質。

那打素護理學院
電話：2609 6224（學士課程）

2609 8173（研究院課程）
傳真：2603 5269
電郵：nursing@cuhk.edu.hk

護理學院為中七畢業生提供一個為期四年的全日制護理學學士課程，畢
業生可獲香港護士管理委員會認可的註冊普通科護士資格。學生在教師
指導下，到醫院及社區進行各種臨S護理實習，獲取實踐經驗。此外，
學院亦開設其他護理學研究院課程，以助護理人員之專業發展。學生可
透過學系的各種研究項目，掌握深入的研究技巧。學院目前之研究範圍
集中於中風康復護理、社交心理健康護理措施、腫瘤學、精神健康、老
人護理、助產實習指導、婦女健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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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產科學系
電話：2632 2810
傳真：2636 0008
電郵：tonychung@cuhk.edu.hk
網址：http://www.obg.cuhk.edu.hk

學系為醫科四年級學生開設為期十週的臨S訓練，學生透過門診、病房
和手術室學習，接觸和認識各種婦產科病症；訓練內容包括在教習醫院
產房及其他醫院婦產科實習各兩週，以掌握、判別及處理各種臨S問
題，包括與病人及醫護人員的溝通技巧。學系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輔助
生育、婦科腫瘤、內腔鏡手術、婦女骨盤底機能不良、婦產科訊息處理
及計算機應用、產程內監護、胎兒生理及圍產醫學。

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
電話：2762 3123
傳真：2715 9490
電郵：agneslam@cuhk.edu.hk
網址：http://www.ovs.cuhk.edu.hk

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為醫科生由一年級開始提供眼科臨S訓練。課程的
主要目標是讓學生盡早獲取臨S經驗，使他們可結合臨S實際情況學習
基本的學科理念，以期理論與實踐相融。眼科臨S訓練於威爾斯親王醫
院及香港眼科醫院內進行，內容包括臨S指導與示範、視力檢查實習、
眼科儀器運用等。該等訓練與臨S技巧小組及神經科學小組的課程具相
得益彰之效。學系並繼續為舊課程的五年級學生提供眼科臨S訓練。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電話：2632 2515
傳真：2637 7889
電郵：oliviaho@cuhk.edu.hk
網址：http://www.ort.cuhk.edu.hk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為一至五年級醫科生提供延續性的基礎骨科導論和
臨S教學課程，並致力為病患者提供高素質的醫療服務，開展科學研
究，以及訓練研究生。學系在顯微手外科、運動醫學、創傷、小兒骨
科、骨腫瘤、脊柱損傷和康復、足外科，以及關節再造術等骨科主要領
域取得卓越成就，在本港、亞洲乃至國際上享有很高的學術聲譽。

兒科學系
電話：2632 2850
傳真：2636 0020
電郵：paediatrics@cuhk.edu.hk
網址：http://www.pae.cuhk.edu.hk

學系為醫科四年級學生提供為期十週之兒科理論及臨S訓練，讓他們對
兒童健康問題及兒科疾病有全面及概括的認識。課程內容包括預防醫
學，新生兒保健，週產期對兒童健康、體格生長及智能發展的影響，以
及常見兒科疾病的症狀及治療等。學系成員積極開展兒科的流行病學及
臨S研究，並以動物及分子學的基礎研究為輔，對本港以至國際的兒科
醫療作出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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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理學系
電話：2609 6820
傳真：2603 5139
電郵：pharmacology@cuhk.edu.hk
網址：http://www.pharmacology.cuhk.edu.hk

藥理學系為醫科及藥劑學課程學生授課，主要教授藥物的基本結構理論
及治療作用。該系並與一些藥廠，以及香港科技大學、中國及英國的生
命科學研究單位開展合作研究。系內研究以藥物化學為主，包括前列腺
素受體，其第二信使系統及選擇性配體的研究，止嘔和防哮喘藥的作用
機理，用膜片鉗技術研究藥物對心臟的作用，神經 對炎症的影響，傳統
中藥的活性成份研究，藥物代謝和單克隆抗體測定等。

藥劑學院
電話：2609 6860
傳真：2603 5295
電郵：pharmacy@cuhk.edu.hk
網址：http://www.pharmacy.cuhk.edu.hk

該學院是本港大專院校中之唯一藥劑學院，提供全面及高水準的專業訓
練，並著重職業道德的培養，使學生能適應不斷發展的藥劑專業工作和
堅持高的職業操守，服務市民。學院研究工作主要圍繞藥劑科學及藥劑
執業，包括中藥、藥物代謝動力學、藥效學、遺傳藥理學（藥物基因
學）、製劑學、藥物穩定性、藥物化學、醫藥經濟學及藥物治療（如感染
性、代謝性、胃腸道、心血管等疾病的藥物治療）。

生理學系
電話：2609 6882/6818
傳真：2603 5022
電郵：physiology@cuhk.edu.hk
網址：http://www.psi.cuhk.edu.hk

生理學系為醫科、藥劑學、護理學、中醫學及人體生物學等課程開設科
目，探討身體的運作；科目內容依器官系統編排，而教學形式則結合授
課、導修、實驗及示範。學系亦著重發展學術研究及研究生課程，並置
有共焦顯微鏡、分子生物、顯微螢光測量法及膜片鉗等先進設施，供教
研人員之用。

精神科學系
電話：2632 3637
傳真：2637 7884
電郵：psychiatry@cuhk.edu.hk

在本科教學方面，精神科學系為醫科生開設有關心理醫學的科目；另給
醫科四年級學生教授臨S精神科的理論和實踐。該系亦提供博士與碩士
課程。學系的研究著重常見的嚴重精神病，而臨S流行病學及基礎科學
的研究則包括癡呆症、情感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藥物濫用、睡眠及
飲食障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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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W生學院
電話：2252 8786
傳真：2606 3500
電郵：sph@med.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med/sph

該院為香港首間公共u生學院，座落於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成立公共u生學院的主要目的，是透過公共u生及相關學科的專業

醫學教育、訓練、研究及諮詢服務等，推廣公共u生，促進個人健康。
為此，學院將與香港政府、醫院管理局、u生署、世界u生組織及其他
專業組織保持緊密聯繫。學院並成立了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組，專責為
教師提供健康教育及推廣健康的訓練，藉此促進健康學校計劃。學院於
二零零一年六月正式開幕。

外科學系
電話：2632 2789/2617
傳真：2637 7974
電郵：surgery@cuhk.edu.hk
網址：http://www.surgery.cuhk.edu.hk

外科學系為醫學本科生及研究生提供全面的外科教育，並訓練外科各分
科的專科醫生，以及定期參與籌辦「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及香港外
科醫學院聯合院士考試」。該系在整形外科、耳鼻喉外科、腦外科、小兒
外科、心胸外科、泌尿外科，以及肝、膽、胰、胃、腸的內鏡、腹腔鏡
和傳統手術的成績，廣獲國際稱許。系內成員積極籌辦國際研討會、講
習班及會議，主題廣涉外科手術及醫學研究各範疇。學系並致力發展基
礎研究，尤著重肝增生、肝癌、鼻咽癌、腸胃癌及乳腺癌等課題。

學系為發展創傷及急救方面之教研課程，於一九九五年十月成立意
外及急救醫學教學單位。單位之研究重點為界定人類對受傷的反應，尤
側重創傷的免疫反應及創傷後之血凝固不良情況；並已發表有關白血球
黏連分子反應之新發現。教學單位為臨S期課程發展了一套綜合性之科
目，以加強學生在不同情況下處理突發事件之決策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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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生物化學系
電話：2609 6359
傳真：2603 7246
電郵：biochemistry@cuhk.edu.hk
網址：http://www.bch.cuhk.edu.hk

生物化學系開設完善的學士學位課程，專門研究生化分子的特性及生命
的化學原理。課程內容著重整合性及多元性，除生物化學本科生外，尚
供醫科，藥劑，食品及營養科學，環境科學，分子生物技術學等學生修
讀。系內主要研究包括生物技術、人類基因、生物訊息、中草藥、免疫
與腫瘤、轉基因動物、激素作用與神經化學。該系亦開設碩士及博士學
位課程。

生物系
電話：2609 6348
傳真：2603 5646
電郵：bio@cuhk.edu.hk
網址：http://www.bio.cuhk.edu.hk

生物系提供的本科課程廣涉分子生物學、遺傳工程，以至生態學，除介
紹生物學基本知識及實驗技巧外，著重傳授生物學的新觀念、新知識及
新技術。該系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分子生物及生物技術學、海洋科學、
環境污染與毒性學、食品科學及食療，其「植物與真菌生物科技」研究，
在一九九九年獲教資會甄選為第一輪全港三大卓越學科領域之一。該系
的實驗設備嶄新完善，生理、生化、細胞及分子生物學方面的尤佳。

化學系
電話：2609 6344
傳真：2603 5057
電郵：chemistry@cuhk.edu.hk
網址：http://www.chem.cuhk.edu.hk

化學系設有理學士（化學）、理學士（應用化學與管理）、哲學碩士及哲學
博士學位課程。本科課程糅合了分析、無機、有機、物理和理論/計算化
學等主流課題，並配合各種專題科目，理論與實驗並重，旨在提供完整
的現代化學基本訓練。新增設的應用化學與管理學課程，旨在提供化學
及管理學兩方面的基本訓練，以利學生從事有關化學工業管理及/或商貿
發展的行業。課程內容以化學系所設的核心科目及化學工業課題為主，
輔以工商管理學院的商業及管理科目。研究生課程以研究為本，著重探
新和創意。學系設備先進，學術氣氛濃厚，是國際知名的化學教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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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院
電話：2609 8131
傳真：2603 7203
電郵：scm@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scm

中醫學院提供五年制之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培育新一代中醫師。學生
學習中醫理論及實踐之同時，亦汲取現代醫學知識，俾能融會貫通，加
強中西醫學界交流和理解。課程包括臨'前期學習和在中醫院及中醫診
所臨'實習。學生完成學位課程後，可申請註冊成為執業中醫師。中醫
學院亦提供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學院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藥發展及中
醫理論之科學研究。

數學系
電話：2609 7729
傳真：2603 5154
電郵：dept@math.cuhk.edu.hk
網址：http://www.math.cuhk.edu.hk

數學系的本科課程提供主修及副修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對數學理論及應
用的認識。第一年課程設若干必修科目，學生可按興趣選修數學組、計
算及應用數學組，或精研組。系內教研人員的專研範圍包括數值分析、
優選學、代數學、數論、拓撲學、幾何學、多元複變、微分方程理論、
非線性波、生物數學、泛涵分析、調和分析、分形及小波理論。

物理系
電話：2609 6339
傳真：2603 5204
電郵：physics@cuhk.edu.hk
網址：http://www.phy.cuhk.edu.hk

學系於一九六三年大學成立伊始已開設理學士學位課程，多年來因應社
會需求及學生興趣而整固加強。學系於一九七二年起，陸續開設哲學碩
士、哲學博士研究課程及修課式的理學碩士課程。二零零一年更增設了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的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研究課程。二零零一
至二零零二年度，該系有本科主修生二百二十多名及研究生逾八十名。

統計學系
電話：2609 7930
傳真：2603 5188
電郵：statdept@cuhk.edu.hk
網址：http://www.sta.cuhk.edu.hk

學系提供統計學和風險管理科學的學士及碩士課程，和統計學博士課
程。統計學對所有要求數量分析之學科都極為重要，廣泛應用於生物資
訊、生物科學、公眾健康、資訊工程、財務和社會科學等範疇。風險管
理科學則專注應用於財務和保險。各項課程注重應用和理論的平衡。統
計學課程的學生可因應個人的意願，專修應用統計組或數據科學及商業
統計組。學系擁有先進之計算設備和大功率的軟件。教師從事之科研活
動，涵蓋應用和理論統計學之廣泛課題，並廣獲國際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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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

人類學系
電話：2609 7670/7677
傳真：2603 5218
電郵：anthropology@cuhk.edu.hk
           genderstudies@cuhk.edu.hk（性別研究）
網址：http://www.cuhk.edu.hk/ant
           http://www.cuhk.edu.hk/ant/gender（性別研究）

中大人類學系是國際認可的文化與身分認同研究中心，尤其注重研究伴
隨華南、香港、台灣、東亞和東南亞經濟迅速發展而出現的族群認同，
地區認同和國家認同等課題。主修課程為學生提供民族誌和其他實地考
察方法的系統訓練，以及一系列文化研討科目，探究婚姻和家庭、性
別、商業活動、政治、語言、宗教、影視和食物等文化現象。學系並增
設多種科目，為學生闡釋當代新興課題，如遷徙、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
之互動，以及全球化現象。

性別研究課程於一九九七年成立，是本地高等院校中，唯一提供性
別研究的課程，開設二十多個必修及選修科目，由性別研究課程委員會
統籌，為本科生提供跨科際的訓練和副修課程，並開辦女性研究文學碩
士課程，性別研究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課程。

建築學系
電話：2609 6517
傳真：2603 5267
電郵：architecture@cuhk.edu.hk
網址：http://www.arch.cuhk.edu.hk

建築學是有關設計人類居住環境的科學。居住的形式、用途和所應用的
技術等，都是建築學的核心範圍，牽涉的層面包括私人居所、村落、城
市，以及人類整個社會文化的歷史演進。

建築學系開設本科及研究院建築專業學位及研究學位課程。研究範圍
包括訊息科技、香港和內地的房屋問題、可持續設計、設計教育法、電腦
輔助設計、專業實踐、環境科技、建築物料、營造、循環再用及保存、民
居建築、城市設計、建築史等。學系課程已於二零零零年四月經香港建築
師學會、建築師註冊管理局、英聯邦建築師協會及中國高等學校建築學專
業評估委員會之共同審定，獲香港建築師學會及建築師註冊管理局認可。

經濟學系
電話：2609 8190
傳真：2603 5805
電郵：economics@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eco

經濟學系之本科課程強調理論、應用和分析，並側重香港、中國及東亞
經濟。學系有教員逾廿人，發表之著作甚豐，數量在亞洲區學府之中名
列前茅。該系學士課程及哲學碩士課程之學生人數俱為本地同類課程之
冠。香港之經濟研究員，多屬該系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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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
電話：2609 6529
傳真：2603 5006
電郵：geography@cuhk.edu.hk
網址：http://www.grm.cuhk.edu.hk

該系課程旨在訓練學生全面掌握地理學的理論、方法和技能，重點講授
資源開發的利用和管理。學系採用新修訂的課程大綱，在傳統的地理學
科基礎上，強調專業訓練和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學系教學和科研的三
大領域包括：（一）地理技術、（二）自然與環境系統、（三）城市與區域系
統；特別強調應用綜合方法和地球訊息科學技術去研究並解決有關本土
與區域的資源、環境和人類活動，乃至相互作用的問題。學系並經常組
織學生參加本地和境外的野外考察活動。

政治與行政學系
電話：2609 7530
傳真：2603 5229
電郵：gpadept@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gpa

政治與行政學系提供社會科學學士、文學碩士、社會科學碩士、哲學碩
士及哲學博士學位課程，另設有法律副修課程。學系開設四十多個科
目，範圍廣涉政治理論、比較政治、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性別政治
學、公共行政及公共政策、憲法、行政法、國際法、刑法、法理學、司
法制度等。

新聞與傳播學院
電話：2609 7680
傳真：2603 5007
電郵：com@cuhk.edu.hk
網址：http://www.jlm.cuhk.edu.hk

新聞傳播學是一門跨學科的社會科學，專研各類媒介資訊的生產、傳送
及影響。學院之本科課程著重培養學生的分析及表達能力，強調理論與
實踐的結合，分五個專修範圍：廣播電視、新聞編採、廣告公關、多媒
體與電訊、傳播研究。學院也開辦哲學碩士、社會科學碩士、文學碩
士、理學碩士及博士課程。該學院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傳播教育及研究
中心，設備先進，教師研究興趣廣博，尤專精於國際傳播及「文化中國」
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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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系
電話：2609 6578
傳真：2603 5019
電郵：info@psy.cuhk.edu.hk
網址：http://www.psy.cuhk.edu.hk

心理學系的課程設計旨在為學生提供完整及實徵的心理學基礎訓練，而
長期的發展方針是提倡中國觀點。學系致力倡導本土化的研究取向，加
強與海外學人的跨文化合作研究，並主辦重要國際會議，其學術地位贏
得國際認可。該系希望憑著其經驗及現有資源，為中國心理學的發展作
出貢獻。

社會工作學系
電話：2609 7507
傳真：2603 5018
電郵：socialwork@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swk

社會工作學系的宗旨是訓練對社會公義有承擔，並善於為服務對象謀福
祉之專業社會工作人員。課程著重培養學生獨立及批判性的思考能力，
對社會工作專業的人文價值和倫理的認同，以及對社會弱勢社群的關
顧。課程設計鼓勵師生透過小組及個別接觸互相交流，以及透過在本港
及海外之實習結合理論和實踐。

該學系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社會工作教育及研究中心，除學士學位
課程外，尚開設社會工作學士後文憑、社會工作碩士、社會工作社會科
學碩士、社會工作文學碩士、家庭輔導及家庭教育文學碩士、哲學碩士
及哲學博士等研究院課程。

社會學系
電話：2609 6604/6
傳真：2603 5213
電郵：sociology@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soc

社會學系的本科課程提供社會學理論及方法論訓練，旨在使學生具備社
會學視野，能以批判及專業的眼光分析社會問題及現象，並且為他們繼
續深造奠定均衡而紮實的基礎。學系提供五十多個科目，包括一些基本
科目如「中國社會」、「社會學理論」，乃至學習能力訓練科目如「電子資訊
應用」、「研究寫作」和「社會學選讀」等。由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學年起，
該系主修課程增設「社會研究」專修範圍；另除社會學副修課程外，又增
辦社會研究副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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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本科課程

簡介

申請入學人士須符合本校之入學條件，方可獲本校考慮取錄入學。「全日
制本科課程入學規則」刊於本《概況》第七部。

本校現設有七個學院，即：文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教育學院、工
程學院、醫學院、理學院及社會科學院，提供廣泛之本科課程。學生修
業期滿，考試及格者，可獲授文學士、工商管理學士、中醫學學士、教
育學士、工程學士、醫學科學學士、內外全科醫學士、護理學士、藥劑
學士、理學士或社會科學學士學位。各項學位課程所開設之科目刊於本
《概況》第五部，有關學則刊於第七部。

各學院所設學科可作主修或副修者分列如下：

文學院

中國語言及文學、英文、歐洲研究、藝術、法文、德文、歷史、日本研
究、現代語言及文化、音樂、哲學、宗教、神學、翻譯。

工商管理學院

酒店及旅遊管理學，保險、財務與精算學，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專
業會計學，計量財務學。

教育學院

語文教育、數學教育、體育運動科學。

工程學院

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計算機工程學、計算機科學、電子工程
學、訊息工程學、資訊科技、創新與設計工程學、互聯網工程學、系統
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醫學院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醫學科學增插學年學士學位課程、藥劑學、護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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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應用化學與管理學、生物化學、生物、化學、中醫學、環境科學、食品
及營養科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數學、分子生物技術學、物理、風險
管理科學、統計學。

社會科學院

人類學、建築學、經濟學、性別研究、地理與資源管理學、政治與行政
學、新聞與傳播學、法律學、心理學、社會研究、社會工作、社會學。

學生符合畢業所需之條件，可獲頒學士學位，其等級如下：甲等榮
譽、乙等一級榮譽、乙等二級榮譽、丙等榮譽及學位。學位等級得根據
學生主修科之平均積點、全部科目之總平均積點及綜合考試或畢業論文/
專題研究成績頒發。至於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則根據學生在醫科第二
年至醫科第五年內各次專業考試之成績頒發。

課程結構

除醫科及若干專業課程另有規定外，本校全日制課程之修業期通常為三
至四年。本校本科課程結構（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醫學科學增插學年學
士學位課程及護理學課程除外）採取學分制。課程結構如下：

中六及中七入學學生
＊
分別須至少修畢一百二十三及九十九學分，始

准畢業。科目及學分開列如下：
（甲）通識教育（十五學分）
（乙）體育（兩學分）
（丙）主修課程規定必修學分，通常可達七十二學分
（丁）其餘學分由學生自由選擇以副修科及/或選修科補足

如主修課程設有畢業論文/專題研究規定，該課程主修生須參加綜合考試
或繳交論文/專題研究，取得及格成績，始可畢業。

由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起，所有本科生必須於第一修業年修讀普通
話、粵語及英語精修課程。該課程並不計算學分，但考試成績將會記錄
在學生的學業成績單上。

由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起，所有新入學學生須達致一定程度的
資訊科技能力。學生預期於首修業年內通過資訊科技能力測試。如測試
及格，「資訊科技能力及格」將會記錄在學業成績表上。如測試不及格，
學生必須於暑假期間參加輔導訓練課程。

學生自願修讀副修課程者，須正式填報所修讀之學科，且以於第二
修業年填報為宜。副修課程通常為十五至三十學分不等。

＊
「中六（或中七）入學學生」乃指於修畢中學六年級（或七年級）後或以相等資歷獲
取錄入學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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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課程

醫學院提供非學分制之內外全科醫學士專業課程。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一
年度及以前，醫科課程分為兩年臨n前期及三年臨n期課程。學生修畢
最少兩年課程且成績理想者，可申請入讀醫學科學增插學年學士學位課
程。自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年度起，學院由一年級開始，採用以人體系
統為主的綜合性醫學課程。新課程之必修科佔百分之七十，選修科佔百
分之三十。課程讓學生提早學習接觸病人，並著重訓練溝通和終生學習
的技巧，以及培養醫德。

醫科學生須經個別科目之持續評核、年終考試，及參加第一、第二
及第三期（分第一及第二部分）之專業考試，及格後方可畢業。學生畢業
後，須在認可之醫院實習一年，才可註冊成為醫生。

那打素護理學院提供四年制之護理學學士課程。此課程為未具備任
何護理學知識之學生而設，旨在使畢業生能符合香港護士管理委員會所
訂要求，註冊為普通科護士。

藥劑學院開設藥劑學士學位課程，課程結構採用學分制。藥劑學院
畢業生必須完成一年期之實習，方可獲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准予註冊為
藥劑師，在香港執業。

醫學院學生除修讀醫學院規定之專業科目外，必須完成大學規定之
通識教育課程、體育科目、資訊科技及語文科目。

科目簡介

各項課程的簡介刊於第143至第229頁。

科目編號及符號簡介

每一科目編號均由三個英文字母、三個數字及一個英文字母或數字組
成。首三個字母代表學科（例如 CHI, ENG, BIO 分別代表中文、英文及
生物學科）。第一個數字指示修讀階段。本科課程科目編序由1至4，研究
院科目編序則由5至9。數字編號以0為首者，表示該科乃「學生為本教學」
科目。

科目修讀階段屬較低者，通常應予先修。但大部分科目均可供各修
業年學生靈活修讀，視乎彼等能否符合所設之先修及同修規定而定。學
生應按各該主、副修課程之修讀辦法所載之規定修讀有關科目。詳細的
學分要求及修讀辦法，請參閱《香港中文大學本科生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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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學院核心科目

編號 科目名稱
ACC 1130 香港宗教與社會
ACC 1320 意象、語言及文學
ACC 1910 後現代與當今世界

中國語言及文學（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CHI 0480/0490 專題研究（一）/（二）
CHI 1910 實用語法
CHI 1920 文學概論
CHI 1930 古籍導讀
CHI 1940 寫作訓練
CHI 1951 研究方法及論文寫作
CHI 2911 文字學導論
CHI 2930 詩選及習作
CHI 2951 文學史專題
CHI 2971 聲韻學導論
CHI 3730 目錄學
CHI 3740 修辭學
CHI 3750 普通語言學
CHI 3760 應用語言學
CHI 3770 唐五代詞
CHI 3780 宋詞
CHI 3790 曲選
CHI 3800 歷代文選
CHI 3810 古典小說──短篇
CHI 3820 古典小說──長篇
CHI 3830 論語
CHI 3840 孟子
CHI 3850 史記
CHI 3860 漢書
CHI 3870 現代散文
CHI 3880 現代小說
CHI 3890 現代戲劇
CHI 3900 新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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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 3910 文藝創作
CHI 3920 粵語研究與應用
CHI 4411 香港文學散步
CHI 4511 語文專書研究──《廣韻》
CHI 4521 語文專書研究──《說文解字》
CHI 4531 當代音系理論及其應用
CHI 4541 香港文學導論
CHI 4551 香港文學專題
CHI 4561 香港語文教學專題
CHI 4571 文言文寫作
CHI 4581 粵語研究專題
CHI 4591 遊觀文學
CHI 4620 訓詁學
CHI 4630 漢語語法學
CHI 4640 古文字學與古籍研究
CHI 4650 方言學
CHI 4660 語言學專題
CHI 4670 方法學專題
CHI 4680 詩經
CHI 4690 楚辭
CHI 4770 文心雕龍
CHI 4790 陶潛詩
CHI 4800 李白詩
CHI 4810 杜甫詩
CHI 4820 韓愈文
CHI 4830 柳宗元文
CHI 4840 蘇辛詞
CHI 4850 周姜詞
CHI 4860 古典戲劇
CHI 4870 文學批評
CHI 4880 近代文學
CHI 4890 古典文學專題
CHI 4910 左傳
CHI 4920 莊子
CHI 4930 荀子
CHI 4940 韓非子
CHI 4960 古代文獻專題
CHI 4970 現代作家研究
CHI 4980 現代文學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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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選修）

下列科目由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之語文教學小組開設，供學生選修。中文系
主修生及副修生選讀此等科目不得作為計算中文系主副修學分之用。

編號 科目名稱
BCJ 2010 中醫古文導讀
CHI 1410 基礎中文（醫學院）
CHI 1420 基礎中文（理學院）
CHI 1430 基礎中文（工程學院）
CHI 1500 文藝寫作初階
CHI 1510 商用中文
CHI 1520 行政事務中文
CHI 1530 口語傳意技巧
CHI 1540 對聯賞析及習作
CHI 1550 語法基礎與寫作
CHI 1560 散文賞析及寫作
CHI 1570 演講及辯論
CHI 1580 閱讀、思考與寫作
CHI 1590 新詩賞析及習作
CHI 1610 文言小品賞析及習作
CHI 1620 語言、邏輯與寫作
CHI 1630 基礎中文（文學、教育學院）
CHI 1650 醫科中文傳意
CHI 1660 基礎中文（商學院）
CHI 1670 網站中文傳意及編輯
CHI 1720 高級行政事務中文
CHI 1730 高級口語傳意技巧

英文（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ENG 1310 英文專業傳意技巧I
ENG 1320 英文專業傳意技巧II
ENG 1330 英文專業傳意技巧III
ENG 1340 研究與口頭報告
ENG 1500 語言學面面觀
ENG 1510 英語語音學與音韻學
ENG 1520 英語語法結構
ENG 1610 文學導論
ENG 1620 文學與思潮（一）：從古典時間到文藝復興
ENG 1630 文學與思潮（二）：從è蒙運動到現代主義
ENG 1640 世界語文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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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 1650 從文藝復興到啟蒙時期
ENG 2300 戲劇：從詹姆士時代到復辟時代
ENG 2310 戲劇：從易卜生到現代
ENG 2320 十八及十九世紀小說
ENG 2330 二十世紀小說
ENG 2340 詩歌：從文藝復興到古典時代
ENG 2350 詩歌：從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
ENG 2360 兒童文學
ENG 2370 從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
ENG 2500 莎士比亞
ENG 2600 世界英語及其文化
ENG 2820 語義學
ENG 2840 英文詞匯學
ENG 2850 英語音韻學
ENG 2860 高級英語文法研究
ENG 2910 文學專題導修（特別英文組）
ENG 2920 應用英語語言學專題導修（特別英文組）
ENG 3000 比較文學論題
ENG 3100 重要作家
ENG 3110 浪漫主義
ENG 3120 現代主義
ENG 3130 文學批評專題
ENG 3140 東西文學比較專題
ENG 3150 文學體裁學
ENG 3160 美國文學：主要概念
ENG 3170 歐洲文學：主要概念
ENG 3180 世界文學：主要概念
ENG 3190 文學與文化
ENG 3200 文學與藝術
ENG 3210 文學與宗教
ENG 3220 文學與電影
ENG 3230 性別與文學
ENG 3240 文學研究專題
ENG 3250 其他地區英文文學
ENG 3260 創作訓練
ENG 3270 戰爭與和平文學
ENG 3280 跨語言人生書寫
ENG 3290 小說閱讀與寫作
ENG 3600 對比語言學
ENG 3610 心理語言學
ENG 3620 英語作為第二語言之習得
ENG 3630 社會語言學：語言、文化與社會
ENG 3640 英語教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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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 3650 應用語言學專題
ENG 3660 英語語言學專題探討
ENG 3670 話語分析
ENG 3680 英語史
ENG 3690 性別與語言
ENG 3700 專題研究論文
ENG 3710 跨文化傳意
ENG 3720 教學文化
ENG 3730 第二語教室傳意
ENG 3810 專題考察研究（特別英文組）
ENG 3820 專題研究論文（特別英文組）

英語（選修）
下列科目由英語教學單位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而開設，供學生選修，以
改善他們的英語運用能力。課程大致可分為三類：（一）基礎課——專注
聽、寫、讀、講，以增強語文能力；（二）專題綜合課——利用時事、影
視、環境、文化等課題，給學生提供練習機會；（三）專業綜合課——如科
技英語、商業英語等。

編號 科目名稱
ELT 1100 進修——商管英語
ELT 1106 大學英語文法
ELT 1107 英語聆聽與會話策略
ELT 1108 英語閱讀與寫作策略
ELT 1109 英語字彙學習策略
ELT 1110 商管溝通技巧
ELT 1111 科技傳意
ELT 2000 職前英語訓練
ELT 2002 專題研習
ELT 2110 英語進修——聆聽與會話（一）
ELT 2111 英語進修——聆聽與會話（二）
ELT 2120 英語進修——閱讀與寫作（一）
ELT 2121 英語進修——閱讀與寫作（二）
ELT 2201 聆聽及回應
ELT 2390 文學英語：美國小說
ELT 2391 文學英語：英國小說
ELT 2392 文學英語：世界小說
ELT 2399 文學英語：戲劇
ELT 2400 寫作概念
ELT 2401 思考與寫作
ELT 2402 大學英文寫作導論
ELT 2403 網上英文寫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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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T 2408 雙語史家：英文寫作訓練
ELT 2409 社工英文寫作
ELT 2410 建築系英文寫作
ELT 2418 英語歷史文獻評論（進階）
ELT 2500 英語語音進階
ELT 2501 口語傳意技巧
ELT 3102 環保學英語
ELT 3103 時事英語
ELT 3104 電影英語
ELT 3105 英文歌曲語言分析
ELT 3110 商管傳意技巧
ELT 3112 商業英語
ELT 3301 分享閱讀溝通
ELT 3406 護理學論文寫作
ELT 3408 商用寫作
ELT 3508 演講技巧

歐洲研究（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EUR 1100 歐洲聯盟導論
EUR 1110 文學及電影中的歐洲形象
EUR 2100 當代歐洲社會導論
EUR 2110 現代歐洲重要論題
EUR 3100 歐洲與中國

除上述科目外，歐洲研究課程尚包括下列由不同學系開設的本科科目：
ANT 2510 文化與商業
ECO 3210 西洋經濟史
ENG 2310 戲劇：從易卜生到現代
ENG 3170 歐洲文學：主要概念
FAA 2520 西洋藝術史（一）
FAA 2530 西洋藝術史（二）
GER 2130 文化與社會：德國的跨文化體驗
GPA 2345 國際政治
GPA 3070 政治哲學
HIS 1104 西方歷史之傳統與變革
HIS 3252 德國近代史
HIS 3254 俄國之現代化與革命
HIS 3258 西洋上古、中古史
HIS 3259 西方史學傳統
HIS 3260 近世歐洲之宗教、文化與社會
HIS 3262 歐洲近代思想史：觀念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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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3302 古希臘及中國神話比較史
HIS 3316 西方政治文化史
HIS 3504 近代世界史專題研究
ITA 2130 當代意大利的社會與文化
PHI 2040 西方哲學史（一）
PHI 2050 西方哲學史（二）
PHI 3313 美學
PHI 3373 愛情哲學
PHI 3592 西方哲學特別專題
PHI 3653 當代哲學特別專題
PHI 4232 近代西方專家哲學：康德
PHI 4262 現代西方專家哲學：存在主義
PHI 4272 現代西方專家哲學：現象學
PHI 4292 現代西方專家哲學：當代英美哲學
PHI 4512 尼采

藝術（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必修科目

FAA 1100 素描基礎
FAA 1110 書法基礎
FAA 1120 油畫基礎
FAA 1130 國畫基礎
FAA 1500 見微知著──藝術導論
FAA 1600 中國藝術傳統
FAA 1700 西方藝術傳統
FAA 4000/4010 畢業創作
FAA 4500/4510 畢業論文

術科專業科目
FAA 2610 人體素描
FAA 2620 實驗素描
FAA 2630 創意水彩畫
FAA 2640 設計
FAA 2650 攝影基礎
FAA 2660 凹凸版畫製作
FAA 2670 立體設計基礎
FAA 2680 混合媒介
FAA 2690 陶藝基本技法
FAA 2810 行草
FAA 2820 楷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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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A 2830 篆書與篆刻
FAA 2840 山水初階
FAA 2850 花鳥初階
FAA 2860 人物初階
FAA 2870 現代水墨初階
FAA 3110 書法專修
FAA 3510 絲網與平版版畫製作
FAA 3520 西畫進階
FAA 3530 空間與裝置藝術
FAA 3540 陶塑藝術
FAA 3550 雕塑──造型與物料
FAA 3560 攝影進階
FAA 3610 山水進階
FAA 3620 花鳥進階
FAA 3630 人物進階
FAA 3640 現代水墨進階
FAA 4110 繪畫創作室
FAA 4120 當代繪畫創作室
FAA 4210 國畫創作室
FAA 4220 書法創作室

學科專業科目
FAA 3700 中國宮廷繪畫
FAA 3710 傳統與變化──中國文人畫
FAA 3720 考古學入門
FAA 3730 港澳考古
FAA 3760 東亞宗教藝術──印度、南亞、中國、韓國、日本
FAA 3780 中國古典書法傳統
FAA 3790 士人的藝術──宋至清書法
FAA 3840 西方現代藝術──現代主義與理想世界的追求
FAA 3850 新時代的挑戰──二十世紀中國繪畫
FAA 3860 當代西方藝術──後現代時期的藝術取向
FAA 3870 藝術遊觀
FAA 3880 從啟蒙運動、革命時代到現代世界──1750至1860的歐

洲藝術
FAA 3890 三城記──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威尼斯與

羅馬的藝術
FAA 3900 東西相遇──香港的藝術
FAA 3920 中國佩玉和葬玉
FAA 3930 中國陶瓷──歷代名窯擷英
FAA 3940 吉金──中國古代青銅禮器
FAA 3950 中國藝術史專題研究
FAA 3960 瓷都景德鎮──晚期中國陶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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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語文科目

FRE 1110 初階法語（一）
FRE 1210 初階法語（二）
FRE 1310 初階法語暑期速成班
FRE 2110 中階法語（一）
FRE 2210 中階法語（二）
FRE 2310 中階法語暑期速成班
FRE 3110 高階法語（一）
FRE 3140 商業法語（一）
FRE 3210 高階法語（二）
FRE 3240 商業法語（二）
FRE 3310 高階法語暑期速成班
FRE 3420 閱讀訓練
FRE 3440 法語會話（一）
FRE 3450 法語會話（二）

文化科目
FRE 1450 法國製造
FRE 1460 法國文學賞析

德文（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GER 1110 初階德文（一）
GER 1120 初階商業德文（一）
GER 1210 初階德文（二）
GER 1220 初階商業德文（二）
GER 1310 初階德文暑期速成班
GER 2110 中階德文（一）
GER 2130 文化與社會：德國的跨文化體驗
GER 2210 中階德文（二）
GER 2230 德文文學欣賞
GER 2310 中階德文暑期速成班
GER 3110 高階德文（一）
GER 3120 德文閱讀訓練
GER 3210 高階德文（二）
GER 3220 德文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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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CHI 1640 雙語史家：中文寫作訓練
ELT 2408 雙語史家：英語寫作訓練
ELT 2418 英語歷史文獻評論（進階）
HIS 1103 中國歷史之傳統與變革
HIS 1104 西方歷史之傳統與變革
HIS 1105 歷史與歷史學者（初階）
HIS 1106 歷史與歷史學者（進階）
HIS 2101 雙語史家（一）
HIS 2102 雙語史家（二）
HIS 2403 英語歷史文獻評論（進階課程）
HIS 3201 中國古代之國家與社會
HIS 3202 中國社會與官僚結構（至A.D.600）
HIS 3203 中國社會與官僚結構（七至十三世紀）
HIS 3204 唐宋之變革
HIS 3205 近世中國思想文化史
HIS 3206 明代中國史
HIS 3207 近代中國之改革與現代化
HIS 3208 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
HIS 3209 二十世紀中國之革命與現代化
HIS 3210 今日中國
HIS 3211 中國史學傳統
HIS 3213 香港史
HIS 3250 日本近代史
HIS 3251 現代東南亞史
HIS 3252 德國近代史
HIS 3253 英國現代史
HIS 3254 俄國之現代化與革命
HIS 3255 俄國與蘇聯史
HIS 3256 早期美國史
HIS 3257 近代美國史
HIS 3258 西洋上古、中古史
HIS 3259 西方史學傳統
HIS 3260 近世歐洲之宗教、文化與社會
HIS 3261 近世歐洲史
HIS 3262 歐洲近代思想史：觀念和社會
HIS 3301 跨文化研究：觀念與社會
HIS 3302 古希臘及中國神話比較史
HIS 3303 比較法律傳統：中國與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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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3304 比較戰略文化：中國與西方
HIS 3305 資本主義與經濟：中國與西歐
HIS 3306 東西方之革命
HIS 3307 比較城市文化與環境
HIS 3308 中國與基督教
HIS 3309 文化遷移與現代化
HIS 3310 漢代之區域文化
HIS 3311 中國移民史
HIS 3312 傳統中國之戰爭與和平
HIS 3313 近二百年之中外關係
HIS 3314 中外關係中之族類觀
HIS 3315 近代華南之族群與文化
HIS 3316 西方政治文化史
HIS 3317 飲食文化史
HIS 3401 歷史遺產之保護
HIS 3402 史學名著與典籍
HIS 3403 性別與歷史
HIS 3404 香港企業與企業家
HIS 3405 十九世紀至今香港及中國法律發展史
HIS 3406 早期英國憲法史
HIS 3407 環境史
HIS 3408 客家、方言群與香港
HIS 3409 中國歷代家禮與鄉禮
HIS 3410 漢代生活史
HIS 3411 西方歷史中之婦女、家庭與社區
HIS 3418 環境、歷史與文化
HIS 3419 中國經濟發展史論
HIS 3501 中國古代及近世史專題研究
HIS 3502 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
HIS 3503 古代及近世世界史專題研究
HIS 3504 近代世界史專題研究
HIS 3505 香港史專題研究
HIS 3506 比較史專題研究
HIS 3507 公眾歷史專題研究
HIS 3508 中國史專題研究
HIS 3509 世界史專題研究
HIS 3510 文化史專題研究
HIS 3511 亞洲史專題研究
HIS 3601 畢業論文指導
HIS 3602 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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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文（選修）

編號 科目名稱
ITA 1110 初階意文（一）
ITA 1210 初階意文（二）
ITA 1310 初階意文暑期速成班
ITA 2110 中階意文（一）
ITA 2210 中階意文（二）
ITA 2310 中階意文暑期速成班

文化科目
ITA 2130 當代意大利的社會與文化

日本研究（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JAS 0330/0340 現代日本專題研究（一）/（二）（STOT）
JAS 1010/1020 日本研究導論（一）/（二）
JAS 1030/1040 綜合日語（一）/（二）
JAS 1050 實用日語（一）
JAS 1051 實用日語（基礎1）
JAS 1052 實用日語（基礎2）
JAS 1053 實用日語（基礎3）
JAS 1054 實用日語（基礎4）
JAS 1060 實用日語（二）
JAS 1100 日本文化與社會概論
JAS 1110 日本流行文化
JAS 1450 新實用日語（一）
JAS 1460 新實用日語（二）
JAS 2050 實用日語（三）
JAS 2056 中級日語暑期速成班
JAS 2060 實用日語（四）
JAS 2450 新實用日語（三）
JAS 2456 新中級日語暑期速成班
JAS 2460 新實用日語（四）
JAS 3070 商業日語（一）
JAS 3110 日本文化史
JAS 3120 日本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
JAS 3170 商業日語（二）
JAS 3210 日本經濟發展史
JAS 3220 日本經濟導論
JAS 3310 日語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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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 3320 日語口語
JAS 3330 日語作文
JAS 3350 日中翻譯
JAS 3360 中日翻譯
JAS 3370 日英翻譯
JAS 3380 英日翻譯
JAS 3390 傳媒日語
JAS 3410 日本文學
JAS 3420 日本與中國：歷史、社會與文化
JAS 3430 日本與香港
JAS 3440 全球化時代之日本經濟貿易總論
JAS 3450 日本之經濟架構及管理
JAS 4080 高級商業日語（一）
JAS 4110 日本文化之人類學研究
JAS 4180 高級商業日語（二）
JAS 4210 日本與亞太經濟關係
JAS 4220 日本經濟專題
JAS 4230 日本金融
JAS 4310 高級日語閱讀
JAS 4330 高級日語作文（一）
JAS 4350 高級日中翻譯
JAS 4360 高級中日翻譯
JAS 4370 高級日英翻譯
JAS 4380 高級英日翻譯
JAS 4390 高級日語口語
JAS 4410 現代日本文學研究
JAS 4430 高級日語作文（二）
JAS 4440 提高日語能力對策
JAS 4450 高級傳媒日語
JAS 4610/4620 專題研究論文（一）/（二）
JAS 4710 日本語言學

現代語言及文化（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範圍（一）：相互文化研究

MLC 1001 相互文化研究概論
MLC 1008 文學欣賞與文化呈現
MLC 2002 當代文化之跨學科研究
MLC 2005 文化與旅行
MLC 2006 現代科幻小說與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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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C 2014 身體政治與再現文化
MLC 2015 東西文化互益交流
MLC 2016 現代社會與城市文化
MLC 2017 文化與神話視像
MLC 2021 國際都會文化與香港城市形態
MLC 2022 女性主義與東西文化
MLC 2023 科學技術與文化
MLC 2024 魔怪、吸血人魔與機械人
MLC 2025 當代消費文化
MLC 2026 死亡、暴力與現代文化
MLC 3001 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文化
MLC 3002 文化研究：電影與文學
MLC 3003 戲劇改編與文化研究
MLC 3004 香港文化研究
MLC 3005 情愛與性事
MLC 3006 相互文化研究專題
MLC 3014 相互文化研究專題論文

範圍（二）：語言學
MLC 1003 現代語言學探索（一）
MLC 1004 現代語言學探索（二）
MLC 1006 語法探索（一）
MLC 1007 語法探索（二）
MLC 2008 詞匯研究
MLC 2009 句法學
MLC 2010 語義學
MLC 2011 語言獲得
MLC 2012 語言文化習論
MLC 2020 音系學
MLC 2027 語言與慾望
MLC 2028 應用語言學專題
MLC 2029 語音學
MLC 3007 習語者的語言
MLC 3008 中介語研究
MLC 3009 雙語研究
MLC 3010 手語概論
MLC 3011 比較語法
MLC 3012 語言學專題討論
MLC 3013 語言學專題論文
MLC 3015 語言實地考察
MLC 3016 語言學應用講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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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MUS 1001, 1002, 合唱訓練（一）至（八）

2001, 2002,
3001, 3002,
4001, 4002

MUS 1011, 1021, 音樂術科（一）至（八）
2011, 2021,
3011, 3021,
4011, 4021

MUS 1012, 1022, 音樂術科（九）至（十六）
2012, 2022,
3012, 3022,
4012, 4022

MUS 1014, 1024, 室內樂（一）至（八）
2014, 2024,
3014, 3024,
4014, 4024

MUS 1031, 1032, 管弦樂合奏（一）至（八）
2031, 2032,
3031, 3032,
4031, 4032

MUS 1090/1091 中國樂器演奏（集體上課）──粵曲（一）/（二）
MUS 1092/1093 中國樂器演奏（集體上課）──笛子（一）/（二）
MUS 1094/1095 中國樂器演奏（集體上課）──古箏（一）/（二）
MUS 1096/1097 中國樂器演奏（集體上課）──琵琶（一）/（二）
MUS 1098/1099 中國樂器演奏（集體上課）──二胡（一）/（二）
MUS 1112/1122 音樂素材與結構（一）/（二）
MUS 1213 西洋音樂史（一）
MUS 1223 西洋音樂史（二）
MUS 1413 曲式及音樂分析（一）
MUS 1511/1521 聽音訓練（一）/（二）
MUS 1712 中國音樂歷史及理論（一）
MUS 1812 世界音樂導論
MUS 1993 專題研讀（一）
MUS 2112 音樂素材與結構（三）
MUS 2122 二十世紀音樂素材與技巧
MUS 2213 西洋音樂史（三）
MUS 2223 西洋音樂史（四）
MUS 2233 聖詩學及比較禮儀音樂
MUS 2313 作曲技巧
MUS 2323 對位法（調式）
MUS 2353 作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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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 2413 曲式及音樂分析（二）
MUS 2612 中國器樂專論
MUS 2622 中國戲曲專論
MUS 2712 中國音樂歷史及理論（二）
MUS 2993 專題研讀（二）
MUS 3243 音樂學導論
MUS 3323 對位法（調性及現代）
MUS 3333 配器法
MUS 3353 作曲（二）
MUS 3530 當代亞洲音樂
MUS 3533 樂器教學法及作品研究
MUS 3632 中國民歌專論
MUS 3642 中國說唱音樂專論
MUS 3712 中國音樂歷史及理論（三）
MUS 3993 專題研讀（三）
MUS 4003 畢業音樂會
MUS 4110 十九世紀前的演奏傳統
MUS 4213/4223 西洋音樂史專題（一）/（二）
MUS 4333 音樂訊息科技
MUS 4343 電子音樂
MUS 4353 作曲（三）
MUS 4543 指揮學
MUS 4712 中國音樂歷史專題
MUS 4862 記譜及分析法概論
MUS 4883/4893 中國音樂專題研究（一）/（二）
MUS 4993 專題研讀（四）
MUS 5213 聖樂專論
MUS 5214 西洋歌劇專論
MUS 5215 管弦樂團及管弦樂專論
MUS 5250 記譜法

哲學（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必修科目
PHI 1110 哲學概論
PHI 1310 邏輯
PHI 2000 倫理學
PHI 2020/2030 中國哲學史（一）/（二）
PHI 2040 西方哲學史（一）
PHI 2050 西方哲學史（二）
PHI 3800 形上學
PHI 3820 知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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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

範圍一：中國/東方哲學

PHI 2301 中國/東方哲學原典導讀
PHI 3111 先秦儒家哲學
PHI 3131 先秦道家哲學
PHI 3191 印度哲學
PHI 3211 印度佛家哲學
PHI 3531 中國哲學特別專題
PHI 3561 東方哲學特別專題
PHI 4111 中國佛家哲學
PHI 4121 禪學
PHI 4131 宋代儒學
PHI 4141 明代儒學
PHI 4351 墨家哲學
PHI 4361 法家哲學

範圍二：西方哲學

PHI 2202 符號邏輯
PHI 2302 西方哲學原典導讀
PHI 3152 希臘專家哲學
PHI 3172 中古專家哲學
PHI 3302 分析哲學
PHI 3342 數理邏輯
PHI 3592 西方哲學特別專題
PHI 3622 古典哲學特別專題
PHI 4212 現代西方專家哲學：歐洲大陸理性主義
PHI 4222 現代西方專家哲學：英國經驗主義
PHI 4232 現代西方專家哲學：康德
PHI 4242 現代西方專家哲學：德國觀念論
PHI 4252 當代西方專家哲學：實用主義
PHI 4262 當代西方專家哲學：存在主義
PHI 4272 當代西方專家哲學：現象學
PHI 4282 當代西方專家哲學：解釋學
PHI 4292 當代西方專家哲學：當代英美哲學
PHI 4302 當代西方專家哲學：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
PHI 4512 尼采
PHI 4522 當代法國哲學

範圍三：哲學問題

PHI 1413 人生哲學
PHI 2113 哲學分析
PHI 3223 當代政治哲學
PHI 3233 社會政治哲學
PHI 3253 實用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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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 3313 美學
PHI 3323 文學與哲學
PHI 3353 商業倫理學
PHI 3363 法律哲學
PHI 3373 愛情哲學
PHI 3383 死亡哲學
PHI 3653 當代哲學特別專題
PHI 3683 應用哲學特別專題
PHI 3713 哲學跨域特別專題
PHI 3743 跨科專題哲學探討
PHI 4153 文化哲學
PHI 4173 科學方法
PHI 4183 科學哲學
PHI 4313 語言哲學
PHI 4323 歷史哲學
PHI 4333 心靈哲學
PHI 4343 教育哲學
PHI 4413 比較哲學特別專題
PHI 4423 哲學資料特別專題

範圍四：其他選修科目

PHI 1210 語言•哲學思考與寫作（漢語）
PHI 2400 拉丁文初探
PHI 4800 論文

範圍五：研究院科目

PHI 5010 中國哲學專家研討
PHI 5030 西方哲學專家研討
PHI 5050 東方哲學專家研討
PHI 5070 中國哲學研討
PHI 5090 西方哲學研討
PHI 5110 東方哲學研討
PHI 5130 特別專題：中國哲學特別專題研討
PHI 5150 特別專題：西方哲學特別專題研討
PHI 5170 特別專題：東方哲學特別專題研討
PHI 5180 哲學問題特別專題研討
PHI 5190 東西比較哲學研討

葡萄牙文（選修）

編號 科目名稱
POR 1110 葡萄牙文初階（一）
POR 1120 葡萄牙文初階（二）
POR 1210 葡萄牙文化（一）
POR 1220 葡萄牙文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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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及神學（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宗教學

範圍（一）：宗教學方法

RST 1111 宗教研究
RST 2111 宗教與人的科學
RST 2112 神話，象徵與儀式
RST 3111 宗教哲學
RST 3112 宗教社會學
RST 3113 宗教心理學
RST 3114 宗教多元課題

範圍（二）：亞洲宗教歷史

RST 1121 亞洲宗教
RST 1122 中國宗教
RST 2121 道教
RST 2122 中國佛教
RST 2123 中國民間宗教
RST 2124 香港的宗教
RST 2125 香港道教史
RST 3121 佛教禪宗
RST 3122 宗教選讀
RST 3123 古代西亞及中國的文化歷史

範圍（三）：宗教、經典與文學

RST 2131 宗教與文學
RST 2132 比較聖典研究
RST 2133 中國佛教經典
RST 2134 早期道教經典選讀
RST 2135 基督教名著選讀
RST 2136 宗教與傳統中國文學
RST 2137 朝聖與文化
RST 2138 中國宗教典籍導讀
RST 2139 道教文學概論
RST 3131 婦女、宗教與中國文學
RST 3132 希伯來文釋經
RST 3133 新約希臘文釋經
RST 3134 《紅樓夢》與中國宗教文化

範圍（四）：宗教、教育與當代社會

RST 1141 宗教與現代社會
RST 2141 宗教與倫理
RST 2142 宗教與性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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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T 2143 宗教教育基礎
RST 2145 新興宗教運動
RST 3141 學校宗教教育
RST 3142 中國的宗教政策與實踐
RST 3143 生命、自然生態與世界宗教
RST 3144 人文教育中的宗教

神學

範圍（一）：聖經研究

RST 1211 希伯來聖經導論
RST 1212 新約研究導論
RST 2211 五經研究
RST 2212 先知文學
RST 2213 智慧文學與詩篇
RST 2214 共觀福音
RST 2215 約翰之著作
RST 2216 保羅書信
RST 2217 五小卷

範圍（二）：基督教歷史與宣教

RST 2221 早期與中世紀教會
RST 2222 改革時代
RST 2223 現代歐洲基督教
RST 3221 中國基督教史
RST 3222 香港基督教史
RST 3223 普世教會學
RST 3224 受差傳之教會
RST 3225 今日教會所面對之問題

範圍（三）：基督教神學與倫理

RST 2231 人類與拯救
RST 2232 上帝論、創造論與末世論
RST 2233 基督、教會與聖靈
RST 2234 天主教教義學
RST 2235 系統神學I
RST 2236 系統神學II
RST 3231 基督教倫理學
RST 3232 實踐神學
RST 3233 神學與女性主義
RST 3234 女性主義與現代文化

範圍（四）：牧範學與實習

RST 1241/1242 本地教會探究I/II
RST 2241 牧養神學
RST 2242 教牧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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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T 3241 講道學
RST 3242 宗派傳統及體制
RST 3243 性、婚姻與家庭
RST 3244 禮儀學
RST 3245 講道實習
RST 3246 生寄死歸
RST 4241, 4242 實習（一），（二）

宗教學/神學共同範圍

語言、研討與專題研究

RST 1331, 1332 希伯來文（一），（二）
RST 1333, 1334 希臘文新約聖經（一），（二）
RST 1335, 1336 阿拉伯語文（一），（二）
RST 3331, 3332 師生專題研討（一），（二）
RST 3333, 3334 本科生專題研究（一），（二）
RST 3335, 3336 神學：專題研究（一），（二）
RST 3337, 3338 宗教學：專題研究（一），（二）
RST 4331, 4332 師生專題研討（三），（四）

西班牙文（選修）

編號 科目名稱

語言科目
SPA 1110 初階西班牙文（一）
SPA 1210 初階西班牙文（二）
SPA 1310 初階西班牙文暑期速成班
SPA 2110 中階西班牙文（一）
SPA 2210 中階西班牙文（二）
SPA 2310 中階西班牙文暑期速成班

文化科目
SPA 1140 西班牙文明及其語言（一）
SPA 1240 西班牙文明及其語言（二）

翻譯（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TRA 1010 翻譯概論
TRA 1020 翻譯基本技巧
TRA 1110 文化與翻譯
TRA 1210 翻譯史



164

TRA 2030 傳譯入門
TRA 2040 基本傳譯技巧
TRA 2050 辭典學與翻譯
TRA 2910 法漢翻譯基礎
TRA 2920 德漢翻譯基礎
TRA 2930 意漢翻譯基礎
TRA 2940 日漢翻譯基礎
TRA 2950 西漢翻譯基礎
TRA 3020 寫作技巧與翻譯
TRA 3050 接續傳譯：中——英
TRA 3060 接續傳譯：英——中
TRA 3070 翻譯研究導論
TRA 3170 文學翻譯策略：中譯英
TRA 3180 文學體裁翻譯：中譯英
TRA 3270 文學翻譯策略：英譯中
TRA 3280 文學體裁翻譯：英譯中
TRA 3610 電腦與翻譯
TRA 3620 機器翻譯
TRA 3810 政府及公共事務翻譯
TRA 3820 基礎商業翻譯
TRA 3830 傳播媒介翻譯
TRA 3840 法律翻譯
TRA 3850 科技翻譯
TRA 3860 電影與電視字幕翻譯
TRA 3910 法漢翻譯技巧
TRA 3920 德漢翻譯技巧
TRA 3930 意漢翻譯技巧
TRA 3940 日漢翻譯技巧
TRA 3950 西漢翻譯技巧
TRA 4070 語言研究與翻譯
TRA 4150 同聲傳譯：中——英
TRA 4160 同聲傳譯：英——中
TRA 4210 翻譯評論
TRA 4510 英漢長篇翻譯
TRA 4520 漢英長篇翻譯
TRA 4530 翻譯工作坊：英譯中
TRA 4540 翻譯工作坊：中譯英
TRA 4710 翻譯研究專題
TRA 4820 高級商業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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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學院

酒店及旅遊管理學（主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必修科目

ACY 1111 財務會計基礎
ACY 1112 成本及管理會計基礎
DSE 1021 酒店及旅遊業計量方法
DSE 1031 酒店及旅遊業經濟學
DSE 3050 資訊系統及電子商貿
FIN 2010 財務管理
HMG 1010 酒店及相關行業企業管理
HMG 1091/1092 行業領袖演講系列（一）/（二）
HMG 1093/1094 行業領袖演講系列（三）/（四）
HMG 1095/1096 行業領袖演講系列（五）/（六）
HMG 3010 住宿設施管理
HMG 3020 酒店及相關行業組織行為學
HMG 3030 酒店房地產概論
HMG 3040 服務業及酒店業法律
HMG 3050 旅遊業管理
HMG 3060 服務及酒店業質量管理
HMG 3070 餐務管理
HMG 3080 酒店物業設施策劃及設計
HMG 4050 酒店及相關行業特許經營運作
HMG 4110 服務業資訊科技
HMG 4700 服務業商業談判
HMG 4800 酒店及相關行業策略管理
HMG 4900 實習
MGT 2040 人力資源管理
MKT 2010 市場管理

選修科目
HMG 4010 酒店及相關行業人力資源策略和配置
HMG 4020 酒店房地產融資
HMG 4030 酒店及相關行業銷售人員管理
HMG 4040 酒店及相關行業財務管理及成本控制
HMG 4060 房地產投資及可行性分析
HMG 4070 服務市場學
HMG 4080 服務業培訓及發展
HMG 4090 全球酒店及相關行業經營及管理
HMG 4100 房地產估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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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G 4130 酒店及相關行業創業學
HMG 4140 服務業市場研究
HMG 4501 酒店業全球經營管理
HMG 4502 卓越領導
HMG 4503 航空業管理
HMG 4504 主題公園管理
HMG 4505 會議、展覽及節目策劃
HMG 4506 籌劃及開始經營新酒店
HMG 4507 酒店業協會以及酒店及旅遊業發展
HMG 4508 餐飲管理

保險、財務與精算學（主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必修科目

ACY 1111 基礎財務會計
ACY 1112 基礎成本及管理會計
DSE 1030 企業經濟學（一）
DSE 1040 企業經濟學（二）
DSE 2010 企業決策之統計分析（一）
DSE 2020 企業決策之統計分析（二）
DSE 3050 資訊系統及電子商貿
FIN 2010 財務管理
FIN 2020 利息理論與財務
FIN 3050 風險管理與保險
FIN 4090 公司財產與責任保險
FIN 4091 人身與健康保險
FIN 4092 再保險理論
FIN 4095 高等精算模型
FIN 4097 損失模型之應用
MGT 1020 管理原理
MGT 4010 企業政策及策略
MKT 2010 市場管理
STA 4004 保險統計學

選修科目
ACY 2151 商法
ACY 3161 稅務會計
CSC 1500 計算機原理及程序設計
FIN 3010 金融市場
FIN 3030 金融機構管理
FIN 3080 投資分析與組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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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 4030 財務專題
FIN 4040 期權與期貨
FIN 4070 固定收入證券分析
FIN 4072 計量財務學
FIN 4081 財務數量模型
FIN 4082 股票衍生工具數量方法
FIN 4083 債券衍生工具數量方法
FIN 4096 僱員福利退休計劃與產業管理
MGT 2510 國際企業導論
RMS 4001 財務與風險管理之模擬方法
RMS 4005 財務與風險之隨機微積分
STA 2004 SAS數據管理功能
STA 3007 應用概率論
STA 3008 應用迴歸分析
STA 4005 時間序列
STA 4008 生存分析
MAT 2010 高等微積分（一）
MAT 2080 數學方法要義（一）
MAT 2310 線性代數及應用

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必修科目

ACY 1111 基礎財務會計
ACY 1112 基礎成本及管理會計
ACY 2151 商法
BBA 2050 基本商學研究
DSE 1030 企業經濟學（一）
DSE 1040 企業經濟學（二）
DSE 2010 企業決策之統計分析（一）
DSE 2020 企業決策之統計分析（二）
DSE 2030 營運管理
DSE 3050 資訊系統及電子商貿
ELT 3110 商管傳意技巧
FIN 2010 財務管理
MGT 1010 企業導論（主修生不得修讀）
MGT 1020 管理原理
MGT 2040 人力資源管理
MGT 2510 國際企業導論
MGT 4010 企業政策及策略
MKT 2010 市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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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修科目

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

DSE 2040 計算機資訊系統概述
DSE 3010 運籌學
DSE 3020 電腦模擬管理
DSE 3030 商情預測
DSE 3040 企業組織經濟學
DSE 3060 品質管理
DSE 3070 企業環境的經濟層面
DSE 3080 宏觀經濟與管理
DSE 4010 營運計劃與控制
DSE 4020 服務營運管理
DSE 4030 營運系統管理與策略
DSE 4040 管理經濟學
DSE 4050 企業循環
DSE 4060 管理控制系統
DSE 4070 數據庫系統及管理
DSE 4080 中國企業之經濟分析
DSE 4090 中國經濟的宏觀問題
DSE 4100 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專題研讀
DSE 4110 企業流程再造
DSE 4120 資訊系統分析及設計
DSE 4130 商用程式設計
DSE 4140 數據通訊及網絡
DSE 4150 電子商貿
DSE 4160 資訊系統開發及實踐
DSE 4170 環球電子商貿與物流

財務學

FIN 3010 金融市場
FIN 3020 國際金融
FIN 3030 金融機構管理
FIN 3040 商業銀行與中央銀行
FIN 3050 風險管理與保險
FIN 3060 房地產財務與投資
FIN 3080 投資分析與組合管理
FIN 4010 高級財務管理
FIN 4011 外匯實務
FIN 4030 財務專題
FIN 4040 期權與期貨
FIN 4050 合併與收購
FIN 4060 中國財務
FIN 4070 固定收入證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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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 4072 計量財務學
FIN 4080 公司財務案例
FIN 4090 公司財產與責任保險
FIN 4100 電子金融

管理學

MGT 3010 組織行為學
MGT 3040 人力資源規劃與員工配置
MGT 3060 人力資源培訓
MGT 3580 環球企業管理
MGT 4030 組織設計及轉變
MGT 4040 企業家精神及創業管理
MGT 4050 績效及薪酬管理
MGT 4060 僱傭關係管理
MGT 4080 現代管理人員的管理技巧
MGT 4090 科技與創新管理
MGT 4100 策略轉變之管理
MGT 4110 管理學專題研讀
MGT 4120 中國企業之管理
MGT 4130 管理顧問及變革管理
MGT 4510 中國商業
MGT 4520 環球華人商業網絡
MGT 4530 日本商業
MGT 4540 亞洲商業
MGT 4550 歐洲商業
MGT 4570 環球企業家精神

市場學

MKT 3010 市場研究
MKT 3020 消費者行為
MKT 3030 廣告及推廣
MKT 3040 銷售管理
MKT 3050 跨國營銷
MKT 4010 企業市場學
MKT 4020 零售及營銷途徑管理
MKT 4030 服務市場學
MKT 4040 策略市場學
MKT 4050 市場學的專題研討
MKT 4052 市場學的專題研討（廿一世紀市場營銷的挑戰）
MKT 4070 中國市場營銷
MKT 4080 電腦網絡市場營銷

學生為本教學（STOT）科目
BBA 0310 企業問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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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會計學（主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必修科目

ACY 1111 基礎財務會計
ACY 1112 基礎成本及管理會計
ACY 1141 資訊科技會計應用
ACY 2111 財務報告（一）
ACY 2112 財務報告（二）
ACY 2121 成本及管理會計
ACY 2141 會計資訊系統
ACY 2151 商法
ACY 3111 高級財務會計
ACY 3131 審計
ACY 3151 公司法
ACY 3161 稅務
DSE 1030 企業經濟學（一）
DSE 1040 企業經濟學（二）
DSE 2010 企業決策之統計分析（一）
ELT 3110 商管傳意技巧
FIN 2010 財務管理
MGT 1020 管理原理
MGT 4010 企業政策及策略
MKT 2010 市場管理

選修科目
ACY 2122 高級管理會計
ACY 2161 香港稅務（非主修生修讀）
ACY 2211 非牟利機構會計
ACY 3141 電子商貿與會計
ACY 3211 財務會計研討
ACY 3212 國際會計
ACY 3213 中國之會計架構
ACY 3214 財務報表分析
ACY 3231 高級審計
ACY 3232 電算機系統審計
ACY 3241 會計決策支援與智慧系統
ACY 3251 證券法規
ACY 3252 公司重組及破產法
ACY 3261 高級稅務

學生為本教學（STOT）科目
ACY 0201/0202 當前企業問題研討（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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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財務學（主修課程）

（理學士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必修科目

ACY 1111 基本財務會計
ACY 1112 基本成本及管理會計
CSC 1500 計算機原理及程序設計
DSE 1030 企業經濟學（一）
DSE 1040 企業經濟學（二）
DSE 2010/2020 企業決策之統計分析（一）/（二）

或
STA 2001/2006 統計及概率基本概念（一）/（二）
DSE 3050 資訊系統及電子商貿

或
SEG 3540 訊息系統工程的基礎
FIN 2010 財務管理
FIN 4072 計量財務學
MAT 2010 高等微積分（一）

或
MAT 2080 數學方法要義（一）
MAT 2310 線性代數及應用

選修科目

商業

FIN 3010 金融市場
FIN 3020 國際金融
FIN 3030 金融機構管理
FIN 3040 商業銀行與中央銀行
FIN 3050 風險管理與保險
FIN 3060 房地產財務與投資
FIN 3080 投資分析與組合管理
FIN 4010 高級財務管理
FIN 4040 期權與期貨
FIN 4050 合併與收購
FIN 4060 中國財務
FIN 4070 固定收入證券分析
FIN 4080 公司財務案例
FIN 4090 公司財產與責任保險
FIN 4100 電子金融
MGT 1020 管理原理
MKT 2010 市場管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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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方法

ECO 3121 計量經濟學導論
FIN 4081 財務數量模型
FIN 4082 股票衍生工具數量方法
FIN 4083 債券衍生工具數量方法
MAT 3300 數學模型
MAT 4210 財經數學
MAT 4240 隨機過程
SEG 3410 系統模擬
SEG 3440 運籌學（二）
STA 3006 統計運算學
STA 3007 應用概率論
STA 4004 保險統計學
STA 4005 時間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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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四年制教育學士課程學院規定

編號 科目名稱

甲：教育核心科目

範圍（一）：課程與教學

EDU 2110 課程與教學設計原理
EDU 3110 以學校為本位的課程發展與實施
EDU 3130 資訊科技教育基礎
EDU 4110 課外活動
EDU 4120 資訊科技與教育的整合

範圍（二）：教育行政與政策

EDU 2210 香港社會與教育
EDU 2220 教育思想
EDU 2230 學校教育的架構和過程導論
EDU 3210 中國社會與教育
EDU 3220 家長及社區的教育參與：政策及實踐
EDU 3240 香港教育政策與實踐
EDU 3250 教師與學校行政
EDU 4210 教師及教育專業
EDU 4220 環境教育批判

範圍（三）：教育心理

EDU 2310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EDU 3310 心理學：教學應用
EDU 4310 學習過程和成果的評估
EDU 4320 課室管理與學校訓導
EDU 4330 學校輔導
EDU 4340 特殊需要學生教學理論

乙：教學實習
EDU 4010 教學實習（一）
EDU 4020 教學實習（二）

丙：學院語文規定
CHI 1630 基礎中文（文學、教育學院）
ELT 1107 英語聆聽與會話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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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主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甲：中文教育專修範圍

語文能力及知識

必修科目

CHI 1910 實用語法
CHI 1920 文學概論
CHI 1930 古籍導讀
CHI 1940 寫作訓練
CHI 1951 研究方法及論文寫作
CHI 2911 文字學導論
CHI 2930 詩選及習作
CHI 2951 文學史專題
CHI 2971 聲韻學導論
CHI 3920 粵語研究與應用

選修科目
CHI 3730 目錄學
CHI 3740 修辭學
CHI 3750 普通語言學
CHI 3760 應用語言學
CHI 3770 唐五代詞
CHI 3780 宋詞
CHI 3790 曲選
CHI 3800 歷代文選
CHI 3810 古典小說——短篇
CHI 3820 古典小說——長篇
CHI 3830 論語
CHI 3840 孟子
CHI 3850 史記
CHI 3860 漢書
CHI 3870 現代散文
CHI 3880 現代小說
CHI 3890 現代戲劇
CHI 3900 新詩
CHI 3910 文藝創作
CHI 4411 香港文學散步
CHI 4511 語文專書研究——《廣韻》
CHI 4521 語文專書研究——《說文解字》
CHI 4531 當代音系理論及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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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 4541 香港文學導論
CHI 4551 香港文學專題
CHI 4561 香港語文教學專題
CHI 4571 文言文寫作
CHI 4581 粵語研究專題
CHI 4591 遊觀文學
CHI 4620 訓詁學
CHI 4630 漢語語法學
CHI 4640 古文字學與古籍研究
CHI 4650 方言學
CHI 4660 語言學專題
CHI 4670 方法學專題
CHI 4680 詩經
CHI 4690 楚辭
CHI 4770 文心雕龍
CHI 4790 陶潛詩
CHI 4800 李白詩
CHI 4810 杜甫詩
CHI 4820 韓愈文
CHI 4830 柳宗元文
CHI 4840 蘇辛詞
CHI 4850 周姜詞
CHI 4860 古典戲劇
CHI 4870 文學批評
CHI 4880 近代文學
CHI 4890 古典文學專題
CHI 4910 左傳
CHI 4920 莊子
CHI 4930 荀子
CHI 4940 韓非子
CHI 4960 古代文獻專題
CHI 4970 現代作家研究
CHI 4980 現代文學專題

語文教學法

必修科目

LED 2510 語文教學基礎理論的研究
LED 2520 普通話（一）
LED 3510 中文教學法（一）
LED 3520 普通話（二）
LED 4510 中文教學法（二）
LED 4520 語文教材編選與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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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
LED 2610 語言、思維與寫作
LED 2620 語文基礎知識與實用文寫作
LED 4610 普通話科教學法
LED 4620 文學與語文教育
LED 4630 中文科教師口語技能
LED 4640 語文政策與語文教育

乙：英文教育專修範圍

語文能力

必修科目

ELT 1107 英語聆聽與會話策略
ELT 1108 英語閱讀與寫作策略
ELT 2110 英語進修——聆聽與會話（一）
ELT 2111 英語進修——聆聽與會話（二）
ELT 2120 英語進修——閱讀與寫作（一）
ELT 2121 英語進修——閱讀與寫作（二）

選修科目
ELT 1106 大學英語文法
ELT 1109 英語字彙學習策略
ELT 2000 職前英語訓練
ELT 2002 專題研習
ELT 2201 聆聽及回應
ELT 2392 文學英語：世界小說
ELT 2400 寫作概念
ELT 2401 思考與寫作
ELT 2402 大學英文寫作導論
ELT 2403 網上英文寫作訓練
ELT 2500 英語語音進階
ELT 2501 口語傳意技巧
ELT 3103 時事英語
ELT 3104 電影英語
ELT 3508 演講技巧

語文知識

LED 2710 英語結構
LED 3710 教學語法與英語教學
LED 3720 語言習得與英語教學
LED 3730 語言處理與英語教學
LED 4710 口語及書寫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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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學法

LED 2810 英語教學之理論與方法（一）
LED 2820 英語教學之理論與方法（二）
LED 4810 英語發音教學
LED 4820 英語教學技巧（一）：聽與說
LED 4830 英語教學技巧（二）：讀與寫
LED 4840 外語測試
LED 4850 外語教學研究
LED 4860 英語學習研究報告

英語選修科目

LED 4910 社會語言學與英語教學
LED 4920 英語教學之課程理論與設計
LED 4930 英國文學與英語教學
LED 4940 電腦輔助語言學習
LED 4950 英語與學校課程
LED 4960 文學與英語教學
LED 4970 英語學習之輔助活動
LED 4980 英語作為教學語言
LED 4990 英語教學專題研習

海外沉浸學習

LED 1010 海外沉浸學習（一）
LED 1020 海外沉浸學習（二）

體育運動科學（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基礎理論科目
SPE 2520 人體解剖功能及體育運動
SPE 2540 運動生理學導論
SPE 2610 運動生物力學導論
SPE 2710 體育與運動社會學
SPE 3820 運動心理學：理論與應用
SPE 3920 成長、發育與體育活動
SPE 4570 健康與體育

基礎教育科目
SPE 2600 基本體育統計、計算與測量學
SPE 2720 體育與運動基礎
SPE 2810 運動學習心理學
SPE 3410 體育課程設計
SPE 3430 運動及體育行政
SPE 3440 體育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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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理論科目
SPE 3550 運動表現生理學
SPE 3630 研究法導論
SPE 3720 運動與休閒社會學
SPE 3910 適應體育
SPE 4560 體適能評估和運動處方
SPE 4640 運動學及動力學
SPE 4740 運動社會學：分層、理論與偏離
SPE 4830 體育運動心理學：社會心理因素
SPE 4900 獨立研究

專業科目
SPE 2011 籃球
SPE 2021 排球
SPE 2031 足球
SPE 2041 手球
SPE 2051 羽毛球
SPE 2052 網球
SPE 2053 壁球
SPE 2061 乒乓球
SPE 2111 游泳（一）
SPE 2112 游泳（二）
SPE 2122 運動訓練原理（健康與表現）
SPE 2131 田徑
SPE 2211 體操
SPE 2221 創作舞
SPE 3221 土風舞
SPE 3222 健康舞
SPE 3330 野外定向

教學實習科目
SPE 2200 教學實習（一）
SPE 3200 教學實習（二）
SPE 4200 教學實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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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學院

ERG編號科目

編號 科目名稱
ERG 1800 現代資訊科技
ERG 1810 工程實驗（一）
ERG 2011 高等工程數學（A課程）
ERG 2012 高等工程數學（B課程）
ERG 2013 高等工程數學（C課程）
ERG 2014 高等工程數學（D課程）
ERG 2015 高等工程數學（E課程）
ERG 2016 高等工程數學（F課程）
ERG 2020 數位邏輯及數字系統
ERG 2030 訊號與系統
ERG 2040 概率模型與應用
ERG 2310 通訊系統原理
ERG 2810 工程實驗（二）
ERG 3810 產品發展習作
ERG 3820 軟件工程實務
ERG 4910, 4920 論文（一），（二）

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主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ACE 1030 基本電子學
ACE 1100 靜力與動力學
ACE 1880 工程導論
ACE 2030 控制系統導論
ACE 2050 工程計算機圖形學
ACE 2060 製造技術
ACE 2070 機器智能基礎
ACE 2110 訊號處理
ACE 2120 計算力學
ACE 2800 實驗（一）
ACE 2810 實驗（二）
ACE 3010 現代控制系統分析與設計
ACE 3030 機器人學
ACE 3040 計算機集成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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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 3050 計算與優化方法
ACE 3100 機器視覺與影像處理
ACE 3120 幾何建模
ACE 3130 機器人動力學及控制
ACE 3140 最優與魯棒控制
ACE 3160 仿真與界面
ACE 3180 機器智能和應用
ACE 3190 現代自動化傳感器及驅動器
ACE 3200 微機電系統
ACE 3210 非線性系統和控制
ACE 3220 智能材料與結構
ACE 3910 論文（一）
ACE 3920 論文（二）

計算機科學（主、副修課程）

（理學士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CSC 1110 計算導論
CSC 1130 計算機程序設計導論
CSC 1140 程序設計實驗
CSC 1410 數字邏輯
CSC 1500 計算機原理及程序設計
CSC 1720 Internet導論
CSC 2100 數據結構
CSC 2110 離散數學
CSC 2510 計算機結構
CSC 2520 數據結構及應用
CSC 2800 數值計算法
CSC 3100 軟件工程
CSC 3120 編譯程序構造
CSC 3130 形式語言及自動機理論
CSC 3150 操作系統導論
CSC 3160 算法設計及分析
CSC 3170 數據庫系統導論
CSC 3180 程序設計語言原理
CSC 3190 離散數學及算法導論
CSC 3210 多主體系統原理
CSC 3230 人工智能之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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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 3250 計算機與社會
CSC 3260 計算機圖形學之原理
CSC 3280 多媒體系統導論
CSC 3420 計算機系統體系結構
CSC 3530 軟件技術
CSC 3550 計算機圖形學導論
CSC 3640 理論計算機科學導論
CSC 4010, 4020 畢業專題研究（一），（二）
CSC 4160 分佈式及並行式計算
CSC 4260 當前計算技術之專題
CSC 4430 數據通訊及計算機網絡
CSC 4510 程序設計語言及編譯程序
CSC 4640 計算機體系結構
CSC 5110 軟件工程之高級專題
CSC 5120 數據庫系統之高級專題
CSC 5130 程序設計語言之理論
CSC 5140 操作系統之高級專題
CSC 5150 計算機學習理論和計算機金融學
CSC 5160 算法專題
CSC 5170 計算複雜性理論
CSC 5180 數據採集技術
CSC 5190 人工智能程序設計
CSC 5210 計算機圖形學及可視化之高級專題
CSC 5220 多媒體數據庫之高級專題
CSC 5230 編譯程序構造之高級專題
CSC 5240 限制處理技術專題
CSC 5250 訊息檢索與搜索引擎
CSC 5260 腦子理論及感覺運動之處理
CSC 5270 計算學習原理
CSC 5280 圖像處理及計算機顯像
CSC 5290 神經網絡計算理論
CSC 5320 圖算法專題
CSC 5340 分佈式系統高級專題
CSC 5410 高級計算機體系結構
CSC 5420 計算機系統之性能評價
CSC 5430 軟件主體高級專題
CSC 5460 計算機虛擬界面高級專題
CSC 5470 電腦系統與網絡安全
CSC 5480 分佈式多媒體及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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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機工程學（主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CEG 2400 微計算機系統
CEG 3150 系統軟件原理
CEG 3420 計算機設計
CEG 3430 高級微處理系統及其應用
CEG 3470 數字電路
CEG 3480 數字系統設計
CEG 3490 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設計
CEG 4430 分佈式系統及網絡
CEG 5010 數字系統之快速樣機研究
CEG 5120 時序自動機理論
CEG 5270 數字系統的輔助設計
CEG 5330 數位系統之邏輯綜合與測試

電子工程學（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ELE 1110 基本電路理論
ELE 2110 電子線路
ELE 2120 數字電路與系統
ELE 2210 電機工藝學
ELE 2230 電腦輔助電子系統設計
ELE 2240 控制及電機技術
ELE 2510 微電子器件
ELE 2860 專業工程實務
ELE 3210 模擬集成電路
ELE 3230 微處理器與計算機系統
ELE 3240 醫學儀器和傳感器
ELE 3310 基本電磁波理論
ELE 3320 初級光通訊學
ELE 3330 天線及傳播
ELE 3340 噪聲中的模擬與數字通訊
ELE 3410 隨機過程與數字訊號處理
ELE 3820 電子工程實驗
ELE 4110 生物電子學
ELE 4190 生物醫學建模
ELE 4210 網路合成
ELE 4220 多處理機系統之實現及應用
ELE 4230 微處理器設計與組織
ELE 4310 電訊系統



183

ELE 4320 微波電子學
ELE 4410 訊號處理技術與應用
ELE 4430 數字圖像處理
ELE 4510 半導體器件物理及技術
ELE 4520 集成光學
ELE 4530 集成電路製作技術
ELE 4540 VLSI測試及可測性設計
ELE 4550 專用導向集成電路（ASIC）科技
ELE 4560 電子薄膜科學
ELE 4570 固態電子學
ELE 5260 互補金氧半導體集成電路
ELE 5270 計算機輔助電路分析
ELE 5350 高級電磁波理論
ELE 5370 基本雷達
ELE 5380 射頻集成電路與系統

訊息工程學（主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IEG 1001 訊息工程於社會
IEG 1810 電子線路設計實驗
IEG 2051 訊號與系統
IEG 2810 數字系統設計實驗
IEG 3010 數字通訊
IEG 3050 仿真與統計分析
IEG 3080 訊息與軟件工程實務
IEG 3310 計算機網絡
IEG 3810 微型處理系統設計實驗
IEG 3821 訊息工程實驗
IEG 3830 產品設計習作
IEG 4020 電訊交換與網絡系統
IEG 4030 光纖通訊
IEG 4060 決策方法
IEG 4100 無線通訊系統
IEG 4130 訊道編碼和加密技術導論
IEG 4140 電訊交通工程
IEG 4160 圖形及影像處理
IEG 4180 網絡軟件之程序設計
IEG 4190 多媒體編碼和處理
IEG 5124 訊號分析及應用
IEG 5154 訊息論
IEG 5240 密碼學，安全及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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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設計工程學（主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IDE 1020 計算機輔助設計及實習
IDE 2010 設計方法
IDE 2020 工程產品設計
IDE 2030 人本價值與設計
IDE 2040 多媒體技術設計
IDE 2810 設計實現
IDE 3010 創新和創造設計
IDE 3020 優化和魯棒設計
IDE 3030 互動多媒體設計
IDE 3810 設計創新
IDE 3910 論文（一）
IDE 3920 論文（二）

互聯網工程學（主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INE 1020 互聯網絡工程導論
INE 1810 互聯網應用實驗室
INE 2720 萬維網應用軟件開發
INE 2810 網絡實驗室
INE 2820 操作系統實驗
INE 3010 高級互聯網協議和系統
INE 3020 寬帶網絡技術
INE 3910/3920 論文（一）/（二）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主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SEG 2410 線性代數和離散數學
SEG 2420 運籌學（一）
SEG 2430 應用概率論和統計
SEG 2440 工程經濟學
SEG 2450 生產計劃與控制
SEG 2470 工程管理學基礎
SEG 3410 系統模擬
SEG 3420 文件結構及處理
SEG 3430 資訊系統分析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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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 3440 運籌學（二）
SEG 3450 工程創新和企業開發
SEG 3460 電腦處理系統概念
SEG 3470 動態優化與應用
SEG 3490 資訊系統管理
SEG 3500 品質控制與管理
SEG 3510 人機互動
SEG 3520 資訊科技管理
SEG 3530 工程與科技管理
SEG 3540 訊息系統工程的基礎
SEG 3550 訊息系統工程概念
SEG 3560 電子商務導論
SEG 3570 隨機模型
SEG 3810 產品發展習作
SEG 4410 實時計算機系統
SEG 4420 組合優化
SEG 4430 決策論之隨機模型
SEG 4480 決策方法及應用
SEG 4500 設施管理學
SEG 4510 決策方法之案例分析
SEG 4520 智能管理支持系統
SEG 4530 主客系統導論
SEG 4540 開放系統及電子商務
SEG 4550 生產系統策劃和管理
SEG 4560 電算智能的決策應用
SEG 4570 系統設計及執行
SEG 4580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專題（一）
SEG 4590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專題（二）
SEG 4600 後勤管理學
SEG 4610 供需網絡管理
SEG 4620 電子支付系統
SEG 4630 電子商務數據採集和分析
SEG 4640 金融決策與定價模型
SEG 5410 最優控制
SEG 5420 調度與排序
SEG 5430 最優生產計劃
SEG 5440 離散優化選題
SEG 5450 離散事件系統
SEG 5460 資訊系統工程
SEG 5470 知識系統
SEG 5480 工程管理策略
SEG 5490 高級工程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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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 5520 最優化（一）
SEG 5530 主客系統工程
SEG 5540 最優化（二）
SEG 5570 金額學中的數值方法
SEG 5580 高級隨機模型
SEG 5590 金融決策模型
SEG 5600 物流和運輸策劃
SEG 5610 庫存和供需網絡管理
SEG 5620 金融工程之數據倉庫

資訊科技（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ITM 1010 計算機與通訊技術
ITM 1020 編程導論
ITM 2010 互聯網技術
ITM 3010 數據庫之管理
ITM 3020 資訊系統管理實務
ITM 3030 電子商務技術
ITM 3040 多媒體技術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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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主修課程）
醫學院經全面的課程檢討，於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年度起，由醫科第一
年開始，採用以人體系統為主的綜合性醫學課程。

醫科第一年

編號 科目名稱
GEE 293Z 社會與健康（醫科生通識教育必修科目）
MED 1293 社會與健康
MED 1100 綜合醫學科學
MED 1200 技能訓練
SSM 1000 醫科第一年選修科目（SSM）

甲：人體結構（SSM 1001-1100）

乙：專題（SSM 1101-1999）

醫科第二年

編號 科目名稱
GEE 2293 社會與健康
MED 2100 綜合醫學科學
MED 2200 技能訓練
SSM 2000 醫科第二年選修科目（SSM）

甲：醫療數據資料分析（SSM 2001-2300）

乙：論文分析——（兩日課）（SSM 2301-2600）

丙：論文分析——（五日課）（SSM 2601-2999）

藥劑學（主修課程）
藥劑學畢業生須按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指定，完成為期一年之註冊前訓
練，方可獲考慮准予註冊為藥劑師，在本港執業。

編號 科目名稱

首修業年
PHA 1000 藥劑學導論
PHA 1110 基礎有機化學
PHA 1211, 1212 方劑學（一），（二）
PHA 1311, 1312 基本調劑技術（一），（二）
PHA 1421, 1422 生物化學/生物技術學（一），（二）
PHA 1431, 1432 解剖學/生理學/病理生理學（一），（二）
PHA 1440 微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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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修業年
PHA 2110 藥物化學
PHA 2130 藥劑分析
PHA 2210 方劑學
PHA 2220 生物藥學及藥物代謝動力學
PHA 2310 藥劑執業（一）
PHA 2320 藥事法規
PHA 2411, 2412 藥理學及治療（一），（二）
PHA 2510 生藥學（一）
PHA 2710 藥劑研究方法及技術

第三修業年
PHA 3310 藥劑執業（二）
PHA 3411, 3412 藥理學及治療（三），（四）
PHA 3510 生藥學（二）
PHA 3611, 3612 臨�學習/專題研究（一），（二）

護理學課程（主修課程）
此乃四年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護理學畢業生可獲香港護士管理委員會
考慮准予註冊為普通科護士。

編號 科目名稱
NRS 1050, 1060 護理學（一甲），（一乙）
NRS 1200, 1210 臨�實習（一甲），（一乙）
NRS 1220 臨�實習期（一）
NRS 1320 行為與社會科學概論
NRS 1400, 1410 解剖學（一），（二）
NRS 1600, 1610 生理學（一），（二）
NRS 2010, 2020 護理學（二甲），（二乙）
NRS 2200, 2210 臨�實習（二甲），（二乙）
NRS 2220 臨�實習期（二）
NRS 2300 健康心理學
NRS 2320 健康教育
NRS 2400 微生物學
NRS 2600 病理生理學
NRS 2610 藥理學──治療
NRS 2700 臨�微生物學
NRS 3010, 3020 護理學（三甲），（三乙）
NRS 3200, 3210 臨�實習（三甲），（三乙）
NRS 3220 臨�實習期（三）
NRS 3300 精神健康護理
NRS 3500 倫理與護理之法律問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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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S 3510 護理資訊科技
NRS 3560 專業護理問題探討
NRS 4010, 4020 護理學（四甲），（四乙）
NRS 4200, 4210 臨�實習（四甲），（四乙）
NRS 4310 社會學與健康護理
NRS 4400 護理研究（一）
NRS 4420 護理研究（二）
NRS 4600 護理統籌實務

選修科目（科目之開設視修讀人數而定）
NRS 3530 人際關係與護理學
NRS 3540 豐盛老年
NRS 3550 舒緩護理
NUR 4140 文化與健康
NUR 4180 護理與公共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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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編號 科目名稱
SCI 2400 天文及天體物理導論

應用化學與管理學（主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CHM2120 主族元素化學
CHM2200 基礎有機化學
CHM2320 波譜分析法原理
CHM2380 化學安全措施及應用
CHM2400 分析化學
CHM2408 分析化學實驗（一）
CHM3130 過渡金屬化學
CHM3220 醇、醚與羰基化合物
CHM3230 酉安、芳烴與雜環
CHM3410 儀器分析
CHM3870 分析化學實驗（二）
CHM4030 高分子科學
CHM4430 測試實驗室之措施及守則
CHM4400 高級分析化學
CHM4870 分析化學實驗（三）
CHM5640 藥物化學
CMS 2301 化學熱力學
CMS 2852 基礎無機化學實驗
CMS 2822 基礎有機化學實驗
CMS 2832 基礎物理化學實驗
CMS 3321 化學平衡與動力學
CMS 3880 綜合實驗
CMS 4481/4482 專題導修（一）/（二）
ENS 4525 環境化學（二）：工業
MGT1010 企業導論
MGT1020 管理原理

下列化學課題專供研究生（CHM 4100 及CHM 4200除外）及主修生於最後
修業年內修讀。所有科目並非每年開設，學系將按情況提供數項專題科
目供學生修讀。
CHM4100 高等無機化學
CHM4200 周環反應及生物分子
CHM5040 高分子有機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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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M5080 大分子導論
CHM5510 無機反應機理
CHM5520 無機化學之物理方法
CHM5530 有機金屬化學
CHM5540 生物無機化學
CHM5550 鑭系金屬有機化學
CHM5620 有機合成方法
CHM5630 天然產物合成
CHM5650 有機生物化學
CHM5710 量子化學
CHM5720 分子模擬
CHM5730 化學專題導論
CHM5740 化學動力學
CHM5750 表面及界面分析
CHM5760 X光晶體學
CHM5780 生物分子質譜分析法
CHM5781 進階核磁共振光譜學
CHM5782 生物大分子核磁共振導論
CHM5783 激光光譜學導論
CHM5910 現代化學專題

下列工商管理課題由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提供，主修生須於第二修業
年及最後修業年內修讀。

第一組 (第二修業年)

DSE 2030 營運管理
FIN 2010 財務管理
MGT2040 人力資源管理
MGT2510 國際企業導論
MKT2010 市場管理

第二組 (最後修業年)

MGT3010 組織行為學
MGT3580 環球企業管理
MGT4010 企業政策及策略
MGT4130 管理顧問及變革管理
MGT4510 中國商業
MGT4530 日本商業
MGT4540 亞洲商業
MGT4550 歐洲商業
MKT3020 消費者行為
MKT3040 銷售管理
MKT3050 跨國營銷
MKT4010 企業市場學
MKT4070 中國市場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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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學（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BCH 0430/0440 專題文獻討論
BCH 0431/0441 專題實驗研究
BCH 1000 生命與疾病之生物化學基礎
BCH 1700 生命與疾病之生物化學基礎實驗
BCH 2000 生物化學專題簡介
BCH 2001 生化時事縱橫
BCH 2010 生物化學細胞基礎
BCH 2710 生物化學細胞基礎實驗
BCH 2020 生物分子入門
BCH 2720 生物分子入門實驗
BCH 2030 基礎生物化學
BCH 2730 基礎生物化學實驗
BCH 2080 生物化學研究的基本技能
BCH 3010 生物能量學
BCH 3610 生物能量學實驗
BCH 3020 代謝調控機理
BCH 3620 代謝調控機理實驗
BCH 3030 分析生物化學
BCH 3630 分析生物化學實驗
BCH 3040 ê類學
BCH 3640 ê類學實驗
BCH 4010 分子生物學
BCH 4610 分子生物學實驗
BCH 4020 分子生物學（互聯網課程）
BCH 4030 臨ð生物化學
BCH 4630 臨ð生物化學實驗
BCH 4040 神經系統生物化學
BCH 4640 神經系統生物化學實驗
BCH 4050 生物技術學概論
BCH 4650 生物技術學概論實驗
BCH 4060 免疫學
BCH 4660 免疫學實驗
BCH 4130 內分泌學
BCH 4730 內分泌學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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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主、副修課程）

生物學組

編號 科目名稱
BIO 0430 文獻專題討論（一）
BIO 0440 文獻專題討論（二）
BIO 0431 實驗專題討論（一）
BIO 0441 實驗專題討論（二）
BIO 0451 實驗專題討論（二）
BIO 2010 生命之種類
BIO 2012 生命之種類實驗
BIO 2110 細胞生物化學
BIO 2112 細胞生物化學實驗
BIO 2120 細胞生物學
BIO 2122 細胞生物學實驗
BIO 2210 生態學
BIO 2212 生態學實驗
BIO 2310 普通與分子遺傳學
BIO 2312 普通與分子遺傳學實驗
BIO 2910 生物學研究方法和表達技巧
BIO 3310 人類生物學
BIO 3312 人類生物學實驗
BIO 3410 普通微生物學
BIO 3412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BIO 3530 植物生理學
BIO 3532 植物生理學實驗
BIO 3550 植物生物學
BIO 3552 植物生物學實驗
BIO 3610 無脊椎動物結構及功能
BIO 3620 脊椎動物之生活
BIO 3630 動物生理學
BIO 3632 動物生理學實驗
BIO 3650 動物生物學
BIO 3652 動物生物學實驗
BIO 3710 海洋生物學
BIO 3712 海洋生物學實驗
BIO 4010 演化生物學
BIO 4120 發育生物學
BIO 4122 發育生物學實驗
BIO 4210 環境污染與毒性學
BIO 4212 環境污染與毒性學實驗
BIO 4220 環境生物技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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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 4222 環境生物技術學實驗
BIO 4310 人類遺傳學
BIO 4320 分子生物學與遺傳工程
BIO 4322 分子生物學與遺傳工程實驗
BIO 4330 生物信息與蛋白組技術
BIO 4410 微生物技術學
BIO 4412 微生物技術學實驗
BIO 4510 香港植物及植被
BIO 4512 香港植物及植被實驗
BIO 4710 魚類生物學及海產養殖
BIO 4712 魚類生物學及海產養殖實驗

人類生物學組
人類生物學組課程由生物系與醫學院解剖學系及生理學系聯合開設。學
生於課程前半部分修讀的科目，與生物學組基本相同，而後半部分則應
專修指定之科目。

編號 科目名稱
BIO 2110 細胞生物化學
BIO 2112 細胞生物化學實驗
BIO 2120 細胞生物學
BIO 2122 細胞生物學實驗
BIO 2210 生態學
BIO 2212 生態學實驗
BIO 2310 普通與分子遺傳學
BIO 2312 普通與分子遺傳學實驗
BIO 3310 人類生物學
BIO 3312 人類生物學實驗
BIO 3410 普通微生物學
BIO 3412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BIO 4120 發育生物學
BIO 4122 發育生物學實驗
BIO 4210 環境污染與毒性學
BIO 4212 環境污染與毒性學實驗
BIO 4310 人類遺傳學
BIO 4320 分子生物學與遺傳工程
BIO 4322 分子生物學與遺傳工程實驗
MED 3050/3060 解剖學（一）/（二）
MED 3051/3061 解剖學實驗（一）/（二）
MED 3070 生理學基本原理
MED 3071 生理學基本原理實驗
MED 3080 人體主要器官系統生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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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 3081 人體主要器官系統生理學實驗
MED 4550 解剖學專題
MED 4560 生理學專題
BMJ 0411 研究計劃（一）
BMJ 0421 研究計劃（二）

化學（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CHM0410/0420 化學專題討論（一）/（二）
CHM2120 主族元素化學
CHM2850 無機化學實驗（一）
CHM2200 基礎有機化學
CHM2820 有機化學實驗（一）
CHM2250 基本有機化學
CHM2870 基本有機化學實驗
CHM2300 熱力學與化學平衡
CHM2830 物理化學實驗（一）
CHM2320 波譜分析法原理
CHM2330 物理化學中的理論方法
CHM2380 化學安全措施及應用
CHM2400 分析化學
CHM2408 分析化學實驗（一）
CHM3130 過渡金屬化學
CHM3860 無機化學實驗（二）
CHM3220 醇、醚與羰基化合物
CHM3230 N、芳烴與雜環
CHM3810/3820 有機化學實驗（二）/（三）
CHM3310 化學鍵
CHM3320 化學動力學
CHM3830 物理化學實驗（二）
CHM3410 儀器分析
CHM3870 分析化學實驗（二）
CHM4830 有機化學實驗（四）
CHM4840 物理化學實驗（四）
CHM4870 分析化學實驗（三）
CHM4480/4490 專題研究（一）/（二）
CHM4980/4990 畢業論文（一）/（二）
CHM5080 大分子導論
CHM5710 量子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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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化學科目專供研究生及主修生於最後修業年內修讀。所有科目並非
每年開設，學系將按情況提供數項專題科目供學生修讀。
CHM4030 高分子科學
CHM4430 測試實驗室之措施及守則
CHM5040 高分子有機化學
CHM5510 無機反應機理
CHM5520 無機化學之物理方法
CHM5530 有機金屬化學
CHM5540 生物無機化學
CHM5550 鑭系金屬有機化學
CHM5620 有機合成方法
CHM5630 天然產物合成
CHM5640 藥物化學
CHM5650 有機生物化學
CHM5720 分子模擬
CHM5730 化學專題導論
CHM5740 化學動力學
CHM5750 表面及界面分析
CHM5760 X光晶體學
CHM5780 生物分子質譜分析法
CHM5781 進階核磁共振光譜學
CHM5782 生物大分子核磁共振導論
CHM5783 激光光譜學導論
CHM5910 現代化學專題

中醫學（主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BCJ 1201 中醫古文導讀
BCM 1101 中醫藥之文化內涵
BCM 1103 藥材學
BCM 1105 中醫學輔導（一）
BCM 1205 中醫理論基礎
BCM 1207 中醫倫理學
BCM 1600 基礎生理學（一）
BCM 1610 基礎生理學（二）
BCM 2101 中藥學
BCM 2103 中醫診斷學
BCM 2105 西醫臨ð學科
BCM 2201 方劑學
BCM 2203 中醫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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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M 2205 西醫診治方法原理
BCM 2207 中醫文獻學與現代資料處理
BCM 3101 中醫分科——內科
BCM 3103 中醫分科——溫病學
BCM 3105 中醫分科——婦科
BCM 3107 中醫分科——兒科
BCM 3109 內經難經傷寒金匱知要
BCM 3111 中醫藥專題研討（一）
BCM 3201 中醫分科——五官科
BCM 3203 中醫分科——外科及骨傷科
BCM 3205 中醫分科——針灸科
BCM 3207 中醫各家學說
BCM 3209 中醫學輔導（二）
BCM 3211 中醫藥專題研討（二）
BCM 4101 臨ð實習（一）
BCM 4201 臨ð實習（二）
BCM 4102 臨ð實習（三）
BCM 4202 臨ð實習（四）
BCH 1000 生命與疾病之生物化學基礎
BCH 1700 生命與疾病之生物化學基礎實驗
BIO 2010 生命之種類
NRS 1400 解剖學（一）
NRS 1410 解剖學（二）

環境科學（主、副修課程）
環境科學課程由生物系、化學系及生物化學系聯合開設。

編號 科目名稱
ENS 0420 環境科學實驗專題討論（一）
ENS 0421 環境科學實驗專題討論（二）
ENS 2270 環境科學導論
ENS 2272 環境科學導論實驗
ENS 2515 環境化學（一）：一般
ENS 2517 環境化學實驗（一）
ENS 3230 環境管理與污染管制導論
ENS 3320 生化毒理學
ENS 3920 生化毒理學實驗
ENS 3415 環境儀器分析技術
ENS 3417 環境儀器分析技術實驗
ENS 4240 環境影響評估
ENS 4242 環境影響評估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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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 4250 環境v生學
ENS 4252 環境v生學實驗
ENS 4260 保護生物學
ENS 4310 毒理學研究方法
ENS 4510 毒理學研究方法實驗
ENS 4525 環境化學（二）：工業
ENS 4535 化學處理程序

食品及營養科學（主修課程）
食品及營養科學課程由生物化學系及生物系聯合開設。

編號 科目名稱
FNS 0411 食品及營養科學研究（一）
FNS 0421 食品及營養科學研究（二）
FNS 2000 食品及營養科學概論
FNS 2010 基礎人類生理學
FNS 2011 基礎人類生理學實驗
FNS 3010 營養及人體發育
FNS 3011 營養及人體發育實驗
FNS 3030 營養生物化學
FNS 3031 營養生物化學實驗
FNS 3110 食品化學及分析
FNS 3111 食品化學及分析實驗
FNS 4110 食品技術學
FNS 4111 食品技術學實驗
FNS 4120 行為及信息學
FNS 4121 行為及信息學實驗
FNS 4130 食品工業經濟及管理學
FNS 4131 食品工業經濟及管理學實驗
FNS 4140 食品供應體系及經營學
FNS 4141 食品供應體系及經營學實驗
FNS 4150 食療學概論
FNS 4151 食療學概論實驗
FNS 4160 營養規劃及食品政策
FNS 4161 營養規劃及食品政策實驗
FNS 4170 食品開發及品質控制
FNS 4171 食品開發及品質控制實驗
FNS 4180 食品微生物學
FNS 4181 食品微生物學實驗
FNS 4190 食品毒理學
FNS 4191 食品毒理學實驗



199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主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MSE 2001 工程物理（一）
MSE 2002 工程物理（二）
MSE 2011 材料科學與工程導論
MSE 2112 材料熱力學
MSE 2822 金相學與熱性能實驗
MSE 3011 材料動力學
MSE 3111 材料的機械特性
MSE 3811 動力學實驗
MSE 3821 機械性能測試實驗
MSE 4010 材料測試技術
MSE 4210 電子器件封裝
MSE 4220 電化學與其工業應用
MSE 4430 陶瓷材料與其工業應用
MSE 4440 聚合物材料與其工業應用
MSE 4510, 4520, 材料科學與工程專題

4530, 4540,
4550

MSE 4811 微觀結構分析實驗
MSE 4831 陶瓷材料實驗
MSE 4841 聚合物材料實驗
MSE 5010 高級材料研究專題（一）納米技術
MSE 5060 材料的結構和特性
MSE 5070 材料形變
MSE 5080 表面科學

數學（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MAT 0200 專題導修
MAT 0310 專題討論（一）
MAT 0320 專題討論（二）
MAT 1310 應用微積分與線性代數
MAT 2010/2020 高等微積分（一）/（二）
MAT 2030/2040 線性代數（一）/（二）
MAT 2050/2060 初等分析（一）/（二）
MAT 2071 符號計算
MAT 2072 數值計算
MAT 2080/2090 數學方法要義（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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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2110 數學與文化
MAT 2300 數學概論
MAT 2310 線性代數及應用
MAT 2320/2330 社科數學（一）/（二）
MAT 2340 理科數學
MAT 2350 應用數學
MAT 2360 物理科學之數學（一）
MAT 2370 物理科學之數學（二）
MAT 3010 高等幾何
MAT 3030/3040 代數學（一）/（二）
MAT 3070 拓撲學導引
MAT 3080 數論
MAT 3210 線性規劃
MAT 3220 運籌學與物流學
MAT 3230 數值分析
MAT 3240 微分方程之數值方法
MAT 3250 複變函數論
MAT 3260 圖論
MAT 3270 常微分方程
MAT 3280 概率導引
MAT 3290 離散數學
MAT 3300 數學模型
MAT 3310 計算及應用數學
MAT 3320 科學計算
MAT 3330 數學教學的資訊工具
MAT 4001/4002 專題
MAT 4010 泛函分析
MAT 4020 變分法
MAT 4030/4040 微分幾何學（一）/（二）
MAT 4050 實分析
MAT 4210 財經數學
MAT 4220 偏微分方程
MAT 4230 最優化理論
MAT 4240 隨機過程
MAT 4250 對策論
MAT 4260 編碼及密碼
MAT 4270 離散動力系統及分形
MAT 5001 導修（一）
MAT 5002 導修（二）
MAT 5011/5012 實分析（一）/（二）
MAT 5031/5032 複分析（一）/（二）
MAT 5051/5052 抽象代數（一）/（二）
MAT 5070 流形之拓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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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技術學（主修課程）
分子生物技術學課程由生物化學系及生物系聯合開設。

編號 科目名稱
MBT 0410/0420 實驗專題研究（一）/（二）
MBT 2000 分子生物科技導論
MBT 3000 生物技術學與商業及社會的關係
MBT 4030 分子生物技術學方法
MBT 4032 分子生物技術學方法實驗
MBT 4510 植物生物技術學
MBT 4520 動物生物技術學

物理（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PHY 0211 物理習題（一）
PHY 0222 物理習題（二）
PHY 0411 物理專題討論
PHY 2001 力學導論
PHY 2002 熱力學及光學導論
PHY 2003 電磁學導論
PHY 2351 電算物理學基礎
PHY 2400 當代物理學專題
PHY 2601 理論物理的分析方法（一）
PHY 2811 物理實驗（一）
PHY 2822 物理實驗（二）
PHY 3011 力學
PHY 3022 中級力學
PHY 3041 電磁學
PHY 3052 熱物理學
PHY 3201 量子物理（一）
PHY 3202 量子物理（二）
PHY 3320 實驗物理的電子線路
PHY 3350 物理系統之電算機模擬導論
PHY 3811 物理實驗（三）
PHY 3822 物理實驗（四）
PHY 4211 電磁理論與光學
PHY 4221 量子力學（一）
PHY 4260 統計力學
PHY 4320 光子學：材料和器件
PHY 4330 儀器學原理及應用（一）
PHY 4370 電算物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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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 4410 近代光學
PHY 4420 等離子體物理
PHY 4440 激光原理及應用
PHY 4450 固態物理
PHY 4460 相對論
PHY 4520 物理專題（物理概念及系統之視像探索）
PHY 4530 物理專題（天文物理）
PHY 4540, 4550 物理專題
PHY 4610/4620 物理專題研究（一）/（二）
PHY 4910 高級實驗
PHY 5410 量子力學（二）
PHY 5420 經典電動力學
PHY 5430 固態理論
PHY 5440 天體物理
PHY 5460 儀器學原理及應用（二）
PHY 5510 理論物理專題（高級統計力學）
PHY 5520 理論物理專題（多體理論簡介）
PHY 5530 理論物理專題（粒子物理學導論）
PHY 5540 理論物理專題（高級電算物理學）
PHY 5550 理論物理專題（量子光學）
PHY 5560 物理前沿課題
PHY 5570 理論物理的分析方法（二）
PHY 5620 實驗物理專題（薄膜物理與技術）
PHY 5630, 5640, 實驗物理專題

5650

風險管理科學（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RMS 2001 風險管理導論
RMS 4001 財務與風險管理之模擬方法
RMS 4002 財務與風險管理之數據分析
RMS 4003 金融市場的統計建模
RMS 4004 風險理論與保險
RMS 4005 財務與風險之隨機微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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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RMS 2001 風險管理導論
RMS 4001 財務與風險管理之模擬方法
RMS 4002 財務與風險管理之數據分析
RMS 4003 金融市場的統計建模
RMS 4004 風險理論與保險
RMS 4005 財務與風險之隨機微積分
STA 0201 數據探索及技術寫作工作坊
STA 0301 數據分析及統計運算工作坊
STA 0401 統計習作
STA 2001 統計及概率基本概念（一）
STA 2003 電腦輔助統計論證
STA 2004 SAS數據管理功能
STA 2006 統計及概率基本概念（二）
STA 2007 統計數學（一）
STA 2008 統計數學（二）
STA 2009 統計電腦語言導論
STA 2101 基本統計概念及方法（一）
STA 2102 基本統計概念及方法（二）
STA 2103 統計與現代社會
STA 2104 從常理思維到統計思維
STA 3002 試驗設計
STA 3003 調查方法
STA 3004 生物醫藥統計
STA 3005 應用非參數統計
STA 3006 統計運算學
STA 3007 應用概率論
STA 3008 應用迴歸分析
STA 4002 多元技巧及其商業應用
STA 4003 統計推論
STA 4004 保險統計學
STA 4005 時間序列
STA 4006 範疇性數據分析
STA 4007 統計品質控制
STA 4008 生存數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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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

人類學（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ANT 0120 認識人類學
ANT 0220 世界民族誌
ANT 0320 人類學田野研究
ANT 1010 人類與文化
ANT 1310 婚姻、家庭與親屬關係
ANT 1410 香港的文化
ANT 1710 認識考古學
ANT 2110 人類學理論
ANT 2210 人類學研究方法
ANT 2230 影片人類學
ANT 2310 性別與文化
ANT 2320 文化與行為
ANT 2330 性別在亞洲
ANT 2340 魔法、神話與超自然
ANT 2350 生活的意義
ANT 2401-2403 民族誌專題
ANT 2410 中國文化與社會
ANT 2440 中國的族群與文化
ANT 2450 東南亞的民族和文化
ANT 2460 日本及韓國的文化
ANT 2510 文化與商業
ANT 2710 中國考古學
ANT 2720 香港考古學
ANT 2730 文化遺產保護
ANT 2810 人類的演化
ANT 3010 論文研究（一）
ANT 3020 論文研究（二）
ANT 3220 映像人類學
ANT 3310 宗教與文化
ANT 3321-3323 人類學專題
ANT 3340 遷徙文化
ANT 3350 食物、保健與文化
ANT 3370 旅遊與文化
ANT 3380 經濟、文化和權力
ANT 3420 亞太地區民族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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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 3430 海外華人文化
ANT 3530 人類學與當代問題
ANT 3540 發展人類學
ANT 3550 都市人類學
ANT 3560 全球化與文化認同
ANT 3630 語言、象徵與社會
ANT 3720 博物館與人類學

建築學（主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ARC 1110 建築設計導論（一）
ARC 1120 建築設計導論（二）
ARC 1210 繪圖與視覺設計
ARC 1311 建築學導論
ARC 1322 建築歷史及理論（一）
ARC 1411 建築技術入門
ARC 1420 建築技術（一）：材料和營造
ARC 2210 電腦輔助建築設計
ARC 2311 建築歷史及理論（二）
ARC 2321 建築歷史及理論（三）
ARC 2411 建築技術（二）：建築結構
ARC 2420 建築技術（三）：環境技術
ARC 3111 建築設計（三）
ARC 3120 建築設計（四）
ARC 3310 地貌與城市
ARC 3411 建築技術綜合設計
ARC 3510 專業實踐
ARC 4110 居住設計工作室
ARC 4120 技術設計工作室
ARC 4130 建構設計工作室
ARC 4140 城市設計工作室
ARC 4201 數位化設計媒體
ARC 4301 建築理論與設計的專題研究
ARC 4302 特定建築時期或作品的專題研究
ARC 4303 亞洲建築專題研究
ARC 4304 城市發展史：形態與元素
ARC 4401 構造設計和建築結構的專題研究
ARC 4402 建築材料和營造方法的專題研究
ARC 4403 建築環境系統和設計的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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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ECO 0401 現代經濟問題導修（一）
ECO 0411 現代經濟問題導修（二）
ECO 1010 經濟學概觀
ECO 1011 基本個體經濟學
ECO 1021 基本總體經濟學
ECO 1111 經濟學數量方法（一）
ECO 1131 經濟財務會計方法
ECO 1310 當前香港經濟問題
ECO 1320 當代中國經濟
ECO 1330 大陸、香港、台灣經濟圈
ECO 1340 亞洲金融危機
ECO 1410 經濟學與公共事務
ECO 1420 銀行與金融概觀
ECO 2011 中級個體經濟理論
ECO 2021 中級總體經濟理論
ECO 2121 經濟統計方法
ECO 2210 經濟思想與制度
ECO 2311 香港經濟
ECO 2410 社會及環境經濟學概觀
ECO 3110 數理經濟學導論
ECO 3121 計量經濟學導論
ECO 3131 應用預測方法
ECO 3140 財務數據分析
ECO 3150 經濟學數量方法（二）
ECO 3210 西洋經濟史
ECO 3220 比較經濟制度
ECO 3230 新政治經濟學
ECO 3240 過渡經濟學
ECO 3310 中國經濟
ECO 3320 亞太區經濟
ECO 3330 日本經濟
ECO 3340 大陸、港、台間之貿易及投資
ECO 3350 金融風暴後的香港經濟
ECO 3410 貨幣與銀行學
ECO 3420 金融經濟學
ECO 3430 財政學
ECO 3440 都市經濟學
ECO 3450 區域經濟學
ECO 3460 發展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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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 3470 勞動經濟學
ECO 3480 工業組織
ECO 3490 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
ECO 3500 社會及環境經濟學
ECO 3510 家庭經濟學
ECO 3520 資本市場經濟學
ECO 3530 國際經濟關係
ECO 3540 企業財務
ECO 3550 衍生工具經濟學
ECO 3560 房地產經濟學
ECO 3570 資訊科技及經濟
ECO 3580 中國新興金融市場
ECO 4210 經濟思想史
ECO 4410 國際貿易
ECO 4420 國際金融
ECO 4430 福利經濟學
ECO 4440 資訊經濟學
ECO 4810 經濟學專題（一）
ECO 4820 經濟學專題（二）
ECO 4830 經濟學專題（三）
ECO 4840 經濟學專題（四）
ECO 4850 經濟學專題（五）
ECO 4860 經濟學專題（六）
ECO 4910/4920 論文研究（一）/（二）

性別研究（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ANT 1310 婚姻、家庭與親屬關係
ANT 2310 性別與文化
ANT 2330 性別在亞洲
COM2920 媒介、性與暴力
ECO 3510 家庭經濟學
ENG 3230 性別與文學
ENG 3690 性別與語言
GEN 2192 女人、男人與文化
GRS 1001 女人、男人及語言
GRS 1301 香港兩性問題
GRS 2001 婦女研究
GRS 2002 性與文化
GRS 2003 愛情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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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3403 性別與歷史
HIS 3411 西方歷史中之婦女、家庭與社區
HIS 3511S 亞洲史專題研究：殖民時期印度的婦女與宗教──傳統

與變革
LAW 3210 性別、法律與政治
MLC 2003 文化與藝術中之裸像
MLC 2014 身體政治與再現文化
MLC 3005 情愛與性事
PHI 3370 愛情哲學
PSY 3640 性別心理學
RST 2142 宗教與性別研究
RST 3131 婦女、宗教與中國文學
RST 3233 神學與女性主義
SOC 2211 婚姻與家庭
SOC 3208 性別與社會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GRM1001 全球化時代的資源問題
GRM1003 行萬里識中國
GRM1004 香港環保X檔案
GRM1014 可持續發展
GRM1023 資源、社會及環境
GRM1024 地理信息學與資訊科技
GRM1033 珠江三角洲之發展
GRM1121 戶外考察（一）
GRM2101 計算機製圖
GRM2102 地理學統計分析
GRM2103 研究方法
GRM2104 環境遙感
GRM2105 地理信息系統
GRM2121 戶外考察（二）
GRM2126 資源評估與規劃方法
GRM2201 地貌學
GRM2203 土壤與環境
GRM2221 天氣與氣候
GRM2302 行為地理學
GRM2303 城市地理
GRM2305 中國地理
GRM2321 全球化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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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M2324 人口與資源
GRM3021 畢業論文（一）
GRM3022 畢業論文（二）
GRM3023 香港地理問題
GRM3104 衛星圖象分析
GRM3105 地理信息系統研討班
GRM3121 戶外考察（三）
GRM3202 環境管理
GRM3203 城市環境問題
GRM3204 實用地貌學
GRM3206 景觀生態學
GRM3208 應用氣候學
GRM3211 環境監察
GRM3221 水文與水資源
GRM3222 環境影響評估工作坊
GRM3223 閒暇與生態旅遊
GRM3224 康樂規劃與管理
GRM3305 交通運輸與物流
GRM3310 第三世界發展
GRM3321 持續發展的規劃與管治
GRM3322 發達經濟地區地理學
GRM3323 城市及區域規劃
GRM4041 香港地理研究

政治與行政學（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GPA 0210 政治行政學研討（一）
GPA 0220 政治行政學研討（二）
GPA 0410 政治行政學研討（三）
GPA 1010 政治辯論
GPA 1015 政治與大眾傳媒
GPA 1020 政治學初基
GPA 1025 政府與商業
GPA 1030 行政學初基
GPA 1035 網絡政治
GPA 1050 香港政府
GPA 1055 議會實務及程序
GPA 1070 中國政府與政治
GPA 1090 公共政策與價值觀
GPA 1095 政治哲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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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A 1110 基本研究方法
GPA 2015 香港政治專題
GPA 2025 中國政治專題
GPA 2080 政治分析
GPA 2120 西方的民主政治
GPA 2130 比較政治入門
GPA 2140 比較政府個案研究（一）
GPA 2141 比較政府個案研究（二）
GPA 2142 比較政府個案研究（三）
GPA 2150 公共人事行政
GPA 2160 預算及財政控制
GPA 2170 公共組織與管理
GPA 2345 國際政治
GPA 2350 中國外交政策
GPA 2355 全球化與政治
GPA 2450 政治經濟學入門
GPA 3030 公共行政理論
GPA 3040 民主化
GPA 3050 政府級際關係
GPA 3070 政治哲學
GPA 3075 政治理論專題
GPA 3190 開發政治
GPA 3230 亞洲政治專題
GPA 3250 香港公共政策及行政
GPA 3260 中國公共政策及行政
GPA 3270 公共政策研究
GPA 3280 轉形期政治
GPA 3370 台灣研究
GPA 3445 論文（一）
GPA 3456 論文（二）
GPA 5050 研究原則與方法
GPA 5060 量化研究
GPA 5130 比較政治
GPA 5235 中美關係
GPA 5245 兩岸關係
GPA 5260 香港研究專題
GPA 5280 中國政治
GPA 5290 當代政治學
GPA 5330 當代中國政治思想
GPA 5350 中國公共政策
GPA 5360 中國改革時期的政治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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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LAW 1010 法律與社會
LAW 1050 《基本法》面面觀
LAW 2020 法律制度與方法
LAW 2050 國際公法
LAW 2060 中國法律導論
LAW 2120 憲法
LAW 2200 刑法
LAW 2300 人權初探
LAW 3040 法律與公共行政
LAW 3080 法律研究專題
LAW 3110 中國刑法及刑事訴訟法
LAW 3115 中國經濟法及民法
LAW 3120 中國憲法及行政法
LAW 3195 指導研究
LAW 3210 性別、法律與政治
LAW 5025 法律與經濟

新聞與傳播學（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COM0410/0420 傳播研究導讀
COM1110 傳播媒介與社會
COM1130 中國傳播史
COM2110 中文新聞採訪寫作（一）
COM2120 英文新聞採訪寫作（一）
COM2130 世界傳播史
COM2150 大眾傳播理論
COM2170 中文新聞採訪寫作（二）
COM2180 英文新聞採訪寫作（二）
COM2190 批判傳播理論
COM2420 新聞道德與媒介評述
COM2440 新聞攝影
COM2610 新聞翻譯
COM2710 廣播及電視概論
COM2733 廣播室製作
COM2810 公眾關係初基
COM2820 廣告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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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2830 廣告管理
COM2910 新聞剖析
COM2920 媒介、性與暴力
COM2930 認識電影
COM2932 電影類型：愛情、死亡及笑話
COM2940 萬聯網、多媒體與資訊社會
COM2941 新傳播科技概論
COM3110 傳播研究統計學
COM3131-3133 傳播研讀專題（一），（二），（三）
COM3140 中文新聞編輯
COM3150 傳播法規
COM3160 傳播研究方法
COM3170 中文新聞編輯（二）
COM3190 暑期實習
COM3191 電影、電視與香港文化
COM3410 傳播與社會變遷
COM3610 英文新聞編輯
COM3620 英文新聞編輯（二）
COM3711 劇本寫作
COM3720 廣播及電視新聞
COM3731 廣播專題（一）
COM3733 電視節目製作
COM3800 互動多媒體設計及製作
COM3811, 3812 公共關係專題（一），（二）
COM3830 廣告及公關研究
COM3831, 3832 廣告專題（一），（二）
COM3840 廣告撰稿及製作
COM3888 財經公共關係
COM3939 電影導演作品評賞
COM3940 高級多媒體交互設計
COM3951, 3952 多媒體與電訊專題（一），（二）
COM4130 時事研討
COM4140 國際傳播
COM4150 電視與文化認同
COM4191 普及文化研究
COM4410 民意調查
COM4430 傳媒經濟學
COM4610 工商新聞採訪
COM4710 電視工作坊
COM4720 廣播新聞進階
COM4730 紀錄片
COM4820 廣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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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4848 網絡廣告
COM5110, 6120 傳播專題研究（一），（二）
COM5631, 5632 新聞學專題研究（一），（二）
COM5640 網絡新聞
COM5948 電訊政策
COM5961, 5962 新媒體專題研究（一），（二）
COM6210 中國社會的傳播模式
COM6420 綜合傳播策略研究
COM6942 資訊科技的科際探討

心理學（主、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PSY 0290 當前心理學問題導修（一）
PSY 0390 當前心理學問題導修（二）
PSY 1000 心理學概論
PSY 1010 統計學概論
PSY 1020 實驗設計
PSY 1030 個人成長心理學
PSY 1040 性學初探
PSY 1050 意識狀態
PSY 2050 心理測驗
PSY 2070 定質研究法
PSY 3180 神經系統心理學
PSY 3190 生理心理學
PSY 3240 感覺與知覺
PSY 3250 動力心理學
PSY 3300 基本學習歷程
PSY 3350 記憶與認知
PSY 3360 人類智能
PSY 3430 語言心理學
PSY 3440 電腦與心理學
PSY 3450 問題解決
PSY 3530 兒童心理學
PSY 3540 青少年及成人心理學
PSY 3550 教育心理學
PSY 3620 社會心理學
PSY 3630 文化、小組及社會心理學
PSY 3640 性別心理學
PSY 3650 性格心理學
PSY 3660 性格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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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 3700 變態心理學
PSY 3710 臨ä心理學概論
PSY 3720 健康心理學
PSY 3840 應用行為分析
PSY 4000 心理學歷史
PSY 4610 泛文化心理學
PSY 4620 中國人心理學
PSY 4630 人際溝通心理學
PSY 4750 輔導心理學
PSY 4810 商業應用心理學
PSY 4820 工業心理學
PSY 4830 人因心理學
PSY 4901 認知科學實習
PSY 4902 教育及發展心理學實習
PSY 4903 社會及工業/組識心理學實習
PSY 4904 臨ä及健康心理學實習
PSY 4910 論文研究（一）
PSY 4920 論文研究（二）

社會工作（主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SWK 0310 學生為本教學課程（一）
SWK 0320 學生為本教學課程（二）
SWK 1110 邁進新世紀的社會工作和社會福利
SWK 1111 社會工作及社會福利概論
SWK 1120 社會工作哲學及原則
SWK 1140 香港的社會福利及社會問題
SWK 1150 生命的選擇：個人成長之旅
SWK 1160 電影、人生與社工
SWK 2110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一）
SWK 2120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二）
SWK 2130 健康與疾病之社會面
SWK 2140 精神失調
SWK 2150 個人心理健康與健康家庭
SWK 2160 經濟逆境與社會保障
SWK 2170 中國邁進新紀元：社會發展與社會福利
SWK 2180 香港的危機與出路
SWK 2210 社會個案工作
SWK 2220 社會小組工作
SWK 2230 社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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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K 2240 臨ä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
SWK 2250 宏觀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
SWK 2430 社會工作技巧實驗
SWK 3310 社會福利行政
SWK 3320 社會工作研究
SWK 3340 社會政策及社會策劃
SWK 3350 法律與社工
SWK 3410 實習指導（一）
SWK 3420 實習指導（二）
SWK 4410 實習指導（三）
SWK 4420 實習指導（四）
SWK 4510 專題研討（一）家庭服務
SWK 4520 專題研討（二）青年服務
SWK 4530 專題研討（三）老人服務
SWK 4540 專題研討（四）復康服務
SWK 4550 專題研討（五）社會政策及福利的當前事項
SWK 4590 專題研討（九）院護社會工作
SWK 4591 專題研討（十）中國社會福利
SWK 4592 專題研討（十一）特選專題研討

社會學（「社會學」主、副修課程及「社會研究」副修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SOC 1001 社會學導論
SOC 1002 社會學選讀
SOC 1003 社會研究法
SOC 1004 社會統計學
SOC 1101 中國社會
SOC 1102 社會學與現代社會
SOC 1201 社會學電腦應用
SOC 2001 古典社會學理論
SOC 2002 當代社會學理論
SOC 2101 中國社會思想發展大綱
SOC 2102 個人與社會
SOC 2103 日本與世界
SOC 2104 香港社會
SOC 2105 東亞經濟與社會
SOC 2106 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社會影響
SOC 2107 民主與社會
SOC 2108 法律、秩序與社會生活
SOC 2109 社會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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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2110 現代社會青少年問題
SOC 2201 研究寫作
SOC 2203 社會問題
SOC 2204 電子資訊應用
SOC 2205 性格與社會體系
SOC 2206 科技與社會
SOC 2207 社會與大眾傳播
SOC 2208 都市社會學
SOC 2209 社會學與電影
SOC 2210 社會人口學
SOC 2211 婚姻與家庭
SOC 2212 歷史社會學
SOC 2213 閒暇社會學
SOC 2214 定量數據分析
SOC 2301 社會學專題（一）
SOC 2302 社會學專題（二）
SOC 2303 社會學專題（三）
SOC 3001 龐複組織
SOC 3002 社會分層
SOC 3201 發展社會學
SOC 3202 時事社會學
SOC 3203 人口統計分析
SOC 3204 犯罪及越軌行為
SOC 3205 調查方法與抽樣
SOC 3206 教育社會學
SOC 3207 經濟社會學
SOC 3208 性別與社會
SOC 3209 政治與社會
SOC 3210 社會運動
SOC 3211 社會規劃
SOC 3212 環境社會學
SOC 3213 工作社會學
SOC 3214 醫務社會學
SOC 3301 社會學專題（四）
SOC 3302 社會學專題（五）
SOC 3303 社會學專題（六）
SOC 3410 輔導研習（一）
SOC 3420 輔導研習（二）
SOC 3510 論文研究（一）
SOC 3520 論文研究（二）
SOC 4110 文化社會學
SOC 4120 定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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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課程

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為大學整體教育的重要部分，通識教育課程旨在推行均衡教
育，以擴展學生的視野，培養其抽象與綜合思考的能力，使其在瞬息萬
變的現代社會中，能內省外顧，高瞻遠矚。

編號 科目名稱

甲：大學科目

（一）必修範圍

中國文明

GEE 2100 中國文化要義
GEE 2110 中國文化導論
GEE 2120 傳統中國文化概論
GEE 2130 現代中國文化概論
GEE 2140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
GEE 2150 中國文化及其哲學
GEE 2160 中國哲學主流思想
GEE 2170 中國近代思想史
GEE 2180 中國文化與社會
GEE 2190 中國社會
GEE 2200 中國社會思想發展大綱
GEE 2220 中國歷史之傳統與變革
GEE 2270 中國傳統思想史
GEE 2280 當代中國思潮

學院通識教育範圍

每所學院均在大學通識選修科目中選取合適科目，列入學院通識教育範
圍。學生必須修讀一科所屬學院之指定科目。

（二）選修範圍
GEE 2801 哲學與現代問題
GEE 2811 哲學與現代問題
GEE 2821 現代社會的道德論題
GEE 2841 應用倫理學
GEE 2861 法律、道德與社會
GEE 2871 公義、平等與財富的分配
GEE 2881 公義、平等與財富的分配
GEE 2891 愛情哲學
GEE 2901 死亡與不朽
GEE 2222 西方歷史之傳統與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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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 2282 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亞太地區的發展
GEE 2802 西方對世界的衝擊
GEE 2812 現代西方
GEE 2832 文學及電影中的歐洲形象
GEE 2842 歐洲聯盟導論
GEE 2872 現代歐洲重要論題
GEE 2703 現代社會青少年問題
GEE 2803 個人與社會
GEE 2823 社會學與現代社會
GEE 2843 和平研究 : 非戰息爭
GEE 2853 性與文化
GEE 2863 後現代與當今世界
GEE 2873 民主與社會
GEE 2883 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社會影響
GEE 2903 現代社會問題與挑戰
GEE 2913 性學初探
GEE 2923 聾的意識
GEE 2933 社會與人生
GEE 2804 婦女研究
GEE 2795 香港政治專題
GEE 2805 香港研究
GEE 2825 當前香港經濟問題
GEE 2835 香港的文化
GEE 2855 香港房屋與地產
GEE 2865 香港社會
GEE 2875 香港的社會福利及社會問題
GEE 2885 香港政府
GEE 2895 香港社會與教育
GEE 2905 香港的危機與出路
GEE 2915 金融風暴後的香港經濟
GEE 2925 雙城故事：上海與香港
GEE 2806 科技與人類之價值觀
GEE 2816 大自然與文化
GEE 2836 科學、哲學與人生
GEE 2807 國際研究專題
GEE 2827 東亞經濟與社會
GEE 2867 亞洲語言與文化
GEE 3008 宇宙、學術與人生
GEE 3109 中國文化名著選讀
GEE 110A 邏輯
GEE 111A 邏輯
GEE 180A 思想方法
GEE 181A 批判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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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 122B 雙語研究
GEE 123B 語言獲得
GEE 125B 語言的認知結構
GEE 127B 文化與翻譯
GEE 128B 翻譯史
GEE 181B 思考與寫作（英語）
GEE 182B 語言、思考與寫作（漢語）
GEE 183B 女人、男人及語言
GEE 185B 語言文化習論
GEE 211B 思考與電影
GEE 212B 電影與電視字幕翻譯
GEE 213B 戲劇欣賞與創作：從文字到舞台
GEE 200C 中國古典文學欣賞
GEE 201C 中國現代文學欣賞
GEE 203C 中國文學導論
GEE 204C 香港文學欣賞
GEE 205C 香港文學散步
GEE 206C 遊觀文學
GEE 205D 諾貝爾文學獎及和平獎得獎者
GEE 206D 現代西方小說
GEE 207D 文藝意象
GEE 209D 城市小說賞析
GEE 210D 現代科幻小說與電影
GEE 211D 文化研究和電影與文學的欣賞
GEE 212D 文化與旅行
GEE 213D 哭笑看文化
GEE 214D 文學與電影
GEE 215D 意象、語言及文學
GEE 216D 美國流行曲歌辭
GEE 217D 語言與慾望
GEE 212E 珠江三角洲之發展
GEE 213E 從太空觀地球
GEE 215E 中國世紀工程
GEE 216E 全球化時代的資源問題
GEE 217E 可持續發展
GEE 208F 西洋音樂概覽
GEE 209F 音樂與文學
GEE 210F 中國音樂文化導論
GEE 214F 中國戲曲欣賞
GEE 217F 音樂在世界文化
GEE 220F 中國藝術賞析
GEE 221F 當代西方藝術賞析
GEE 222F 現代西方繪畫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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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 225F 香港舞台劇透視
GEE 226F 中西藝術賞鑑
GEE 228F 藝術遊觀
GEE 229F 中國文物欣賞
GEE 223G 日本文化與社會概論
GEE 225G 日本近代史
GEE 226G 日本與世界
GEE 227G 日本流行文化
GEE 226H 征戰皇朝──唐宋與鄰國之關係
GEE 227H 中國之區域外交關係
GEE 226K 哲學與人生
GEE 232K 幸福論
GEE 288K 現代西方思潮
GEE 233L 佛學導論
GEE 234L 聖經研究導論
GEE 236L 基督教信仰的基礎
GEE 238L 耶穌倫理與現代世界
GEE 239L 宗教與人的科學
GEE 240L 世界宗教
GEE 241L 佛教與中國文化
GEE 243L 宗教與自然科學
GEE 245L 中國文化中的宗教
GEE 246L 當代社會中的宗教
GEE 247L 道家與中國文化
GEE 248L 基督教與西方文化
GEE 249L 香港民間宗教
GEE 233M 宇宙論
GEE 234M 相對論與量子力學：概念介紹
GEE 235M 植物創富及添趣
GEE 236M 生物拾趣與啟示
GEE 237M 化學X檔案
GEE 238M 生命化學
GEE 239M 物理科學概論
GEE 240M 天文學
GEE 241M 動感化學
GEE 242M 化學色香味
GEE 263M 海洋探秘
GEE 264M 氣象學概論
GEE 265M 材料科學概論
GEE 242N 計算機科學概論
GEE 243N 數學概論
GEE 246N 數學賞析
GEE 247N 統計與現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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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 249N 風險管理與當今社會之展望
GEE 250N 數學與文化
GEE 251N 概率與推理
GEE 252N 從常理思維到統計思維
GEE 201P 中國文化中的情與慾
GEE 203P 文化及藝術中之裸像
GEE 204P 現代社會與城市文化
GEE 206P 文化與神話想像
GEE 221P 中西文化特質比較
GEE 222P 死亡、暴力與現代文化
GEE 247Q 新政治經濟學
GEE 251Q 經濟學概觀
GEE 254Q 大陸、香港、台灣經濟圈
GEE 256Q 銀行與金融概觀
GEE 257Q 亞洲金融危機
GEE 258Q 資訊科技及經濟
GEE 251R 政治學初基
GEE 252R 行政學初基
GEE 253R 中國外交政策
GEE 254R 中國政府與政治
GEE 255R 公共政策與價值觀
GEE 256R 法律與社會
GEE 260R 法律、秩序與社會生活
GEE 261R 國際政治
GEE 263R 議會實務及程序
GEE 264R 政府與商業
GEE 265R 中國政治專題
GEE 266R 政治哲學問題
GEE 267R 政治與大眾傳媒
GEE 268R 全球化與政治
GEE 269R 政治與時事
GEE 270R 人權初探
GEE 271R 政治辯論
GEE 272R 網絡政治
GEE 273R 《基本法》面面觀
GEE 279R 政治與時事
GEE 257S 意識狀態
GEE 258S 心理學與日常生活
GEE 259S 個人成長
GEE 260S 生命的選擇：個人成長之旅
GEE 261S 個人心理健康與健康家庭
GEE 262S 個人健康與體適能模式設計
GEE 263S 經濟逆境與社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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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 264S 中國邁向新紀元：社會發展與社會福利
GEE 265S 電影、人生與社工
GEE 262T 新聞剖析
GEE 263T 媒介、性與暴力
GEE 264T 認識電影
GEE 265T 萬聯網、多媒體與資訊社會
GEE 263U 認識考古學
GEE 265U 性別與文化
GEE 266U 文化與商業
GEE 268U 人類與文化
GEE 295U 語言與社會
GEE 296U 魔法、神話與超自然
GEE 297U 性別在亞洲
GEE 298U 生活的意義
GEE 268V 教育思想
GEE 270V 環境教育批判
GEE 272W 人類認知
GEE 273X 會計概論
GEE 275X 商學透視
GEE 276X 科技與管理
GEE 277X 電子商務概論
GEE 278X 環球商業概論
GEE 201Y 建築之體驗
GEE 278Z 醫學科學觀
GEE 279Z 臨ä醫學科學觀
GEE 280Z 另類醫療
GEE 281Z 中醫古文導讀
GEE 282Z 中醫藥之文化內涵
GEE 283Z 中國人之健康
GEE 293Z 社會與健康
GEE 294Z 廿一世紀健康生活

乙：書院科目

崇基學院

GEC 0113 大學修學指導
GEJ 0112 書院、大學與社會
GEJ 0111 書院、大學與社會：學生為本教學課程
GEC 0413 專題討論
GEC 8001-8002 星期五週會（每學年至少出席十四次）

8003-8004
8005-8006
8007-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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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

GEN 8001-8002 書院雙週會（每學年至少出席六次）
8003-8004
8005-8006
8007-8008

GEN 1112 通識教育導論
GEN 1113 學生為本教學與研討

學生須於第二及第三修業年內選修下列科目中之一科：
GEN 2112 西方文化的特質
GEN 2122 美國文化與歷史
GEN 2132 美國文化與社會
GEN 2142 文學欣賞
GEN 2152 藝術欣賞
GEN 2162 中國美學
GEN 2182 科學與現代社會
GEN 2192 女人、男人與文化
GEN 2232 新亞精神與新亞先賢的文化教育理想
GEN 2242 傳統儒學與現代世界
GEN 2252 以互動教學模式學習互聯網
GEN 2262 中國藝術欣賞
GEN 2272 西方藝術欣賞
GEN 2282 學術交流計劃
GEN 2292 美國文化傳意
GEN 3070 傳播媒介與社會
GEJ 0112 書院、大學與社會

學生可選修下列特定之大學通識教育科目，所得學分可申請轉計入書院
通識學分之要求內：
GEE 225F 香港舞台劇透視
GEE 236M 生物拾趣與啟示

聯合書院

GEU 1011 大學生活與學習
GEJ 0112 書院、大學與社會
GEU 0411 專題討論
GEU 8001-8002 書院月會（每學期至少出席兩次）

8003-8004
8005-8006
8007-8008

學生可於第二及第三修業年選修最多兩科下列科目：
GEU 2011 萌芽學者學術交流計劃
GEU 2012 領袖英語訓練
GEU 2013 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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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U 2014 名著閱讀計劃
GEU 2015 名著閱讀計劃（二）
GEU 2016 行書

逸夫書院

GES 8001-8002 書院聚會（每學期至少出席三次）
8003-8004
8005-8006
8007-8008

學生須於下列各科中選修最少一科（最多兩科）：
GES 1110 現代人的問題
GES 1120 教育與未來
GES 1130 大學與社會
GES 1140 香港社會福利服務
GES 1150 香港兩性問題
GES 1160 香港的環境問題
GES 1170 大學生活的挑戰
GES 1180 改革時期的中國
GES 1190 克服跨文化的溝通障礙
GES 1210 科學與人生
GES 1310 現代城市剖析
GES 1410 商學專題研討
GES 1510 日常生活保健
GES 1610 世界名著大觀
GES 1710 電影藝術
GES 1810 工程科技概論
GES 1910 睡眠與夢境
GES 2010 電影類型：愛情、死亡及笑話
GES 2020 飲食文化史
GES 2030 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
GES 2040 西方歷史中之婦女、家庭與社區
GES 2050 行萬里識中國
GEJ 0112 書院、大學與社會

學生可於下列特定之大學通識科目中選修一科，所得之學分可於最後修
業學年申請轉計入書院通識學分之要求內：
GEE 2823 社會學與現代社會
GEE 110A 邏輯
GEE 111A 邏輯
GEE 180A 思想方法
GEE 203J 東西方之革命
GEE 212E 珠江三角洲之發展
GEE 214F 中國戲曲欣賞
GEE 217F 音樂在世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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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 223G 日本文化與社會概論
GEE 240L 世界宗教
GEE 243N 數學概論
GEE 251Q 經濟學概論
GEE 256R 法律與社會
GEE 259S 個人成長
GEE 266U 文化與商業
GEE 201Y 建築之體驗

普通話、粵語及英語精修課程

所有學生必須於第一修業年修讀普通話、粵語及英語精修課程。此課程
之普通話及粵語科目由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開設，英語科目則由英語教學
單位開設。粵語科目包括課堂授課及網上教學，前者分三節進行，每節
三小時；普通話及英語科目則於網上進行。該課程旨在令學生充分掌握
查閱字典學習個別詞彙正確發音的技巧。除了為學生提供日後修讀較高
程度的語文科目的竅門外，課程更著重灌輸重視語文能力的意識。

編號 科目名稱
PCE 1001 漢語拼音
PCE 1002 粵語拼音及粵音反切
PCE 1003 英語表音

體育

必修科目

必修體育科目為增進學生身心健康，增強學生體質，使學生掌握體育基
本知識，培養學生體育運動能力和習慣，以及團體觀念與合作精神，並
闡明公平競爭之意義。

凡全日制本科生必須於首修業年分上、下學期修習體育科目各一學
分，體育運動科學主修生則不受此規定限制。學生可選讀下列各項體育
科目，但每科目只准修習一次，學生修習體育必修科不得超逾兩學分。

體育科目有兩編號者，分男女子班；只有一編號者，男女同班（足球
科目則屬例外，只有男生班）。

學生修習科目所得成績，乃根據學生經測驗所達到之基本技能、學
習精神及上課出席率而評定。

編號 科目名稱
PHE 1011/1012 田徑
PHE 1013/1014 體操
PHE 1015/1016 游泳
PHE 1017/1018 體能鍛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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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 1021/1022 籃球
PHE 1023/1024 排球
PHE 1025/1026 壘球
PHE 1027/1028 手球
PHE 1029 足球
PHE 1031/1032 網球
PHE 1033/1034 壁球
PHE 1035 健康舞
PHE 1037 土風舞
PHE 1010 特別班（上學期）
PHE 1030 特別班（下學期）
PHE 1041/1042 羽毛球

體育特別班專為因健康問題不宜接受上述體育課之學生而設。學生
可根據大學體育部與保健處醫生之建議選修下列其中一組。

（甲組）

一、閱讀有關體育書籍及撰寫下列任何一項科目之報告：

體育概論 體育心理學 體育社會學 中外體育史

比較體育 體育原理 體能鍛鍊

二、學期終舉行筆試。

（乙組）

第一項及第二項與甲組內容相同；及

三、由授課導師按照學生個別之活動能力，指導其作適當之輕巧運動，
例如體能鍛鍊、伸展操、乒乓球、草地滾球、活木球、羽毛球、射
箭、游泳、緩步跑等。

選修科目

凡對運動有興趣，或欲增強運動技能之學生，皆可憑興趣自由選修，每
項科目為期一學期，修畢可得一學分。學生每學期只可選修下列一個項
目，及不可重修同一項目。

編號 科目名稱
PHE 1050 足球
PHE 1060 兵乓球
PHE 1063/1064 壁球
PHE 1070 射箭
PHE 1071/1072 網球
PHE 1073/1074 羽毛球
PHE 1080 交誼舞
PHE 1082 健康舞
PHE 1090 土風舞

註：每學年度開設選修科目之數量乃根據教師人手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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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語言課程
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提供的普通話和廣東話訓練包括兩種學分課程：一
是培訓本地學生的普通話課程和非本地生的廣東話課程；另一種是供大
學交換生和研習所國際學生修讀的課程。課程宗旨是為改進學生的語言
水平，並提高他們以普通話及廣東話溝通的能力。該等課程可細分為四
類：（一）本地生普通話課程；（二）國際學生普通話課程；（三）非本地生廣
東話課程；及（四）國際學生廣東話課程。

粵語

編號 科目名稱

（供非本地學生修讀）

CAN 2213 粵語

（供國際學生修讀）

CAN 1003 初級粵語I
CAN 1006 初級粵語I
CAN 1009 初級粵語I
CAN 1103 初級粵語II
CAN 1106 初級粵語II
CAN 1109 初級粵語II
CAN 2006 中級粵語I
CAN 2009 中級粵語I
CAN 2103 中級粵語I
CAN 2106 中級粵語II
CAN 2109 中級粵語II
CAN 2203 中級粵語II
CAN 4506 高級粵語會話I
CAN 4509 高級粵語會話
CAN 4516 高級粵語會話II
CAN 4606 粵語專題討論I
CAN 4609 粵語專題討論
CAN 4612 粵語專題討論
CAN 4616 粵語專題討論II

普通話

編號 科目名稱

（供本地學生修讀）

PTH 1001 普通話（一）
PTH 2001 普通話（二）
PTH 3001 普通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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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H 3003 中文系普通話
PTH 3101 商貿普通話（一）
PTH 3103 暑期速成普通話
PTH 3201 商貿普通話（二）
PTH 3203 專題普通話：商貿
PTH 3301 時事普通話
PTH 3303 專題普通話：時事
PTH 3403 專題普通話：旅遊與酒店管理
PTH 4001 普通話（四）
PTH 4101 政法普通話

（供國際學生修讀）

PTH 1003 初級普通話I
PTH 1103 初級普通話II
PTH 1106 初級普通話I
PTH 1109 初級普通話I
PTH 1206 初級普通話II
PTH 1209 初級普通話II
PTH 2003 中級普通話I
PTH 2103 中級普通話II
PTH 2106 中級普通話I
PTH 2109 中級普通話I
PTH 2206 中級普通話II
PTH 2209 中級普通話II
PTH 4433 中國民間故事選讀
PTH 4643 普通話專題討論
PTH 4653 口語與寫作I
PTH 4663 高級商業普通話
PTH 4713 閱讀與討論：雜誌選讀
PTH 4723 閱讀與討論：報刊選讀
PTH 4743 普通話專題講演
PTH 4753 口語與寫作II

領袖培育課程
領袖培育課程旨在培育優選學生之領導才能，協助他們接受新紀元各項
挑戰。本課程招收之學員一般為在大學修業第二年之學生。

編號 科目名稱

領袖技巧訓練單元

GEL 1001 領袖技巧訓練I
GEL 1002 領袖技巧訓練II
GEL 1003 領袖技巧訓練III
GEL 1004 領袖技巧訓練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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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單元
GEL 2001 政策工作坊I
GEL 2002 政策工作坊II

倫理及美育單元
GEL 3101 倫理學與政治學：基本理論及課題
GEL 3102 全球化與文化多元論
GEL 3201 藝術欣賞及審美經驗I
GEL 3202 藝術欣賞及審美經驗II

學生資訊科技能力
能夠利用電腦及其他科技增進學識，提高生產力和改良工作表現，才算具
備資訊科技的知識。而這些知識已成為教與學的基本技能。為幫助學生學
會這基本技能，大學提供了一套基本資訊科技技能訓練及測試。學生如測
試及格，即表示他們已具備操作電腦的基本技巧，懂得使用電子通訊、數
據管理及資訊簡報等應用軟件，並了解資訊科技發展的社會涵義。

資訊科技能力訓練

為使學生得到足夠訓練，大學特別設立一個資訊科技學習中心，學生接
受測試前，可自由使用大學提供的自學教材軟件，以實習導修形式進行
訓練。學生除可於中心內學習，亦可通過校園內數個伺服器使用該套軟
件。詳情載於學生資訊科技能力網頁（http://www.sitc.cuhk.edu.hk）。學生
可選擇是否接受訓練。

資訊科技能力測試
學生須於第一修業年參加資訊科技能力測試。成績不及格者須修讀暑期
精修課程，並於第二修業年重考。重考不及格者，必須重修暑期精修課
程。測試不及格，而又沒有修讀暑期精修課程的學生，將不能畢業。

測試成績將分為「及格」及「不及格」兩個等級。學生畢業時，有關成
績等級將分別以「資訊科技能力及格」或「已修讀資訊科技課程」註明於其
學業成績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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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讀制本科課程

簡介
大學一共開設兩項兼讀學士學位課程：音樂及小學教育。「兼讀學士學位
課程入學規則」及「兼讀制本科生總學則」刊本《概況》第七部。學位頒授之
規定與全日制課程所定者相同（見本《概況》，第141頁）。

課程結構
兼讀學士學位課程修業期限通常為五至六年，每學年分三學期上課。學
生除須修讀主修課程科目外，並須修習通識教育科目及/或其他學科之選
修科目。

由一九九一至九二年度開始，本校對該年度及以後入學之學生採用
靈活學分制。中六及中七入學學生於畢業前分別須至少修滿一百二十三
及九十九學分之課業。另符合有關課程之特別入學條件並獲豁免若干學
分者，畢業前須各按所符合之條件修畢八十或六十學分。此外，按個別
課程有關之修讀辦法規定，學生可獲豁免其主修科目之部分課業規定。
（請同時參閱全日制課程之課程結構，刊本《概況》第141至142頁。）

由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起，所有新入學學生須達致一定程度的
資訊科技能力。學生預期於首修業年內通過資訊科技能力測試。如測試
及格，「資訊科技能力及格」將會記錄在學業成績表上。如測試不及格，
學生必須於暑假期間參加輔導訓練課程。

科目簡介
科目編號及符號簡介

編號中第三個英文字母「P」表示兼讀制學士學位課程，使與全日制課程有所
分別。其他兩個字母代表學科（例如 EPP及MUP分別代表小學教育及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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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編號 科目名稱
MUP 1001, 1002, 合唱訓練（一）至（六）

2001, 2002,
3001, 3002

MUP 1010, 1020, 音樂術科（一）至（十八）
1030, 2010,
2020, 2030,
3010, 3020,
3030, 4010,
4020, 4030,
5010, 5020,
5030, 6010,
6020, 6030

MUP 1101, 1102, 管弦樂合奏（一）至（六）
2101, 2102,
3101, 3102

MUP 1130 基本音樂訓練
MUP 2110 音樂之材料與結構（一）
MUP 2400 音樂史導論
MUP 2990 主題研究（一）
MUP 2991 主題研究（六）
MUP 3000 世界音樂導論
MUP 3110 音樂之材料與結構（二）
MUP 3120 音樂之材料與結構（三）
MUP 3500 鍵盤和聲學
MUP 3511 管弦樂指揮
MUP 3512 合唱指揮
MUP 3520 音樂教育
MUP 3530 當代亞洲音樂
MUP 3990 主題研究（二）
MUP 3991 主題研究（七）
MUP 4110 二十世紀音樂材料與技巧
MUP 4310/4320 西方音樂史（一）/（二）
MUP 4410/4420 曲式及音樂分析（一）/（二）
MUP 4470/4480 中國音樂史（一）/（二）
MUP 4500 音樂訊息科技
MUP 4510 電子音樂
MUP 4520 藝術行政概論
MUP 4570 中國音樂專論（器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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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P 4580 中國音樂專論（說唱）
MUP 4990 主題研究（三）
MUP 4991 主題研究（八）
MUP 5310/5320 西方音樂史（三）/（四）
MUP 5410 對位法（調性及現代）
MUP 5420 對位法（調式）
MUP 5570 中國音樂專論（戲曲）
MUP 5580 中國音樂專論（民謠）
MUP 5610-30 西方音樂專題（一）至（三）
MUP 5670-90 中國音樂專題（一）至（三）
MUP 5990 主題研究（四）
MUP 5991 主題研究（九）
MUP 6500 配器法
MUP 6510/6520 作曲（一）/（二）
MUP 6550 民族音樂學概論
MUP 6990 主題研究（五）
MUP 6991 主題研究（十）

小學教育

編號 科目名稱
EPP 4010 公民教育
EPP 4020 兒童語言及兒童文學
EPP 4030 環境教育
EPP 4050 課外活動
EPP 5010 教師教育
EPP 5020 特殊教育初探
EPP 5030 教育政策、規劃及發展
EPP 5040 雙語及雙文化教育
EPP 5050 第二語言習得
EPP 5060 香港教育：當前事件與趨勢
EPP 5070 語言心理學
EPP 5080 教師的個人成長
EPP 5110 教育的法律基礎
EPP 5120 家庭、學校及社區關係
EPP 5210, 5220 教導與學習方法（一），（二）
EPP 5410 教育研究
EPP 6110 人事及學校管理
EPP 6210 測量與評鑑
EPP 6310 小學學生輔導
EPP 6410, 6420 小學教育專題研討（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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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課程旨在推行均衡教育，以拓展學生的視野，培養其抽象與綜
合思考的能力，使其於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能內省外顧，高瞻遠矚。
通識教育為大學整體教育的重要部分。

編號 科目名稱
GEP 1040 環境研究綜論
GEP 1110 思考方法
GEP 2020 西方音樂
GEP 2030 中國音樂概論
GEP 2040 行政學初基
GEP 204C 香港文學欣賞
GEP 2150 中國社會思想之發展
GEP 222F 現代西方繪畫賞析
GEP 226K 哲學與人生
GEP 230K 人文學科綜覽
GEP 232K 幸福論
GEP 236M 生物拾趣與啟示
GEP 240M 天文學
GEP 240L 世界宗教
GEP 241L 佛教與中國文化
GEP 241M 動感化學
GEP 242N 計算機科學概論
GEP 247N 現代社會統計學
GEP 251Q 經濟學概觀
GEP 256Q 銀行與金融概觀
GEP 256R 法律與社會
GEP 258S 心理學與日常生活
GEP 260S 生命的選擇：個人成長之旅
GEP 261S 個人心理健康與健康家庭
GEP 263T 媒介、性與暴力
GEP 264T 認識電影
GEP 265T 萬聯網、多媒體與資訊社會
GEP 270V 環境教育批判
GEP 2802 西方對世界的衝擊
GEP 2811 哲學與現代問題
GEP 2812 現代西方
GEP 2841 應用倫理學
GEP 2853 性與文化
GEP 2865 香港社會
GEP 2891 愛情哲學
GEP 2901 死亡與不朽
GEP 4310 中國文化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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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

編號 科目名稱
CHP 1510 商用中文
CHP 1520 行政事務中文
ELP 1107 英語改進策略
ELP 1109 英語改進（增強辭彙）策略
ELP 3101 商業傳意技巧

學生資訊科技能力
（與全日制本科課程學生之要求相同。請參閱本《概況》第229頁。）

Pony
學生資訊科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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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課程

本校於一九六五年開辦教育學院，實為開設研究生課程之始。次年正式
成立研究院，設碩士學位課程，一九八零年增設哲學博士學位課程。

研究院現設有一百八十四項學位課程，分研究式及修課式。
本年度開設共六種研究式課程：音樂博士、教育博士、哲學博士、

藝術碩士、音樂碩士及哲學碩士學位課程。修課式課程則共有十五種，
計為會計學碩士、建築碩士、文學碩士、工商管理碩士、中醫學碩士、
臨g藥劑學碩士、神學碩士、教育碩士、產科護理碩士、護理碩士、專
業會計學碩士、預防醫學碩士、理學碩士、社會科學碩士及社會工作碩
士課程。

此外，本年度亦開設十項文憑課程：高級學位教師教育文憑、應用
地理信息學學士後文憑、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學位教師�育文憑（小
學）、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學士後文憑、心理學學士後文憑、社會工作
學學士後文憑、產科護理學士後文憑、精神健康護理學學士後文憑及女
性研究學士後文憑課程。

至於修業期限，具備研究式碩士學位之博士學位全日制學生通常最
短為三十六個月，最長為八十四個月；而未具備研究式碩士學位之學
生，則修業期最短為四十八個月，最長為八十四個月。具備研究式碩士
學位之兼讀制學生則最短為四十八個月，最長九十六個月；而未具備研
究式碩士學位之學生，則修業期最短為六十四個月，最長為九十六個
月。全日制碩士課程學生之常規修業期一般由一年至兩年不等，兼讀制
學生則為兩年至三年不等。另全日制文憑課程之修業期為一年，兼讀制
為一年至兩年不等。

研究院設有五十四個學部：中國語言及文學、英文、藝術、歷史、
現代語言及文化、音樂、哲學、宗教及神學、翻譯、工商管理、教育、
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電子商貿技術、電子
工程、訊息工程、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病理解剖
及細胞學、解剖學、化學病理學、放射診斷學、內科科學、微生物學、
護理學、婦產科學、眼科及視覺科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藥理學、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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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學、生理學、外科學、生物化學、生物、化學、中醫學、環境科學、
食品及營養科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數學、分子生物技術學、物理、
風險管理科學、統計、人類學、建築學、傳播、經濟、地理與資源管
理、政治與行政、心理學、社會工作、社會學、性別研究。

凡具有認可大學之榮譽學位而成績良好，兼備研究能力者，皆可申
請攻讀本校之研究生課程。有關各項細則，請參閱本《概況》第七部之「研
究生總學則」及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年度之《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概覽》。

由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一年度起，所有新入學學生須達致一定程度的
資訊科技能力。學生須於畢業前通過資訊科技能力測試。如測試及格，
「資訊科技能力及格」將會記錄在學業成績表上，如測試不及格，學生必
須修讀暑假精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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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中國語言及文學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本課程以研究為主，研究生可在下列研讀範圍中選擇其一：
1. 中國語言學
2. 中國古典文學
3. 中國現代文學
4. 中國古代文獻

哲學碩士課程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開設科目

甲. 必修科
1. 講論會（一）
2. 講論會（二）
3. 研究方法（一）
4. 研究方法（二）
5. 講論會（三）
6. 講論會（四）
7. 碩士論文指導（一）
8. 碩士論文指導（二）

乙. 選修科

語言學
1. 古文字學研究（一）
2. 古文字學研究（二）
3. 語文專書研究（一）
4. 語文專書研究（二）
5. 語言學專題研究（一）
6. 語言學專題研究（二）

古代文獻
1. 經學專書研究（一）
2. 經學專書研究（二）
3. 子學專書研究（一）
4. 子學專書研究（二）
5. 古代文獻學專題研究（一）
6. 古代文獻學專題研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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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學
1. 古代散文專題研究（一）
2. 古代散文專題研究（二）
3. 古代韻文專題研究（一）
4. 古代韻文專題研究（二）
5. 戲曲小說專題研究（一）
6. 戲曲小說專題研究（二）
7. 古代文學專題研究（一）
8. 古代文學專題研究（二）

現代文學
1. 現代文類專題研究（一）
2. 現代文類專題研究（二）
3. 現代作家專題研究（一）
4. 現代作家專題研究（二）
5. 現代文學專題研究（一）
6. 現代文學專題研究（二）

文學碩士課程（兼讀制）

開設科目

甲. 必修科目
1. 講論會（一）
2. 講論會（二）
3. 「暑期研究計劃」指導
4. 「暑期研究計劃」

乙. 文學碩士課程科目

方法學科目
1. 語言文字研究方法
2. 古代文獻研究方法
3. 文學研究方法

專題科目
1. 語言文字專題
2. 古代文獻專題
3. 古典文學專題
4. 現代文學專題
5. 中國文化專題

丙. 哲學碩士課程科目
（參閱「哲學碩士課程」之選修科目）



239

英文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課程以研究為主，指定專研範圍分英文（應用英語語言學）及英文（文學研
究），亦可以英文文學為重點作比較研究。

英文（應用英語語言學）文學碩士及英文（應用英語語言學）
哲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甲. 基礎科目
1. 普通語言學理論基礎
2. 應用語言學理論基礎

乙. 選修科目
1. 語音學與英語音位學專題
2. 英語句法學與語義學專題
3. 心理語言學專題
4. 社會語言學專題
5. 第二語言獲得專題
6. 雙互文化溝通
7. 課程設計及擬定專題
8. 評估與測試專題
9. 教室與第二語研究專題
10. 應用英語語言學專題研究
11. 專題研究
12. 第二語教學
13. 華語及語用學
14. 第二語寫作
15. 第二語教學的電腦應用

丙. 研究方法專題

丁. 論文必修科目（適用於哲學碩士課程）
1. 碩士論文指導研究
2. 碩士論文寫作（修讀至畢業）

英文（文學研究）哲學碩士課程
亦可以英文文學為重點作比較研究。

開設科目

甲. 基礎科目
1. 文學研究專題（一）
2. 文學研究專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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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進深科目
1. 文類研究專題
2. 文學史研究專題
3. 批評研究專題

丙. 論文必修科目
1. 碩士論文指導研究
2. 碩士論文寫作（修讀至畢業）

藝術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中國藝術史）
課程以研究為主，專研範圍包括書畫、陶瓷、青銅器、玉器及其他工藝
美術。

藝術碩士課程（藝術創作）

專研範圍
1. 繪畫
2. 雕塑
3. 混合媒介
4. 中國書法與篆刻

哲學碩士課程（中國藝術史）

研讀範圍
書畫、陶瓷、青銅器、玉器及其他工藝美術。

歷史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中國古代及近世史
2. 中國近代史
3. 古代及近世世界史

＊

4. 近代世界史
5. 香港史
6. 比較史
7. 公眾史

＊
世界史範圍包括歐洲、美洲、日本/韓國、東南亞及亞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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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科目

甲. 歷史學研習班（必修）

乙. 史學專題
1. 中國古代史專題研究
2. 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
3. 古代世界史專題研究
4. 近代世界史專題研究
5. 香港史專題研究
6. 比較史專題研究
7. 公眾歷史專題研究

丙. 個別專題研究（必修）

丁. 史學著作研討會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及開設科目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惟「個別專題研究」非必修科目。

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攻範圍

甲. 語言學

開設科目
1. 當代語言學概論
2. 理論語言學選讀
3. 語言獲得專題
4. 比較語言學選讀
5. 獨立課題
6. 專題研究
7. 研究方法
8. 論文研究

乙. 文化研究

開設科目
1. 當代文化的創造
2. 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
3. 比較文化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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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學、社會與政治專題研究
5. 文化意義詮釋專題研究
6. 香港文化研究專題
7. 獨立課題
8. 專題研究
9. 論文研究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及開設科目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文學碩士課程

專攻範圍

甲. 語言學

開設科目
1. 語言學基礎（一）
2. 語言學基礎（二）
3. 語言學及語文教學
4. 雙語專題
5. 當代中國語言學專題
6. 比較語言學選讀
7. 語言獲得專題
8. 手語語言學專題
9. 語文、文化及社會
10. 語言學研究專題
11. 語言學研究專題講座
12. 語言調查

乙. 文化研究

開設科目
1. 文化研究基本概論
2. 香港都市景觀及文化再現
3. 文化與藝術與身體政治
4. 電影、電視、錄像及文學的文化研究
5. 旅遊文化及文化旅遊
6. 性別、愛情與性愛文化研究
7. 科技文化的跨學科研究
8. 改編、戲劇和文化
9. 文化研究專題
10. 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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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文化管理

開設科目
1. 當代文化之理論
2. 香港都市景觀及多元文化
3. 一般管理與人力資源管理
4. 管理商業功能
5. 管理學中資訊科技的應用
6. 畢業研究計劃
7. 視覺藝術管理
8. 表演藝術管理
9. 博物館與歷史資料研究
10. 出版事業：傳統出版與電子出版
11. 獨立課題

音樂學部

音樂博士課程

專攻範圍
作曲

哲學博士課程

專攻範圍
1. 民族音樂學
2. 歷史音樂學
3. 理論

音樂碩士課程

專攻範圍
作曲

必修科目
1. 研究方法及書目學
2. 高級作曲（一）
3. 高級作曲（二）
4. 高級音樂分析學（一）
5. 高級音樂分析學（二）
6.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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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碩士課程

專攻範圍

甲. 民族音樂學

必修科目
1. 研究方法及書目學
2. 民族音樂學研究法（一）
3. 民族音樂學研究法（二）
4. 民族音樂學研究法（三）
5. 民族音樂學田野工作
6. 中國音樂專題研討（一）至（五）（其中兩科）
7. 選修

乙. 歷史音樂學

必修科目
1. 研究方法及書目學
2. 高級音樂分析學（一）
3. 下列任何四科﹕

音樂學專題研討：文藝復興時期至巴洛克早期
音樂學專題研討：巴洛克後期至一八七零
音樂學專題研討：自一八七零至現在
聖樂專論
西洋歌劇專論
管弦樂團及管弦樂專論
記譜法

4. 選修

丙. 理論

必修科目
1. 研究方法及書目學
2. 高級音樂分析學（一）
3. 高級音樂分析學（二）
4. 音樂理論專題研討（一）
5. 選修

選修科目

其他專攻範圍之學生均可選修上列之必修科目。此外，學生亦可選修下
列科目：
1. 作曲理論（一）
2. 作曲理論（二）
3. 音樂創作與電腦科技
4. 音樂理論專題研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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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音樂技法專題研討（一）
6. 音樂技法專題研討（二）
7. 民族音樂學專題研討（一）
8. 民族音樂學專題研討（二）
9. 中國音樂專題研討（一）
10. 中國音樂專題研討（二）
11. 中國音樂專題研討（三）
12. 中國音樂專題研討（四）
13. 中國音樂專題研討（五）
14. 中國音樂：書目學
15. 獨立研究（一）
16. 獨立研究（二）

哲學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中國哲學或相關之東方哲學
2. 西方哲學
3. 比較哲學

哲學碩士課程

研讀範圍
1. 中國哲學問題
2. 知識論
3. 形而上學
4. 中國與西洋哲學家之研究
5. 其他哲學問題，如比較哲學研究

宗教及神學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宗教研究）

專研範圍
1. 中國宗教
2. 道教研究
3. 聖經研讀
4. 基督教研究/中國基督教
5. 宗教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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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碩士課程（宗教研究）

科目範圍
1. 中國宗教
2. 道教研究
3. 聖經研讀
4. 基督教研究/中國基督教
5. 宗教與社會
6. 宗教教育

文學碩士課程（宗教研究）

科目範圍
1. 中國宗教
2. 道教研究
3. 聖經研讀
4. 基督教研究/中國基督教
5. 宗教、教育與社會

神學碩士課程

科目範圍
1. 新舊約聖經

（a） 原文（可於入學前修讀）
（b） 聖經研究

2. 神學
3. 教會史
4. 牧養
5. 宣教/教育/倫理/亞洲研究

翻譯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課程以研究為主，並無指定專研範圍。

哲學碩士課程
研究生須於肄業期間至少修畢二十四學分之科目，並撰寫專題研究論文
一篇，方可畢業。所修科目必須包括「高級翻譯研究」一科；其餘可選自
以下各科：「高級商業翻譯」、「英漢語言對比研究」、「電腦應用與翻
譯」、「傳譯」、「新聞翻譯」、「文學翻譯」、「譯著選讀」、「翻譯專題」、
「翻譯評論」、「法律文獻翻譯」及「字幕翻譯」。



247

文學碩士課程（兼讀制）

專研範圍

甲. 翻譯

必修科目
1. 高級翻譯理論
2. 中譯英工作坊
3. 英譯中工作坊

選修科目
1. 高級商業翻譯
2. 英漢語言對比研究
3. 電腦應用與翻譯
4. 傳譯
5. 新聞翻譯
6. 文學翻譯
7. 譯著選讀
8. 翻譯專題
9. 翻譯評論
10. 法律文獻翻譯
11. 字幕翻譯

乙. 電腦輔助翻譯

必修科目
1. 高級翻譯研究
2. 機器翻譯史
3. 自然語言處理編程
4. 電腦翻譯專題作業

選修科目
1. 英漢語言對比
2. 翻譯理論與電腦翻譯
3. 電腦輔助翻譯
4. 電腦翻譯：中譯英•英譯中
5. 計算語言學
6. 自然語言處理
7. 術語和數據庫管理



248

工商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開設課程
1. 會計學
2. 工商管理學
3. 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
4. 財務學
5. 管理學
6. 市場學

哲學碩士課程

開設課程
1. 會計學
2. 工商管理學
3. 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
4. 財務學
5. 管理學
6. 市場學

會計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第一及第二學年
1. 會計理論
2. 管理規劃及控制
3. 國際會計
4. 中國經濟法
5. 投資分析與組合管理

＊

6. 中國之會計架構
7. 選修科目

＊
此科目由財務學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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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會計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第一及第二學年
1. 企業經濟學
2. 財務會計與分析
3. 統計與決策
4. 管理會計
5. 組織行為學
6. 公司財務
7. 企業的政府和法律環境
8. 會計信息系統
9. 內部控制和審計
10. 金融中介機構與資本市場
11. 公司戰略
12. 會計與財務戰略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I. 全日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

學期前修讀科目
＊

1. 基礎會計
2. 統計學
3. 資訊技術管理
4. 經濟學

綜合核心科目
1. 綜合核心科目

必修深造科目
1. 商法
2. 電腦輔助決策分析
3. 電子商貿
4. 投資分析及組合管理
5. 國際投資
6. 華人企業策略管理
7. 亞太地區的商業
8. 企業家精神與價值創造
9. 國際經理：跨國經營能力
10. 新經濟策略巿場學

＃
學生另須參加MBA 5220商界領袖演講與高階管理培訓系列。

＊
學生可申請豁免修讀學期前科目，而獲得豁免後，所需畢業學分隨之減少，最
高豁免為六個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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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科目
1. 倫理、社會責任與商業
2. 策略管理
3. 修讀下列其中一科

＊＊

(a) 碩士企劃報告
(b) 商務實習
(c) 實地學習——中國內地商務
(d) 創業企劃

4. 選修科目

II.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晚間制及週末制）

開設科目

第一學年
1. 當前管理課題與潛能發展
2. 會計學
3. 企業組織與管理原理
4. 宏觀經濟分析
5. 統計分析
6. 財務管理
7. 市場管理
8. 選修科目

第二學年
1. 成本與管理會計
2. 組織行為
3. 管理訊息系統
4. 生產與作業管理

或
管理經濟學

5. 工商法令概論
6. 策略管理
7. 實地學習——中國內地商務
8. 選修科目

III.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晚間制）—— OneMBA課程

開設科目

第一學年
1. 統計學
2. 會計學

＊＊
學生必須修讀其中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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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宏觀經濟分析
4. 管理學專題：領導才能
5. 資訊與決策研討：環球供需網絡管理
6. 跨國營銷管理
7. 中國企業管理與貿易專題研討
8. 環球經濟的結構和發展
9. 物流與企業的持久發展

第二學年
1. 環球企業財務
2. 環球電子化下的創業精神
3. 環球電子企業
4. 管理資訊系統
5. 金融及巿場學的全球一體化
6. 世局變幻中的出路

IV.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醫療）

開設科目

第一學年
1. 當前管理課題與潛能發展
2. 會計學
3. 企業組織與管理原理
4. 統計分析
5. 財務管理
6. 巿場管理

第二學年
1. 成本與管理會計
2. 組織行為
3. 管理資訊系統
4. 預測與時間數列
5. 工商法令概論
6. 策略管理

第三學年
1. 流行病學（一）
2. 醫療統計學（一）
3. 醫療經濟學
4. 環境ó生及傳染病
5. 醫療系統
6. 疾病預防及健康促進
7. 實證醫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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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第一學年
1. 公司管理（住宿週課題）

＊

2. 會計
3. 經濟
4. 計量方法
5. 環球企業與管理專題研討
6. 營運管理
7. 營銷管理
8. 財務管理
9. 人力資源管理

第二學年
1. 貨幣及資本市場
2. 電子商業
3. 市場策略研討
4. 企業策略
5. 商業談判
6. 金融投資
7. 《易經》與領導
8. 領導學專題研討
9. 當前工商問題研討（住宿週課程）

VI. 金融財務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第一學年
1. 西方經濟學
2. 概率論與數理統計
3. 會計學基礎
4. 中國宏觀經濟分析
5. 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
6. 訊息技術與電子商務
7. 金融學原理
8. 選修科目

＊
所有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科目之先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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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年
1. 組織行為學與企業戰略
2. 公司財務
3. 市場營銷
4. 投資學
5. 公司財務理論專題與案例
6. 金融工程（案例）
7. 選修科目

理學碩士課程

I. 企業經濟理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第一學年
1. 企業經濟學（宏觀）
2. 企業經濟學（微觀）
3. 企業計量方法
4. 管理經濟學
5. 企業專題講座
6. 選修科目

第二學年
1. 公司經濟策略
2. 企業預測
3. 企業專題講座
4. 選修科目

II. 電子商貿管理理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第一學年
1. 互聯網程序設計
2. 資訊技術管理
3. 電子商貿基礎
4. 電子商貿經濟學
5. 電腦網絡市場營銷
6. 選修科目

第二學年
1. 電腦網絡與互聯網
2. 資料庫管理
3. 選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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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財務學理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第一學年
1. 高級財務管理
2. 金融市場與工具
3. 計量財務學
4. 投資分析與組合管理
5. 衍生工具市場

第二學年
1. 選修科目

IV. 環球商業理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第一學年
1. 當代環球企業
2. 跨國營銷管理
3. 國際金融
4. 中國商業專題研討
5. 選修科目

第二學年
1. 跨文化比較管理
2. 亞太商業專題研討
3. 跨國企業專題研討
4. 選修科目

V. 資訊與科技管理理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第一學年
1. 資訊技術管理
2. 電腦網絡與互聯網
3. 管理科學
4. 全面品質管理與企業流程再造
5. 企業專題講座
6. 選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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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年
1. 資料庫管理
2. 營運計劃與控制
3. 企業專題講座
4. 選修科目

VI. 市場學理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第一學年
1. 市場營銷管理
2. 市場研究
3. 購買者行為
4. 服務市場營銷
5. 電腦網絡市場營銷
6. 中國巿場營銷

第二學年
1. 企業市場營銷
2. 策略市場營銷
3. 巿場營銷的專題研究
4. 選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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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教育學部

教育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甲. 課程與教學

乙. 教育行政與政策

丙. 輔導心理學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甲. 課程與教學

乙. 教育行政與政策

丙. 教育心理學

丁. 體育運動科學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甲. 教育
1. 課程與教學
2. 教育行政與政策

（a） 教育行政
（b） 教育政策研究

3. 教育心理
（a） 輔導
（b） 教育心理

乙. 體育運動科學
1. 體育運動課程之政策設計與實踐
2. 運動生物力學
3. 運動生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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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動心理學
5. 運動教育學
6. 運動社會學
7. 健康體適能
8. 體育運動測量

教育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甲. 課程研究
1. 課程設計、發展與評估
2. 科學教育
3. 中國語文教育
4. 教育科技
5. 英國語文教育
6. 數學教育

乙. 教育行政與政策
1. 教育行政
2. 教育政策研究

（a） 比較教育
（b） 教育經濟學
（c） 教育社會學
（d） 教育哲學

丙. 教育心理
1. 輔導
2. 教育心理

丁. 體育運動科學

普通話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普通話教育

運動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運動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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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

修讀範圍

甲. 課程與教學法

乙. 社會、制度與組織

丙. 教育心理與輔導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小學）課程

修讀範圍
與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相同。

學位教師高級教育文憑課程

專修範圍

甲. 學生輔導

乙. 普通話教育

丙. 資訊科技教育應用



259

工程學院

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計算機輔助設計與製造
2. 虛擬現實
3. 計算機視覺與影像處理
4. 計算智能及智能系統
5. 微納米系統
6. 創新與設計
7. 製造自動化
8. 機器人
9. 傳感器及驅動器
10. 智能材料與結構
11. 訊號處理
12. 系統與控制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理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一） 人工智能
1. 專家系統和知識工程學
2. 軟件主體與多主體系統
3. 圖案認辨
4. 視覺及語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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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經網絡
6. 模糊邏輯及應用
7. 限制滿足
8. 遺傳算法
9. 搜索

（二） 中文計算系統
1. 中文之智能處理及檢索
2. 中文及多種語言數據庫
3. 計算中文語言學
4. 中文輸入/輸出系統
5. 中文計算之開放式系統

（三） 計算機工程
1. 分佈式系統
2. 可重構的計算
3. 超大積體電路電腦自動輔助設計
4. 可程式化晶片設計與快速原型法
5. 電腦結構
6. 可移動電腦系統

（四） 計算機網絡和分佈式系統
1. 通訊協定之設計與施行
2. 計算機及網絡保全
3. 分佈式演算法
4. 分佈式物件導向系統
5. 依靠性和容錯性

（五） 數據庫
1. 數據庫理論及設計
2. 多媒體數據庫
3. 序列數據索引
4. 數據採集
5. 高級事務管理法
6. 可擴充標記語言（XML）數據庫及不完整結構數據
7. 查詢優化法

（六） 數字圖書館及互聯網
1. 電子商業及電子交易
2. 網上資訊發掘
3. 多媒體數字圖書館
4. 互聯網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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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金融工程學
1. 金融數據採集
2. 貿易和證Ó管理法
3. 預測學
4. 因素模型
5. 決策支援系統

（八） 圖像研究
1. 虛擬空間
2. 交互動畫技術
3. 科學/醫學可視化
4. 實時顯像
5. 機器人/手模擬
6. 基於圖像的繪製

（九） 智能資訊工程和計算機自動學習
1. 學習理論和算法
2. 資訊發掘和知識發現
3. 機器感知
4. 計算金融學
5. 分佈式智能決策和控制

（十） 軟件方法學
1. 軟件工程
2. 邏輯/函數型程序設計
3. 數據庫系統之軟件工具

（十一） 理論
1. 複雜性理論
2. 算法
3. 並發計算
4. 圖論及圖算法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及開設科目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計算機科學理學碩士課程（兼讀制）

專研範圍及開設科目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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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貿技術學部

電子商貿技術理學碩士課程（兼讀制）

專研範圍
1. 互聯網及資訊系統
2. 企業方法論

開設科目
1. 電子商貿技術基礎
2. 電子支付系統
3. 後勤管理學
4. 密碼學、訊息安全及電子商貿
5. 數據採集技術
6. 分佈系統及軟件
7. 網絡及Web編程
8. 電子商貿之開放系統
9. 電子商貿技術研習（一）
10. 資訊技術管理
11. 決策方法及其金融應用
12. 工程經濟學
13. 供需網絡管理
14. 電子商貿技術研習（二）

電子工程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生物醫學工程：醫療器件，生物傳感器，遠程醫療，基於生物模型

的訊號處理
2. 語音合成與識別
3. 面容識別及圖像處理
4. 三維圖像輔助手術
5. 通訊訊號處理
6. 單晶片微波集成電路及射頻集成電路設計
7. 流動通訊之天線及傳播
8. LTCC射頻/微波電路及系統模擬與設計
9. 光電子學及高速器件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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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型光纖器件
11. 納米技術及其在電子材料和器件中的應用
12. 固態電子學：材料及器件技術
13. VLSI CMOS設計及測試——模擬，同步，異步
14. VHDL功能合成法，硬軟件同合設計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理學碩士課程（兼讀制）

專研範圍
1. 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與測試
2. 固體電子學與電子材料
3. 光電子學與光通訊
4. 微波、天線與傳播
5. 圖像處理和計算機（電腦）視覺
6. 數字訊號處理
7. 工程管理

開設科目
1. VLSI設計工程
2. 模擬─—數字式專用集成電路設計
3. 高級固態電子與電子材料
4. 光電子與光通訊學
5. 無線電通訊系統
6. 射頻電路與系統
7. 電腦視覺及其應用
8. 語言訊號的數字處理
9. 圖像處理及視頻技術
10. 高級通訊系統之訊號處理方法
11. 生物醫用電子學
12. 遠程醫療：技術與應用
13. 計算機網絡
14. 工程管理原理
15. 納米技術及其在電子材料和器件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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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工程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甲. 通訊
1. 寬頻接入技術
2. 網絡連接與管理
3. 無線通訊
4. 多媒體通訊
5. 通訊交換機及路由器
6. 光通訊與光波網絡

乙. 互聯網工程
1. 萬維網工程
2. 電子商務
3. 安全技術
4. 搜索引擎及代理系統

丙. 訊息處理
1. 訊息與編碼理論
2. 數據壓縮
3. 視覺訊息處理
4. 人機聯繫與互動系統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理學碩士課程（兼讀制）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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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決策輔助系統與管理資訊系統
2. 電子商務系統
3. 工程管理
4. 金融工程
5. 資訊系統，數據庫系統
6. 後勤學及供應鏈管理
7. 機械智能與應用
8. 資訊技術之管理
9. 運籌學與管理科學
10. 資源規劃與管理
11. 系統與控制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學位課程相同。

理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工程管理
2. 資訊系統
3. 金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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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麻醉藥（全身或局部）的藥代動力學和藥效動力學
2. 重危病人的藥代動力學（抗生素和鎮靜劑）
3. 麻醉藥的藥代動力學和藥效動力學的模型
4. 特殊人群的麻醉（小兒、老人及產婦）
5. 血藥濃度檢測方法
6. 神經系統的電生理學
7. 麻醉病人的血流動力學改變及監測
8. 產科麻醉及鎮痛
9. 自動伺服反饋系統在麻醉中的運用
10. 局部神經阻滯用於急慢性疼痛的治療
11. 創傷急救學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病理解剖
2. 血液學
3. 細胞病理學
4. 分子病理學

上述範圍以外之課題亦可獲考慮。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學位課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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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哺乳類中央神經系統的發育與老化
2. 中樞神經系統的損傷和再生
3. 毒素對神經元的影響
4. 視網膜的發育和退變
5. 濫用藥物的神經毒性
6. 哺乳類動物雄性副性腺功能之研究
7. 前列腺及乳腺癌之激素致癌作用及動物模型
8. 免疫細胞的活化
9. 蛋白組核心技術
10. 從胚胎學看遺傳病
11. 妊娠糖尿對形成先天性胚胎病的影響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化學病理學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多項化學病理學課題：內分泌及代謝疾病；蛋白質；脂肪；先天性代謝
疾病；分子生物學；過敏疾病；質譜學等。

上述範圍以外之課題亦可獲考慮。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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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理學碩士課程（兼讀制）

開設科目
1. 分析理論（一）（分光比色測定法，螢光測定法，比濁測定法，濁度

測定法）
2. 實驗室管理
3. 毒物學及醫用藥物監察
4. 統計學及研究方法
5. 血漿蛋白、免疫球蛋白及腫瘤指標
6. 分析理論（二）（電化學、電泳法、色層分析法）
7. 丘腦下部及垂體、甲狀腺
8. 腎上腺皮質及髓質
9. 生殖的內分泌學、妊娠
10. 碳水化合物代謝、糖尿病、低血糖症
11. 臨#$學：中樞神經系統及肌肉的疾病
12. 分析理論（三）（放射性免疫檢定法及有關技術）
13. 脂蛋白質及血管硬化
14. 人體內液體、電解質及酸鹼
15. 腎的功能、腎結石
16. 消化管道、肝及膽管道
17. 分析理論 (分子生物學技術)
18. 臨#分子基因學
19. 基因疾病的檢驗
20. 小兒臨#生化學及先天性代謝病
21. 血漿DNA的臨#應用
22. 流式細胞儀的原理及應用

放射診斷學部

醫學影像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放射診斷學及器官掃描造像課題，內容包括：
1. 視覺感應的有關問題
2. 電腦掃描
3. 影像導引介入治療
4. 磁力共振掃描
5. 核子醫學掃描
6. 放射像影
7. 超聲波掃描

醫學影像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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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科學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社區醫學課題，包括疾病流行學、全科醫學、職業醫學、醫療X生

服務組織及醫學上之社會學
2. 內科及藥物治療課題，包括心臟學、臨#免疫學、內分泌、糖尿及

代謝學、腸胃病學及肝病學、分子及藥物遺傳流行病學、神經學、
腎病學、呼吸醫學、風濕病學及毒物學

3. 腫瘤學課題，包括癌症研究、放射治療、化學治療及放射生物學
4. 兒科課題，包括初生嬰兒、心臟、血液、癌症、內分泌、腸胃、皮

膚免疫等學術研究。現正開展之課題包括血幹細胞之生理和應用、
血癌分子細胞研究、甲狀腺機能亢進症及哮喘病基因分析、肥胖症
治理方法、兒童心肺功能之測試、嗜伊紅細胞功能之研究、骨髓移
植及過敏病者之免疫功能分析、三維超音心動圖之應用、重金屬對
嬰兒之影響、早產兒肺功能及感染指標之分析及各項臨#實驗研究

5. 精神病學及睡眠醫學課題，包括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老年精神醫
學、情感性障礙、精神分裂症、精神藥理學、兒童精神病學、精神
疾病與社會文化、婦女的精神健康及睡眠醫學的各層面

上述範圍以外之課題亦可獲考慮。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預防醫學碩士課程（兼讀制）

開設科目
1. 流行病學（一）
2. 流行病學（二）
3. 醫療統計學（一）
4. 醫療統計學（二）
5. 職業健康基礎
6. 醫療人員管理學
7. 醫療經濟學
8. 環境X生及傳染病
9. 醫療系統
10. 疾病預防及健康促進
11. 公共X生實踐的文化層次
12. 職業醫學之原理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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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職業X生之原理與實踐
14. 職業護理之原理與實踐
15. 公共X生及社康護理之原理與實踐
16. 實證醫療學
17. 研究計劃書之撰寫
18. 公共X生的質量研究方法
19. 科研工作報告

臨)老人學理學碩士課程（兼讀制）

開設科目
1. 人口統計學、社會學、社會工作及健康經濟學
2. 流行病學、生物統計及研究方法學
3. 生理老化及成功老化的概念
4. 老年人口服務
5. 臨#論題
6. 論文研究
7. 臨#實習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理學碩士課程（兼讀制）

專研範圍
此課程包括流行病學和生物統計學，特別著重臨#流行病學在實證醫學和
X生決策的應用，並會深入介紹流行病學和生物統計學的最新進展。實證
醫學強調病因、診斷、治療方法及疾病轉歸等方面之醫療X生決策，必須
基於現有最佳的治療證據，而收集證據的最佳方法是系統的科學研究。流
行病學就是關於這類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而生物統計學則是處理和分析科
研數據的必備工具。此兩年制兼讀碩士課程旨在教授一般流行病學、臨#
流行病學，以及生物統計學的概念、原理、技巧和應用。

此課程是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學士後文憑課程的延續，學員須在
指導下獨立進行一項研究計劃，並撰寫一篇具有可發表水平的碩士論
文，而學員也可為其研究項目申請撥款資助。

開設科目
1. 流行病學I
2. 生物統計學I
3. 流行病學II
4. 生物統計學II
5. 流行病學III
6. 生物統計學III
7. 高級流行病學
8. 研究論文寫作技巧
9. 高級生物統計學專題講座
10. 高級生物統計學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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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數據收集方法
12. 實證醫療X生決策
13. 高級生物統計學II
14. 數據收集及分析I
15. 數據收集及分析II
16. 論文撰寫

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理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此課程著重如何評估個人及社區在健康教育及健康促進方面的需求，策
劃有效的健康教育及健康促進活動，推行健康教育活動，評估相關計劃
的有效性，統籌及組織健康推廣服務的資源，以及發揮健康教育資訊供
應源之作用。

開設科目

甲. 主修科目
1. 流行病學、應用統計學、人口學、健康及社會指標
2. 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之專業技巧
3. 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之實踐

乙. 選修科目
1. 健康促進學校計劃，或
2. 社區健康促進計劃及「健康城市」計劃，或
3. 病人自我管理教育

丙. 導師指導撰寫論文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學士後文憑課程（兼讀制）

專研範圍
此課程包括流行病學和生物統計學，特別著重臨#流行病學在實證醫學
和X生決策中的應用，並會深入介紹流行病學和生物統計學的最新進
展。實證醫學強調病因、診斷、治療方法及疾病轉歸等方面之醫療X生
決策，必須基於現有最佳的治療證據，而收集證據的最佳方法是系統的
科學研究。流行病學就是關於這類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而生物統計學則
是處理和分析科研數據的必備工具。

開設科目
1. 流行病學I
2. 生物統計學I
3. 流行病學II
4. 生物統計學II
5. 流行病學III
6. 生物統計學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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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學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微生物學課題
2. 病毒學課題
3. 分子生物及免疫學課題

上述範圍以外之課題亦可獲考慮。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護理學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臨#護理措施的評核
2. 健康推廣
3. 婦女健康
4. 家庭照顧
5. 中風病人的復康
6. 老年人護理
7. 婦產科及精神護理
8. 腫瘤科
9. 社交心理效果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課程內容

第一學年
1. 導讀
2. 專題研討
3. 研究工作

第二學年
1. 專題研討
2. 研究工作



273

產科護理碩士課程（兼讀制）

開設科目

第一學年
1. 產科專業事件研究I
2. 產科專業事件研究II
3. 溝通研究
4. 產科專業事件研究III
5. 研究方法I
6. 研究方法II

第二學年
1. 專科臨#實習
2. 研討會及論文

護理碩士課程（兼讀制）

專研範圍
1. 急性護理
2. 臨界護理
3. 腫瘤科

開設科目

第一學年
1. 高級護理實務I
2. 高級護理實務II
3. 轉變中的健康護理境況
4. 研究方法I
5. 研究方法II
6. 高級護理實務III

第二學年
研討會及論文

精神健康護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兼讀制）

開設科目

第一學年
1. 精神健康護理基礎理論I
2. 精神健康護理實務I——急性護理
3. 精神健康護理基礎理論II
4. 精神健康護理實務II——延續護理
5. 當代護理問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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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精神健康護理實務III——延續護理
7. 精神健康護理實務IV——復康及社區護理
8. 精神健康護理實務V——復康及社區護理

第二學年
1. 護理學實踐I ——急性護理
2. 護理學實踐II ——延續護理
3. 護理學實踐III——延續護理
4. 護理學實踐IV——復康護理
5. 護理學實踐V——社區護理
6. 臨#護理科研
7. 醫療X生策略

助產學學士後文憑課程（兼讀制）

開設科目

第一學年
1. 助產實務與生物科學
2. 助產實務與行為科學
3. 助產實務之健康評估
4. 助產實務之健康推廣
5. 助產護理範疇
6. 助產士專業實務

第二學年
臨#實務

婦產科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氧化應激反應
2. 輔助生育
3. 產前診斷
4. 妊娠抑鬱症
5. 婦產科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
6. 成像分析
7. 婦科腫瘤學
8. 婦科泌尿科學
9. 微介入外科學
10. 心理學研究
11. 人體生長和發育
12. 致畸源和胚胎發育
13. 滋養葉細胞和胎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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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眼科及視覺科學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分子基因學
2. 基因組研究
3. 細胞生物學
4. 眼角膜研究
5. 視網膜研究
6. 青光眼
7. 白內障
8. 屈光不正
9. 眼腫瘤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矯形外科及創傷原則
2. 矯形外科專科，包括創傷、小兒骨科、運動醫學、脊柱外科、成人

關節、腫瘤科、康復科、手外科、足及踝部外科。
3. 矯形外科基礎科學：生物材料、骨癒合及再生、軟組織癒合及再

生、骨質疏鬆。

上述範圍以外之課題亦可獲考慮。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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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理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前列腺素受體的特性研究及其特異性激動劑和拮抗劑的發展
2. 前列腺素受體對炎症中性白細胞功能的調節
3. 肥大細胞的生物學及藥理學
4. 神經月太在關節炎症中的作用
5. 心臟電生理學
6. 鎮吐劑的藥效原理
7. 中藥藥理學和毒理學
8. 藥物分析、代謝和藥物代謝動力學
9. 藥檢免疫分析法的建立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藥劑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甲. 藥劑研究
1. 藥劑學（物理藥學、生物藥劑學/藥物代謝動力學、製藥技術）
2. 藥物化學
3. 生藥學

乙. 藥劑實踐
藥物經濟學/藥物流行病學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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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藥劑學碩士課程（兼讀制）

開設科目
1. 醫院藥劑師之臨#治療學
2. 臨#藥劑學及藥物代謝動力學
3. 醫院藥劑執業之高級課程
4. 藥物保健

生理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離子通道及其生理作用的研究
2. 細胞生理學
3. 上皮細胞轉輸生理學
4. 中樞和感覺系統生理學
5. 心血管生理學
6. 平滑肌與骨骼肌的生理學
7. 分子內分泌學
8. 腎和酸鹼生理學
9. 男性生殖生理學
10. 呼吸生理學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外科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外科原則
2. 外科專科，包括胃腸外科、肝膽胰外科、頭頸外科、整形外科、泌

尿外科、小兒外科、神經外科、耳鼻喉科、心胸外科。

上述範圍以外之課題亦可獲考慮。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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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生物化學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一） 癌病研究
1. 抗癌藥物與輻射耐受機制
2. 癌促始劑引發的生化反應
3. 肝癌之分子生物學研究
4. 腫瘤壞死因子生物化學
5. 細胞因子及生長因子與癌症治療之關係
6. 增生過氧化物N體所引致之肝腫瘤研究
7. 腫瘤抑制基因p53之功能及調控
8. 癌細胞之葡萄醣傳遞體

（二） 環境生物化學
1. 環境中的雌激素
2. 金屬硫蛋白的基因調控
3. 生化標記

（三） 0功能研究
1. 酒精代謝
2. N之結構與作用機制
3. 蛋白N與疾病成因之研究

（四） 食品與營養
1. 食品抗氧化劑的分離、提純和應用
2. 食用油的營養研究
3. 營養調查與干預措施
4. 茶與癌病
5. 預防疾病的植物化合物

（五） 激素研究
1. 多月太激素、類固醇激素及其受體之分子內分泌學
2. 類胰島素生長因子之生物化學
3. 激素結構及活性之關係

（六） 免疫研究
1. 抗體生物工程
2. 細胞因子與血液細胞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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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然產物之免疫藥理學及免疫毒理學
4. 單克隆抗體與細胞表面之受體
5. 腫瘤免疫學
6. 脫氧核糖核酸接種

（七） 無機生物化學
1. 硒、鈣及其他金屬蛋白
2. 魚類的重金屬污染及金屬蛋白

（八） 分子生物學及生物工程
1. 應用生物工程（固化細胞）
2. 基因去除技術
3. 生物訊息學與基因研究
4. 內切N和DNA甲基化N分析
5. 海洋生物工程（魚類激素之應用及轉基因技術）
6. 人體致病真菌之分子生物學
7. 人類遺傳基因之研究
8. 生物技術與基因優化之應用
9. DNA指紋技術
10. 結構生物學
11. 果蠅之轉基因技術與應用

（九） 天然物及中草藥研究
1. 降血脂中藥研究
2. 自然產物對微生物之抑制作用
3. 具生物活性之自然產物
4. 核糖體失活蛋白之生物化學、蛋白質工程及藥理學
5. 抗愛滋病的中草藥
6. 抗癌及抗病毒中藥
7. 分子生物技術鑑定中藥之應用
8. 具保護神經作用的草藥

（十） 神經化學
1. 分子神經生物化學
2. 行為生物化學/感官生物化學
3. 松果腺之生物化學與生理
4. 神經化學在神經系統和精神病的應用
5. 神經月太及月太受體
6. 抗癲â藥物
7. 神經遺傳學及神經系統疾病之研究

（十一） 生殖生物化學
1. 男性避孕藥棉酚之生物化學
2. 生殖生物化學與生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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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訊息傳遞
1. 巨噬細胞的凋亡
2. 細胞內鈣離子之生物化學
3. 蛋白激N的分子生物化學
4. 受體與訊息傳遞機制
5. 正常及血癌細胞之訊息傳遞機制
6. 刺激及脫氧核糖核酸損傷相關之訊息傳遞機制

（十三） 毒理學
1. 化學致癌作用
2. 細胞色素P450
3. 血紅素之生化合成

（十四） 細胞生物學
1. 脂蛋白的攝取，細胞內的運輸機制及功能
2. 葡萄醣傳遞體

開設科目
1. 基因組、蛋白組及生物訊息學專題
2. 免疫學及癌症專題
3. 分子細胞生物學專題
4. 神經科學專題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及開設科目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生物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動物生理學
2. 生物轉化/蕈菌生物科技
3. 發育生物學/生殖生物學
4. 生態學/環境生物學
5. 環境微生物學/環境生物工程/生態毒理學
6. 進化生物學
7. 魚類生物學/甲殼類生物學
8. 食品碳水化合物
9. 真菌遺傳學/蕈菌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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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植物分子生物學/植物生物科技
11. 植物系統學/中藥生藥學
12. 植物生理學/植物荷爾蒙
13. 植物生化學/代謝/N學
14. 海產養殖/海洋生物科技
15. 海洋生態學/浮游生物生態學
16. 海洋藻類學/群體生態學/族群生態學
17. 醫用菇類及海藻
18. 微生物遺傳學/分子系統學
19. 微生物生理學/生物降解
20. 分子生物學/遺傳工程
21. 分子內分泌學/生殖生理學
22. 分子血液學/分子遺傳學
23. 毒理學/中藥藥理學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化學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甲. 分析化學
1. 微量分析（包括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可見和紫外分光光度

法、氣相及液相色譜、極譜測定法）
2. X射線螢光分析
3. 電子包裝物料之表面特質
4. 表面分析方法的發展

乙. 無機化學
1. 主族、過渡金屬及稀土金屬有機化合物之合成、性質及結構
2. 金屬V口林及仿生化學
3. 金屬X菁及Z菁的合成及其性質之研究
4. 有機金屬在有機合成中的應用
5. 早過渡金屬及稀土金屬有機化合物之催化性質研究
6. 金屬碳硼烷及碳硼烷之合成、結構及反應
7. 無機高分子
8. 金屬N活性中心模型化合物的合成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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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有機化學
1. 大分子之合成及其性質之研究
2. 新合成方法
3. 非線性光學材料
4. 有藥用價值之天然分子及其類似物之全合成
5. 不對稱催化反應
6. 醣化學
7. 具備理論及實用價值之非天然分子之合成
8. 有機硼及有機硅化合物在有機合成之應用
9. 不對稱的有機合成
10. 綠色化學

丁. 物理化學
1. 半導體及相關材料之表面改性
2. 氣體色層分析研究
3. 分離分子之分子軌道計算
4. 智慧型凝膠、納米粒子及大分子在溶液中的動力學
5. 核酸與月太的結構及動力學研究
6. 分子動力學模擬
7. 質譜議的發展及其應用

戊. X射線晶體學
1. 晶體工程
2. 包合物化學
3. 配位化學

己. 環境科學
1. 空氣污染監察
2. 環境污染物之降解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中醫學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中藥質量控制及標準化研究
2. 中藥化學及生物活性成份
3. 中藥藥理、生物和生物化學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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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藥用植物分子生物學
5. 植物類藥物及保健品之研發
6. 中西醫學比較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開設科目
中醫學碩士課程及其他經特別核准之科目。

中醫學碩士課程
此課程為修課式課程，學生須完成至少八十三學分之科目及四十學分之
臨£學習。

理學碩士（中醫學）課程
此課程為修課式課程，學生須完成至少三十六學分之科目，並提交醫案
及論文，始可畢業。

環境科學學部

環境科學哲學博士課程
（由生物化學學部、生物學部及化學學部聯合開辦）

專研範圍
1. 環境分析
2. 環境±生學
3. 環境/生化毒理學
4. 環境影響評估
5. 環境生物學
6. 海洋生態學/污染
7. 環境生物技術/微生物學
8. 廢物分析及處理
9. 環境化學

開設科目
環境科學本科課程及其他經特別核准之科目。如：
1. 分子生物學
2. 海洋生物學
3. 環境生物技術學
4. 無機化學（二）
5. 環境管理與污染管制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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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環境影響評估
7. 環境±生學
8. 保護生物學
9. 環境化學（二）：工業
10. 化學處理程序
11. 環境管理
12. 城市環境問題

環境科學哲學碩士課程
（由生物化學學部、生物學部及化學學部聯合開辦）

專研範圍
與環境科學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食品及營養科學學部

食品及營養科學哲學碩士課程
（由生物化學學部及生物學部聯合開辦）

專研範圍
＊

1. 植物中具有生物活性的化學物質
2. 風味分析及其化學基礎
3. 中式發酵食品程序和分析
4. 食用菌類食品生物工程
5. 天然食品添加劑的開發
6. 食品成分分析
7. 食品±生
8. 食品微生物學
9. 功能食品
10. 海產食品過敏原的分子克隆和分析
11. 水果及菇類的收成後研究
12. 膳食纖維的組織和功能
13. 本港兒童的膽固醇水平
14. 懷孕和哺乳期必需脂肪酸的代謝
15. 減肥過程中的脂肪代謝
16. 天然食物抗氧化劑
17. 營養和癌病
18. 營養和腦功能
19. 臨£和社區的營養教育
20. 本港人口中特選組別的營養調節
21. 本港營養普查
22. 膽固醇代謝
＊

有意修讀者，請與該課程之教授商討有關研究項目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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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學與工程學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薄膜物理學
2. 過冷液態和玻璃態
3. 納米材料及技術
4. 半導體的光學性質
5. 材料測試
6. 立方氮化硼生長及機理
7. 複合材料
8. 複雜流體
9. 湍流
10. 非線性光學
11. 光學與激光
12. 新型激光介質和激光系統
13. 熱釋光
14. 離子束在表面物理之應用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數學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甲. 代數
1. 代數幾何
2. 代數數論
3. 經典群
4. 環論
5. 半群
6. 理論計算機語言

乙. 分析
1. 凸分析及非光滑最優化
2. 分形及小波
3. 調和分析
4. 算子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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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應用分析
1. 應用偏微分方程
2. 金融工程
3. 流體動力系統
4. 數學物理
5. 生物數學

丁. 計算數學
1. 數值分析
2. 方程及線性代數
3. 圖像處理
4. 最優化
5. 反問題

戊. 幾何分析
1. 微分幾何
2. 多複變函數
3. 流形上的非線性分析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理學碩士課程
此乃修課式課程，學生須根據學部規定至少修讀廿四學分。

分子生物技術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動物生物技術學
2. 生物化學工程
3. 生物訊息學
4. 中藥研究
5. 環境生物技術學
6. 真菌生物技術學
7. 基因組研究
8. 分子免疫學/血液學
9. 海洋生物技術學
10. 微生物生物技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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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分子診斷學
12. 基因治療學
13. 植物生物技術學
14. 蛋白組研究
15. 結構生物學及蛋白質工程
16. 轉基因技術
17. 神經遺傳學及神經系統疾病研究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物理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甲. 實驗
1. 薄膜物理學
2. 過冷液態和玻璃態
3. 納米材料及技術
4. 半導體的光學性質
5. 材料測試
6. 立方氮化硼生長及機理
7. 複合材料
8. 複雜流體
9. 湍流
10. 非線性光學
11. 光學與激光
12. 新型激光介質和激光系統
13. 熱釋光
14. 離子束在表面物理之應用

乙. 理論 / 計算
1. 凝聚體物理學
2. 高溫超導材料
3. 光學
4. 電動力學/等離子體物理學
5. 動態氣象學
6. 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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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動態斷裂力學
8. 天文物理
9. 粒子物理
10. 統計物理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理學碩士課程
此乃修課式課程，學生須根據學部規定至少修讀廿四學分。

統計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課程以研究為主，而學部並無指定專研範圍。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時間序列分析
2. 統計計算
3. 協力差結構模型
4. 甄別分析
5. 估計理論
6. 因子分析
7. 質性數據分析
8. 馬氏系統之控制
9. 線性模型
10. 可靠性分析
11. 統計品質控制
12. 聯立統計推論
13. 不完整數據分析
14. 決策理論估計
15. 貝爾斯推論
16. 漸近理論
17. 非參數統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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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科學學部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風險理論
2. 風險測度與風險值
3. 時間序列及風險過程之統計模型
4. 固定收入模型
5. 信貸風險
6. 市場風險
7. 風險索償定價
8. 運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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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

人類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課程以研究社會人類學及文化人類學為主。

專研範圍
重點在中國以及東亞和東南亞區域研究。研究課題包括民族主義、族群
與身分研究、全球化與跨國網絡、宗教、性別研究、經濟發展與社會變
遷、飲食文化、旅遊文化、城市文化及青年文化。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文學碩士課程
這是一門社會文化人類學修課式課程，為不曾修讀人類學的人士而設。

人類學（華人社會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這是一門修課式課程，為已具備社會科學學科知識的人士而設 。課程內
容著重於人類學理論與民族誌；其中的區域範圍包括了中國內地、台
灣、香港、澳門及海外華人社區。

建築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建築歷史及理論
2. 建築技術
3. 資訊科技及電腦化設計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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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碩士課程
此為建築學的專業碩士學位課程，分設計和理論兩部分。設計課以根據不
同設計觀點和方法劃分的四個專題設計工作室為教學基礎。學生於首學年
每學期選擇修讀一個專題工作室。理論課程有四個領域：視覺設計、人文
學科、建築和環境技術，以及專業實踐。研究生須按規定修讀系內的核心
和選修科目，亦可選修其他學系的科目，以發展廣泛的跨學科興趣，並豐
富各自專研範疇的知識。一年級研究生尚須修讀一科由系內教師根據各自
的課題開設的專題研究科目。畢業設計項目由學生獨立完成，以全面檢驗
學生確定課題，開展研究，制定設計任務書和發展設計的能力。

開設科目

第一學年
1. 高級居住設計工作室
2. 高級技術設計工作室
3. 高級建構設計工作室
4. 高級城市設計工作室
5. 城市設計及規劃
6. 高級建造技術
7. 高級建築設備
8. 專業運作及管理

第二學年
1. 畢業設計（一）
2. 畢業設計（二）
3. 建築理論與批評

傳播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國際傳播
2. 政治傳播
3. 民意
4. 媒介社會學
5. 媒介倫理與法律
6. 媒介與文化
7. 媒介效果
8. 新傳播科技
9. 大眾傳播理論
10. 中國媒介制度
11. 媒介與社會變遷
12. 傳播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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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科目

甲. 主修科目
1. 傳播研究統計學
2. 傳播理論
3. 定量傳播研究
4. 定質傳播研究
5. 多變項傳播研究分析及應用

乙. 選修科目
1. 傳播專題研究（一）
2. 全球化與傳播
3. 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
4. 論文研討
5. 新傳播科技：趨勢與影響
6. 電訊政策
7. 傳播獨立研究
8. 傳播專題研究（二）
9. 中國社會的傳播模式
10. 資訊科技的科際探討

哲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甲. 主修科目
1. 傳播理論
2. 論文研討
3. 定量傳播研究
4. 定質傳播研究

乙. 選修科目
1. 傳播專題研究（一）
2. 全球化與傳播
3. 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
4. 新傳播科技：趨勢與影響
5. 電訊政策
6. 傳播獨立研究
7. 多變項傳播研究分析及應用
8. 傳播專題研究（二）
9. 中國社會的傳播模式
10. 資訊科技的科際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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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傳播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甲. 主修科目
1. 應用傳播研究
2. 企業傳播
3. 人際與團體傳播
4. 衝突調解
5. 新傳播科技：趨勢與影響

乙. 選修科目
1. 傳媒生產業策略分析
2. 媒介管理
3. 文化傳播
4. 公共關係：理論與技巧
5. 電訊政策
6. 新媒體專題研究（一）
7. 新媒體專題研究（二）
8. 綜合傳播策略研究
9. 當代傳播論題研討
10. 畢業報告

新聞學文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甲. 主修科目
1. 應用傳播研究
2. 新聞採訪寫作
3. 傳媒道德與法律
4. 新聞採訪寫作進階
5. 公共事務採訪

乙. 選修科目
1. 全球化與傳播
2. 傳媒生產業策略分析
3. 新聞學專題研究（一）
4. 新聞學專題研究（二）
5. 網絡新聞
6. 中國社會的傳播模式
7. 當代傳播論題研討
8. 畢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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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理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甲. 主修科目
1. 多媒體應用與管理
2. 新傳播科技：趨勢與影響
3. 網上媒體製作
4. 資訊科技的科際探討
5. 新媒體製作

乙. 選修科目
1. 全球化與傳播
2. 傳媒生產業策略分析
3. 媒介管理
4. 應用傳播研究
5. 傳媒道德與法律
6. 網絡新聞
7. 電訊政策
8. 新媒體專題研究（一）
9. 新媒體專題研究（二）
10. 綜合傳播策略研究
11. 當代傳播論題研討
12. 人與電腦之高級互動設計

經濟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計量經濟學
2. 經濟理論
3. 國際經濟學
4. 貨幣經濟學
5. 發展經濟學
6. 數理經濟學
7. 勞動經濟學
8. 產業組織
9. 公共經濟學
10. 比較經濟學
11. 大陸、香港、台灣經濟
12. 財務經濟學
13. 經研究生專門小組批准之其他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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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科目
1. 數量方法簡介
2. 個體經濟理論
3. 總體經濟理論
4. 計量經濟理論及應用
5. 應用時間序列分析
6. 經濟學系研究生論文寫作訓練
7. 專題研究
8. 論文研究

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開設科目

甲. 必修科目
1. 數量方法簡介
2. 個體經濟理論
3. 總體經濟理論
4. 計量經濟理論及應用
5. 經濟學系研究生論文寫作訓練
6. 專題研究
7. 論文研究

乙. 選修科目
1. 數理經濟學
2. 比較經濟學
3. 貨幣經濟學
4. 財務經濟學
5. 公共經濟學
6. 國際貿易
7. 國際金融
8. 高級預測方法
9. 發展經濟學
10. 勞動經濟學
11. 工業組織
12. 應用時間序列分析
13. 經濟理論研討
14. 亞太經濟研討
15. 經濟學專門論題（一）
16. 經濟學專門論題（二）
17. 經濟學專門論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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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與資源管理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課程以研究為主，而學部並無指定專研範圍。

哲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
1. 高級地理方法學

＊
2. 學術研討
3. 亞太地理專題研究
4. 人文地理專題研究
5. 環境及資源管理專題研究
6. 論文研究

應用地理信息學學士後文憑

開設科目
＊
1. 地理訊息系統

＊
2. 遙感圖像分析

＊
3. 空間決策支持系統

＊
4. 獨立研究

政治與行政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課程以研究為主，而學部並無指定專研範圍。

哲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甲. 必修科目
1. 論文籌劃（一）
2. 論文籌劃（二）
3. 研究原則與方法
4. 當代政治學
5. 專題研究（一）
6. 專題研究（二）
7. 論文研究科目

＊
必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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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選修科目
1. 政府學說
2. 公共行政專題
3. 專題研究
4. 比較政治
5. 公共政策分析
6. 公共管理
7. 國際關係
8. 香港研究專題
9. 中國政治
10. 中美關係
11. 兩岸關係
12. 中國與世界
13. 台灣研究專題
14. 當代中國政治思想
15. 中國中央地方關係
16. 中國公共政策
17. 中國改革時期的政治經濟問題

中國政治文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甲. 必修科目
1. 香港研究專題
2. 中國政治
3. 中國與世界
4. 台灣研究專題
5. 中國憲法與行政法

乙. 選修科目
1. 中美關係
2. 兩岸關係
3. 當代中國政治思想
4. 中國中央地方關係
5. 中國公共政策
6. 中國改革時期的政治經濟問題
7. 政治學研究
8. 公共行政專題
9. 獨立研究
10. 研究原則與方法
11. 比較政治
12. 公共政策分析
13. 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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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國際關係
15. 當代政治學
16. 論文
17. 行政法
18. 比較憲法
19. 刑事行政
20. 國際公法
21. 國際人權
22. 平等機會法律與政策
23. 亞洲人權及立憲主義專題
24. 法律和政治理論基礎
25. 當代中國法制
26. 中國刑事管理
27. 中國經濟法
28. 中國社會的傳播形式
29. 中國人心理學
30. 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
31. 中國教育的變遷與發展

法律與公共事務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甲. 必修科目
1. 法律與公共事務
2. 行政法
3. 比較憲法
4. 公共政策分析
5. 公共管理

乙. 選修科目
1. 刑事行政
2. 國際公法
3. 亞洲人權及立憲主義專題
4. 平等機會法律與政策
5. 法律和政治理論基礎
6. 當代中國法制
7. 中國刑事管理
8. 中國憲法與行政法
9. 中國經濟法
10. 法律和公共事務專題
11. 實習
12. 論文
13. 政治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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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公共行政專題
15. 獨立研究
16. 研究原則與方法
17. 比較政治
18. 國際關係
19. 香港研究專題
20. 中國政治
21. 當代政治學
22. 中國中央地方關係
23. 中國公共政策
24. 中國改革時期的政治經濟問題
25. 法律與經濟
26. 國際人權

心理學學部

臨Q心理學哲學博士課程

研讀課程
1. 高級臨�研討（一）及（二）
2. 臨�心理學高級專題學習（一）及（二）
3. 高級實習（一）及（二）
4. 臨�心理學專業研討
5. 研究方法（二）
6. 博士論文

心理學哲學博士課程

專研範圍
1. 臨�心理學

（a） 諮商與心理治療
（b） 精神診斷與分類
（c） 臨�神經心理學
（d） 兒童與青少年心理病理學
（e） 心理學與（身心）健康
（f） 心理失調

（i） 焦慮症
（ii） 癡呆與老化
（iii） 飲食失調
（iv） 記憶失調
（v） 人格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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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文化心理學
（a） 跨文化社會心理學
（b） 跨文化人格
（c） 跨文化發展心理學
（d） 教養及文化

3. 發展心理學
（a） 語言與認知發展
（b） 教養及發展
（c） 社會化

4. 情緒、動機及主觀幸福感
（a） 情緒及其表達
（b） 兒童與青少年的主觀幸福感
（c） 主觀經驗與動機
（d） 人格改變的縱貫法研究

5. 人類認知
（a） 認知神經心理學
（b） 語言心理學

（i） 語音處理（加工）
（ii） 中文語言心理學
（iii） 閱讀學習與閱讀困難

6. 學習與教育心理學
（a） 數學的學習
（b） 條件化與行為改變

7. 知覺行動
（a） 知覺（觸覺/閾下）
（b） 動作協調
（c） 注意力與腦電圖

8. 研究方法
（a） 結構方程式的模擬
（b） 再抽樣技術
（c） 跨文化研究方法論

9. 社會心理學
（a） 態度——行為模型
（b） 愛滋病的行為研究
（c） 兩性心理學
（d） 群體表現與決策
（e） 組際關係
（f） 法學心理學
（g） 公義
（h） 協調與衝突解決
（i） 科學性創造力
（j） 社會兩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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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哲學碩士課程（全日制）

研讀課程
1. 人事心理學
2. 組織心理學（一）
3. 組識心理學（二）
4. 研究方法（一）
5. 研究方法（二）
6. 個別研習
7. 實習
8. 工業及組織心理學數量化技巧研討
9. 工作培訓心理學研討
10. 消費心理學研討
11. 專業問題研討
12. 碩士論文

如未曾修讀下列本科科目，應同時選修：
1. 社會心理學
2. 性格心理學
3. 心理測驗
4. 定質研究法
5. 人因心理學

心理學哲學碩士課程

專研範圍
與心理學哲學博士課程相同。

開設科目
1. 研究方法（一）
2. 研究方法（二）
3. 認知心理學研討班
4. 知覺與學習研討班
5. 社會及人格心理學研討班
6. 發展心理學研討班
7. 個別研習
8. 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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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Q心理學社會科學碩士及哲學碩士聯合課程（全日制）
由心理學系及精神科學系聯合主辦。社會科學碩士課程之修業年限最少
為兩年，最多四年。哲學碩士課程之修業年限則最少一年，最多兩年。

研讀課程

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1. 心理病理學
2. 認知評估
3. 專業問題探討
4. 臨�心理學研究議題
5. 行為治療法
6. 臨�研討（一）至（四）
7. 研究方法（一）
8. 健康及社區心理學
9. 個人治療方法
10. 性格評估
11. 個別研究
12. 臨�實習（一）至（五）
13. 神經心理學研討
14. 治療法研討
15. 臨�心理學專題學習
16. 碩士論文（一）及（二）

哲學碩士課程
1. 高級臨�研討（一）及（二）
2. 臨�心理學高級專題學習（一）及（二）
3. 督導實習（一）及（二）

心理諮詢與治療文學碩士課程（於北京大學舉辦）

研讀課程
1. 研究方法及實踐
2. 統計與心理測量
3. 心理諮詢與心理治療：引論
4. 生理心理學
5. 認知心理學
6. 發展心理學
7. 人格與社會心理學
8. 心理病理學
9. 認知及腦功能評估
10. 診斷及性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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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臨�治療方法一：認知行為療法
12. 臨�治療方法二：其他療法
13. 臨�研討會一：評估
14. 臨�研討會二：治療方法

心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開設科目

甲. 必修科
1. 統計學概論
2. 實驗設計
3. 心理測驗
4. 論文研究（一）
5. 論文研究（二）
6. 從下列基本歷程中選修兩科：

（a） 生理心理學
（b） 感覺與知覺
（c） 基本學習歷程
（d） 記憶與認知

7. 從下列社會歷程中選修兩科：
（a） 兒童心理學
（b） 社會心理學
（c） 性格心理學

乙. 選修科
從心理學系為本科生提供的其他科目，或從6（a）－（d）和
7（a）－（c）並未選修為必修科的科目中，修讀兩科。

社會工作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社會福利）
課程以研究為主，而學部並無指定專研範圍。

哲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1. 社會工作研究（一）
2. 社會工作研究（二）
3. 指導學習（一）
4. 指導學習（二）
5. 論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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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1. 轉變中之社會福利
2. 社會發展
3. 社會工作研究（一）
4. 社會工作研究（二）
5. 高級臨�社會工作（一）或
6. 高級宏觀社會工作（一）
7. 高級臨�社會工作（二）或
8. 高級宏觀社會工作（二）：策略性計劃
9. 專題研討（一）：特選專題
10. 人力資源管理、領導才能及團隊建立
11. 專題研討（臨�）
12. 專題研討（政策）
13. 實習（一）
14. 實習（二）
15. 社工碩士工作計劃（一）
16. 社工碩士工作計劃（二）

社會工作文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1. 社會福利、社會工作與社會問題
2.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3. 綜合社會工作實務（一）
4. 政策實務、策劃及程序發展
5. 人力資源管理、領導才能及團隊建立
6. 綜合社會工作實務（二）
7. 精神健康及精神失調
8. 社會工作研究

社會工作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1. 社會福利、社會工作與社會問題
2.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3. 綜合社會工作實務（一）
4. 政策實務、策劃及程序發展
5. 人力資源管理、領導才能及團隊建立
6. 綜合社會工作實務（二）
7. 精神健康及精神失調
8. 社會工作研究
9. 社會工作實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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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社會工作實習（二）
11. 實務問題研討
12. 社會科學碩士計劃

家庭輔導及家庭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1. 社會轉變中的家庭
2. 家庭輔導及家庭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3. 社區為本家庭服務和實務
4. 精神健康及精神失調
5. 家庭小組工作實務
6. 專題研討：結構性家庭治療
7. 專題研討：尋解導向治療
8. 專題研討：認知行為治療
9. 程序評估
10. 特殊家庭輔導與家長教育專題研討
11. 家庭輔導/家庭教育計劃

社會工作學士後文憑課程

開設科目

範疇一：人類福祉服務管理
1. 人力資源管理、領導才能及團隊建立
2. 財政預算及財務管理
3. 高級宏觀社會工作（二）：策略性計劃
4. 程序評估
5. 管理研習計劃（一）
6. 管理研習計劃（二）
7. 綜合研討（管理）

範疇二：高級臨C實務
1. 高級臨�社會工作（一）
2. 專題研討

（a） 特選專題
（b） 結構性家庭治療
（c） 尋解導向治療
（d） 認知行為治療
（e） 融匯臨�社會工作

3. 精神健康及精神失調
4. 程序評估
5. 臨�實習計劃（一）
6. 臨�實習計劃（二）
7. 綜合研討（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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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三：研究及程序評估
1. 社會工作研究（一）
2. 社會工作者統計及電腦應用
3. 社會工作研究（二）
4. 程序評估
5. 研究/程序評估計劃（一）
6. 研究/程序評估計劃（二）
7. 綜合研討（研究）

社會學學部

哲學博士課程
課程以中國、香港及東亞國家之社會學研究為主。

哲學碩士課程

開設科目

甲. 必修科目
1. 理論進階
2. 方法論進階
3. 專題研討
4. 社會學面面觀
5. 論文籌劃

乙. 選修科目
1. 統計分析進階
2. 定質研究
3. 指導研習
4. 文化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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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院課程

性別研究學部
此學部之課程乃跨學院課程，行政事務由人類學系統籌。

性別研究哲學博士課程
此課程旨在進一步整合性別研究與教學，並以東亞及東南亞社會之性別
議題為焦點，從事更高層次的研究。課程從跨學科的角度，結合不同的
研究方法，為學生提供理論與實踐並重的培訓。

專研範圍
可包括人類學、文化研究、歷史、新聞、文學、護理學、政治科學、心
理學、社會學及校內其他有關學科。

課程內容

甲. 必修科目
1. 性別研究研討 （一）
2. 性別研究研討（二）
3. 性別研究高等專題（一）
4. 性別研究高等專題（二）
5. 論文研究

乙. 選修科目
1. 指導研究

性別研究哲學碩士課程
此課程通過不同科目，全面探討不同社會和文化如何建構「男」和「女」的
觀念，以性別作為社會組織的一個重要原則，檢視其與政治及意識形態
各種制度的互動關係。

專研範圍
學生除於性別研究課程修業外，需選擇隸屬一個參與此課程的學系或學
院，包括人類學系、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英文系、政治與行政學系、歷
史系、新聞與傳播學院、現代語言及文化系、那打素護理學院、心理學
系、宗教系、社會學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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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第一學年
1.      性別研究研討會（一）、（二）
2.      參與學系之學科要求

第二學年
1.      性別研究高等專題（一）、（二）
2.      論文
3. 參與學系之學科要求

女性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此課程教授女性研究的基本理論、方法和工具，並剖析一系列當代女性
問題，讓學生認識兩性角色的建構，以及性別對社會發展及公共政策上
之重要性，對本科學習時未有或甚少接觸過女性研究，而在工作上須掌
握有關知識者尤有裨益。

課程內容

核心科目
1. 性別研究研討（一）

＊

2. 性別研究研討（二）
＊

3. 性別研究高等專題（一）
4. 性別研究高等專題（二）
5. 當代婦女議題

＊

6. 婦女、宗教與中國文學
7. 指導研究

選修科目
1. 性別在亞洲
2. 性別與文化
3. 婦女與健康
4. 宗教與性別研究
5. 性別、法律與政治
6. 性別與文學
7. 神學與女性主義
8. 性別與社會
9. 性別心理學
10. 性別與語言
11. 媒介、性與暴力

＊
必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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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研究學士後文憑課程
此課程由香港中文大學、北京中華女子學院、美國密西根大學合辦，在
中華女子學院授課。由美國路斯基金會提供全額獎學金及有關費用。課
程旨在培訓與國際接軌的高水準女性研究教學和科研人員。

課程內容
1. 性別與文化
2. 性別研究研討（一）
3. 性別研究研討（二）
4. 性別研究高等專題（一）
5. 性別研究高等專題（二）
6. 性別與社會
7. 當代婦女議題
8. 中國婦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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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資訊科技能力

資訊科技能力訓練
（請參閱本《概況》第229頁）

資訊科技能力測試

（適用於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一年度及以後入學學生）
學生須於畢業前通過資訊科技能力測試。測試不及格者，須修讀精修課
程後重考。重考不及格者，必須重修精修課程。測試不及格，而又沒有
修讀精修課程的學生，將不能畢業。

測試成績將分為「及格」及「不及格」兩個等級。學生畢業時，有關成
績等級將分別以「資訊科技能力及格」或「已修讀資訊科技課程」註明於其
學業成績表上。

（適用於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及以前入學學生）
學生可要求參加測試。如測試及格，其學業成績表上將印有「資訊科技能
力及格」字句。如測試不及格，其學業成績表上將不會有任何有關紀錄。

測試課程範圍
第一部 電腦使用
第二部 文字處理
第三部 試算表
第四部 電子通訊
第五部 圖文簡報軟件
第六部 電腦德育

Pony
資訊科技能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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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課程

本校向以推動東西文化交流為其特殊使命，獲雅禮協會贊助，一九七七年
九月開辦亞洲課程，專供海外學生、學者及教師前來研習中國、亞洲及國
際學術問題，包括修讀由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提供的中國語文課程。

亞洲課程完全納入大學的教學體制中，海外學員亦與本地學生同住
校內宿舍。大學接受海外學員選修各種科目，惟醫學院及教育學院的科
目及為中大本科生開辦的語文精修課程及普通話課程除外。此外，海外
學生可修讀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特別為他們而設的中國語文課程。亞洲
課程亦開設一些以英語教授的亞洲、中國及國際研究課程，供海外及本
地學生選讀。海外學員在選課時將與本地學生一樣受課堂時間、學額及
語文能力要求的限制。

亞洲課程的學員分為
（一）特別生（大學本科生）：每學期須修足十二至十八學分；
（二）特別生（非修讀高級學位課程之大學畢業生）：

（甲）每學期須修足十二至十八學分，或
（乙）每學期須參與研究及修足最少三學分。

亞洲課程為學年制課程（九月至五月），也接受只修讀一學期的申
請。申請人毋須具有修習中國語文或亞洲學科的資歷，惟大學本科生一
般須至少已修畢兩學期之大學課程；申請為研究院特別生者，則須具有
學士學位。

本校亦歡迎海外合作夥伴派遣學生以交換生身分前來就讀。海外交
換生將附屬於亞洲課程，並獲豁免繳交課程學費；惟其原校之學費、宿
舍費及有關交換計劃協議所訂下之費用，則需自行繳付。

美加地區申請者可逕自向本課程之北美區代表查詢及辦理有關手續。
地址：CUHK International Asian Studies Programme, Yale－China

Association, P.O. Box 208223, New Haven, Connecticut 06520-8223,
USA

電話：（二零三）四三二零八五零
傳真：（二零三）四三二七二四六
電郵： iasp@yale.edu
網址：http://www.yalechina.org/programs/intl_asian_stud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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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區的申請者可直接與本校亞洲課程聯絡。
地址：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學術

交流處亞洲課程
電話：（八五二）二六零九七五九七
傳真：（八五二）二六零三五零四五
電郵： iasp@cuhk.edu.hk
網址： http://www.cuhk.edu.hk/oal

亞洲課程

編號 科目名稱 學期
＊

IAS 2510 中國文學導論 下
IAS 2520 中國音樂文化導論 上
IAS 2540 中國傳統思想史 上
IAS 2550 中國文化導論 上
IAS 2580 亞洲語言與文化 下
IAS 4050 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亞太地區的發展 下
IAS 4090 國際專題研究（一） 上
IAS 4091 國際專題研究（二） 下
IAS 4150 亞洲國際關係 上
IAS 4160 性別、文化及社會轉變 下
IAS 4170 雙城故事：上海與香港 下
IAS 4180 商業與政治 下
IAS 4280 亞洲課程專題討論 下
IAS 5090 國際專題研究（一） 上
IAS 5091 國際專題研究（二） 下

中國語文課程

亞洲課程的學員可在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修讀中國語文課程，每學期最
多選修六學分。中國語文課程包括不同程度的廣東話及普通話科目。

主修、副修及選修科目

亞洲課程的學員可選修各種科目，惟醫學院及教育學院的科目及為中大
本科生開辦的語文精修課程及普通話課程除外。學員在選課時將與本地
學生一樣受到課堂時間、學額及語文能力要求的限制。

＊
日後或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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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及雜費
（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學年）

各項課程費用

本科課程

學費 港元

全日制（每年）.............................................................................. 42,100
兼讀課程（每年）.......................................................................... 28,066
特別生（每年）.............................................................................. 42,100
重讀生（每科每學期）.................................................................. 5,275
兼讀課程重讀生（每科每學期）.................................................. 5,275

申請入學費用

全日制 .......................................................................................... 430
兼讀課程 ...................................................................................... 430
特別生 .......................................................................................... 430

其他費用

留位費（每學期）
兼讀課程 .............................................................................. 200
全日制 .................................................................................. 300

＊
保證金 .......................................................................................... 450

†
中大學生會會費 .......................................................................... 87
畢業費 .......................................................................................... 450
學歷證明書/學業成績表（每張）................................................ 40
學位證書/文憑副本加簽證明費（每張）.................................... 40

＊
學生於離校時，如無須賠償任何費用，此款得予發還，惟保證金通常移作畢業費。

†
書院學生會會費是根據各書院學生會會章所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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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列科目簡介費（每次申請首份）.............................................. 120
（以後每份）.......................................................................... 30

過期繳費罰款 .............................................................................. 200
補領「中大通」學生證（每張）...................................................... 130
申請豁免科目及學分費 .............................................................. 160

研究院課程

學費 港元

全日制博士與碩士學位課程及一年制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
（每年）.................................................................................. 42,100

兼讀制博士學位課程（每年）...................................................... 31,575
兼讀制哲學碩士、社會工作碩士與

＃＃
社會科學傳播學碩士學

位課程（每年）...................................................................... 28,066
兼讀制文學、音樂、社會科學、理學、教育碩士學位及文憑

課程（每年）.......................................................................... 21,050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全日制）

舊生（學費及研討會費——每年）....................................... 51,800
新生——學期前修讀科目（每學分計）............................... 1,800

——其他科目（每學分計）........................................... 2,600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晚間上課/周末上課）

舊生（每學分計）.................................................................. 3,800
新生（每學分計）.................................................................. 4,080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四學期制）
第二年第四學期（舊生）...................................................... 37,170
第一年第一學期（新生）...................................................... 38,940
其後每學期（舊生）.............................................................. 24,780
其後每學期（新生）.............................................................. 25,960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醫療）（每學分計）.............................. 4,080
環球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整個課程）.................................. 288,000
金融財務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在清華大學舉辦）
（每年）...................................................................... 人民幣 54,000

兼讀制普通話教育文學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50,000
兼讀制家庭輔導及家庭教育文學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35,000
二年制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兼讀課程（每年）.............................. 21,050
全日制新聞學文學碩士課程

舊生（每年）.......................................................................... 48,000
新生（每年）.......................................................................... 52,000

＃＃
不適用於二零零零年八月一日及以後入學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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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讀制新聞學文學碩士課程
舊生（每年）.......................................................................... 24,000
新生（每年）.......................................................................... 26,000

兼讀制新媒體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26,000
兼讀制社會工作文學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35,000
兼讀制社會工作社會科學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35,000
兼讀制社會工作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24,000
兼讀制文化管理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30,000
心理諮詢與治療文學碩士學位課程（在北京大學舉辦）
（每年）...................................................................... 人民幣 15,000

兼讀制學位教師高級教育文憑（資訊科技教育應用）課程
（全期）.................................................................................. 42,500

兼讀制學位教師高級教育文憑課程
學生輔導（全期）.................................................................. 42,500
普通話（全期）...................................................................... 35,000

兼讀制計算機科學理學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37,500
兼讀制財務學理學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37,000
兼讀制預防醫學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65,000
兼讀制護理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49,000
兼讀制會計學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40,000
專業會計學碩士學位課程（在上海國家會計學院舉辦）
（每年）...................................................................... 人民幣 31,000

兼讀制企業經濟理學碩士學位課程
第一年 .................................................................................. 54,000
第二年 .................................................................................. 36,000

兼讀制市場學理學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45,000
兼讀制電子商貿管理理學碩士學位課程

每科 ...................................................................................... 9,000
整個課程 .............................................................................. 90,000

兼讀制電子商貿技術理學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45,000
兼讀制資訊與科技管理理學碩士學位課程

第一年 .................................................................................. 54,000
第二年 .................................................................................. 36,000

兼讀制環球商業理學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43,500
兼讀制應用地理信息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35,000
兼讀制電子工程理學碩士學位課程

第一年 .................................................................................. 35,000
第二年 .................................................................................. 30,000

兼讀制訊息工程理學碩士學位課程
第一年 .................................................................................. 35,000
第二年 .................................................................................. 30,000

兼讀制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理學碩士學位課程
第一年 .................................................................................. 45,000
第二年 .................................................................................. 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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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讀制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理學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35,000
兼讀制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碩士課程

第一年 .................................................................................. 45,000
第二年 .................................................................................. 50,000

兼讀制運動科學理學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39,000
兼讀制臨û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理學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28,000
兼讀制精神健康護理學學士後文憑

第一年 .................................................................................. 42,000
第二年 .................................................................................. 28,000

兼讀制臨û老人學理學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30,000
全日制中醫學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72,000
兼讀制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理學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60,000
兼讀制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56,000
兼讀制臨û藥劑學碩士學位課程（每年）.................................. 40,000
兼讀制產科護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42,000
特別生（每年）.............................................................................. ††

延續生（每學期）.......................................................................... ††

申請入學費用

理學及醫學博士學位課程（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年度）.......... 180
其他研究院課程

1. 文憑課程 ...................................................................... 180
2. 碩士學位課程 .............................................................. 180
3. 哲學博士學位課程 ...................................................... 180

其他費用

留位費（每學期）
三年制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兼讀課程 .................................. 200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 ...................................... 150
其他研究院課程 .................................................................. 300

延期費（每學期或其一部分）...................................................... 5,275
＊
保證金 .......................................................................................... 450
畢業費 .......................................................................................... 450
學歷證明書/學業成績表（每張）................................................ 40
學位證書/文憑副本加簽證明費（每張）.................................... 40
查列科目簡介費（每次申請首份）.............................................. 120
（以後每份）.......................................................................... 30

過期繳費罰款 .............................................................................. 200
補領（中大通）學生證（每張）...................................................... 130
申請豁免科目及學分費 .............................................................. 160

††
依照個別課程之收費

＊
學生於離校時，如無須賠償任何費用，此款得予發還，惟保證金通常移作畢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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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課程費用
1. 醫學博士註冊費 .......................................................... 42,100
2. 論文/創作考試費

理學博士 ...................................................................... 8,000
醫學博士 ...................................................................... 4,000
其他博士課程 .............................................................. 2,000
＃
研究式碩士課程 ........................................................ 1,500

3.
＃＃
論文口試重考費（博士課程）................................. 200

4.
＃＃
課程筆試及/或實驗考試重考費（每卷）（博士課程） 200

5. 論文修改後重考費（於呈交修改後之論文時繳交）
博士課程 ...................................................................... 1,000
＃
研究式碩士課程 ........................................................ 750

6. 頒授修課式課程高級學位予哲學博士課程學生之行政費 8,000

中國語文研習所課程

學費 港元

個別授課每節四十五分鐘 .......................................................... 630
二人班每節四十五分鐘 .............................................................. 315
三人班每節四十五分鐘 .............................................................. 230
三至八人班

每週十五節（每學期）.......................................................... 23,700
每週十五節（暑期班）.......................................................... 17,325

亞洲課程

學費 港元
＊＊ 特別生（本科）

每學年（兩學期──九月至五月）....................................... 84,200
春季或秋季每一學期 .......................................................... 42,100

＊＊ 特別生（研究生）
每學年（兩學期──九月至五月）....................................... 142,150
春季或秋季每一學期 .......................................................... 91,620

申請入學費 .................................................................................... 400

申請延長留校費 ............................................................................ 750

＃
適用於二零零零年八月一日及以後入學之研究式碩士課程學生。

＃＃
不適用於二零零零年八月一日及以後入學之學生。

＊＊
是項收費包括學費、宿費及相關的雜費、普通醫藥費、學生會會費、簽發學歷
證明書、新生輔導，各種文娛活動費用及核准中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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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費
學生一經配予宿位，須照下列規定繳費。宿期通常由九月至五月，除研
究生宿舍一座外，宿費可分兩期繳交。下列為兩期宿費總額（並不包括住
宿以外之其他費用）。

港元
崇基學院宿舍

二至五人房 .......................................................................... 7,166
新亞書院宿舍

雙人房及三人房 .................................................................. 7,166
聯合書院宿舍

雙人房及三人房 .................................................................. 7,166
逸夫書院宿舍

雙人房及三人房 .................................................................. 7,166
何善衡夫人醫科生宿舍（宿期十二個月）

單人房 .................................................................................. 11,494
雙人房 .................................................................................. 9,590

研究生宿舍一座（每月）
單人房 .................................................................................. 3,060
雙人房及三人房 .................................................................. 2,040

研究生宿舍二至六座
單人房 ..................................................................... 14,940至17,100
雙人房 ..................................................................... 9,900至11,700

其他費用
除上列各項費用之外，個別學生之日常支出尚有膳食費、書籍費、交通
費，以及其他零用。

膳食費方面，校內早餐約需十五元，午、晚餐約各需三十元。據估
計每年所需書簿費約為六千五百元，走讀生每年所需交通費約為六千二
百元至七千二百元。至於零用多寡，則因人而異。

總而言之，每一全日制學生每年之日常支出，約在九萬至九萬八千
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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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及
經濟援助

香港政府為協助需要經濟援助之學生完成大學學業，設有助學金及貸
款，由政府助學金聯合委員會統籌辦理。

此外，大學及其成員書院不時獲社團與私人贈款，作為設立獎助學
金、貸款及工讀計劃之用。茲將各獎助學金之分類及名稱概列如後，詳
情可向本校學生事務處查詢。

全日制本科課程

任何學院

獎學金

友邦慈善基金獎學金

廠商會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傑出中學生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獎學金

Ernst & Young Young Fellow獎學金

大學婦女香港協會Spring Chen本科生獎學金

大學婦女香港協會Ellen Li本科生獎學金

香港賽馬會獎學金

繼昌堂獎學金

江貽孫紀念獎學金

李寶椿本科生獎學金

人文價值證書課程獎學金

杜月澧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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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委員會研究獎學金

胡壽榮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殘疾學生獎學金

優異獎

高雄先生紀念文學獎

中大女子排球隊獎金

伍絜宜先生語文獎

尤德爵士紀念獎

杏範書籍獎

外展訓練/領袖獎勵計劃

扶輪青年領袖獎勵計劃

悟宿基金會外展訓練課程

內地學生獎學金

香港賽馬會優秀國內學生獎學金計劃

利銘澤黃瑤璧慈善基金內地本科生獎學金

利興慈善基金——利興獎學金

新鴻基地產集團獎學金

偉倫基金獎學金

海外留學及交換計劃獎學金

大和銀行集團獎學金

香港潮州商會獎學金

�豐銀行慈善基金海外獎學金

香港日本文化協會獎學金

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獎學金（日本語及日本文化研修）

國際會議、旅遊及實習獎

Business Today會議獎

內地文化考察計劃獎學金

日航獎學金計劃

卓越展翅國際管理討論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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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旅費貸款計劃

學生旅費貸款計劃之目的在提供免息貸款，資助成績良好，具領導才能
而家境並不充裕之本地學生，前往外地修讀短期課程，從事實習工作，
出席會議或參加交換學生計劃之部分旅費。下列為供學生申請之旅費貸
款：

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學生旅費貸款

中大校友會「中大信用卡」旅費貸款

新昌——葉庚年學生旅費貸款

林安行紀念學生旅費貸款

李曹秀群女士旅費貸款

林恩承紀念學生旅費貸款

南聯教育基金旅費貸款

Shanghai Refugee Donation學生旅費貸款

蜆殼有限公司學生旅費貸款

暑期援助貸款計劃

暑期援助貸款計劃之目的在提供免息貸款，資助因需要在暑假期間完成
指定之實習課程、其他學習計劃或參與籌辦學生活動，而導致經濟困難
的本地學生。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基金暑期援助貸款

助學金

AVX/Kyocera基金助學金

捷和鄭氏基金助學金

裘槎基金會緊急援助金

�豐銀行慈善基金助學金

新昌——葉庚年助學金

許黎碧雯助學金

郭謝碧蓉助學金

李鈞洪教育基金助學金

東方報業慈善基金會大專學生——緊急援助金

悟宿基金會有限公司助學金

Swatow Lodge助學金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助學金

香港大學（共濟）分會金禧助學金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教育助學金

維多利亞崇德社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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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息貸款

美國婦女會學生貸款

AVX/Kyocera基金貸款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基金學生貸款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基金學生臨時貸款

何善衡學生貸款

邵逸夫爵士學生貸款

星島基金貸款助學金

"基有限公司學生貸款

南聯教育基金助學貸款

緊急貸款

免息貸款多項，供遇有突發事故而急需經濟援助以繼續學業之學生申
請，貸款額視乎個別需要而定。

香港扶輪會貸款助學金

香港蘇浙同鄉會緊急貸學金

學生輔助貸款

低息（年息二厘半）貸款多項，供需要經濟援助之全日制及兼讀制學生申
請，貸款額視乎個別需要而定。

新生入學特別貸款

免息臨時貸款多項，供有經濟困難之新生繳交學費用，貸款額視乎個別
需要而定。

學生工讀計劃

捷和鄭氏信託基金學生工讀計劃

周氏基金學生工讀計劃

金利來學生工讀計劃

新昌——葉庚年學生工讀計劃

上海總會學生工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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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獎學金

東亞銀行金禧紀念獎學金

成龍獎學金

張氏藝術創作獎

捷和鄭氏基金獎學金

香港中華總商會獎學金

善信獎學金

招福申獎學金

蔡英材校友獎學金

文苑藝術創作獎

恆生銀行香港獎學金

�豐銀行慈善基金獎學金

香港翻譯學會獎學金

詹雲白夫人紀念中國書畫獎

高美慶教授藝術史獎學金

九龍總商會獎學金

郭靖堂獎學金

羅宗淦紀念獎學金

梁棟豪紀念獎學金

梁婉紅紀念獎學金

李祖祐醫生紀念獎學金

麥道軻獎學金

太古獎學金

楊冠鏘先生紀念獎學金

優異獎

何少庵紀念獎

何耀基先生紀念獎

丁衍庸紀念藝術獎及學業成績獎

金章獎

富爾敦勳爵紀念獎

助學金

九龍總商會助學金

暑期學生工讀計劃

文物館館友會——尤德爵士紀念暑期工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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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學院

獎學金

安達信公司獎學金

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獎學金

中銀集團獎學金

東亞銀行金禧紀念獎學金

陳秀蘭紀念獎學金

捷和鄭氏基金獎學金

DKB-CFB獎學金

英皇集團獎學金

香港酒店業協會獎學金

�豐銀行慈善基金獎學金

香港市務學會獎學金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獎學金

香港會計師公會獎學金

捷成獎學金

郭靖堂獎學金

李炳紀念獎學金

馬爾登紀念獎學金

吳嘉寧先生獎學金

人事管理研究社獎學金

羅兵咸永道獎學金

悟宿基金會獎學金

路透社獎學金

上海實業創新科技獎學金

信興蒙民偉獎學金

太古獎學金

楊怡凱教授紀念獎學金

優異獎

香港美國商會慈善基金會書籍獎

陳立德會計師事務所獎金

澳洲會計師公會獎金

香港公司秘書公會優異獎

司徒新教授學業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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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計劃獎學金

中原精英會交流計劃獎學金

鍾陳惠濂獎學金

蜆殼獎學金

助學金

九龍總商會助學金

教育學院

獎學金

香港中華總商會獎學金

中華旅行社獎學金

教育出版社獎學金

恆生銀行香港獎學金

�豐銀行慈善基金獎學金

汾陽體育獎學金

朗文獎學金

保良壬子會獎學金

楊彩榴女士紀念獎學金

優異獎

余基祥體育獎

工程學院

獎學金

佳駿當代網業獎學金

高錕教授獎學金

震雄工業獎學金

捷和鄭氏基金獎學金

香港中華總商會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系校友會獎學金

城市電訊獎學金

EPSON基金會獎學金

協益獎學金

香港日立有限公司獎學金

�豐銀行慈善基金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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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程師學會傑出大學生獎學金

港九電器商聯會獎學金

香港電腦學會獎學金

香港科技園公司獎學金

孔安道紀念獎學金

資訊科技研究社獎學金

金德獎學金

茂森獎學金

電訊盈科基金獎學金

寶惠獎學金

寶力獎學金

路透社獎學金

上海實業創新科技獎學金

信興科技獎學金

新瑪德慈善基金獎學金

太古獎學金

萬順貿易有限公司陳景福獎學金

精電獎學金

穎新獎學金

余道生紀念獎學金

優異獎

電機暨電子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獎

交換計劃獎學金

蜆殼獎學金

國際會議、旅遊及實習獎

Lucent全球科學學人計劃獎

醫學院

獎學金

無名氏醫科學生獎學金

阿斯利康香港有限公司獎學金

陳達先生紀念獎學金

陳蔡 卿女士獎學金

陳廷驊基金獎學金

捷和鄭氏基金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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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旅行社獎學金

許開文獎學金

楊森大藥廠獎學金

簡東浦醫科獎學金

郭靖堂獎學金

梁佩嫻獎學金

法馬西亞香港有限公司獎學金

美國輝瑞有限公司獎學金

孫瑪琍醫學獎學金

鄧兆初先生紀念獎學金

修性法師紀念獎學金

余兆麒醫療基金獎學金

楊桂榴女士紀念獎學金

楊樹青女士紀念獎學金

余道生紀念獎學金

優異獎

顏諾德爵士內科最佳論文獎

安萬特腫瘤學獎

博卓智夫人紀念獎

百時美施貴（香港）有限公司獎

牛欄牌產期學獎

校外考試委員獎

艾倫吉布耳鼻喉外科獎

葛蘭素史克基金精神科學獎

維康醫學化驗中心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獎

香港家庭醫學院家庭醫學獎

香港醫學會獎

香港氧氣有限公司獎

香港病理學會獎

香港藥理學會獎

香港臨û生化學會書金獎

香港社會醫學會獎

校內考試委員會兒科學獎

羅仲雲伉儷內科優異獎

雀巢婦產科學獎

雀巢兒科學獎

飛利浦醫療系統獎

羅氏研究基金獎

科目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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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科學獎

杜琢其社區健康論文獎

杜達雲爵士精神科最佳論文獎

維健醫學化驗中心微生物學獎

維護物理治療及醫學化驗中心化學病理學獎

永恆護理獎學金

黃漢棠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獎

第四年兒童成長研究報告獎

第一年兒童成長研究報告獎

獎狀及金章獎

初級外科成績優異獎狀

高級外科成績優異獎狀

醫學院優異學生獎狀

第三期學業考試內科成績優異獎狀

城市獅子會金章獎

初級內科學習：內科及臨û藥理考試獎

許開文金章獎

簡東浦醫科金獎

羅仲雲伉儷內科優異獎

李川軍病理解剖及細胞學金章獎

李川軍病理解剖及細胞學銀章獎

利銘澤博士紀念金章獎

短期選修訓練獎助學金

陳蔡 卿女士獎學金

鄭植之紀念獎學金

孔安道紀念獎學金

郭靖堂獎學金

潘婉明紀念獎學金

余兆麒醫療基金獎學金

助學金

招福申夫人助學金

李炳紀念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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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獎學金

東亞銀行金禧紀念獎學金

生物化學舊生會獎學金

捷和鄭氏基金獎學金

香港中華總商會獎學金

招國揚獎學金

朱如堂數學獎學金

恆生銀行香港獎學金

�豐銀行慈善基金獎學金

香港金屬表面處理學會獎學金

劉謙齋獎學金

龍發製藥中醫研究獎學金

馬健南博士紀念獎學金

郭靖堂獎學金

希普勵亞洲有限公司化學獎學金

希普勵亞洲有限公司材料科學獎學金

統計學系新生獎學金

統計學系（風險管理課程）新生獎學金

太古獎學金

唐良宜獎學金

楊振寧獎學金

余瑞昌紀念獎學金

余道生紀念獎學金

優異獎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校友獎

吳瑞昌先生夫人紀念獎

物理獎

內地學生獎學金

王少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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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

獎學金

東亞銀行金禧紀念獎學金

捷和鄭氏基金獎學金

香港中華總商會獎學金

福萊公關獎學金

富美家獎學金

恆生銀行香港獎學金

�豐銀行慈善基金獎學金

�豐銀行慈善基金社會工作獎學金

熊葵樹獎學金

九龍總商會獎學金

郭靖堂獎學金

梁黎少珍紀念獎學金

梁天偉新聞獎學金

新曉報刊運輸新聞獎學金

讀者文摘獎學金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 Hong Kong獎學金

星島報業獎學金

太古獎學金

譚世榮博士研究獎學金

優異獎

周仁傑校友紀念獎

譚世榮博士普通地貌學獎

旅遊獎學金

利希慎旅遊獎學金

助學金

九龍總商會助學金

東方報業慈善基金會大專學生——社工系學生助學金

學生工讀計劃

金馬倫山獅子會學生工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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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讀制本科課程

獎學金

汾陽體育獎學金

林安行先生紀念獎學金

李樹培醫生獎學金

胡漢輝博士紀念獎學金

胡壽榮獎學金

葉少銘獎學金

免息貸款

免息貸款多項，供需要經濟援助之學生申請，貸款額視乎個別需要而定。

陳廷驊學生貸款

李樹培醫生學生貸款

廖寶珊學生貸款

王孟雄學生貸款

學生輔助貸款

低息（年息二厘半）貸款多項，供需要經濟援助之全日制及兼讀制學生申
請，貸款額視乎個別需要而定。

研究院課程

研究獎學金

鄭翼之研究獎學金

莫慶鏘研究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研究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殘疾學生研究生獎學金

獎學金

陳國庚紀念獎學金

金銀業貿易場獎學金

中國醫藥修研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青年學人論文獎

中華旅行社獎學金

教育出版社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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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婦女香港協會張x昌研究生獎學金

何海天紀念獎學金

�豐銀行慈善基金社會工作獎學金

香港電腦學會獎學金

詹雲白夫人紀念中國書畫獎

金銀證券交易所獎學金

林安行先生紀念獎學金

羅宗淦紀念獎學金

李寶椿研究生獎學金

莫慶鏘獎學金

新曉報刊運輸新聞獎學金

電訊盈科基金獎學金

潘光迥博士獎學金

人文價值證書課程獎學金

嗇色園教育獎學金

司徒新教授紀念獎學金

司徒欣博士紀念獎學金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傳播獎學金

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委員會研究獎學金

胡李筱參女士紀念獎學金

楊彩榴女士紀念獎學金

育群教育獎學金

內地學生獎學金

利銘澤黃瑤璧慈善基金內地研究生獎學金

利希慎基金會中國學生研究獎學金

學生工讀計劃

捷和鄭氏信託基金學生工讀計劃

周氏基金學生工讀計劃

金利來學生工讀計劃

新昌——葉庚年學生工讀計劃

金馬倫山獅子會學生工讀計劃

上海總會學生工讀計劃

暑期學生工讀計劃

文物館館友會——尤德爵士紀念暑期工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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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助學金

文物館館友會研究助學金

悟宿基金會有限公司研究資助金

教育研究助理獎學金

下列為頒予教育學院學生之獎學金，獲獎學生必須在教育學院導師指導
下參與教育研究工作。

善信教育研究助理獎學金

蘇浙旅港同鄉會教育研究助理獎學金

林靄堂教育研究助理獎學金

梁婉紅紀念教育研究助理獎學金

田家炳教育基金教育研究助理獎學金

曾璧山教育研究助理獎學金

萬順貿易有限公司陳景福教育研究助理獎學金

黃學堯教育研究助理獎學金

旅遊獎學金

利希慎旅遊獎學金

優異獎

歐陽傑芳教育獎

高雄先生紀念文學獎

默沙東預防醫學碩士課程公共�生研究報告優異獎

默沙東生物統計學獎

默沙東健康經濟學獎

默沙東流行病學獎

悟宿基金會有限公司獎學金

國際會議、旅遊及實習獎

悟宿基金會有限公司海外訓練獎學金

卓越展翅國際管理討論會獎

助學金

研究院助學金

香港大學（共濟）分會金禧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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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助貸款

低息（年息二厘半）貸款多項，供需要經濟援助之學生申請，貸款額視乎
個別需要而定。

新生入學特別貸款

免息臨時貸款多項，供有經濟困難之本地新生申請，用以繳交首期學費
（適用於修讀全數由公帑資助的學位課程者），貸款額視乎個別需要而定。

全日制工商管理
碩士學位課程

獎學金

美國總商會慈善基金獎學金

無名氏獎學金

中銀集團獎學金

艾詩伯教授獎學金

埃克森化工國際——亞洲有限公司獎學金

香港女財政人員協會獎學金

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獎學金

蒙民偉獎學金

新鴻基地產獎學金

葉于貺獎學金

余志明獎學金

優異獎

司徒新教授學業優異獎

唐天燊律師行學業成績獎

外展訓練計劃

悟宿基金會外展訓練課程

交換生獎學金

法國巴黎銀行交換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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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
（晚間及週末上課）

獎學金

陳廷驊基金會獎學金

新鴻基地產獎學金

優異獎

羅兵咸會計師事務所傑出學生獎

司徒新教授學業優異獎

海外升學計劃

獎學金

利黃瑤璧千禧獎學金

日本證券獎學財團獎學金

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獎學金（留學研究生）

立命館大學文部科學省推薦大學獎學金

東京學藝大學文部科學省推薦大學獎學金

羅德獎學金

邵逸夫爵士獎學金

宋漢章先生紀念研究基金獎學金

筑波大學文部科學省推薦大學獎學金

其他由校外機構提供予大學畢業生之海外獎學金/研究獎學金：

農產品獎學基金/海洋魚類獎學基金

比利時香港協會獎學金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獎學金及訓練補助金

志奮領留英獎學金

劍橋英聯邦信託/蓋茨劍橋信託/劍橋海外信託獎學金

裘槎基金會博士後及研究生獎學金

富士通亞洲獎學金

德國學術交流計劃獎學金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獎學金

香港牛津獎學金基金助學金

日本IMF深造獎學金

金清工業獎學金

澳洲Griffith大學研究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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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社大使獎學金

國際扶輪社世界和平獎學金

太古/國泰航空獎學金

太古/志奮領獎學金

J.K. Swire 紀念獎學金

倫敦大學學院研究生獎學金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研究生獎學金

英國瑞丁大學研究生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傷殘學生海外研究生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海外研究生獎學金

學術交流處
國泰旅遊獎學金

免費機票供獲學術交流處選派前往海外就讀之交換生申請。

香港潮州商會獎學金

獎學金供獲學術交流處選派前往海外就讀之交換生申請。

成員書院
本校之成員書院各有其自行管理之獎助學金及貸款等。擬申請者，可向
各書院之學生輔導處洽詢。各書院之獎助學金等項目臚列如下。

崇基學院

獎學金

校友至善獎學金

歐陽麟獎學金

關百豪數學研究獎

關百豪數學主修生獎學金

關百豪數學跨學科獎學金

張雄謀紀念獎學金

巴色差會及香港崇真會獎學金

曹熊知行通識教育獎學金

曹熊知行數學獎學金

周志齊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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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第一銀行獎學金

化學系校友獎學金

鄭曹芬紀念獎學金

程天固紀念獎學金

陳勳先生夫人紀念獎學金

全國基督教大學聯合同學會獎學金

趙燊霖傑出服務紀念獎學金

周慶麟數學獎學金

崇基學院宗教教育/宗教研究論文獎

崇基學院數學獎學金

崇基學院科學獎學金

崇基長春藤學府交換生獎學金

崇基數學主修生獎學金

崇基數學系新生獎學金

崇基學院至善獎學金

崇基通識教育獎學金

崇基數學教育獎學金

崇基數學旅費獎

仁社（一九六七）畢業銀禧紀念獎學金

曄社（一九七一）獎學金（畢業三十周年誌慶）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獎學金

學生活動傑出服務獎

群協堂中國音樂獎學金

陳佩喬紀念獎學金

金陵及李傅獎學金

何朋紀念獎學金

何添獎學金

夏鵬紀念獎學金

許剛良夫婦紀念獎學金

胡格非海外深造紀念獎學金

胡格非紀念獎學金

高叔平獎學金

江譽鏐紀念獎學金

九龍表行獎學金

龔約翰龐萬倫獎學金

龔約翰龐萬倫傑出學生獎學金

龔約翰龐萬倫優異新生獎學金

李爾德紀念獎學金

林毅伯紀念獎學金

林毅伯均衡教育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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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謙獎學金

盧巨川獎學金

利國偉獎學金

李榮典紀念獎學金

李應林紀念獎學金

梁卓紀念獎學金

梁謝惠芳紀念獎學金

盧幹庭紀念獎學金

呂鍾靈紀念獎學金

梅�廉紀念獎學金

�理公會婦女獎學金

音樂獎學金

傑出運動員獎學金

關康材夫人紀念獎學金

沈宣仁通識獎學金

宋é鄖獎學金

唐太平醫學紀念獎學金

謝昭杰通識教育紀念獎學金

曹麥生紀念獎學金

萬瑞亭音樂獎學金

瓦雷詩紀念獎學金

屈武圻均衡教育紀念獎學金

黃福鑾紀念獎學金

黃鄧潔蘭化學紀念獎學金

黃宣平紀念獎學金

伍俶儻紀念獎學金

伍歐陽慧真紀念獎學金

任白中國戲曲獎學金

容é東紀念獎學金

學生福利基金及助學金

白約翰紀念基金

陳玉儀紀念基金

朱容應薇助學紀念基金

畢業生旅費助學金

李觀信紀念助學金

李觀信哲學紀念助學金

李榮檢助學紀念基金

呂鍾靈學生緊急助學金

宏恩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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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交換計劃基金

學生助手獎勵計劃

黃瑞民助學紀念基金

學生會福利貸款基金

貸款

學生緊急貸款

畢業生旅費貸款

學生貸款

書院工讀貸款

學生旅費貸款

優異獎

學術創作獎

崇基學院榮譽獎狀

榮譽獎狀

優秀隊制獎

校友會優秀運動員獎

林毅伯夫人獎

體育活動服務優異獎

瑞熊社會服務獎

玉鑾室創作獎

優異獎狀

張觀鳳中國歷史獎

張觀鳳中國語文獎

張觀鳳社會學獎

邱良榮工商管理學獎

簡廉伯社會工作學獎

簡悅強數學獎

梁彩琴英文詩學獎

梁小初音樂獎

梁蘄善地理學獎

麥國珍夫人英文獎

墨澤爾化學獎

墨澤爾物理學獎

達保羅生化學獎

達保羅臨´前期醫學獎

曹維英生物學獎

聯合長老會哲學獎

黃鳳翎居士醫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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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

獎助學金

一九六七校友獎學金

一九七二工管校友獎學金

一九七七工管獎學金

恆星獎學金

恆星學生交換計劃助學金

陳家樂先生獎學金

時富投資集團獎學金

誠明獎

孔子學術獎學金

人文獎學金

新亞國文獎

體育書券獎

中國文化論文獎

錢穆歷史獎學金

北美新亞校友紀念錢穆先生獎學金

錢穆先生研究生獎學金

趙冰博士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周文軒獎學金

優異生獎狀

傑出服務獎狀

博厚基金獎學金

香島教育基金獎學金

何耀光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獎學金

何耀x先生紀念獎學金

何添博士獎學金

香港潮州會館獎學金

香港商報新聞與傳播學院優秀學生獎

熊十力先生紀念獎學金

徐士浩、徐沈玉紀念獎學金

許讓成先生紀念獎學金

許讓成研究生獎學金

Mr. James Ivy 獎學金

關百豪獎學金

關徐幗英女士獎學金

林張麗瓊女士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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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明校董學生傑出服務獎

劉小春校友基金獎學金

李金鐘校友獎學金

李國賢基金會獎學金

利國偉博士獎學金

梁英偉獎學金

李達三獎學金

林聰標教授紀念獎學金

南九龍獅子會獎學金

廖烈文獎學金

香港劉氏冉園基金會獎學金

莫可非先生紀念獎學金

長原彰弘先生獎學金

新亞書院校友獎學金

伍華先生紀念獎學金

保良局董事會獎學金

所羅門美邦美國學習及實習資助計劃

壽鴒獎學金

唐君毅哲學獎學金

唐英年獎學金

張丕介博士學業成績獎

張丕介博士暨夫人獎學金

戴愧生獎學金

田長霖博士科技基金會獎學金

丁衍庸紀念學業成績獎

丁衍庸紀念藝術獎

湯恩佳獎學金

蔡明裕獎學金

黃鳳翎女士獎學金

翁凌宇藝術創作獎

雅禮協會獎學金

楊汝梅博士紀念獎學金

任國榮教授紀念獎學金

貸款及其他資助

學生緊急貸款

學生工讀計劃

學生外訪資助計劃

暑期研究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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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

獎學金

陳南昌獎學金

陳曾燾博士中國內地考察獎學金（兩項）

鄭棟材獎學金

張祝珊獎學金（十二項）

捷和鋼鐵廠有限公司獎學金

方樹泉獎學金

方潤華獎學金

馮秉芬獎學金（三項）

興德慈善獎學金

恆生銀行獎學金

何貴榮夫人最傑出學生獎（兩項）

何貴榮獎學金

何善衡獎學金

何添獎學金（兩項）

高可寧獎學金（五項）

顧莉蘭獎學金（兩項）

劉鎮國獎學金

利國偉獎學金（兩項）

梁昌獎學金（三項）

林百欣獎學金

廖寶珊獎學金

南針製造廠獎學金

彭禎祥獎學金（三項）

保良局總理獎助學金

潘國柱伉儷經濟學獎學金

岑才生獎學金

嗇色園獎學金（三項）

戴麟趾爵士獎學金（五項）

曾肇添獎學金（十二項）

王德昭紀念獎學金

黃梓林獎學金

黃仲安獎學金

黃鳳翎獎學金

王文俠獎學金

黃友川教授紀念獎學金

吳文政獎學金

胡忠獎學金（十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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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獎

聯合書院校友會有限公司學業優異獎

東亞銀行學業優異獎（兩項）

聯合書院商學院校友會譚家華紀念學業優異獎（兩項）

周錫年爵士夫人紀念獎

周é賢學業優異獎

陳普英紀念獎

聯合書院校友會陳炳權博士紀念獎

鄭何佩玉紀念獎

鄭李倩雯紀念獎

鄭楝材博士紀念學業優異獎

張x昌學業優異獎

捷和鋼鐵廠有限公司體育優異獎

捷和拆船有限公司學業優異獎

招福申學業優異獎

蔡冠深書院服務優異獎（兩項）

朱炳南博士才學優異獎

香港城市獅子會學業優異獎

電子工讀學業優異獎

馮秉芬學業優異獎

院長創作獎

何耀棣體育優異獎

何路德學業優異獎

何萬森書院服務優異獎

何萬森通識專題研究論文獎

何莫靜蘅體育優異獎

香港電話公司電子學系工讀計劃獎

許歧伯學業優異獎

許友竹化學金章獎

高福申生物化學獎

高福申學業優異獎（兩項）

劉偉民學業優異獎

梁國安書院服務優異獎

梁國安通識專題研究論文獎

陸炯鉀書院服務優異獎

半群學社數學獎

吳朱蓮芬學業優異獎

吳多泰學業優異獎

香港東區扶輪社學業優異獎

邵逸夫爵士學業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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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才生學業優異獎

聯合書院校友會蔣法賢博士伉儷學業優異獎

周紹棠博士紀念學業優異獎

東華三院學業優異獎

聯合書院基金學業優異獎（廿六項）

聯合書院教職員聯誼會學業優異獎

聯合書院校友會紀念王淑陶教授學業優異獎

王德昭紀念學業獎（兩項）

黃仲安學業優異獎（四項）

黃華英女士紀念學業優異獎

黃景芳學業優異獎

黃廖玉仙紀念獎

胡百全學業優異獎

楊書家博士紀念獎（三項）

葉元章學業優異獎（六項）

余基祥學業優異獎（三項）

海外獎學金及研究獎學金

鄭棟材研究獎學金

希士德獎學金

梁鶴年研究獎學金

邵逸夫爵士留學獎學金

周紹棠研究獎學金

貸款

書院緊急貸款

黃鳳翎學生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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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書院

獎學金

創新項目獎

學系/課程獎

傑出學業獎

學院獎

院慶活動獎

語文獎

傑出運動員獎

優秀運動院隊獎

Pharmacia Upjohn of Sweden獎學金

交換生獎學金

迎新營二千學生活動獎

邵逸夫爵士領袖金牌

教職員聯誼會學生服務獎

學生活動獎

助學金

利國偉爵士助學金

梁佩珍助學金

彭松喬助學金

貸款

陳廷驊先生貸款基金

學生交換計劃貸款

邵氏基金學生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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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條例

〔須按照《香港回歸條例》（1997年第110號）的條文解釋〕

本條例旨在廢除和取代《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廢除《崇基學院法團條
例》、《香港聯合書院託管董事局法團條例》及《新亞書院法團條例》，並訂
定關於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及新亞書院的新條文，為逸夫書院訂定條
文，以及就相關事宜訂定條文。

弁言

鑑於──
（a） 香港中文大學於1963年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第1109章）設

立並成立為法團，為一所聯邦制大學；
（b） 香港中文大學的原有書院為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
（c） 現認為宜將上述書院根據其各別的章程及有關條例所獲賦予的

某些權力及職能轉歸香港中文大學，而該等書院的主要任務應
為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的指示，提供學生為本教學；

（d） 現亦認為宜對香港中文大學的章程作出某些更改；
（da）香港中文大學的大學校董會已藉特別決議議決逸夫書院為香港

中文大學的成員書院；
（e） 現宣布香港中文大學（其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須繼續──

（i） 協力於知識的保存、傳播、交流及增長；
（ii） 提供人文學科、科學學科及其他學科的正規課程，其水

準當與地位最崇高的大學須有及應有的水準相同；
（iii）促進香港的民智與文化的發展，藉以協力提高其經濟與

社會福利︰

1. 簡稱

本條例可引稱為《香港中文大學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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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義

（1） 在本條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已廢除條例”（repealed Ordinance）指由第21條廢除的《香港中文大學條例》
（第1109章）；

“大學校董會”（Council）、“教務會”（Senate）、“評議會”（Convocation）、
“學院”（Faculties）、“專業學院”（Schools of Studies）及“學務委員會”
（Boards of Studies）分別指香港中文大學的校董會、教務會、評議會、
學院、專業學院及學務委員會；

“主管人員”（officers）指第5條所規定的香港中文大學主管人員；

“成員”（members）指規程訂明為香港中文大學成員的人士；

“成員書院”（constituent College）指第3條所規定的香港中文大學成員書院，
而“各成員書院”（constituent Colleges）須據此解釋；

“香港中文大學”（Univer s i ty）指根據第4條而延續的香港中文大學（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原有書院”（original College）指下列任何書院──
（a） 崇基學院；
（b） 聯合書院；
（c） 新亞書院；

“書院院長”（Head）指成員書院的院長；

“書院校董會”（Board of Trustees）指成員書院的校董會；

“院校範圍”（precincts）就香港中文大學而言，指丈量約份第42約地段第725
號的範圍；

“院務委員”（Fellow）指成員書院的院務委員；

“院務委員會”（Assembly of Fellows）指成員書院的院務委員會；

“教師”（teacher）指職級屬副講師及以上的香港中文大學全職教學人員；

“規程”（Statutes）指附表1所載並根據第13（1）條不時予以修訂或取代的香
港中文大學規程；

“畢業生”（graduates）、“學生”（students）分別指香港中文大學的畢業生及
學生；

“認可課程”（approved course of study）指經教務會認可的課程；

“監督”（Chanc e l l o r）、“副監督”（P ro -Chan c e l l o r）、“校長”（Vi c e -
Chancellor）、“副校長”（Pro-Vice-Chancellors）及“司庫”（Treasurer）分
別指香港中文大學的監督、副監督、校長、副校長及司庫。

（2） 特別決議指在大學校董會某次會議上通過，並在該會議後不少
於1個月亦不多於6個月期間內舉行的另一次會議上獲得確認的決議，而
該決議在上述的每次會議中均由佔下述比例的人數批准通過──

（a） 不少於出席會議並參與表決人數的四分之三；及
（b） 不少於大學校董會全體校董的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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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中文大學設有成員書院

（1） 香港中文大學各成員書院為各原有書院、逸夫書院及其他藉條
例和按照大學校董會的特別決議而不時獲宣布為香港中文大學成員書院
的機構。
（2） 任何成員書院的章程條文，如與本條例相抵觸或不一致，即屬

無效。
（3） 不得基於性別、種族或宗教的理由而使任何人不能成為香港中

文大學成員。

4. 香港中文大學法團地位的延續

（1） 香港中文大學各成員書院及成員是一個或將繼續是一個名為香
港中文大學（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法人團體，與根據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條例》（1963年第28號）設立者為同一所大學。

（2） 香港中文大學是永久延續的，可以該名義起訴與被起訴，並須
備有以及可使用法團印章，亦可接受他人饋贈的不動或可動產業或購買
不動或可動產業，並可持有或批出該等產業或將其批租或以其他方式處
置。
（3） 不得由香港中文大學或代香港中文大學向香港中文大學任何成

員派發股息或紅利、或向他們饋贈或分配金錢；但如屬獎賞、酬賞或特
別補助金，則不在此限。

5. 主管人員

（1） 香港中文大學的主管人員指監督、副監督、校長、副校長、司
庫、每一成員書院的院長、每一學院的院長、研究院院長、秘書長、教
務長、圖書館館長、財務長及其他藉特別決議指定為主管人員的人士。
（2） 監督是香港中文大學的首長，可以香港中文大學的名義頒授學

位。
（3） 監督由行政長官出任。
（4） 監督可委任一人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副監督；而副監督得行使規

程所訂明的權力和執行規程所訂明的職責，並可以香港中文大學的名義
頒授學位。
（5） 校長是香港中文大學的首席教務及行政主管人員，亦為大學校

董及教務會主席，可以香港中文大學的名義頒授學位。
（6） 大學校董會於諮詢校長後，須從香港中文大學的常任教職員中

委出一名或多於一名副校長，行使大學校董會所指示的權力以及執行大
學校董會所指示的職責。
（7） 在校長不在時，一名副校長須執行校長的一切職能及職責。
（8） 司庫的委任方式及任期由規程訂明，其職責為由大學校董會所

決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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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學校董會、教務會及評議會的設立

香港中文大學設有大學校董會、教務會及評議會，其各別的章程、
權力及職責為本條例及規程所訂明者。

7. 大學校董會的權力及職責

在符合本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大學校董會──
（a） 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管治及行政機構；
（b） 須管理和控制香港中文大學的事務、方針及職能；
（c） 須控制和管理香港中文大學的財產及財政事務，包括各

成員書院的財產，但大學校董會就任何成員書院的任何
不動產行使上述控制及管理權時，如沒有有關成員書院
的書院校董會事先同意，則不得更改任何該等財產的用
途；

（d） 須為香港中文大學作出其認為適當的委任或聘任；
（e） 有權批准香港中文大學就認可課程所收取的費用；
（f） 須就香港中文大學印章的保管和使用作出規定。

8. 教務會的權力及職責

在符合本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教務會須控制和規管以下事宜，但
須受大學校董會的審核──

（a） 授課、教育及研究；
（b） 為學生舉行考試；
（c） 頒授榮譽學位以外的學位；
（d） 頒授香港中文大學的文憑、證書及其他學術資格。

9. 評議會的組成人員及職能

在符合本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評議會須由畢業生及規程所訂明的
其他人士組成，而且可就影響或涉及香港中文大學權益的任何事宜，向
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陳述意見。

10. 委員會

（1） 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可設立其認為適合的委員會。
（2） 除非另有規定，否則任何委員會的部分成員可由並非大學校董

或並非教務會成員的人士（視屬何情況而定）組成。
（3） 在符合本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可將其任

何權力及職責轉授予任何委員會或任何主管人員，並可就該項轉授施加
條件。
（4） 根據本條設立的任何委員會，可就舉行會議訂立其認為適合的

常規，包括有關容許委員會主席投決定票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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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職員的聘任

在符合本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大學校董會須按其認為適合的條款
及條件聘任香港中文大學的教職員。

12. 學院等

（1） 大學校董會可設立其認為適合的學院、專業學院及其他機構。
（2） 大學校董會可根據教務會的建議，成立大學校董會不時決定成

立的促進研修及學習的機構。
（3） 教務會可設立其不時決定設立的學務委員會。

13. 規程

（1） 大學校董會可藉特別決議訂立規程，就以下事宜訂明或訂定條
文，但規程須經監督批准──

（a） 香港中文大學的行政；
（b） 關於香港中文大學成員的事宜；
（c） 香港中文大學主管人員及教師的聘任、選舉、辭職、退

休及免職；
（d） 考試；
（e） 學位的頒授及其他學術資格的頒授；
（f） 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的組成人員、權力及職責；
（g） 學院及專業學院，關於其成員的事宜及其職能；
（h） 學務委員會，關於其成員的事宜及其職能；
（i） 評議會；
（j） 關於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校董會、教務會、監督、副監

督、校長、副校長、其他主管人員、教師及其他成員行
使任何職能的事宜；

（k） 財務程序；
（l） 作為參加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考試的一項條件，或為獲

頒授香港中文大學學位或獲頒授文憑、證書或其他學術
資格，或為修讀香港中文大學延伸課程，或為任何類似
的目的而須向香港中文大學繳付的費用；

（m） 學生的取錄、福利及紀律；及
（n） 概括而言，為本條例的施行。

（2） 附表1所載的規程均屬有效，猶如該等規程是根據第（1）款訂立
和批准的一樣。

14. 校令及規例

在符合本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可不時分別訂
立校令及規例，就香港中文大學的事務作出指示和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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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學位及其他資格頒授

香港中文大學可──
（a） 頒授規程所指明的學位；
（b） 頒授文憑、證書及規程所指明的其他學術資格；
（c） 向並非香港中文大學成員的人士提供香港中文大學決定

提供的講座及指導；
（d） 按照規程頒授榮譽碩士學位或榮譽博士學位；及
（e） 在符合規程的規定下，撤回香港中文大學頒授予任何人

的學位或文憑、證書或其他學術資格。

16. 榮譽學位委員會

香港中文大學設有榮譽學位委員會，該委員會根據規程的規定組
成，就頒授榮譽學位的事宜向大學校董會提供意見。

17. 文件的簽立及認證

任何看來是經蓋上香港中文大學印章而簽立，並由監督、副監督、
校長、一名副校長或司庫簽署，以及由秘書長加簽的文書，一經交出，
即須收取為證據而無須再加證明，而且除非相反證明成立，否則該文書
須當作為如此簽立的文書。

18. 地租

就政府批予香港中文大學的所有土地而須向政府繳付的地租，以每
年總額$10為限。

19.（已失時效而略去）

20. 廢除

（1）《崇基學院法團條例》（第1081章）、《香港聯合書院託管董事局
法團條例》（第1092章）及《新亞書院法團條例》（第1118章），現予廢除。
（2） 附表3對各原有書院的書院校董會的章程及權力均具效力。
（3） 附表4對逸夫書院的書院校董會的章程及權力均具效力。

21.《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及規程的廢除

《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及《香港中文大學規程》（第1109章），現予廢除。

22. 保留條文及過渡性條文

（1） 根據已廢除條例委出的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須繼續作為香港
中文大學的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直至新的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根據規
程組成為止。
（2） 根據已廢除條例作出的其他委任或聘任，不受廢除一事所影

響，而除非另予更改，否則該等委任或聘任仍按照相同的條款及條件繼
續有效，猶如本條例未曾制定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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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有在緊接本條例生效日期前歸屬香港中文大學的財產（不論
是動產或不動產）、權利及特權，須按照其在該日期歸屬香港中文大學所
按照的條款及條件（如有的話）繼續歸屬香港中文大學，而香港中文大學
在緊接本條例生效日期前所承擔的義務及法律責任，須由香港中文大學
繼續承擔。
（4） 本條例的條文不影響亦不得當作影響中央人民政府或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或其他法律的規定所享有的權利或任何政治體
或法人團體或任何其他人的權利，但本條例所述及者和經由、透過他們
或在他們之下作申索者除外。

附表1
〔第2及13（2）條〕

香港中文大學規程

規程1
釋義

在本規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院長”（Dean）指學院院長或研究院院長（視屬何情況而定）；

“書院”（College）指第3條所規定的香港中文大學成員書院，而“各書院”
（Colleges）須據此解釋；

“研究院”（Graduate School）指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院；

“條例”（Ordinance）指《香港中文大學條例》；

“單位”（unit）指大學校董會根據條例第12條設立或成立的機構；

“學系”（Department）指大學校董會根據教務會建議而在學院設立的學系，
而“各學系”（Departments）須據此解釋。

規程2
大會

1. 整所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大會的時間、地點及程序，由監督決定。

2. 大會由監督主持；如監督不在，則由以下其中一人主持大會——
（a） 副監督；
（b） 大學校董會主席；
（c） 校長；
（d） 在校長不在時執行校長的職能及職責的副校長。

3. 每學年須最少舉行大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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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程3
香港中文大學成員

香港中文大學成員指──
（a） 監督；
（b） 副監督；
（c） 校長；
（d） 副校長；
（e） 司庫；
（f） 大學校董；
（g） 各書院的院長；
（h） 教務會成員；
（i） 榮休講座教授、榮譽講座教授及研究講座教授；
（j） 教師；
（k） 秘書長、教務長、圖書館館長及財務長；
（ka）大學輔導長；
（l） 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其他職位或接受香港中文大學所作的其他

委任或聘任的其他人士，而上述人士、職位、委任或聘任均為
大學校董會所不時決定者；

（m） 畢業生及其他按照規程18有權名列評議會名冊的人士；
（n） 學生。

規程4
監督

1. 監督如出席香港中文大學的大會，則須主持該大會。

2. 監督有權──
（a） 要求校長及大學校董會主席就任何關於香港中文大學福利的事

宜提供資料，而校長及校董會主席有責任提供該等資料；及
（b） 在接獲上述資料後，向大學校董會建議採取監督認為適當的行

動。

規程5
副監督

1. 經監督授權後，副監督可代其行使規程賦予監督的任何權力，或執
行規程委予監督的任何職責。

2. 副監督可藉致予監督的書面通知而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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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程6
校長

1. 校長由大學校董會在接獲有關委員會的意見後聘任；該委員會由大
學校董會設立，並由大學校董會主席、大學校董會在其成員當中指
定的3名大學校董及教務會在其成員當中指定的3名教務會成員組
成。

2. 校長的任期及聘任條款由大學校董會決定。

3. 校長──
（a） 有權及有責任就任何影響香港中文大學的政策、財政及行政的

事宜，向大學校董會提供意見；
（b） 就維持香港中文大學的效率及良好秩序以及確保規程、校令及

規例的妥善執行，向大學校董會全面負責；
（c） 如已著令任何學生暫時停學或將任何學生開除，則須於教務會

舉行下次會議時向教務會報告；
（d） 有權委任一人在副校長、學院院長、系主任、秘書長、教務

長、圖書館館長或財務長的職位暫時懸空期間，或在擔任任何
上述職位的人暫時不在或暫無能力期間，履行該人的職能和職
責；

（e） 有權在緊急情況下委任校外考試委員。

規程7
副校長

副校長的任期為2年，並可再獲委任，每次任期不得超逾2年。

規程8
司庫

司庫由大學校董會委任，任期為3年，並可再獲委任，而每次再獲委
任的任期為3年。

規程9
各書院的院長

1. 除首任書院院長外，每一書院的院長均由大學校董會根據下述委員
會的推薦而委任或再度委任，該委員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 校長，為該委員會的主席；
（b） 將委任或再度委任院長的書院的校董一名，由有關書院校董會

選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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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該書院的院務委員會根據規程16第6（b）段為此目的而選出的
該書院院務委員6名。

2. 每一書院的首任院長由大學校董會根據校長的推薦而委任，任期由
大學校董會決定，校長在作出該項推薦時須諮詢有關書院的書院校
董會主席。

3. 除首任書院院長外，書院院長的任期為4年，並有資格再獲委任，但
以2次為限，每次任期為3年。

4. 書院院長負責有關書院及編配予該書院的學生的福利事宜，並須就
該書院的運作及事務與校長緊密合作。

5. 書院院長為有關書院的院務委員會主席。

6. 書院院長須為學者，但在其獲委任為院長時無須為香港中文大學的
教務人員。

規程10
秘書長及其他主管人員

1. 秘書長──
（a） 由大學校董會根據敘聘諮詢委員會的推薦而聘任；
（b） 為香港中文大學法團印章的保管人；
（c） 與教務長為香港中文大學紀錄的共同保管人；
（d） 為大學校董會秘書；
（e） 須履行條例及規程所指明的職責以及大學校董會所決定的其他

職責。

2. 教務長──
（a） 由大學校董會根據敘聘諮詢委員會的推薦而聘任；
（b） 須備存登記冊，按規程3所指明的香港中文大學成員各別的資

格登記香港中文大學的全體成員；
（c） 與大學校董會秘書為香港中文大學紀錄的共同保管人；
（d） 為教務會秘書；
（e） 須履行條例及規程所指明的職責以及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所決

定的其他職責；
（f） 可由代理代其行使其作為各學院院務會秘書的職能。

3. 圖書館館長──
（a） 由大學校董會根據敘聘諮詢委員會的推薦而聘任；
（b） 負責管理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館服務；
（c） 須履行大學校董會於諮詢教務會後所決定的職責。

4. 財務長──
（a） 由大學校董會根據敘聘諮詢委員會的推薦而聘任；
（b） 負責備存香港中文大學的所有帳目及大學校董會所決定備存的

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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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須履行大學校董會所決定的其他與香港中文大學財政及其他事
宜有關的職責；

（d） 為財務委員會秘書。

5. 大學輔導長──
（a） 由大學校董會根據校長的推薦而聘任；
（b） 任期由大學校董會決定；
（c） 須就大學校董會所決定而與學生事務有關的職責向校長負責；
（d） 可獲指定為主管人員。

規程11
大學校董會

1. 大學校董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 主席，由監督根據大學校董會的提名而從（k）、（l）、（m）及（n）

分節所指的人士當中委出；
（b） 校長；
（c） 副校長；
（d） 司庫；
（da）大學校董會所委任的終身校董；
（e） 每一書院的書院校董會從其校董當中所選出的校董2名；
（f） 每一書院的院長；
（g） 每一學院的院長及研究院院長；
（h） 每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所選出的院務委員1名；
（i） 教務會從其教務成員當中所選出的成員3名；
（j） （由1997年第481號法律公告廢除）；
（k） 監督所指定的人士6名；
（l） 由立法會議員（官守議員除外）互選產生的人士3名；
（m） 大學校董會所選出的通常在香港居住的人士不超過6名；
（n） 在大學校董會指定的日期後，由評議會按大學校董會決定的方

式選出的評議會成員，人數由大學校董會不時決定，但不得超
逾3名。

2. （1） 在香港中文大學任職的人士，沒有資格根據第1（k）、（l）、（m）
或（n）段獲指定或被選舉為大學校董。

（2）（由1997年第481號法律公告廢除）

3. 大學校董會主席的任期為3年，並可再獲委任，每次任期為3年。

3A. 大學校董會主席可以香港中文大學的名義頒授學位。

4. （1） 獲指定或經選舉產生的大學校董，任期由獲指定或當選的日期
起計為3年，並有資格再獲指定或再被選舉：

但根據第1段（e）、（h）、（i）、（l）或（n）分節選出的大學校董，
如停止出任選出他的團體的成員，即須停止出任大學校董。



362

（1A）經選舉產生的大學校董如根據第（1）節的但書停止出任大學校
董，則選出該名校董的團體須妥為選出一名繼任人出任大學校董，
任期不得超逾3年。該名繼任人有資格再被選舉，而第（2）節對其再
被選舉一事適用。

（2） 再度指定或再度選出某人出任大學校董的團體，可再度指定或
再度選出（視屬何情況而定）該人出任大學校董，任期為3年或少於3
年。

5. 如任何獲指定或經選舉產生的大學校董在任內去世或辭職，則指定
或選出該名校董的團體須妥為指定或選出（視屬何情況而定）一名繼
任人出任大學校董，任期不得超逾3年。該名繼任人有資格再獲指定
或再被選舉，而第4（2）段對其再獲指定或再被選舉一事適用。

6. 按第1（b）、（c）、（d）、（f）及（g）段的規定出任大學校董的人士，在擔
任其藉以成為大學校董的職位的期間繼續出任大學校董。

7. 大學校董會得從其校董當中選出副主席1名，任期為2年，任滿後可
再被選舉。

8. 在符合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以及在不減損大學校董會權力的一般
性的原則下，現特別訂明──
（1） 大學校董會具有權力──

（a） 訂立規程，但任何一則規程不得在教務會有機會就該則
規程向大學校董會作出報告之前訂立；

（b） 在獲得授權或可能獲得授權為某個目的訂立校令的情況
下，為該目的訂立校令，但任何校令不得在教務會有機
會就其向大學校董會作出報告之前訂立；

（c） 將屬於香港中文大學的任何款項投資；
（d） 代香港中文大學借入款項；
（e） 代香港中文大學出售、購買、交換或租賃任何土地財產

或非土地財產，或接受任何土地財產或非土地財產的租
賃；

（f） 代香港中文大學訂立、更改、履行和取消合約；
（g） 規定每一書院的書院校董會按大學校董會所決定的格式

及時間，每年交出其經審計的帳目；
（h） 接受來自公共來源而用於資本開支及經常開支的資助；
（i） 每年並依照大學校董會不時決定的較長時間收取與批准

由校長經諮詢教務會後提交的開支預算；
（j） 接受饋贈，並批准各書院接受饋贈（但可附加大學校董會

認為適合的條件）；
（k） 為香港中文大學僱用的人士及其妻子、遺孀和受養人提

供福利，包括付予金錢、退休金或其他款項，並為該等
人士的利益而供款予僱員福利基金及其他基金；

（l） 就學生的紀律及福利事宜作出規定；
（m） 建議頒授榮譽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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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在教務會作出報告後，設立額外的學院或學系或取消、
合併或分拆任何學院或學系；

（na）根據教務會的建議決定每一學院及其屬下學系的組織或
結構，並對該組織或結構作出大學校董會認為適合的更
改；

（o） 訂明香港中文大學的各項收費；

（2） 大學校董會的職責為──
（a） 委任銀行、核數師及大學校董會認為宜於委任的其他代

理人；
（b） 委出行政與計劃委員會；
（c） 就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切收入及支出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的

資產及債務，安排備存妥善的帳簿，使該等帳簿真實而
公正地反映香港中文大學的財務往來情況及財務狀況；

（d） 安排於大學校董會所決定的每個財政年度完結後6個月內
審計香港中文大學的帳目；

（e） 提供香港中文大學需用的建築物、圖書館、實驗室、處
所、家具、儀器及其他設備；

（f） 於諮詢教務會後，鼓勵香港中文大學成員從事研究工
作，並為香港中文大學成員從事研究工作提供條件；

（g） 檢討香港中文大學的學位課程、文憑課程、證書課程及
為香港中文大學其他資格頒授而設的課程的授課及教學
事宜；

（h） 於諮詢教務會後，設立所有教學職位；
（i） 管理或安排管理為香港中文大學僱用的人士的利益而設

的一項或多於一項公積金；
（j） 設立敘聘諮詢委員會，並根據教務會的推薦委任校外專

家為該等委員會的成員；
（k） 根據妥為組成的敘聘諮詢委員會的推薦並按大學校董會

所決定的條款及條件，聘任講座教授、教授、高級講
師、秘書長、教務長、圖書館館長及財務長；

（l） 按大學校董會所決定的條款及條件，為香港中文大學作
出大學校董會認為需要的其他委任或聘任；

（m） 根據教務會的推薦，為每一學系委任一名系主任以及為
每個不隸屬某一學系的學科委任一名學科主任；

（n） 根據教務會的推薦，委任校外考試委員；
（o） 為印刷和出版香港中文大學發行的作品提供條件；及
（p） 審議教務會的報告，如大學校董會認為適宜就該報告採

取行動，則採取有關行動。

9. 大學校董會每學年須最少舉行會議3次，並須於大學校董會主席、校
長或任何5名大學校董提出書面要求時，舉行額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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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 大學校董會可藉傳閱文件的方式處理其任何事務。除非校長或有5名
大學校董，以書面要求大學校董會主席將正如此處理的事務的某個
別項目提交大學校董會下次會議，否則由過半數大學校董以書面通
過的書面決議的有效性及效力，均猶如該決議是在大學校董會會議
上通過的一樣。

10. 秘書長須就大學校董會會議的舉行，向每名有權接收該會議通知的
人士發出7天書面通知，並將該會議的議程一併送交；如主席或任何
2名與會的校董反對，則不得處理任何不在議程內的事務。

11. 大學校董會可為妥善處理其事務而訂立常規，並可在大學校董會任
何會議上藉過半數票而修訂或撤銷該等常規，但秘書長須已就有關
修訂或撤銷的建議，向大學校董發出不少於7天的書面通知。

12. 大學校董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12人。

規程12
財務程序

1. 財政年度由大學校董會訂定。

2. 大學校董會設有一個名為財務委員會的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下列人
士組成──
（a） 司庫，為該委員會的主席；
（b） 校長或其代表；
（c） 每一書院的院長；及
（d） 大學校董會所委任的其他人士3名，其中包括並非大學校董的

人士。
凡屬大學校董會管轄範圍內而又在財務方面有重大關連的事宜，均
須提交財務委員會處理。

3. 財務委員會須於財政年度開始前，向大學校董會呈交香港中文大學
的收支預算草案，而該等預算經作出大學校董會認為適合的修訂
後，須於財政年度開始前由大學校董會予以批准。

4. 上述預算須列明有關年度香港中文大學的收支及預算的盈餘或赤
字。預算開支須在款、項及（如適用的話）分項之下列明。款與款或
項與項之間的任何調撥，須經財務委員會認許。分項之間的任何調
撥，則須經校長及司庫認許，但如分項之間的調撥僅涉及某一書
院，則須經該書院的院長認許，但該等調撥須符合財務委員會所發
出的規則及指示。

5. 財務委員會須於大學校董會決定的時間就款與款或項與項之間的任
何調撥向大學校董會作出報告。大學校董會可於有關財政年度內調
整該等預算。

6. 資產負債表、收支表及補充附表須於財政年度終結後，在切實可行
範圍內盡快送交核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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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審計的帳目須連同核數師就該等帳目所作的評註呈交大學校董
會。

8. 本則規程並不剝奪大學校董會隨時將盈餘或預期盈餘投資的權力。

規程13
行政與計劃委員會

1. 大學校董會設有一個名為行政與計劃委員會的委員會，該委員會由
下列人士組成──
（a） 校長，為該委員會的主席；
（b） 副校長；
（c） 每一書院的院長；
（d） 每一學院的院長及研究院院長；
（e） 秘書長；
（f） 教務長；
（g） 財務長；及
（h） 大學輔導長。
委員會秘書由秘書長或其代理出任。

2. 在符合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行政與計劃委員會的職責為──
（a） 協助校長執行其職責；
（b） 提出香港中文大學發展計劃；
（c） 協助校長審核與統籌香港中文大學經常及資本開支的年度預算

及補充預算，然後轉交大學校董會的財務委員會；
（d） 在助教級及更高職級或職級與此等職級同等的教務人員及行政

人員的聘任作出之前，對該等聘任進行審核或建議作出該等聘
任；

（e） 處理大學校董會提交該委員會處理的其他事宜。

3. 行政與計劃委員會須經校長向大學校董會報告。

規程14
教務會

1. 教務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 校長，為該會主席；
（b） 副校長；
（c） 每一書院的院長；
（d） 每一學院的院長及研究院院長；
（e） 講座教授，如某學系並無聘任講座教授，則為該學系的教授；
（f） 並無根據（e）分節成為教務會成員的各學系的系主任及學科主

任；
（fa）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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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每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所選出的院務委員2名；
（h） 教務長；
（i） 圖書館館長；
（j） 大學輔導長；
（k）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l） 香港中文大學每一學院的學生1名，由在有關學院全時間修讀

香港中文大學學位認可課程的學生互選產生；
（m）代表香港中文大學每一書院的學生會的1名學生，由全時間修

讀香港中文大學學位認可課程並屬該學生會的成員的學生互選
產生。

2. 教務會成員（院務委員及根據第1（l）或（m）段選出的學生成員除外）只
在擔任其藉以成為教務會成員的職位的期間繼續出任教務會成員。

3. （a） 根據第1（g）段選出的院務委員，任期由當選日期起計為2年，
並有資格再被選舉，但他們如不再被編配予選出他們的院務委
員會所屬的書院，即須停止出任教務會成員。如任何經選舉產
生的成員去世或辭去其於教務會內的職務，或停止出任有關書
院的院務委員（他是由該書院的成員選出的），則須妥為選出一
名繼任人出任教務會成員，任期以其前任人剩餘的任期為限。

（b） 第1（l）或（m）段所指的學生成員，須按教務會決定的方式選出。
（c） 根據第1（l）或（m）段選出的學生成員，任期為1年，並有資格再

被選舉，但任何學生不得連任教務會成員超過2屆。如任何學
生成員辭職或停止出任教務會成員，而其剩餘的任期尚有6個
月或以上，則須按照（b）分節選出一名繼任人在該段剩餘的任
期內出任教務會成員；但如該名學生成員剩餘的任期少於6個
月，則無須選出繼任人在該段剩餘的任期內出任教務會成員。

（d） 任何學生成員，如不再是香港中文大學的註冊學生，或被著令
暫時停止全時間修讀香港中文大學的課程，則須停止出任教務
會成員。

4. 在符合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教務會具有以下權力及職責──
（a） 推動香港中文大學成員從事研究工作；
（b） 規管各認可課程取錄學生及該等學生修讀該等課程的事宜，並

在妥為顧及學生與各書院的意願後，將學生編配予各書院；
（c） 指導和規管認可課程的授課及教學事宜，並舉行香港中文大學

的學位、文憑、證書及其他資格頒授的考試；
（d） 根據每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的意見而考慮為推行學生為本教學

所需的措施，並考慮為推行學科為本教學所需的措施；
（e） 在有關學院作出報告後，訂立規例以實施與認可課程及考試有

關的規程及校令；
（f） 在有關學系的系務會作出報告後，委出校內考試委員；
（g） 在有關學系的系務會作出報告後，推薦校外考試委員以由大學

校董會委任；
（h） 建議頒授學位（榮譽學位除外），並頒授文憑、證書及其他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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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符合捐贈人所訂立並經大學校董會接納的條件下，訂定競逐
香港中文大學獎學金、助學金及獎項的時間、方式及條件，並
頒發該等獎學金、助學金及獎項；

（j） 就所有教學職位的設立、取消或擱置向大學校董會作出建議，
並在諮詢有關書院的院務委員會（如已設立的話）後，就編配教
師予該書院的事宜向大學校董會作出建議；

（ja）編配教師予──
（i） 學院、學系及專業學院；及
（ii） 單位（如教務會認為就該等單位而言是適合的）；

（k） 向大學校董會推薦校外專家出任敘聘諮詢委員會成員；
（l） 就所有規程及校令以及擬對該等規程及校令作出的修改，向大

學校董會報告；
（m） 就任何學術事宜向大學校董會報告；
（n） 討論任何與香港中文大學有關的事宜，並將其意見向大學校董

會報告；
（o） 就大學校董會提交教務會處理的事宜向大學校董會報告；
（p） 審議香港中文大學的開支預算，並就該等預算向大學校董會報

告；
（q） 制訂、修改或調整有關各學院組織的方案，並將有關科目分別

編配予該等學院；並就是否宜於在某時間設立其他學院或是否
宜於將某學院取消、合併或分拆，向大學校董會報告；

（r）（由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廢除）
（s） 監管圖書館及實驗室；
（t） 以學業理由要求任何本科生或學生停止在香港中文大學進修；
（u） 決定──

（i） 學年的長度，為期不得超逾連續12個月；及
（ii） 作為學年部分的各個學期；

（v） 行使大學校董會授權或規定的其他權力，以及執行大學校董會
授權或規定的其他職責。

5. 教務會每學年須最少舉行會議3次，並須按主席的指示或於任何10名
教務會成員提出書面要求時，隨時舉行額外會議。

5A.（a） 教務會的學生成員及教務會所設立的委員會及其他團體的學生
成員，均無權參與會議中審議保留事項的部分，亦無權取用或
閱讀與該等事項有關的文據或任何其他文件。

（b） 保留事項即以下各項──
（i） 影響香港中文大學教職員中個別教師及成員的聘任、晉

升及其他事務的事宜；
（ii） 影響個別學生的取錄及學業評核的事宜；
（iii）開支預算及其他與香港中文大學財政有關的事宜。
對於某項事宜是否屬上述各保留事項之一，如有疑問，可由教
務會主席或教務會所設立的委員會的主席或教務會所設立的其
他團體的主席（視屬何情況而定）作出決定，而其決定為最終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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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務長須就教務會會議的舉行向每名有權接收該會議通知的人士發
出7天書面通知，並將該會議的議程一併送交；如主席或任何4名與
會的成員反對，則不得處理任何不在議程內的事務。

7. 教務會可為妥善處理其事務而訂立常規，並可在教務會任何會議上
藉過半數票而修訂或撤銷該等常規，但教務長須已就有關修訂或撤
銷的建議，向教務會成員發出不少於7天的書面通知。

8. 教務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24人。

規程15
學院及研究院

1. 校長為每一學院的成員。

2. 每名由教務會編配予一個或多於一個學院的教師，於在任期間亦為
該學院或該等學院的成員。

3. 每一學院的成員須按教務會決定的形式和方式，從學院院務會內職
級為高級講師或以上的成員當中選出一名學院院長；而如此選出的
學院院長的任期為3年。

4. 在不抵觸第3段的規定下──
（a） 任何學院的院長均有資格再被選舉，連任兩屆或三屆院長，但

如他沒有尋求連任或不再獲選，則沒有資格出任另一屆的院
長，直至他停止出任院長滿2年後為止；

（b） 任何人如已連任某學院的院長共3屆，則沒有資格出任另一屆
的院長，直至他停止出任院長滿2年後為止。

如任何人停止出任院長2年或多於2年後再獲選出任某學院的院長，
則（a）及（b）分節亦對該人適用。

5. 每一學院每年須最少舉行會議一次，並有權討論任何與該學院有關
的事宜以及就該等事宜向教務會表達其意見。

6. 每一學院須設立一個學院院務會，學院院務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 校長；
（b）－（c）（由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廢除）
（d） 院長，為該會的主席；
（e） 學院內每一學系的系主任；
（f） 學院內其他講座教授、教授及學科主任；
（g） 每一院務委員會的代表1名，該人須為學院的成員；
（h） 學院內高級講師所選出的高級講師2名；
（i） 學院內講師及副講師所選出的講師或副講師4名。

7. 學院院務會須統籌學院內各學系的活動，並具有審議和處理各學系
就以下事項所提建議的職能──
（a） 學位課程的內容；及
（b） 修課範圍的細節。

8. 研究院院長須由大學校董會根據校長的推薦而委任，任期由大學校
董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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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研究院院務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 研究院院長，為該會的主席；
（b） 各學院院長；
（c） 研究院各學部的主任；
（d） 圖書館館長；
（e） 研究院宿舍主任。

10. 在符合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研究院院務會具有以下的權力及職責──
（a） 就研究院所有課程向教務會提供意見；
（b） 統籌研究院內各學部的活動；
（c） 審議和處理各學部就課程的內容及修課範圍的細節所提出的建

議。

規程16
院務委員

1. 大學校董會須根據一個委員會的推薦為每一書院初步委任6名院務委
員，而該委員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 校長，為該委員會的主席；
（b） 講座教授、教授或高級講師3名，由有關書院的現任教職員中

屬該等職系的教職員指定；及
（c） 講師或副講師3名，由有關書院的現任教職員中屬該等職系的

教職員指定。
獲如此委任的6名院務委員中，最少3人須為有關書院的現任教職
員。

2. 每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由根據第1段委任的有關書院的院務委員連同
該書院的院長組成。

3. 書院的院務委員會主席由書院院長出任。

4. 在符合第6段的規定下，每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可從編配予有關書院
的香港中文大學教務人員當中，選出額外的院務委員加入院務委員
會。

5. 院務委員的任期為5年，並有資格再度出任院務委員。

6. 每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須──
（a） 選出1名院務委員出任大學校董；
（b） 於有需要時選出6名不同學術資歷的院務委員，出任根據規程9

第1段組成的委員會成員；
（c） 負責──

（i） 安排編配予有關書院的學生的導修課、教牧輔導及學生
為本教學；

（ii） 監管有關書院內為某些學生而設的宿舍；及
（iii）維持有關書院的紀律。

7. 院務委員會可為妥善處理其事務而訂立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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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程17
學系

1. 每一學系由校長及所有編配予該學系的教師組成。

2. 每一學系的系主任須由大學校董會根據教務會的推薦而委任，任期
由大學校董會決定。

3. （1） 每一學系須設立一個系務會，系務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 校長；
（aa）有關學系所屬學院的院長；
（b） 有關學系的系主任，為系務會的主席；及
（c） 所有編配予有關學系的教師。

（2） 對教導修讀某學系範圍內的課程的學生有重大貢獻但並非編配
予該學系的教師，經該學系系務會提名及教務會批准後，即成
為該系務會成員。

（3） 學系系務會可酌情提名其認為適合的學生出任學生成員，任期
由系務會行使其絕對酌情決定權而決定，但該等學生成員無權
參與會議中審議保留事項的部分，亦無權取用或閱讀與該等事
項有關的文據或任何其他文件。就本則規程而言，保留事項乃
與規程14第5A（b）段所提述的保留事項相同。對於某項事宜是
否屬於以上所提述的各保留事項之一，如有疑問，可由系務會
主席作出決定，而其決定為最終決定。

4. 學系系務會的職責是就學系範圍內的課程、校內和校外考試委員的
委任及教務會要求系務會提供意見的其他事宜，向教務會提供意
見。

5. 學系須執行大學校董會不時根據教務會的建議所決定的其他職能及
職責。

規程18
評議會

1. 香港中文大學設有評議會，評議會由所有名列評議會名冊的人士組
成。

2. 香港中文大學的所有畢業生均有權名列評議會名冊︰

但獲頒授榮譽學位的人士不得僅憑此而成為評議會成員，惟他們可
獲評議會選舉出任評議會成員。

3. 任何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那學年取得由專上學院統一文憑委員會發
出的文憑的人士，均有權名列評議會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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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任何人如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日期前已獲取錄為某原有書院的註冊
學生，並已在該原有書院修讀一項為期不少於4年的課程，以及在圓
滿地符合就該項課程所訂明的一切規定後，取得由該原有書院或由
專上學院統一文憑委員會發出的文憑，則可向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
登記，以將其姓名載入評議會名冊。

3B. 任何人如在獲取錄為某學院或專業學院的註冊研究生後，修讀一項
為期不少於1學年的認可課程，並在圓滿地符合就該項課程所訂明的
一切規定後，獲教務會頒授研究院文憑，則可向香港中文大學教務
長登記，以將其姓名載入評議會名冊。

4. 評議會須從其成員當中選出一名主席，並可選出一名副主席，他們
各別的任期由評議會決定。成員如非通常在香港居住，則沒有資格
被選舉出任主席或副主席。退任的主席或副主席有資格再被選舉。

5. 如主席或副主席的職位出現臨時空缺，評議會須選出其一名成員填
補該空缺，而如此選出的人，任期以其前任人餘下的任期為限。

6. （由1994年第243號法律公告廢除）

7. （1） 除第（2）節另有規定外，評議會須由大學校董會指定的某個日
期起，選出其成員出任大學校董，人數由大學校董會不時決
定，但不得超逾3名。

（2） 任何評議會成員如憑藉規程3 而出任或成為香港中文大學成
員，除非該評議會成員只憑藉該則規程（m）分節而出任香港中
文大學成員，而並非同時憑藉該則規程的任何其他分節而出任
香港中文大學成員，則沒有資格根據第（1）節被選舉出任或繼
續出任大學校董，但即使有上述規定，根據第（1）節選出的評
議會成員，儘管同時憑藉規程3（f）及（m）分節而出任香港中文
大學成員，只要該評議會成員仍然只憑藉規程11第1（n）段而出
任大學校董，而並非同時憑藉該則規程其他各段的任何條文而
出任大學校董，則該評議會成員得繼續出任大學校董並有資格
再被選舉。

8. 在大學校董會決定的某個日期後，評議會每一公曆年須最少舉行會
議一次，而舉行會議的通知須於會議日期4個星期前發出。任何成員
欲於會議上提出審議任何事務，須遞交一份書面陳述，該書面陳述
須於會議日期前最少2個星期送抵評議會秘書，並以動議形式列明擬
提交審議的議題或各項議題。

9. 評議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大學校董會於評議會作出報告後所訂明
者。

10. 評議會的章程、職能、特權及其他與評議會有關的事宜，須經大學
校董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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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程19
教務人員

香港中文大學的教務人員由下列人士組成──
（a） 校長；
（b） 副校長；
（c） 每一書院的院長；
（d） 教師；
（e） 圖書館館長；及
（f） 大學校董會根據教務會的推薦而訂明的其他人士。

規程20
教務人員及高級行政人員的聘任

1. 大學設有敘聘諮詢委員會，敘聘諮詢委員會就教務人員及高級行政
人員的聘任向大學校董會作出推薦。就教務人員的聘任而作出的推
薦，須經教務會傳達。

2. 為每次聘任講座教授、教授及高級講師而設立的敘聘諮詢委員會，
由下列人士組成──
（a） 校長或其委任的代理，為該委員會的主席；
（b） 大學校董會所委任的大學校董1名，而該校董並非受聘者將被

編入的書院的成員；
（c） 教務會所委任的教務會成員2名，而該等教務會成員並非受聘

者將被編入的書院的成員；
（d） 受聘者將被編入的書院的院長；
（e） 作出有關聘任的學系的系主任或單位的主管，但如敘聘諮詢委

員會所處理的職位高於該系主任或主管本身的職位，則他不得
出任該敘聘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及

（f） 校外專家2名。

3. 為每次聘任講師而設立的敘聘諮詢委員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 校長或其委任的代理，為該委員會的主席；
（b） 大學校董會所委任的大學校董1名，而該校董並非受聘者將被

編入的書院的成員；
（c） 教務會所委任的教務會成員2名，而該等教務會成員並非受聘

者將被編入的書院的成員；
（d） 受聘者將被編入的書院的院長；
（e） 作出有關聘任的學系的系主任或單位的主管；及
（f） 如大學校董會認為有需要或合宜，校外專家1名。

4. 為每次聘任副講師而設立的敘聘諮詢委員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 校長或其委任的代理，為該委員會的主席；
（b） 大學校董會所委任的大學校董1名，而該校董並非受聘者將被

編入的書院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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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務會所委任的教務會成員1名，而該教務會成員並非受聘者
將被編入的書院的成員；

（d） 受聘者將被編入的書院的院長；
（e） 作出有關聘任的學系的系主任或單位的主管。

5. 為聘任圖書館館長而設立的敘聘諮詢委員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 校長或其委任的代理，為該委員會的主席；
（b） 大學校董會所委任的大學校董1名；
（c） 教務會所委任的教務會成員2名；及
（d） 校外專家2名。

6. 為聘任秘書長及教務長而設立的敘聘諮詢委員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
（a） 校長或其委任的代理，為該委員會的主席；
（b） 大學校董會主席，或在其不在時一名由大學校董會委任的人

士；
（c） 大學校董會所委任的另一名大學校董；及
（d） 教務會所委任的教務會成員2名。

7. 為聘任財務長而設立的敘聘諮詢委員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 校長或其委任的代理，為該委員會的主席；
（b） 司庫；
（c） 大學校董會所委任的大學校董1名；及
（d） 教務會所委任的教務會成員2名。

8. 根據第4及6段組成的敘聘諮詢委員會，可為作出推薦的事宜諮詢校
外專家。

9. 為施行本則規程，校外專家由大學校董會委任，但不得為香港中文
大學教職員。

10. 就聘任某人擔任某職位一事而設立的敘聘諮詢委員會，如其成員當
中包括一名或多於一名校外專家，則除非該名專家或（如有2名）該等
專家以書面證明將獲推薦的人具有規定的學術或專業地位，否則該
人不得被推薦受聘擔任該職位。

11. 就聘任某人擔任某職位所作的推薦，如有關敘聘諮詢委員會中有2名
校外專家，而該等專家對該項推薦不能達成協議，則此事須提交行
政與計劃委員會處理，而該委員會可就有關爭議作出決定。

規程21
榮譽及榮休講座教授

1. 大學校董會可聘任榮譽講座教授，亦可將榮休講座教授的名銜頒授
予任何已退任的講座教授，但作出上述聘任或頒授須獲得教務會的
推薦。

2. 榮譽或榮休講座教授不得當然成為教務會、任何學院或任何學系的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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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程22
某些主管人員及教務人員的退休

校長、副校長及所有其他受薪的主管人員及教師──
（a） 須在不遲於年滿60歲的日期後首個7月31日離任，但如大學校

董會有最少三分之二與會校董表決通過，要求該人在應離任日
期後的一段由大學校董會不時決定的期間繼續留任，則屬例
外；或

（b） 可於年滿55歲後至年滿60歲前的任何時間退休，但於年滿55歲
後至年滿60歲前的任何時間須按大學校董會的指示退休。

規程23
辭職

任何人欲辭去任何職務或退出任何團體，須藉書面通知行事。

規程24
免職、罷免成員身分或免任

1. 大學校董會可基於第2段所界定的好的因由，將司庫免職以及罷免任
何大學校董（主席及根據規程11第1（k）及（l）段獲委任的人士除外）的
大學校董身分。

2. 在第1段中，“好的因由”（Good cause）指──
（a） 被裁定犯了任何刑事罪行，而該罪行是大學校董會所斷定為屬

不道德、醜聞或可恥性質的；
（b） 在身體或心智方面實際上無行為能力，而該無行為能力的情況

是大學校董會所斷定為妨礙有關主管人員或大學校董妥善執行
其職責的；或

（c） 大學校董會所斷定為屬不道德、醜聞或可恥性質的任何行為。

3. 大學校董會可基於第5段所界定的好的因由，將校長、副校長、每一
書院的院長、任何講座教授、教授或高級講師、秘書長、教務長、
圖書館館長、財務長及其他由大學校董會所聘出任教務或行政職位
的人士免任。

4. 大學校董會作出上述免任前，可委出一個由大學校董會主席、2名大
學校董及3名教務會成員組成的委員會，審查有關的投訴並就此向大
學校董會作出報告；如有關人士或任何3名大學校董提出要求，則大
學校董會必須在作出上述免任前委出該委員會。

5. 在第3段中，“好的因由”（Good cause）指──
（a） 被裁定犯了任何刑事罪行，而大學校董會於考慮（如有需要）第

4段提述的委員會所作的報告後，認為該罪行是屬不道德、醜
聞或可恥性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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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身體或心智方面實際上無行為能力，而大學校董會於考慮
（如有需要）第4段提述的委員會所作的報告後，認為該無行為
能力的情況令有關人士不適合執行其職責；

（c） 屬不道德、醜聞或可恥性質的行為，而大學校董會於考慮（如
有需要）第4段提述的委員會所作的報告後，認為該行為令有關
人士不適合繼續任職；

（d） 大學校董會於考慮（如有需要）第4段提述的委員會所作的報告
後，認為屬構成沒有執行或無能力執行其職責的行為，或屬構
成沒有遵從或無能力遵從其任職條件的行為。

6. 除基於第5段所界定的好的因由以及依據第4段所指明的程序行事
外，第3段所提述的人士不得被免任，但如其聘任條款另有規定則不
在此限。

規程25
學生及特別生

1. 學生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不准修讀香港中文大學學士學位的認
可課程──
（a） 經香港中文大學取錄入學；
（b） 經註冊為香港中文大學的錄取生；及
（c） 已符合規例所訂明的該課程取錄學生的其他條件。

2. 學生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不准修讀設有香港中文大學證書、文
憑或高級學位的認可深造課程或從事設有香港中文大學證書、文憑
或高級學位的認可研究──
（a） 經香港中文大學取錄入學；
（b） 經註冊為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生；及
（c） 已符合規例所訂明的該課程取錄學生的其他條件。

3. 學生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不准修讀不設香港中文大學學位或文
憑的認可課程或從事不設香港中文大學學位或文憑的認可研究──
（a） 經註冊為香港中文大學的特別生；及
（b） 已符合規例所訂明的該課程取錄學生的其他條件。

4. 每名學生均須接受香港中文大學的紀律管制。

5. 香港中文大學可要求任何學生繳付大學校董會所不時釐定的費用，
亦可收取該等費用。

6. 教務會須不時訂定申請人被香港中文大學錄取所須符合的規定。

7. 香港中文大學可設有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其章程須經大學校董會
批准。

8. 每一書院可設有學生會，其章程須經大學校董會根據有關書院的院
務委員會的建議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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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程26
學位及其他資格頒授

1. （1） 香港中文大學可向符合以下條件的學生頒授第2（1）段訂明名稱
的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
（a） 已修讀一項認可課程；
（b） 已通過適當的考試或各項適當的考試；及
（c） 已在所有其他方面符合就頒授學位而訂明的規定。

（2） 香港中文大學可向任何對於促進任何學科的發展有卓越貢獻的
人士頒授第2（2）段訂明名稱的學位，或向在其他方面值得香港中文
大學向其頒授該等學位的人士頒授學位。

2. 香港中文大學可頒授的學位名稱如下──
（1）（a） 學士學位

工商管理學士（B.B.A.）
工程學士（B.Eng.）
內外全科醫學士（M.B.,Ch.B.）
文學士（B.A.）
中醫學學士（B.Chi.Med.）
社會科學學士（B.S.Sc.）
建築學士（B.Arch.）
教育學士（B.Ed.）
理學士（B.Sc.）
醫學科學學士（B.Med.Sc.）
藥劑學士（B.Pharm.）
護理學士（B.Nurs.）

（b） 碩士學位
工商管理碩士（M.B.A.）
工程碩士（M.Eng.）
文學碩士（M.A.）
中醫學碩士（M.Chi.Med.）
社會工作碩士（M.S.W.）
社會科學碩士（M.S.Sc.）
音樂碩士（M.Mus.）
建築碩士（M.Arch.）
城市規劃碩士（M.C.P.）
哲學碩士（M.Phil.）
神學碩士（M.Div.）
教育碩士（M.Ed.）
產科護理碩士（M.Mid.）
專業會計學碩士（M.P.Acc.）
理學碩士（M.Sc.）
預防醫學碩士（M.P.H.）
會計學碩士（M.Acc.）
臨$藥劑學碩士（M.Clin.P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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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碩士（M.F.A.）
護理碩士（M.Nurs.）

（c） 博士學位
工商管理博士（D.B.A.）
文學博士（D.Lit.）
社會科學博士（D.S.Sc.）
音樂博士（D.Mus.）
哲學博士（Ph.D.）
教育博士（Ed.D.）
理學博士（D.Sc.）
醫學博士（M.D.）

（2） 榮譽學位
榮譽文學博士（D.Lit. honoris causa）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D.S.Sc. honoris causa）
榮譽法學博士（LL.D. honoris causa）
榮譽理學博士（D.Sc. honoris causa）

3. 學生除非是以香港中文大學錄取生的身分修讀認可課程，否則不得
獲頒授學士學位。

4. 教務會可接受學生在教務會為此目的而認許的另一所大學或高等學
府以註冊學生身分修讀的某段時間，作為該學生為取得學士學位的
資格而需修讀的時間的一部分︰

但該名學生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不得獲頒授學士學位──
（a） 以香港中文大學錄取生的身分修讀一項認可課程，為期最少2

學年；
（b） 以香港中文大學錄取生的身分修讀的時間及在另一所大學或高

等學府以註冊學生身分修讀的時間合計不少於3學年；及
（c） 於緊接符合在頒授學士學位方面的所有規定之前在香港中文大

學修讀其最後一學期的課程。

5. 教務會可接受教務會為此目的而認許的另一所大學或高等學府所發
出的學科修業合格證書，藉以豁免證書持有人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就
該學科舉行的任何學士學位考試。

6. 除第10及11段另有規定外，任何學院的任何人除非於符合有關學院
在頒授學士學位方面的規定後，或於按第9段的條款獲取錄為研究生
後，修讀一項認可課程或從事一項認可研究，為期最少12個月，否
則不得獲頒授碩士學位。

7. 除第10及11段另有規定外，任何人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不得獲
頒授任何學院的哲學博士學位──
（a） 於符合有關學院在頒授學士學位方面的規定後，或於按第9段

的條款獲取錄為研究生後，以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的身分從事一
項認可研究，為期最少24個月；及

（b） 已呈交論文，而該論文經考試委員證明在促進對有關學科的認
識和了解方面有顯著貢獻，以及藉著新論據的發現或獨立批判
能力的運用而顯示其創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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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第10及11段另有規定外，任何人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不得獲
頒授文學博士學位、理學博士學位、社會科學博士學位、工商管理
博士學位或醫學博士學位──
（a） 已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畢業生不少於7年；及
（b） 考試委員認為該名人士對於促進其所修學科的發展有持續而顯

著的貢獻。

9. （1） 在另一所大學畢業的人士，或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日期前以崇
基學院、聯合書院或新亞書院的註冊學生身分取得由上述各書院或
代上述各書院發出的文憑或證書的人士，可獲豁免符合香港中文大
學錄取學生的規定，並可獲取錄為研究生，修讀碩士或博士學位課
程，但須符合規程所訂明的條件及根據規程而訂立的校令和規例所
訂明的條件。
（2） 任何人──

（a） 在專上教育機構完成一項課程，並持有與學位同等的專
業或類似的資格；及

（b） 符合規程所訂明的其他規定以及根據規程而訂立的校令
及規例所訂明的其他規定，

經教務會批准後，可獲豁免符合香港中文大學錄取學生的規
定，並可獲取錄為研究生。

10. 教務會可建議向香港中文大學的任何教務人員頒授任何學院的碩士
學位或博士學位，並可為此目的而豁免該人符合在頒授學位方面所
訂明的任何規定，但有關學位的考試的規定則除外。

11. 大學校董會可建議頒授榮譽碩士學位或榮譽博士學位而不要求有關
人士上課或考試：

但持有榮譽學位的人士不得因取得該學位而有權從事任何專
業。

12. 大學校董會在建議頒授榮譽碩士學位或榮譽博士學位前，必須先考
慮由下列人士組成的榮譽學位委員會所呈交的建議──
（a） 監督；
（b） 校長；
（c） 各書院的院長；
（d） 大學校董會主席；
（e） 大學校董會所指定的大學校董2名；及
（f） 教務會所選出的教務會成員，人數與書院的數目相等。

13. 香港中文大學可向以下人士頒授文憑及證書──
（a） 符合以下條件的學生──

（i） 已修讀一項認可課程；
（ii） 已通過適當的考試或各項適當的考試；及
（iii）已在所有其他方面符合就頒授文憑及證書而訂明的規

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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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上文（a）分節所規定的人士以外的、被教務會當作具備適當資格
獲頒授該等文憑及證書的人士，但該等人士須符合以下條件──
（i） 已在香港的一間或多於一間獲教務會為此目的而認許的

教育機構修讀一項有關課程；及
（ii） 已通過適當的香港中文大學考試或各項適當的香港中文

大學考試。

14. 任何人如被裁定犯了可逮捕的罪行，或被教務會認為曾作出不名譽
或屬醜聞性質的行為，教務會可撤回該人的香港中文大學學位、文
憑、證書或其他資格頒授，但該人有權就教務會的決定向大學校董
會提出上訴，亦有權就大學校董會的決定向監督提出上訴。

規程27
考試

1. 香港中文大學所舉行的任何學科的香港中文大學學士學位考試或高
級學位考試，須由一個由下列人士組成的考試委員會主持──
（a） 校內考試委員2名或多於2名，他們須為所考學科的教師；及
（b） 除第3段另有規定外，校外考試委員1名或多於1名，他們不得

為香港中文大學教務人員，亦不得曾參與教授有關考生。

2. 考試委員會的職責是確保考試得以妥善舉行，並確保評核制度公平
而一致。

3. 如教務會批准，則第1（b）段的規定對有關學科的學士學位考試不適
用，而大學校董會須根據教務會的推薦，就該學科委任1名或多於1
名並非香港中文大學教務人員而又不曾參與教授有關考生的訪問考
試委員；在緊急情況下，則由校長作出委任。

4. 訪問考試委員須──
（a） 酌情要求就所有或任何（但不得少於三分之一）與其委任有關的

學科的學位考試評閱試卷；
（b） 向校長呈交年度書面報告；及
（c） 每3年最少訪問香港中文大學一次，以對各項考試作實地深入

檢討。

規程28
引稱

規程可引稱為《香港中文大學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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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已失時效而略去）

原有書院的章程

附表3
〔第19（2）及20（2）條〕

原有書院的章程

1. 釋義

在本附表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大學校董會”（Council）指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

“主席”（Chairman）指每一書院校董會的主席；

“書院”（College）指原有書院，而“各書院”（Colleges）須據此解釋；

“書院校董會”（Boards of Trustees）指根據第2段成立為法團的各書院校董
會。

2. 書院校董會成立為法團

（1） 崇基學院設有書院校董會，該校董會是一個法人團體，名為
“The Trustees of Chung Chi College”，並以該名稱永久延續，可起訴與被
起訴，並須備有和使用法團印章。
（2） 聯合書院設有書院校董會，該校董會是一個法人團體，名為

“The Trustees of The United College of Hong Kong”，並以該名稱永久延
續，可起訴與被起訴，並須備有和使用法團印章。
（3） 新亞書院設有書院校董會，該校董會是一個法人團體，名為

“The Trustees of New Asia College”，並以該名稱永久延續，可起訴與被
起訴，並須備有和使用法團印章。

3. 書院校董會的權力及職責

（1） 每一書院校董會須為其所屬書院的利益而以信託形式持有並管
理根據第7段歸屬有關書院校董會的動產，亦須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利益而
以信託形式持有作為根據附表2*第2段所訂協議的標的之建築物。
（2） 除第（3）節另有規定外，每一書院校董會可為執行第（1）節所指

信託而行使《受託人條例》（第29章）賦予受託人的權力。

* 有關附表2的內文，見法例編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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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沒有大學校董會事先批准，任何書院校董會不得為有關書院的
利益而接受任何饋贈，而大學校董會在給予批准時可附加其認為適合的
條件。
（4） 每一書院校董會須就其處理事務的程序、其目標的達成及職責

的履行以及有關在會議上維持良好秩序的事宜，訂立書面規定。
（5） 崇基學院的書院校董會須──

（a） 就神學組教職員的委任，或繼承神學組負責神學教育的
香港中文大學部門教職員的委任，包括神學組主任（或同
等職位）及神學樓學生宿舍舍監的委任，經行政與計劃委
員會向大學校董會作出推薦；

（b） 分配私人資金所提供的資源，以推廣神學教育，包括神
學樓的保養；

（c） 設立院牧職位並作出委任；及
（d） 就一切與神學教育有關的重大政策事宜，向教務會提供

意見，
而該書院校董會亦可將履行本節委予該書院校董會的職能及職
責的權力，轉授予其委出的神學校董會。

4. 書院校董會的組成人員

（1） 在緊接本條例生效前出任崇基學院校董的人士，在本條例生效
時即成為根據第2（1）段成立為法團的崇基學院書院校董會的校董。
（2） 在緊接本條例生效前出任聯合書院校董的人士，在本條例生效

時即成為根據第2（2）段成立為法團的聯合書院書院校董會的校董。
（3） 在緊接本條例生效前出任新亞書院校董的人士，在本條例生效

時即成為根據第2（3）段成立為法團的新亞書院書院校董會的校董。
（4） 任何在本條例生效時出任或成為書院校董的人士均可退任，但

如任何人的退任會導致有關書院校董會的校董人數減少至4人以下，則該
人不得退任。
（5） 書院校董會的校董空缺須不時以該書院校董會未曾成立為法團

時可用以委任新校董的合法方法填補，並且在不損害前述條文的一般性
的原則下，《受託人條例》（第29章）第42條對新校董的委任適用。

5. 向公司註冊處處長登記

（1） 每一書院校董會須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
（a） 書院校董會主要辦事處地址的通知及更改該地址的通

知；
（b） 一份經主席核證為正確的載有書院校董的姓名及地址的

名單及經如此核證的對該名單所作的任何更改；及
（c） 一份經主席核證為正確的根據第3（4）段訂立的書面規定

的文本及經如此核證的對該等規定所作的任何更改的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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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照第（1）（a）及（b）節作出的通知，須──
（a） 在本條例生效後3個月內作出；及
（b） 於其後在作出任何更改後28天內作出。

（3） 根據第（1）（c）節作出的通知，須在根據第3（4）段訂立任何書面
規定後28天內作出，或在對該等規定作出任何更改後28天內作出。
（4） 任何人可在公司註冊處處長的辦事處查閱任何根據本段登記的

文件。
（5） 登記或查閱本段所提述的任何文件，須繳付費用$5。

6. 帳目

每一書院校董會每年均須擬備並向大學校董會交出其經審計的帳
目，帳目的格式及交出帳目的時間由大學校董會決定。

7. 過渡性條文

在本條例生效時──
（a） 每一書院以信託形式持有或由他人以信託形式為其持有的所有

動產，以及由各書院或代各書院在香港中文大學院校範圍以外
所持有的所有不動產，均無須再作轉易而按照其持有人當時持
有該等財產所按照的相同信託以及相同條款及條件（如有的
話），歸屬有關書院的書院校董會；

（b） 各書院就根據（a）分節歸屬各書院校董會的財產所享有或承擔
的一切權利、特權、義務和法律責任，由每一書院的校董會繼
承。

8. （由1986年第59號第4條廢除）

附表4
〔第20（3）條〕

逸夫書院的章程

1. 釋義

在本附表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大學校董會”（Council）指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

“主席”（Chairman）指書院校董會主席；

“書院校董會”（Board of Trustees）指根據第2段成立為法團的逸夫書院校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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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劃委員會”（Planning Committee）指大學校董會根據第10（1）條設立的逸
夫書院籌劃委員會。

2. 書院校董會成立為法團

逸夫書院設有書院校董會，該校董會是一個法人團體，名為“T h e
Trustees of Shaw College”，並以該名稱永久延續，可起訴與被起訴，並須
備有和使用法團印章。

3. 書院校董會的權力及職責

（1） 書院校董會須為逸夫書院的利益而以信託形式持有並管理香港
中文大學轉歸書院校董會的動產。
（2） 除第（3）節另有規定外，書院校董會可為執行第（1）節所指的信

託而行使《受託人條例》（第29章）賦予受託人的權力。
（3） 沒有大學校董會事先批准，書院校董會不得為逸夫書院的利益

而接受任何饋贈，而大學校董會在給予批准時可附加其認為適合的條
件。
（4） 書院校董會須就其處理事務的程序、其目標的達成及職責的履

行、其校董的委任和退任以及有關在會議上維持良好秩序的事宜，訂立
書面規定。

4. （1） 在緊接《香港中文大學（公布逸夫書院）條例》（第1139章）生效前
出任籌劃委員會成員的人士，在該條例的生效時即成為書院校董。
（2） 根據第（1）節成為書院校董的人士，任期由《香港中文大學（公

布逸夫書院）條例》（第1139章）生效時起計為1年，並且除根據第3（4）段訂
立的書面規定另有規定外，該等校董均有資格再獲委任。
（3） 任何在《香港中文大學（公布逸夫書院）條例》（第1139章）生效時

出任或成為書院校董的人士均可退任，但如任何人的退任會導致書院校
董會的校董人數減少至4人以下，則該人不得退任。
（4） 書院校董會的校董空缺須不時按照在第3（4）段下訂立的書面規

定填補，或不時以書院校董會未曾成立為法團時可用以委任新校董的合
法方法填補，並且在不損害前述條文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受託人條例》
（第29章）第42條對新校董的委任適用。

5. 向公司註冊處處長登記

（1） 書院校董會須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
（a） 書院校董會主要辦事處地址的通知及更改該地址的通

知；
（b） 一份經主席核證為正確的載有書院校董的姓名及地址的

名單及經如此核證的對該名單所作的任何更改；及
（c） 一份經主席核證為正確的根據第3（4）段訂立的書面規定

的文本及經如此核證的對該等規定所作的任何更改的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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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照第（1）（a）及（b）節作出的通知，須──
（a） 在《香港中文大學（公布逸夫書院）條例》（第1139章）生效

後3個月內作出；及
（b） 於其後在作出任何更改後28天內作出。

（3） 根據第（1）（c）節發出的通知，須在根據第3（4）段訂立任何書面
規定後28天內作出，或在對該等規定作出任何更改後28天內作出。
（4） 任何人可在公司註冊處處長的辦事處查閱任何根據本段登記的

文件。
（5） 登記或查閱本段所提述的任何文件，須繳付費用$5.00。

6. 帳目

書院校董會每年須擬備並向大學校董會交出其經審計的帳目，帳目
的格式及交出帳目的時間由大學校董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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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本科課程
入學規則
（二零零三年入學適用）

一、 總則

（甲） 擬申請進入本校修讀學士學位課程者，須符合大學最低入學
要求及本規則所列明之有關課程指定條件。

（乙） 凡據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申請入學者，須按本規則第二條
申請入學。

（丙） 凡據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以外之資歷申請入學者，須按本
規則第三條申請入學。

二、 據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申請入學

（甲） 大學最低入學要求

申請人必須：

（1） 於同一次香港中學會考中考獲最少七科Ｅ級或以上成
績，其中必須包括兩科語文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
文、法文或德文）；及

（2） 於同一次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中考獲下列各科Ｅ級或以
上成績：

（i） 高級補充程度中國語文及文化科
＊
；及

（ii） 高級補充程度英語運用科；及

（iii） 至少其他兩科高級程度科目，或其他一科高級
程度及兩科高級補充程度科目。

（乙） 課程要求

除符合大學要求外，申請人另須符合下表所列有關課程之附
加條件：

＊
未具備指定之高級補充程度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成績者，倘能於其他科目考獲優
異之成績，並能通過校方安排之語文能力測驗，個別學院可酌情豁免有關之入
學條件，予以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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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遴選準則

本校將考慮申請人之香港中學會考成績，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成績及其校內之學業與課外活動表現。倘申請人獲邀面試，
其面試表現亦為考慮因素之一。

三、 據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以外資歷申請入學

（甲） 大學最低入學要求

申請人必須：

（1） 於同一次普通教育文憑高級程度考試中考獲至少三科
及格或以上成績；或

（2） 持有大學預科國際會考證書；或

（3） 於香港以外之地區考獲足資入讀有關國家/地區大學
之學歷；或

（4） 持有一九七八年或以前之香港中文大學入學試合格證
書；或

（5） 於同一次香港高等程度會考中考獲至少五科Ｅ級或以
上成績，其中必須包括中國語言文學及英文；或

（6） 在本大學認可之大學肄業一年或以上；或

（7） 於申請入學年份之九月一日年滿二十三歲，並符合下
列條件：

（i） 申請人能提供出版之著作或其他認許之實據，
證明其在有關學科已獲致成就，足資取錄入
學，或申請人已在有關學術或專業領域上業有
超卓表現；及

（ii） 申請人能提供曾在香港連續居住最少三年之證
據；或

（8） 持有其他足資取錄入學之特殊資歷。

除獲得教務會豁免外，申請人之中、英語文水平須達本校認
許之程度。

（乙） 遴選準則

本校將考慮申請人之學歷及其學術成就。倘申請人獲邀面
試，其面試表現亦為考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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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讀學士學位課程
入學規則
（二零零三年入學適用）

一、 總則

擬申請進入本校修讀兼讀學士學位課程者必須符合本規則內所列之
入學條件。

二、 申請入讀音樂兼讀學士學位課程

入學條件

申請人須：

甲、 （一） 曾參加一九九四年或其後之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並於
同一次考試中考獲下列各科E級或以上成績：

（1） 高級補充程度之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及

（2） 高級補充程度之英語運用科；及

（3） 其他兩科高級程度科目，或任何一科高級程度
及兩科高級補充程度科目；或

（二）（1） 曾參加一九九三年或以前之香港大學入學試或
香港考試局高級程度會考，並於同一次考試中
考獲最少三科E級或以上成績；及

（2） 在同一次高級程度會考中，考獲英語運用科E
級或以上成績；或

（三） 曾參加一九七九年或其後之香港高等程度會考，並於
同一次考試中考獲中國語言文學、英文及其他三科E
級或以上成績；或

（四） 持有一九七八年或以前之香港中文大學入學資格考試
合格證書；或

（五） 曾參加香港中學會考或同等之考試，並於同一次考試
中，考獲五科C級或以上成績，其中必須包括中國語
文及英國語文科（附加數學及數學均取得C級或以上成
績者，只計算其中成績較優之一科），另須具有至少
四年之全職工作經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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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於香港以外之地區考獲足資入讀有關國家/地區大學
之學歷；或

（七） 曾在本大學認可之大學肄業一年或以上；或

（八） 於申請入學同年之九月一日已滿二十三歲並符合下列
條件：

（1） 能提供已出版之著作或其他認許之實據，證明申
請人在有關學科已獲致成就，足資取錄入學；或
在有關學術或專業領域中，業有超卓之表現；及

（2） 申請人能提出在香港連續居住最少三年之證
據；及

乙、 參加入學測驗，並獲良好成績。

三、 申請入讀豁免學分之音樂兼讀學士學位課程

凡申請入讀兼讀學士學位課程者，若其中、英語文水平達至認許程
度
＊
，並符合有關課程之特別入學條件，得獲豁免部分學分。

音樂兼讀學士學位課程豁免六十三學分入學條件

申請人須：

（一）（1） 持有認可之專上學院音樂文憑；或

（2） 持有認可之音樂學院音樂文憑；或

（3） 持有認可之大學學位；及

（二） 具有音樂工作經驗；及

（三） 參加入學測驗，並獲良好成績。

＊
申請人倘於香港高等程度會考或同等之考試中考獲中國語言文學科及英文科E
級或以上成績，將被視為符合此項語文程度之要求。未具備上述成績者則須參
加兼讀學士學位課程有關語文科目之入學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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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本科生
總學則

（本學則中所有「學系」字樣，對不同學系聯合開設之課程而言，即指有關
委員會。）

1.0 規則及條例

1.1 學生應遵守本大學所訂之一切規則與條例。

2.0 入學

2.1 申請攻讀審定之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者，須符合「全日制本科課程
入學規則」所訂之大學入學條件。

2.2 獲取錄之申請人將予編入一項主修課程。

3.0 費用

3.1 除事先獲准緩繳者外，所有經由大學校董會核定之費用均須於指定
日期繳交。

3.2 逾期繳費之學生一概須科以罰款。如學生欠交費用，不論是部分或
全部，或欠交逾期罰款超過兩週以上，均作自動退學論。

3.3 學生於首次註冊時須繳交保證金，以備償還所欠本校之款項或賠償
損毀公物之用。扣除欠款後之保證金餘額，將於該生退學時發還。
如學生於畢業時並無欠款，則該保證金將轉為其畢業費用。

3.4 除保證金外，已繳費用概不退還，情況極為特殊者除外。

4.0 註冊

4.1 申請人獲取錄編入本校審定課程後，須於指定日期繳交各項費用，
並於教務處辦理註冊手續，自其首次註冊日起取得學籍。

4.2 學生每學年須於指定日期辦理選課手續。任何學生逾指定日期兩週
尚未辦理選課者，作自動退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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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學生未能於指定日期內選課者，須事前以書面向教務長申請延期。

4.4 學生除事先獲得其所屬學院院務會批准者外，不得同時在本校或任
何專上院校修讀或從事其他可獲致學位、文憑或證書之課程或研
究，違者須自本校退學。

4.5 修讀全日制課程之學生在學期中不得擔任任何有薪或無薪之全職工
作，事先獲所屬學院院務會批准者除外。

4.6 學生註冊用之姓名應以其香港身分證或護照內所載為準。

4.7 學生之姓名、住址或其他註冊資料如有更改，應立即通知教務長。

4.8 學生獲本科考試委員會建議畢業或退學後，不得申請更改其註冊
資料。

4.9 曾自本校退學之學生，在極為特殊情況下始得以書面向教務長申請
恢復學籍。該類申請須經有關之學院院務會考慮。學生如因學業成
績欠佳而被飭令退學，或自動退學以逃避被飭令退學，均不會獲得
恢復學籍。

5.0 修業期限

5.1 除本學則第5.2條另有規定外，中六及中七入學學生
＊
將預期分別於

修業滿四年及三年後畢業，修讀註明有不同修業期之課程者例外。

5.2 學生得以特定表格向教務長申請更改修業期限，但於預期畢業之學
期開始後，不得申請更改。

5.3 雖有本學則第5.2條規定，學生於本校修業未滿三年者，不准畢業。

5.4 雖有本學則第5.3條規定，凡轉學生或經按大專學歷獲豁免科目及
學分之學生，倘符合以下規定，得以未滿三年修業期畢業：

（甲） 該生已在本校修業至少達兩年；及

（乙） 該生在本校及其他大學或為教務會認可之專上院校之總修業
期不少於三年。

5.5 學生最後學期須在本校上課。

5.6 中六及中七入學學生須自首次註冊日起分別於六年及五年內完成一
切畢業規定。此年限包括所有請假及休學等期間在內。

6.0 科目規定及豁免

6.1 中六及中七入學學生須分別修畢科目一百二十三及九十九學分，始
准畢業。

6.2 學生畢業前須修畢由其主修課程修讀辦法規定可達七十二學分之科
目，其中指定科目並須達至規定之最低成績。惟可獲致專業資格之
主修課程，所規定修讀之科目得超逾七十二學分。

6.3 學生經其主修學系核准得報修一項或兩項副修課程。副修課程應修
科目由十五至三十學分不等。

＊
「中六（或中七）入學學生」乃指於修畢中學六年級（或七年級）後或以相等資歷獲
取錄入學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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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生畢業前亦須修畢下列各項：

（甲） 體育科目兩學分（須於首修業年修讀）；及

（乙） 經大學及該生所屬學院及書院規定之通識教育科目十五學分
＃

（對修讀經教務會特准主修課程之學生，此通識規定得酌減
三學分）。

6.5 學生如有任何必修科目不及格，須重修該科目或修讀經有關學系核
准之代替科目。

6.6 學生具有認可之學歷者，得按規定辦法獲豁免若干畢業所需之科目
及/或學分。惟經獲此項豁免之學生仍須符合下列規定及本學則第
5.4及5.5條所載規定，始准畢業：

（甲） 在本校至少已修畢科目六十學分；

（乙） 在本校至少已修畢其主修規定達三分之二；及

（丙） 在本校至少已修畢其副修規定達三分之二（擬以兼獲副修學
歷畢業者適用）。

7.0 課業負荷

7.1 學生每學期修課不得少於十二學分。

7.2 學生每學期修課不得多於十八學分，經其主修學系事先核准多修者
例外。學生於任何學期修課一概不得多於二十一學分。

8.0 選課

8.1 學生須依照其主修及/或副修課程之修讀辦法選課，並須確保能按
時修畢畢業所需之各項課業。

8.2 學生不得重修已修畢並獲及格成績之科目或經獲豁免之科目，惟按
本學則規定必須重修者例外。

9.0 退選及加選

9.1 學生擬退選或加選科目，須按照規定程序在學期授課開始後之兩週
內辦理。

9.2 學生在極為特殊情況下始得申請准許於學期授課開始兩週後辦理退
選或加選科目。此類申請須填具特定表格，呈交其主修學科之學院
院長考慮。

9.3 凡學生退選科目而未按規定程序辦理者，該科成績作「F」等級計算。

10.0 更改主修及副修課程

10.1 學生擬更改其主修或副修課程者，須填具特定表格，於指定日期前
向有關學系申請。

＃
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及以前入學學生則須修畢通識教育科目十四至十五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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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上課、請假及休學

11.1 學生須遵照所修讀科目之教師規定，到校上課，參加測驗及考試。

11.2 學生經缺席後，應向有關教師申請准予補足所缺之必需課業。

11.3 學生因病需請假逾一週者，須以書面向教務長請假。請假函件須附大
學保健處主任簽署或加簽之證明文件，並須經該生主修學系認可。

11.4 學生因事請假逾一週者，應事先以書面向教務長申請許可。請假函
件須申明請假理由，並經該生主修學系認可。

11.5 學生首次休學以一年為限，期滿後仍不能復學者，得申請繼續休學
一年；經休學兩年後，不得再延長休學期限。

11.6 學生未經請假而連續缺課逾一月者，將作自動退學論。

11.7 學生若經大學保健處主任認為其健康情況確有礙大學之團體�生
者，須暫行休學。該生在指定之休學期屆滿後，須得大學保健處主
任簽發健康證明書，方可申請復學。

12.0 學生會幹事減低課業負荷

12.1 學生獲選為大學或書院學生會會長或大學學生會副會長者，如認為
繁重會務足以影響其學業，得以書面向教務長申請減低課業負荷，
為期不超過兩學期。該生所屬之學院院務會於考慮是項申請後，得
就此向教務會提出建議。學生獲得此特許以一次為限。此項申請並
須於選舉結果公佈後兩週內提出。

12.2 此項減低課業負荷之給許，將不影響該生在修業期內領取各項學業
獎及助學金之資格。

12.3 該生任大學或書院學生會會長或大學學生會副會長期內，每學期至
少須修課六學分，並須照常繳交一切規定之費用。

13.0 課業評核及成績等級

13.1 學生課業成績按其所修科目表現逐科評核，評核標準得包括下列任
何一項或多項組合：到校上課、平時作業、寫作、實驗、實習、研
究論文、測驗、考試及其他評核標準。

13.2 評核及紀錄課業成績所使用之等級、標準及變換積點如下：

等級及標準 繁分等級（必要時採用） 變換積點

A 特優 A 4.0

A－ 優 A－ 3.7

B 良 B＋ 3.3
B 3.0
B－ 2.7

C 常 C＋ 2.3
C 2.0
C－ 1.7

D 及格 D＋ 1.3
D 1.0

F 不及格 F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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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積點之計算法為所修讀科目之總變換積點之總和除以所修學分
之總和（包括不及格之科目在內）。於此計算法中，總變換積點為變
換積點乘以有關科目之學分數。

13.3 學生所修科目須得「D」等或以上成績，方獲得該科目之學分。倘某
科目及格但仍須重修者，則在學生畢業所需之學分中，該科目學分
只計算一次。

14.0 考試

14.1 學生須參加有關教師指定之科目考試。考試方式得為筆試、實驗或
口試，或此等方式之任何組合。

14.2 主修課程可規定其學生呈繳畢業論文或畢業專題研究。畢業論文/專
題研究之成績等級、標準及變換積點均與本學則第13.2條所定相同。

14.3 考試缺考

（甲） 學生因病或要事不能參加科目考試者，須盡早以書面並附證
明文件向教務長申請補准缺考。此項申請不得遲於該項考試
後之第十日辦理。因病或因傷缺考者，申請書須附大學保健
處主任簽署或加簽之證明文件。

（乙） 學生如獲准於考試缺考，得由有關學系決定另行考核。

（丙） 學生未獲准許而於任何考試缺考，該考試成績作「F」等級
計算。

15.0 試讀及退學

15.1 試讀

（甲） 學生之學期平均積點在1.5以下者，次學期將被列為試讀生，
其適用於本學則第15.2條所述者例外。

（乙） 試讀生得被著令減輕課業負荷，該生之學業表現將於試讀學
期終結時予以審查。屆時倘所得之平均積點達1.5或以上，得
恢復為正式生，否則該生將繼續於次修業學期被列為試讀
生，惟按照本學則第15.2條規定被飭令退學或已修畢本學則
第16.1條所列各項畢業規定者除外。

15.2 退學

學生凡有下列任何情形者，須自本校退學：

（甲） 連續兩修業學期每學期平均積點均在1.0以下者；或

（乙） 連續兩修業學期每學期所修學分有半數以上不及格者；或

（丙） 任試讀生連續兩修業學期後仍未能恢復為正式生者；或

（丁） 對某等科目修讀兩次仍未符合其主修課程規定之最低成績
者，惟經該生所屬學院院務會另作決定者或該生獲准於次學
期更改其主修課程者則屬例外；或

（戊） 畢業論文/畢業專題研究兩次不及格者；或

（己） 未能按照本學則第5.6條於五或六年內完成全部畢業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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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畢業

16.1 學生須符合下列各項規定，方獲考慮頒授學士學位：

（甲） 符合本學則第5.0及6.0各條所載之規定；

（乙） 所修讀編號2000及以上之全部主修科目所得平均積點不低於
1.5（「學生為本科目」則為編號0200及以上）；

（丙） 若主修課程設有畢業論文/專題研究者，其成績必須及格；及

（丁） 最後一學期所得平均積點不低於1.0。

學生符合上述各項規定即須畢業，惟按本學則第19.0條被開除學籍
或被著令暫行休學者除外。

16.2 學生倘於所修讀編號2000及以上之全部主修科目（「學生為本科目」
則為編號0200及以上）所獲得平均積點在1.5以下而不低於1.3者，得
由本科考試委員會推薦作及格畢業，但仍以該生符合畢業所需之其
他規定為準。屆時本學則第16.1（乙）條對該生將不適用。

16.3 學生如未能符合本學則第16.1條所列任何一項，但又不須自本校退
學者，須按情況多註冊一學期或一年或註冊修讀若干指定科目。

16.4 學生如已符合畢業所需之全部條件，且滿足所報讀副修課程之規定
者，將兼獲副修學歷畢業；如未能符合副修課程之任何規定者，則
不獲副修學歷畢業。

16.5 學生如已符合畢業所需之全部條件，且滿足所報讀兩項副修課程之
規定者，將兼獲雙副修學歷畢業；學生如未能符合一項或兩項副修
課程規定，亦未經減輕其主修課程負荷者，將不獲任何副修學歷畢
業，或將按所符合之規定兼獲其中一項副修學歷畢業；如經減輕其
主修課程負荷者，則須多註冊一學期或一年或註冊修讀若干指定科
目，以補足所缺欠之主修及/或副修規定。

17.0 學位等級

17.1 學生符合畢業所需之條件，將獲頒授學士學位，其等級如下：

（甲） 榮譽、甲等

（乙） 榮譽、乙等一級

（丙） 榮譽、乙等二級

（丁） 榮譽、丙等

（戊） 學位

17.2 學生之學位等級將照其所屬學院院務會決定，以其編號2000及以上
或3000及以上（「學生為本科目」則分別為編號0200及以上或0300及
以上）之主修科目之平均積點，連同其他科目之平均積點及畢業論
文/專題研究之成績，按教務會所定標準予以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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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學業成績表

18.1 學生升學或就業，得向本校申請詳列所修科目及成績之學業成績表
正本。

18.2 學業成績表正本一概不發予學生本人或任何私人，而由本校直接寄達
有關機構或僱主。所訂費用及郵費須於申請該成績表時一併繳交。

19.0 懲戒

19.1 學生違犯任何規則或條例，或犯有下列任何情事者，均應由教務會、
學院院務會及/或書院院務委員會視情節之性質及輕重予以懲處：

（甲） 對本校人員有誹謗、威脅或毆打等行為；

（乙） 故意損毀公物；

（丙） 盜竊、騙取或誤用本校之任何財物；

（丁） 抄襲作業或於考試或測驗時作弊；

（戊） 考試時行為不當，或違犯教務會所訂之任何考試規則；

（己） 偽造、竄改或冒用本校之任何文件或紀錄；

（庚） 違犯條例或違背學校當局命令，足以妨害本校教學、學習、
研究或行政；

（辛） 行為有損校譽或本校利益；

（壬） 經法庭判定犯有不道德、招物議或可鄙之行為；或

（癸） 在提交本校之申請書或文件中作不實不盡或虛假之聲明。

19.2 處分可採取下列任何方式，並得紀錄在該生學業成績表內：

（甲） 申誡；

（乙） 在指定期限內，停止享有部分或全部在校權益，及/或停止
使用部分或全部之學校設備；

（丙） 記過（記過三次者得著令退學）；

（丁） 著令於指定期限內暫行休學；或

（戊） 開除學籍。

施行（丁）項或（戊）項處分，須先經教務會通過。

19.3 學生於接獲處罰通知之七日內，可具函向教務會請求覆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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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科本科生學則

1.0 規則與條例

1.1 修讀醫科課程之本科生應遵守大學及書院所訂之有關規定與學則及
醫學院所訂之醫科本科生學則。

1.2 「全日制本科生總學則」（以下簡稱本科生總學則）除以下各條外，其
餘均適用於醫科學生：

5.1至5.6 有關修業期限

6.1至6.3及6.6 有關課業規定及豁免

7.1至7.2 有關課業負荷

13.1至13.3 有關課業評核及成績等級

14.1至14.3 有關考試

15.1至15.2 有關試讀及退學

16.1至16.5 有關畢業

17.1至17.2 有關學位等級

2.0 入學

2.1 申請攻讀醫科本科課程者須遵守「全日制本科課程入學規則」。

2.2 入讀醫科第一年：

申請人如符合「全日制本科課程入學規則」所載醫學課程入學條件
者，可以申請直接入讀醫科第一年。

2.3 轉學生入讀醫科第二或第三年：

如申請人已成功完成一年或兩年與本校提供之醫科相符的醫科課
程，可申請報讀本校醫科第二年或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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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大學規定

醫學院學生除修讀醫科課程外，並須於畢業前完成下列規定課業：

（甲） 經大學及該生所屬書院規定十二學分之通識教育科目（轉學
生可申請免修）；及

（乙） 兩學分之體育科目（轉學生可申請免修）。

體育科目須於醫科第一年內完成（根據本學則第2.3條入學之轉學生
除外）。

4.0 肄業期限

4.1 學生須於不超過七學年之期限完成醫科課程（醫科第一至五年）。惟
醫學院院務會另作決定者除外。

4.2 學生不能重讀醫科第一年。學生如未能考取第一期專業考試及格，
得被飭令退學。惟醫學院院務會另作決定者除外。

4.3 學生須於不超過六學年之期限完成醫科第二至第五年，及不能重讀
任何一年超過一次。惟醫學院院務會另作決定者除外。

4.4 學生於上述指定肄業期限屆滿時仍未能完成有關課程及於有關考試
中取得及格成績者，得被飭令退學。

5.0 學業評核與考試

5.1 學生將按該學年之考試評審小組所訂之規條及標準接受評核。

5.2 考試缺考

（甲） 學生因病或要事未能參加科目考試者，須盡早以書面並附證
明文件向醫學院院長申請批准缺考。此項申請不得遲於該項
考試後之第十個工作天辦理。因病或因傷缺考者，申請書須
附大學保健處主任簽署或加簽之證明文件。

（乙） 學生如獲准於考試缺考，得由考試評審小組/考試委員會批
准另行考核；學生如不被安排另行考核或補考，考試評審小
組/考試委員會將建議該生重讀科目、重讀學年或退學。

（丙） 學生未獲准許而於任何考試缺考，該考試成績作「F」等級計算。

醫科第一年（第一期專業考試）

5.3 醫科第一年學生之成績應以下列項目評核：

（甲） 自選科目之指定要求；

（乙） 技能科目（臨診方法、溝通技巧及終生學習技能）之指定要求；

（丙） 通識教育，包括社會與健康科之指定要求；及



408

（丁） 專業知識，包括：

（一） 以下三個系統的知識為本之評核（佔總成績百分之五十）：
（i） 人體構造；

（ii） 基礎課程；及

（iii） 心肺科、胃腸及營養科、體內環境恆定科及肌
肉骨骼科。

專業知識之總分由以下項目組成：

甲. 醫科第一年系統學科小組認為適當之任何形式
之經常性學業進度審查（佔百分之二十五）；及

乙. 學科完結後之評核（佔百分之七十五）。

（二） 學年完結時之綜合考試（佔總成績百分之五十）。

達到專業知識整體及格之要求：

1. 專業知識評核及綜合考試之平均分最少達到百分之五
十；及

2. 每一系統學科的知識為本之評核，及綜合考試分數分
別最少達到百分之四十。

5.4 補考及補修之安排

（甲） 學生如未能符合技能科目及自選科目之要求，須於特定時間
內作補修。

（乙） 學生如未能於第一次個別系統學科評核及/或綜合試卷中符
合及格要求，須於八月補考（及格分數為百分之五十）。

5.5 升讀醫科第二年

學生符合下列項目要求而考取第一期專科考試及格者，可升讀醫科
第二年：

（甲） 自選科目之指定要求；

（乙） 技能科目（臨診方法，溝通技巧及終生學習技能）之指定要求；

（丙） 社會與健康科及格；及

（丁） 專業知識整體及格，或如學生須補考者，於每一次補考中及格。

醫科第二年

5.6 醫科第二年學生之成績應以下列項目核定：

（甲） 自選科目之指定要求；

（乙） 技能科目（臨診方法，溝通技巧及終生學習技能）之指定要求；

（丙） 社會與健康科及通識教育科目；及

（丁） 系統學科之專業知識

專業知識之總分由以下項目組成：

（一） 醫科第二年系統學科小組認為適當之任何形式之經常
性學業進度審查（佔百分之二十五）；及

（二） 學科完結後之評核（佔百分之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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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專業知識整體及格之要求：

1. 於整體知識為本之考核中最少達到百分之五十。學生如
未能獲取百分之五十之成績，須重讀醫科第二年；及

2. 於每一系統學科考核中最少達到百分之四十。學生於
任何系統學科考核中獲取少於百分之四十者，必須補
考。學生於任何補考中取得少於百分之五十時，須重
讀醫科第二年。

5.7 補考及補修之安排

（甲） 學生如未能符合技能科目及自選科目之要求，須於特定時間
內作補修。

（乙） 系統學科知識為本之補考於同年六月底進行。學生如補考不
及格，須重讀醫科第二年。

5.8 升讀醫科第三年

學生符合下列學科要求及於考核中取得及格者，可升讀醫科第三年：

（甲） 自選科目之指定要求；

（乙） 技能科目（臨診方法，溝通技巧及終生學習技能）之指定要求；

（丙） 社會與健康科及格；及

（丁） 專業知識整體及格。

醫科第三年（第二期專業考試）

5.9 醫科第三年學生之成績應以下列項目核定：

（甲） 自選科目之指定要求；

（乙） 技能科目（臨診方法，溝通技巧及終生學習技能）之指定要求；

（丙） 社會與健康科之指定要求；及

（丁） 專業知識；包括 ：

（一） 醫科第三年系統學科小組擬定知識為本之評核（佔總
成績百分之五十）

專業知識之總分由以下項目組成：

甲. 醫科第三年系統學科小組認為適當之任何形式
之經常性學業進度審查（佔百分之二十五）；及

乙. 學科完結後之評核（佔百分之七十五）。

（二） 學年完結時之綜合考試（佔總成績百分之五十）

達到專業知識整體及格之要求：

1. 於期終知識為本之評核及綜合考試之平均分最少達到
百分之五十；及

2. 於每一系統學科知識為本之評核及綜合考試中均最少
達到百分之四十之成績。

（戊） 臨_學習考試

學生須參與初級內科學習及初級外科學習之綜合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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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補考及補修之安排

（甲） 學生如未能符合技能科目及自選科目之要求，須於特定時間
內作補修。

（乙） 學生如未能於社會與健康科取得及格者，須於特定時間內作
補修。

（丙） 學生如未能於專業知識或臨_學習考試取得及格者，須於暑
期內補考該科；惟學生如於專業知識及臨_學習考試皆不及
格者，將不能參與補考，並須重讀醫科第三年。

5.11 升讀醫科第四年

學生符合下列學科要求及於所需之考核中取得及格者，可升讀醫科
第四年：

（甲） 自選科目之指定要求；

（乙） 技能科目（臨診方法，溝通技巧及終生學習技能）之指定要求；

（丙） 社會及健康科及格；及

（丁） 專業知識評核及臨_學習考試中整體成績及格；或如學生需
補考者，於每一科補考中及格。

醫科第四年（第三期專業考試第一部）

5.12 醫科第四年學生之成績應以下列項目核定：

（甲） 自選科目之指定要求；

（乙） 技能科目（臨診方法，溝通技巧及終生學習技能）之指定要求；

（丙） 社會及家庭醫學、婦產科、兒科及精神科科目，並包括下列
之評估：

（一） 參與教授第四年之學系認為適當之任何形式之經常性
學業進度審查（佔總成績百分之三十）；

（二） 學科完結後之評核（佔總成績百分之三十）；及

（丁） 訂定為第三期專業考試第一部之有關整體知識、技能及態度
之年終評核（佔總成績百分之四十）。

5.13 補考及補修之安排

（甲） 學生如未能符合技能科目及自選科目之要求，須於第四學年
年終之選修科目時間內作補修。

（乙） 學生於整體評核中不及格但成績達一定水平者，可獲重審。

5.14 升讀醫科第五年

學生符合下列課程及學科要求，並於第三期專業考試第一部取得及
格者，可升讀醫科第五年 :

（甲） 自選科目之要求；

（乙） 技能科目（臨診方法，溝通技巧及終生學習技能）之指定要求；

（丙） 整體總積分達百分之五十或以上；及

（丁） 每一學科完結後之評核總分及第三期專業考試第一部均獲得
百分之四十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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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科第五年（第三期專業考試第二部）

5.15 醫科第五年學生之成績應以下列項目核定：

（甲） 自選科目之指定要求；

（乙） 技能科目（臨診方法，溝通技巧及終生學習技能）之指定要求；

（丙） 內科、外科及其有關專科之知識與技巧。

5.16 補考及補修之安排

（甲） 學生如未能符合技能科目及自選科目之要求，須於畢業前作
補修。

（乙） 第三期專業考試第二部之及格分數為百分之五十。各學系作
出有關高級內科及外科學習科目之內部評核亦計算在內。如
學生於內科及外科皆不及格，須重讀整年之課程；如只有一
科不及格，該生將准予參加該科之補考。補考將於上述考試
後六個月內舉行。

（丙） 學生若補考不及格，須重考第三期專業試第二部。

6.0 畢業

6.1 學生須符合下列規定，方得授予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

（甲） 符合指定學科及課程之要求；

（乙） 依照上列學則，在指定肄業期內，各期專業考試及格；及

（丙） 完成大學規定之其他課業，包括資訊科技、語文、通識教育
及體育科目。

6.2 學生如符合下列條件，可獲考慮授予內外全科醫學士榮譽學位：

（甲） 於各專業考試中共考獲三科或以上優異成績，而其中最少一
科為第三期專業考試第二部之科目；及

（乙） 於各專業考試中均於首次應試時取得及格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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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學課程
本科生學則

1.0 規則與條例

1.1 修讀護理學課程之本科生應遵守大學所訂之有關規則與學則及護理
學課程本科生學則。

1.2 「全日制本科生總學則」除以下各條外，均適用於護理學課程之全日
制學生：

5.1至5.6 有關修業期限

6.1至6.2、6.4至6.5、6.6（甲）及（乙） 有關課業規定及豁免

7.1至7.2 有關課業負荷

13.2至13.3 有關課業評核及成績等級

14.2 有關考試

15.1至15.2 有關試讀及退學

16.1至16.3 有關畢業

17.1至17.2 有關學位等級

2.0 入學

2.1 申請攻讀護理學本科課程者須遵守「全日制本科課程入學規則」。

3.0 課業規定及豁免

3.1 學生須於畢業前修畢規定之護理學科目（獲准豁免者除外）。

3.2 通識教育及體育科目

（甲） 學生亦須於畢業前修畢大學及其所屬書院規定之通識教育科
目十二學分及體育科目兩學分。

（乙） 體育科目須於首修業年修讀。



413

4.0 課業負荷

4.1 學生每學期修課不得少於三科及不得多於七科，經那打素護理學院
院長事先核准多修者例外。

5.0 肄業期限

5.1 學生須經註冊及上課至少滿四年，始准畢業。

5.2 學生須於其首次註冊日起之六年內完成所有畢業規定，該期限包括
任何請假、休學及肄業期之延長等在內。

5.3 學生最後學期須在本校上課。

5.4 學生未能於上述規定之有關期限內修畢課程及未能於有關考試中獲
及格成績者，須自本校退學。

6.0 課業評核及成績等級

6.1 評核及紀錄課業成績所使用之等級及標準如下：

等級及標準 繁分等級（必要時採用）

A 特優 A

A－ 優 A－

B 良 B＋
B
B－

C 常 C＋
C
C－

D 及格 D＋
D

F 不及格 F

6.2 及格分數為五十分（一百分滿分），學生在一科目中取得「D」等或以
上成績，始符合修畢該科之規定。

7.0 試讀生及退學

7.1 學生如有某科不及格，而成績在四十分或以上者，准予參加補考。

7.2 補考一般於學系考試後五至六週內舉行。

7.3 （甲） 學生有護理學必修科不及格，而成績在四十分以下者，須重
修該科，但經考試評審小組特准參加補考者除外。

（乙） 學生倘於第二、第三及/或第四修業年所修之臨Ï實習科目
未能取得平均「C－」等級或以上成績，須重讀該修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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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學生有護理學選修科不及格，而成績在四十分以下者，須重
修該科或改修另一護理學選修科，但經考試評審小組特准參
加補考者除外。

7.4 （甲） 學生補考護理學必修科不及格者，須重修該科。

（乙） 學生補考護理學選修科不及格者，須重修該科或改修另一護
理學選修科。

7.5 試讀生

（甲） 學生於一年內有兩科或以上不及格，又不獲准補考者，次學
期被列為試讀生。

（乙） 試讀生得被著令減輕課業負荷。該生之學業表現將於試讀學
期終結時予以審查，屆時倘不及格之科目不多於一科，得恢
復為正式生，否則試讀期須延長一學期。

7.6 退學

學生有下列任何情形者，須自本校退學：

（甲） 未能於六年內完成全部畢業規定者；或

（乙） 於一學年內所修科目有半數以上不及格者；或

（丙） 任試讀生連續兩修業學期後仍未能恢復為正式生者；或

（丁） 有一科或以上必修科修讀兩次仍未符合課程規定之最低成績
者，惟經考試評審小組另作決定者則屬例外。

8.0 畢業

8.1 學生須符合下列規定，方獲授予護理學士學位：

（甲） 依照學則規定修畢全部課業；及

（乙） 符合學院和大學全部其他規定。

8.2 學生修畢護理學課程，並符合大學其他課業規定，將獲頒授護理學
士學位，其等級如下：

（甲） 榮譽、甲等

（乙） 榮譽、乙等一級

（丙） 榮譽、乙等二級

（丁） 榮譽、丙等

（戊） 學位

護理學士學位之等級將以醫學院院務會指定之編號3000及以上之主
修科平均積點及其他科目之平均積點，按教務會所定標準予以釐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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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課程
本科生學則

1.0 規則與條例

1.1 修讀中醫學課程之本科生應遵守大學所訂之有關規則與學則及中醫
學課程本科生學則。

1.2 「全日制本科生總學則」除以下各條外，均適用於中醫學課程之全日
制學生：

5.1至5.6 有關修業期限

6.1至6.6 有關科目規定及豁免

15.1至15.2 有關試讀及退學

16.1至16.5 有關畢業

17.2 有關學位等級

2.0 入學

2.1 申請修讀中醫學本科課程者須遵守「全日制本科課程入學規則」。

3.0 修業期限

3.1 學生將預期於修業滿五年中醫學課程後畢業。

3.2 學生得以特定表格向教務長申請更改修業期限，但於預期畢業之學
期開始後，不得申請更改。

3.3 雖有本學則第3.2條規定，學生於本校修業未滿五年者，不准畢業。

3.4 雖有本學則第3.3條規定，凡轉學生或經按大專學歷獲豁免科目及
學分之學生，倘符合以下規定，得以未滿五年修業期畢業：

（甲） 該生已在本校中醫學課程修業至少四年；及

（乙） 該生在本校及其他大學或為教務會認可之專上院校之總修業
期不少於五年。

3.5 學生須自首次註冊日起於七年內完成一切畢業規定，此年限包括所
有請假及休學等期間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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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科目規定及豁免

4.1 學生須修畢科目至少一百六十三學分，始准畢業。

4.2 學生畢業前須修畢下列各項：

（甲） 體育科目兩學分（須於修業首年修讀）；及

（乙） 經大學、理學院及該生所屬書院規定之通識教育科目十二
學分。

4.3 學生如有任何臨¼前期必修科目不及格者，須重修該科目或修讀中
醫學院核准之代替科目。

4.4 學生如在臨¼學習或專業考試中未能達至最低要求者，可准予補考
一次。補考不及格者須重讀臨¼學科或重修見習行醫。

4.5 學生具有認可之學歷者，得按規定辦法獲豁免若干畢業所需之科目
及/或學分。惟經獲此項豁免之學生仍須符合下列規定及本學則第
3.4條所載規定，始准畢業：

（甲） 在本校已修畢至少一百二十學分之科目；

（乙） 在本校已修畢中醫學臨¼前期課程科目至少七十五學分；及

（丙） 完成中醫學課程規定之一年臨¼學習及一年見習行醫期。

5.0 試讀及退學

5.1 試讀

（甲） 學生於臨¼前期之學期平均積點在1.5以下者，次學期將被列
為試讀生，其適用於本學則第5.2條所述者例外。

（乙） 試讀生或需減輕課業負荷，該生之學業表現將於試讀學期終
結時予以審查。屆時倘所得之平均積點達1.5或以上，即可恢
復為正式生，否則該生將繼續於次修業學期被列為試讀生，
惟按照本學則第5.2條規定被飭令退學或已修畢本學則第6.1
條所列各項畢業規定者除外。

5.2 退學

凡有下列任何情形之學生，須自本校退學：

（甲） 連續兩修業學期每學期平均積點各在1.0以下者；或

（乙） 連續兩修業學期每學期所修學分有半數以上不及格者；或

（丙） 任試讀生連續兩修業學期後仍未能恢復為正式生者；或

（丁） 對某臨¼前期科目或於臨¼學習期修讀兩次仍未符合課程規
定之最低成績者，惟經院務會另作決定者或該生獲准於次學
期更改其主修課程者則屬例外；或

（戊） 專業考試重考後仍不合格者；或

（己） 未能按照本學則第3.5條於七年內完成全部畢業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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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畢業

6.1 學生須符合下列各項規定，方獲考慮頒授中醫學士學位：

（甲） 符合本學則第3.0及4.0各條所載之規定；

（乙） 符合大學全部其他規定；

（丙） 所修讀全部主修科目所得平均積點不低於1.5；

（丁） 完成中醫學課程之臨¼前期、臨¼學習，及見習行醫期各階
段之規定；及

（戊） 及格通過於見習行醫期間舉行之兩期中醫專業考試。

符合上述規定之學生即可畢業，惟按全日制本科生總學則第19.0條
被開除學籍或被飭令暫行休學者除外。

6.2 學生如未能符合本學則第6.1條所列任何一項，但又不必自本校退
學者，須按情況多註冊一學期或一學年或註冊修讀若干指定科目。

7.0 學位等級

7.1 學生之中醫學士學位等級將以所有主修科目之平均積點，連同臨¼
學習課程之成績（按照全日制本科生總學則第13.1-13.3條所定），按
教務會所定標準予以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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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全日制教育課程
本科生學則

1.0 規則與條例

1.1 修讀四年全日制教育課程之本科生應遵守大學所訂之有關規則與學
則，及「四年全日制教育課程本科生學則」。

1.2 「全日制本科生總學則」除以下各條外，均適用於四年全日制教育課
程之學生：

5.1至5.6 有關修業期限

6.1至6.6 有關科目規定及豁免

15.1至15.2 有關試讀及退學

16.1至16.5 有關畢業

2.0 入學

2.1 申請攻讀四年全日制教育學士學位課程者，須符合「全日制本科課
程入學規則」所訂之大學入學條件。

3.0 修業期限

3.1 除本學則第3.2條另有規定外，學生將預期於修業滿四年後畢業。

3.2 學生得以特定表格向教務長申請延長修業期限，但於預期畢業之學
期開始後，不得申請更改。

3.3 學生於本校修業未滿四年者，不准畢業。

3.4 雖有本學則第3.3條規定，凡轉學生或經按大專學歷獲豁免科目及
學分之學生，倘符合以下規定，得以未滿四年修業期畢業：

（甲） 該生已在本校修業至少達三年；及

（乙） 該生在本校及其他大學或為教務會認可之專上院校之總修業
期不少於四年。

3.5 學生最後學期須在本校上課。

3.6 學生須自首次註冊日起於六年內完成一切畢業規定。此年限包括所
有請假及休學等期間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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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科目規定及豁免

4.1 學生須修畢科目至少一百二十三學分，始准畢業。

4.2 學生畢業前須修畢下列各項：

（甲） 其主修課程修讀辦法規定之科目；及

（乙） 經大學、教育學院及該生所屬書院規定之通識教育科目十五
學分。

4.3 除體育及運動科學課程外，學生畢業前亦須修畢體育科目兩學分
（須於首修業年修讀）。

4.4 學生經其主修學系/學院核准得報修一項副修課程。副修課程應修
科目由十五至三十學分不等。

4.5 在特殊情況下，學生得向其主修學系/學院申請准許報修兩項副修
課程。

4.6 學生如有任何必修科目不及格，須重修該科目或修讀經教育學院院
務會核准之代替科目。

4.7 學生具有認可之學歷者，得按規定辦法獲豁免若干畢業所需之科目
及/或學分。惟經獲此項豁免之學生仍須符合下列規定及本學則第
3.4及3.5條所載規定，始准畢業：

（甲） 在本校至少已修畢其主修規定達三分之二；及

（乙） 在本校至少已修畢其副修規定達三分之二（擬以兼獲副修學
歷畢業者適用）。

5.0 試讀及退學

5.1 試讀

（甲） 學生之學期平均積點在1.5以下者，次學期將被列為試讀生，
惟本學則第5.2條適用者除外。

（乙） 試讀生得被著令減輕課業負荷，該生之學業表現將於試讀學
期終結時予以審查。屆時倘所得之平均積點達1.5或以上，得
恢復為正式生，否則該生將繼續於次修業學期被列為試讀
生，惟按照本學則第5.2條規定被飭令退學或已修畢本學則第
6.1條所列各項畢業規定者除外。

5.2 退學

學生凡有下列任何情形者，須自本校退學：

（甲） 連續兩修業學期每學期平均積點均在1.0以下者；或

（乙） 連續兩修業學期每學期所修學分有半數以上不及格者；或

（丙） 任試讀生連續兩修業學期後仍未能恢復為正式生者；或

（丁） 未能按照本學則第3.6條於六年內完成全部畢業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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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畢業

6.1 學生須符合下列各項規定，方獲考慮頒授教育學士學位：

（甲） 符合本學則第3.0及4.0各條所載之規定；

（乙） 所修讀編號2000及以上之全部主修科目所得平均積點不低於
1.5；及

（丙） 最後一學期所得平均積點不低於1.0。

學生符合上述各項規定即須畢業，惟按全日制本科生總學則第19.0
條被開除學籍或被著令暫行休學者除外。

6.2 學生倘於所修讀編號2000及以上之全部主修科目所獲得平均積點在
1.5以下而不低於1.3者，得由本科考試委員會推薦作及格畢業，但
仍以該生符合畢業所需之其他規定為準。屆時本學則第6.1（乙）條
對該生將不適用。

6.3 學生如未能符合本學則第6.1條所列任何一項，但又不須自本校退
學者，須按情況多註冊一學期或一年或註冊修讀若干指定科目。

6.4 學生如已符合畢業所需之全部條件，且滿足所報讀副修課程之規定
者，將兼獲副修學歷畢業；如未能符合副修課程之任何規定者，則
不獲副修學歷畢業。

6.5 學生如已符合畢業所需之全部條件，且滿足所報讀兩項副修課程之
規定者，將兼獲雙副修學歷畢業；學生如未能符合一項或兩項副修
課程規定，亦未經減輕其主修課程負荷者，將不獲任何副修學歷畢
業，或將按所符合之規定兼獲其中一項副修學歷畢業；如經減輕其
主修課程負荷者，則須多註冊一學期或一年或註冊修讀若干指定科
目，以補足所缺欠之主修及/或副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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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讀制本科生
總學則

1.0 規則與條例

1.1 學生應遵守本大學所訂之一切規則與條例。

2.0 入學

2.1 申請攻讀審定之兼讀制學士學位課程者，須符合「兼讀制本科課程
入學規則」所訂之大學入學條件。

2.2 獲取錄之申請人將予編入一項主修課程。

3.0 費用

3.1 除事先獲准緩繳者外，所有經由大學校董會核定之費用均須於指定
日期繳交。

3.2 逾期繳費之學生一概須科以罰款。如學生欠交費用，不論是部分或
全部，或欠交逾期罰款超過兩週以上，均作自動退學論。

3.3 學生於首次註冊時須繳交保證金，以備償還所欠本校之款項或賠償
損毀公物之用。扣除欠款後之保證金餘額，將於該生退學時發還。
如學生於畢業時並無欠款，則該保證金將轉為其畢業費用。

3.4 除保證金外，已繳費用概不退還，情況極為特殊者除外。

4.0 註冊

4.1 申請人獲取錄編入本校兼讀學位課程後，須於指定日期繳交各項費
用，並於教務處辦理註冊手續，自其首次註冊日起取得學籍。

4.2 學生每學年須於指定日期辦理選課手續。任何學生逾指定日期兩週
尚未辦理選課者，作自動退學論。

4.3 學生未能於指定日期內選課者，須事前以書面向教務長申請延期。

4.4 學生除事先獲得其所屬學院院務會批准者外，不得同時在本校或任
何專上院校修讀或從事其他可獲致學位、文憑或證書之課程或研
究，違者須自本校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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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學生註冊用之姓名以其香港身分證或護照內所載為準。

4.6 學生之姓名、住址或其他註冊資料如有更改，應立即通知教務長。

4.7 學生獲本科考試委員會建議畢業或退學後，不得申請更改其註冊
資料。

4.8 曾自本校退學之學生，在極為特殊情況下始得以書面向教務長申請
恢復學籍。該類申請須經有關之學院院務會考慮。學生如因學業成
績欠佳而被飭令退學，或自動退學以逃避被飭令退學，均不會獲得
恢復學籍。

5.0 修業期限

5.1 （甲） 中六入學學生
＊
於畢業前須經註冊及上課至少滿六年（即十八

學期），屬本學則第5.1（乙）條所述情況者例外。該生須於十
年內完成畢業所需之全部規定，此年限由首次註冊日起計
算，包括所有請假及休學等期間在內。

（乙） 學生得申請以少於六年修業期畢業，但該生於畢業前須經註
冊及上課至少達五年（即十五學期）。該項申請至少須於其擬
作為最後肄業學期開始之兩學期前提出。

5.2 （甲） 中七入學學生
＊
於畢業前須經註冊及上課至少滿五年（即十五

學期），屬本學則第5.2（乙）條所述情況者例外。該生須於七
年內完成畢業所需之全部規定，此年限由首次註冊日起計
算，包括所有請假及休學等期間在內。

（乙） 學生得申請以少於五年修業期畢業，但該生於畢業前須經註
冊及上課至少達四年（即十二學期）。該項申請至少須於其擬
作為最後肄業學期之兩學期開始前提出。

5.3 學生符合特定課程之特別入學條件並獲豁免四十三學分者，於畢業
前須經註冊及上課至少四年（即十二學期）。該生須於七年內完成畢
業所需之全部規定，此年限由首次註冊日起計算，包括所有請假及
休學等期間在內。

5.4 學生符合特定課程之特別入學條件並獲豁免六十三學分者，於畢業
前須經註冊及上課至少三年（即九學期）。該生須於五年內完成畢業
所需之全部規定，此年限由首次註冊日起計算，包括所有請假及休
學等期間在內。

5.5 雖有本學則第5.1至5.4各條規定，凡轉學生或經按大專學歷獲豁免
科目及學分之學生，倘符合以下規定，可獲准提早畢業：

（甲） 該生已在本校修業至少達兩年；及

（乙） 該生在本校及其他大學或為教務會認可之專上院校之總修業
期不少於三年。

學生申請提早畢業者，應於擬作為最後肄業學期開始之兩學期前
辦理。

＊
「中六（或中七）入學學生」乃指於修畢中學六年級（或七年級）後或以相等資歷獲
取錄入學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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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學生最後學期須在本校上課。

5.7 學生以非學業理由延長肄業期限超逾規定之最低年數（或學期之相
等數）者，須先經核准。此最低年數各見本學則第5.1（甲）、5.2（甲）、
5.3或5.4條之規定。

6.0 科目規定及豁免

6.1 中六及中七入學學生須分別修畢科目一百二十三及九十九學分，始
准畢業。

6.2 學生符合特定課程之特別入學條件並於入學時獲豁免若干學分者，
畢業前須各按所符合之條件修畢八十或六十分。

6.3 主修課程

學生畢業前須修畢其課程所規定之科目六十至九十六學分，並於其
中指定科目達至有關修讀辦法內規定之最低成績。學生符合特定課
程之特別入學條件並於入學時獲豁免若干學分者，須按其課程規定
修畢科目。

6.4 通識教育

學生畢業前須修畢大學指定之通識教育科目十二學分。學生符合特
定課程之特別入學條件並於入學時獲豁免若干學分者，須各按其入
學時所符合之條件修畢大學指定之通識教育科目九或六學分。

6.5 大學國文及大學英文
＃

學生畢業前須修畢大學國文及大學英文各六學分（須於首兩年內修
讀）。學生符合特定課程之特別入學條件並於入學時獲豁免若干學
分者，須各按其課程規定修畢大學國文及/或大學英文。

6.6 學生如有任何必修科目不及格，須重修該科目或修讀經有關課程委
員會指定之代替科目。

6.7 學生具有認可之學歷者，得按規定辦法獲豁免若干畢業所需之科目
及/或學分。惟經獲此項豁免之學生仍須符合下列規定及本學則第
5.5及5.6條所載規定，始准畢業：

（甲） 在本校至少已修畢科目六十學分；及

（乙） 在本校至少已修畢其主修規定達三分之二。

7.0 課業負荷

7.1 學生修課每學期不得少於三學分，及每學年不得少於十五學分。

7.2 學生每學年修課不得多於二十七學分。

8.0 選課

8.1 學生須依照其主修課程之修讀辦法選課，並須確保能按時修畢畢業
所需之各項課業。

8.2 學生不得重修已修畢並獲及格成績之科目或經獲豁免之科目，惟按
本學則規定必須重修者例外。

＃
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度及以後入學學生不須修讀大學國文及大學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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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退選及加選

9.1 學生擬退選或加選科目，須按照規定程序在學期授課開始後之兩週
內辦理。

9.2 學生在極為特殊情況下始得申請准許於學期授課開始兩週後辦理退
選或加選科目。此類申請須填具特定表格，呈交其修讀課程之學院
院長考慮。

9.3 凡學生退選科目而未按規定程序辦理者，該科成績作「F」 等級計算。

10.0 上課、請假及休學

10.1 學生須遵照所修讀科目之教師規定，到校上課，參加測驗及考試。

10.2 學生經缺課後，應向有關教師申請准予補足所缺之必需課業。

10.3 學生因病需請假逾一週者，須以書面向教務長請假。請假函件須附
註冊醫生簽署之證明文件，並須經該生課程委員會認可。

10.4 學生因事請假逾一週者，應事先以書面向教務長申請許可。請假函
件須申明請假理由，並經該生課程委員會認可。

10.5 學生首次休學以一年為限，期滿後仍不能復學者，得申請繼續休學
一年；經休學兩年後，不得再延長休學期限。

10.6 學生未經請假而連續缺課逾一月者，將作自動退學論。

10.7 若學生之健康情況被認為確有礙大學之團體�生者，須暫行休學。
該生在指定之休學期屆滿後，須按指示獲簽發健康證明書，方可申
請復學。

11.0 課業評核及成績等級

11.1 學生課業成績按其所修科目表現逐科評核，評核標準得包括下列任
何一項或多項組合：到校上課、平時作業、寫作、實驗、實習、研
究論文、測驗、考試及其他評核標準。

11.2 評核及紀錄課業成績所使用之等級、標準及變換積點如下：

等級及標準 繁分等級（必要時採用） 變換積點

A 特優 A 4.0

A－ 優 A－ 3.7

B 良 B＋ 3.3
B 3.0
B－ 2.7

C 常 C＋ 2.3
C 2.0
C－ 1.7

D 及格 D＋ 1.3
D 1.0

F 不及格 F 0.0



425

平均積點之計算法為所修讀科目之總變換積點之總和除以所修學分
之總和（包括不及格之科目在內）。於此計算法中，總變換積點為變
換積點乘以有關科目之學分數。

11.3 學生所修科目須得「D」等或以上成績，方獲得該科目之學分。倘某
科目及格但仍須重修者，則在學生畢業所需之學分中，該科目學分
只計算一次。

12.0 考試

12.1 學生須參加有關教師指定之科目考試。考試方式得為筆試、實驗或
口試，或此等方式之任何組合。

12.2 課程可規定其學生呈繳畢業論文或畢業專題研究。畢業論文/專題
研究之成績等級、標準及變換積點均與本學則第11.2條所定相同。

12.3 考試缺考

（甲） 學生因病或要事不能參加科目考試者，須盡早以書面並附證
明文件向教務長申請補准缺考。此項申請不得遲於該項考試
後之第十日辦理。因病或因傷缺考者，申請書須附註冊醫生
簽署之證明文件。

（乙） 學生如獲准於考試缺考，得由有關課程委員會決定另行考核。

（丙） 學生未獲准許而於任何考試缺考，該考試成績作「F」等級計算。

13.0 試讀及退學

13.1 試讀

（甲） 學生之學期平均積點在1.5以下者，次學期將被列為試讀生，
其適用於本學則第13.2條所述者例外。

（乙） 試讀生得被著令減輕課業負荷，該生之學業表現將於試讀學
期終結時予以審查。屆時倘所得之平均積點達1.5或以上，得
恢復為正式生，否則該生將繼續於次修業學期被列為試讀
生，惟按照本學則第13.2條規定被飭令退學或已修畢本學則
第14.1條所列各項畢業規定者除外。

13.2 退學

學生凡有下列任何情形者，須自本校退學：

（甲） 連續三修業學期每學期平均積點均在1.0以下者；或

（乙） 連續三修業學期每學期所修學分有半數以上不及格者；或

（丙） 任試讀生連續兩修業學期後仍未能恢復為正式生者；或

（丁） 對某等科目修讀兩次仍未符合其課程規定之最低成績者，惟
經該生所屬學院院務會另作決定者則屬例外；或

（戊） 畢業論文/畢業專題研究兩次不及格者；或

（己） 未能按照本學則第5.1（甲）、5.2（甲）、5.3及5.4各條於十年、
七年或五年內完成全部畢業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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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畢業

14.1 學生須符合下列各項規定，方獲考慮頒授學士學位：

（甲） 符合本學則第5.0及6.0各條所載之規定；

（乙） 所修讀編號3000及以上之全部主修科目所得平均積點不低於
1.5（「學生為本科目」則為編號0300及以上）；

（丙） 若課程設有畢業論文/專題研究者，其成績必須及格；及

（丁） 最後一學期所得平均積點不低於1.0。

學生符合上述各項規定即須畢業，惟按本學則第17.0條被開除學籍
或被著令暫行休學者除外。

14.2 學生倘於所修讀編號3000及以上之全部主修科目（「學生為本科目」
則為編號0300及以上）所得平均積點在1.5以下而不低於1.3者，得由
本科考試委員會推薦作及格畢業，但仍以該生符合畢業所需之其他
各項規定為準。屆時本學則第14.1（乙）條對該生將不適用。

14.3 學生如未能符合本學則第14.1條所列任何一項，但又不須自本校退
學者，須按情況多註冊一學期或一年或註冊修讀若干指定科目。

15.0 學位等級

15.1 學生符合畢業所需之條件，將獲頒授學士學位，其等級如下：

（甲） 榮譽、甲等

（乙） 榮譽、乙等一級

（丙） 榮譽、乙等二級

（丁） 榮譽、丙等

（戊） 學位

15.2 學生之學位等級將照其所屬學院院務會決定，以其編號3000及以上
或4000及以上（「學生為本科目」則分別為編號0300及以上或0400及
以上）之主修科目之平均積點，連同其他科目之平均積點及所設畢
業論文/專題研究之成績，按教務會所定標準予以釐定。

16.0 學業成績表

16.1 學生升學或就業，得向本校申請詳列所修科目及成績之學業成績表
正本。

16.2 學業成績表正本一概不發予學生本人或任何私人，而由本校直接寄達
有關機構或僱主。所訂費用及郵費須於申請該成績表時一併繳交。

17.0 懲戒

17.1 學生違犯任何規則或條例，或犯有下列任何情事者，均應由教務會
及/或學院院務會視情節之性質及輕重予以懲處：

（甲） 對本校人員有誹謗、威脅或毆打等行為；

（乙） 故意損毀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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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盜竊、騙取或誤用本校之任何財物；

（丁） 抄襲作業或於考試或測驗時作弊；

（戊） 考試時行為不當，或違犯教務會所訂之任何考試規則；

（己） 偽造、竄改或冒用本校之任何文件或紀錄；

（庚） 違犯條例或違背學校當局命令，足以妨害本校教學、學習、
研究或行政；

（辛） 行為有損校譽或本校利益；

（壬） 經法庭判定犯有不道德、招物議或可鄙之行為；或

（癸） 在提交本校之申請書或文件中作不實不盡或虛報之聲明。

17.2 處分可採取下列任何方式，並得紀錄在該生學業成績表內：

（甲） 申誡；

（乙） 在指定期限內，停止享有部分或全部在校權益，及/或停止
使用部分或全部學校設備；

（丙） 記過（記過三次者得著令退學）；

（丁） 著令於指定期限內暫行休學；或

（戊） 開除學籍。

施行（丁）項與（戊）項處分，須先經教務會通過。

17.3 學生於接獲處罰通知之七日內，可具函向教務會請求覆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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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總學則

1.0 規定與規則

1.1 研究生應遵守本大學當局之一切規定與規則。

2.0 入學

2.1 基本入學條件

各課程基本入學條件如下：

（甲） 申請攻讀哲學博士、教育博士或音樂博士學位課程者須：

（1） 持有認可大學之碩士學位；或

（2） 持有學士學位，其榮譽等級通常須為乙等一級或以
上，並曾於本大學攻讀碩士學位課程最少一年，兼具
有從事研究工作之能力；或

（3） 曾於認可大學攻讀一項博士學位課程最少一年，且經
研究院院務會核准；或

（4） 持有內外全科醫學士或相等之學位，或於特殊情形
下，具有學士學位（只限於醫學院課程）。

（乙） 除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外，申請攻讀碩士學位課程者
須：

（1） 持有認可大學之學士學位，而其榮譽等級通常須為乙
等或以上；或

（2） 於認可大學之榮譽學位課程畢業，且本科課程考獲之
平均成績通常須達乙級或以上；或

（3） 於專上學院完成一項課程，並考獲一相等於榮譽學士
學位之專業資格。

（丙） 申請攻讀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者須持有學士學位或等
同學士學位之專業資格。

（丁） 申請攻讀學士後文憑課程者（另列課程除外），須於認可大學
畢業並具有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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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申請攻讀學位教師教育文憑一年制全日課程者，須於認可大
學畢業，考獲學士學位，而其主修或副修科為現行中學課程
之一科。

（己） 申請攻讀學位教師教育文憑二年制兼讀課程者，須

（1） 於認可大學畢業，考獲學士學位，而其主修或副修科
為現行中學課程之一科；及

（2） 為一現職中學全職教師。

（庚） 申請攻讀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小學）二年制兼讀課程者，須

（1） 於認可大學畢業，並考獲學士學位；及

（2） 為一現職小學全職教師。

（辛） 申請攻讀學位教師高級教育文憑二年制兼讀課程者，須

（1） 於認可大學畢業，並考獲學士學位；及

（2） 持有教育文憑或同等學歷；及

（3） 具擬修讀課程的專業工作經驗（缺乏專業工作經驗但
曾於認可大學修畢相關專業課程者亦可申請）；及

（4） 符合個別課程開列的入學條件。

2.2 附加入學條件

個別學部得另定其他要求，包括學科考試或語文測驗等，而在特別
情況下，亦可豁免此等附加要求。

3.0 費用

3.1 除事先獲准緩繳者外，所有經由大學校董會核定之費用均須於指定
日期繳交。

3.2 逾期繳費之研究生一概須科以罰款。如研究生欠交費用，不論是部
分或全部，或欠交逾期罰款超過兩週以上，均作自動退學論。

3.3 研究生於首次註冊時須繳交保證金，以備償還任何積欠本大學之款
項。任何研究生如有欠款，將於其保證金扣除，餘額於該生退學時
發還。所有學生完成課業後均須繳交畢業費用。倘研究生於畢業時
並無欠款，該保證金將轉為畢業費用。

3.4 除保證金外，已繳費用概不退還，情況極為特殊者除外。

4.0 註冊

4.1 申請人獲取錄入學後須於指定日期繳交各項費用及辦理註冊手續。
任何研究生逾指定日期兩週尚未辦理註冊手續，作自動退學論。

4.2 研究生因事需延期註冊者，須事先以書面向研究院申請。

4.3 申請人獲取錄後因病或其他充分理由不能依期入學者，應於指定註
冊期前以書面向研究院申請延期入學，但不得超過一年。因病申請
延期入學者，須附上註冊執業醫生簽署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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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學全權決定研究生所獲之學位是否屬於研究式碩士學位。是項決定將經入學
通知書知會研究生。

（2）
研究生如已領有碩士學位，而研究範圍與修讀之博士課程又密切相關，常規修
業期可縮短至二十四個月。

（3）
如經有關學部推薦，並由研究院院務會核准，常規修業期可縮短至三十六個月。

（4）
研究生如已領有碩士學位，而研究範圍與修讀之博士課程又密切相關，常規修
業期可縮短至三十六個月。

∆
只適用於二零零零年八月或以後入學之研究生，及於二零零零年八月或以後由
碩士課程轉修博士課程之研究生。於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及以前入學之研究
生，全日制之常規及最長修業期分別為三十六及八十四個月，兼讀制則分別為
四十八及九十六個月。

＊
於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及以前入學之社會科學碩士（傳播學）研究生，全日制
之常規及最長修業期分別為二年及三年，兼讀制則分別為三年及四年。

4.4 研究生除事先向其所屬研究院學部、學院院務會及研究院院務會提
交申請並獲批准外，不得同時在本大學或任何專上院校修讀或從事
其他可獲致學位、文憑或證書之課程或研究，違者將被飭令退學。

4.5 已註冊為全日制課程之研究生，除獲得研究院院務會核准外，於常
規修業期之授課期間內不得同時擔任任何全職工作，無論是否受
薪。除獲得研究院院務會核准外，獲研究生助學金者則不得同時擔
任任何全職或兼職工作。

4.6 研究生註冊用之姓名應以其香港身分證或護照內所載為準。

4.7 研究生於註冊填報之姓名、住址或其他個人資料如有更改，須立即
通知教務處。

4.8 研究生獲研究院院務會建議畢業或退學後不得申請更改其註冊資料。

4.9 曾自本校退學之研究生，在極為特殊情況下始得以書面向教務長申
請恢復學籍。該類申請須經研究院院務會考慮。研究生如因學業成
績欠佳而被飭令退學、或自動退學以逃避被飭令退學，均不會獲得
恢復學籍。

5.0 肄業期限

5.1 各項課程之肄業期限如下表所列︰

學位/文憑 修讀方式 常規修業期 最長修業期

哲學博士、音樂博士、教育博士（1）

（i）具備研究式碩士學位 全日制 三十六個月（2） 八十四個月
兼讀制 四十八個月（3） 九十六個月

（ii）未具備研究式碩士學位∆ 全日制 四十八個月（4） 八十四個月
兼讀制 六十四個月 九十六個月

哲學碩士、社會工作碩士 全日制 二年 四年
兼讀制 三年 五年

文學碩士、教育碩士、 全日制 一年 三年
音樂碩士、社會科學碩士

＊
兼讀制 二年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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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文憑 修讀方式 常規修業期 最長修業期

建築碩士、藝術碩士 全日制 二年 四年

工商管理碩士 全日制 十八個月 四年
兼讀制 三年

（5）
五年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金 兼讀制 二年 四年
融財務工商管理碩士、會計
碩士、臨]藥劑學碩士、
專業會計學碩士、預防醫學
碩士、學位教師高級教育
文憑、女性研究學士後文憑

中醫學碩士 全日制 四年 六年

神學碩士 全日制 二年 四年（6）

產科護理碩士、護理碩士 兼讀制 二年 三年

理學碩士 兼讀制 五學期 四年
（企業經濟、電子商貿管理、
資訊與科技管理、訊息工程）

理學碩士（其他課程） 全日制 一年 三年
兼讀制 二年 四年

社會科學碩士（臨]心理學） 全日制 二年 四年

社會科學碩士（社會工作） 兼讀制 三年 五年

應用地理信息學學士後文憑 兼讀制 一年 二年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全日制 一年 三年
兼讀制 二年 四年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學士後 兼讀制 十二個月 二年
文憑

產科護理學學士後文憑 兼讀制 十八個月 三十六個月

心理學學士後文憑 全日制 一年 二年
兼讀制 二年 三年

精神健康護理學學士後文憑 兼讀制 二十個月 三十六個月

社會工作學士後文憑 兼讀制 一年 三年

5.2 研究生業已領有程度相符之學位者，如經有關學部推薦，研究院院
務會得核准其縮短肄業期，惟須遵照大學規程之規定，碩士課程最
短為十二個月，博士課程則為二十四個月。

5.3 在特殊情況下，研究院院務會得按有關學部之推薦特許研究生超逾
最長修業期。

（5）
如經有關學部推薦，兼讀制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研究生之常規修業期可縮短至兩
年。

（6）
在特殊情況下，如經有關學部主任推薦，最長修業期可為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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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

6.1 研究生獲取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之前須先完成下列規定：

（甲） 如有關學部認為必要，須選修中文及英文以外之外語一種；

（乙） 完成有關學部就該學位課程規定之課業；及

（丙） 有關學部規定之考試。

上述規定按照研究生過去曾受之本科生畢業後訓練之年期及有關
學科之性質，須於首次註冊日起，在有關課程或學部規定之期限
內完成。

6.2 轉修課程

（甲） 註冊修讀博士課程之研究生，倘得到有關學部推薦及研究院
院務會核准，可轉修碩士課程，惟此項轉修須在呈交論文或
作品之前辦理。

（乙） 註冊修讀碩士課程期滿一年之研究生，如符合入學條件者，
得由有關學部推薦及經研究院院務會核准轉修博士課程。

（丙） 先註冊修讀碩士課程後轉修同一學科之博士課程之研究生，
其修業期限必須由其開始修讀碩士課程之日起計算。

7.0 修課規定及豁免

7.1 研究生在任何學年內均須依照所攻讀課程之規定，修習指定之科目
及/或學分。

7.2 研究生倘曾修畢程度相同之科目者，得按規定程序獲豁免若干指定
之科目及/或學分。惟除按本學則第5.2條及第14.3條之條款外，研
究生之常規修業期不得縮短。

8.0 選課

8.1 研究生須按規定程序辦理選課手續。

8.2 研究生須按有關課程之修讀辦法選科，並須確保能按時完成所有之
課程要求。

9.0 退選及加選科目

9.1 研究生擬退選或加選科目者，須按照規定程序在學期授課開始後之
兩週內辦妥。

9.2 在特殊情形下，學部主任於審核研究生之請求後，得特准其在學期
授課開始兩週後退選或加選某一科目。

9.3 研究生凡未按上述規定程序而退選某一科目，該科將獲不及格之等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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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住校

10.1 住校定義

（甲） 研究生按照其攻讀課程之規定修課；如攻讀研究式學位課程
者，尚需同時接受導師定期指導，即被視為住校。

（乙） 研究生於任一學年內離港連續不超過三個星期而總缺勤不多
於一個月者，即視作接受定期指導，惟亦須按其課程規定
修課。

（丙） 研究生不在港時通常不算作接受指導，亦不被視為住校。遇
有特別情況，倘研究生不在港期間仍能定期獲得足夠指導，
或研究生基於學術理由離港，在取得導師同意後，該生可事
先向有關學部主任提交書面申請，將該段期間亦視為住校。

（丁） 倘經由研究院院務會及教務會核准之課程已有條文規定，則
研究生即使不在港，仍可視作住校。

10.2 住校規定

（甲） 除經核准休假及符合第10.2條（乙）或（丙）項之規定外，所有
研究生在其肄業期內必須住校。

（乙） 攻讀修課式課程之研究生於學期間非授課時期毋須住校。

（丙） 如經導師及有關學部主任書面批准，兼讀制研究生於任何一
學年內可豁免住校規定最長達六個月。

11.0 請假及休學

11.1 研究生因病需請假逾三週者，須向教務處申請，並附呈大學保健處
主任簽署或加簽之證明文件。

11.2 因事請假逾三週者，須事先具函向教務處申明理由，以便呈請研究
院院長批准。

11.3 雖有本學則第11.2及11.3條規定，凡獲研究生助學金之全日制研究
式課程學生，不論請假為期多久，須事先向學系主任及研究院院長
申請。

11.4 研究生請假休學，每次不得超過一年，而續假亦不得超過一年，其
後不得再續。

11.5 任何研究生未經請假而缺課或違反住校規定連續逾一個月者，作自
動退學論。

11.6 任何研究生若經大學保健處主任認定其健康情況會危及大學之成員
者，須暫行休學。於指定之休學期屆滿後，研究生須先得到大學保
健處主任簽發或加簽之健康良好證明書方可申請復學。

11.7 研究生經缺席後，應向有關教師申請准予補足所缺之必需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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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考試

12.1 考試得採取筆試、實習、口試、平時測驗，或數項之組合等方式，
在有關學部所規定之日期舉行。

12.2 研究生因病或要事不能參加某項考試之部分或全部者，須事先書明
理由向教務處申請退考，教務處將諮詢有關學部以決定補救辦法。
因病申請退考之研究生須附呈大學保健處主任簽署或加簽之證明文
件。研究生如未事先申請退考又非因病而缺考者，該項考試作不及
格論。

13.0 成績

13.1 研究生之學業成績，得按下列各項中任何一項或全部評定：平時作
業、寫作練習、實驗表現、課外實習、研究論文、習作、測驗、考
試及任何其他形式之學術評審。

13.2 評核及紀錄課業成績所使用之等級、標準及變換積點如下：

等級及標準 繁分等級 變換積點
（必要時採用）

A 特優 A 4.0

A－ 優 A－ 3.7

B 良 B+ 3.3
B 3.0
B－ 2.7

C 及格 C+ 2.3
C 2.0
C－ 1.7

D 不及格 D 1.0

F 劣 F 0.0

P 及格（未經評級）

U 不及格（表現不乎理想）

13.3 學生所修科目須得「C－」或以上或「P」之成績，方獲得該科目之學
分。倘某科目及格但仍須重修者，該科目學分則在計算所修學分總
和時，只計算一次。

14.0 成績低劣

14.1 除獲得研究院院務會核准外，研究生遇下列情形得被飭令退學：

（甲） 所修科目平均成績之變換積點在1.0或以下；或

（乙） 所修科目有兩科或以上之成績為不及格等級；或

（丙） 未能符合有關學部所定之額外要求。

計算在所修學分總和內，但於計算平均
積點時則不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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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任何時候倘導師認為研究生之進度未臻滿意，或不可能達到有關學
位要求之水準，而有關學部主任及研究院院務會亦同意，該生將被
飭令退學，博士課程學生或被建議轉修碩士學位課程。該生亦可被
列為試讀生，並於試讀期內將不獲准擔任獲發獎助學金之教學或其
他職務，直至試讀期完結為止。

14.3 除獲研究院院務會核准者外，因成績低劣而被飭令退學之研究生，
不得在翌年重新申請攻讀從前所攻讀之課程。獲准重修之學生可向
研究院院務會申請豁免曾修畢之科目及/或縮短修業年期。

14.4 研究生所修之必修科有不及格者，須重修該科目，或轉修審定之另
一科目代替之。

14.5 倘論文或作品審查委員會認為研究生所呈交之論文或作品未能及格
而須重新改寫及重新審核，該生須重新改寫其論文或作品，然後再
呈交予論文或作品審查委員會審核直至認為滿意，方獲推薦頒授應
得之學位。改寫之論文或作品必須在正式通知第一次成績之日後十
二個月內及在有關學生所屬課程指定之最長修業期內重交。

14.6 倘論文或作品獲不及格等級而不准予重寫者，該生得被飭令退學。

15.0 學業成績表

15.1 研究生因升學或求職之需要，可申請詳列其所修科目及成績之學業
成績表。

15.2 學業成績表正本一概由本大學直接寄達有關機構或僱主，而不發與
研究生本人及任何私人。該生須先繳交有關費用及郵費。

16.0 紀律處分

16.1 研究生違犯本大學之任何條例或規則，或犯有下列任何情事者，本
大學得予處罰：

（甲） 對本大學任何人員有誹謗、威脅或毆打等行為；

（乙） 故意損毀公物；

（丙） 盜竊、騙取或誤用本大學之任何財物；

（丁） 抄襲作業或於考試、測驗中作弊；

（戊） 涉及學位、文憑，或證書考試之違規行為，包括違反教務會
所定之任何考試規則及於考試舉行前非法獲得試題；

（己） 偽造、竄改或冒用本大學一切文件或紀錄；

（庚） 違犯條例或違背大學當局命令，足以妨害本大學教學、學
習、研究或行政；

（辛） 行為有損校譽或本大學利益；

（壬） 經法庭判定犯有不道德、招物議或可鄙之行為；或

（癸） 在提交本大學之申請書或文件中作不盡不實或虛假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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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處分視情節之性質及輕重，可採取下列任何方式：

（甲） 申誡；

（乙） 在一規定期限內，停止享有部分或全部在校權益，及/或停
止使用部分或全部之大學設施；

（丙） 記過（記過三次得飭令退學）；

（丁） 飭令於指定期限內暫行休學；或

（戊） 開除學籍。

施行（丁）或（戊）項處分前，須經教務會通過。

16.3 研究生於接獲處罰通知之七日內，可上書教務會請求覆判。

16.4 研究生所受一切處分，可紀錄於其學業總成績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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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博士學位規則

MD 1.0 總則

1.1 醫學博士學位之頒授條件，得依據大學規程26第8及第10段規定。
該條例如下：

8. 除第10及11段另有規定外，任何人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
不得獲頒授文學博士學位、理學博士學位、社會科學博士學
位、工商管理博士學位或醫學博士學位──

（a） 已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畢業生不少於七年；及

（b） 考試委員認為該名人士對於促進其所修學科的發展有
持續而顯著的貢獻。

10. 教務會可建議向香港中文大學的任何教務人員頒授任何學院
的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並可為此目的而豁免該人符合在頒
授學位方面所訂明的任何規定，但有關學位的考試的規定則
除外。

1.2 醫學博士小組委員會成員包括內科學系及外科學系系主任、助理院
長（醫學教育）、醫學院各課程及考試小組委員會主席（當然委員）、
醫學院院務會委任之委員兩名及研究院院務會代表一名。

MD 2.0 候選人資格

2.1 申請醫學博士學位候選人，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甲） 在本大學獲得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最少已有三年；或

（乙）（一） 在認可之大學或院校考獲內外全科醫學士或學士學位
或其他資格最少已有三年，並在香港醫務委員會取得
認可之行醫資格；及

（二） 在認可之機構連續任職最少三年，其中最少一年在本
大學醫學院某一學系內任全職或兼職教員。榮譽教席
通常不被視為全職或兼職教員。申請人如獲有關學部
主任極力推薦並經本大學醫學院院務會核准則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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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非常特殊之情況下，以2.1（甲）或（乙）之資格申請而畢業未足三
年者，得憑認可之研究經驗，獲大學教務會特准為醫學博士學位候
選人。

2.3 申請人應向醫學博士小組委員會證明其在有關研究範圍內曾接受畢
業後之訓練及具有適當之經驗。

MD 3.0 註冊

3.1 獲推薦授予候選資格之申請人即可獲准辦理註冊手續。註冊手續包
括繳交大學指定之各項費用。

3.2 論文須在第一次註冊後五年內呈交。

MD 4.0 論文

4.1 醫學博士學位候選人通常須於呈交論文之三個月前向醫學博士小組
委員會提交論文之正確題目及論文提要，以備研究院院務會通過。
論文題目經通過後，非經研究院院務會核准不得更改。

4.2 候選人須向研究院院務會及醫學博士小組委員會提出充分證據，證
明其執業及所從事之研究與論文之主題相配合。

4.3 候選人須呈交論文正本及謄本共四份，並均須按照研究院院務會規
定之格式清晰繕寫、打字或排印，且應予釘裝。

4.4 候選人不得呈交曾在本大學或其他大學為獲取學位而繳交之論文。

4.5 候選人必須書面陳明其論文內容屬於本人研究成果者及引用他人著
作者各佔之成分。

MD 5.0 論文考試

5.1 論文考試由一考試委員會主持，考試委員會由醫學博士小組委員會
提名，經醫學院院務會通過後，由教務會核准。考試委員會內兩名
非本校教師之校外委員，得由醫學院院務會向大學推薦聘任。

5.2 候選人可能需出席有關其論文內容之口試。

5.3 考試委員會得規定論文經修改或增補後，須再次呈交。

5.4 考試委員會如認為候選人所呈交之論文或其口試成績太差者，可建
議取消該候選人之資格。

MD 6.0 學位頒授

6.1 研究院院務會根據考試委員會及醫學博士小組委員會之建議，得作
下列決定：

（甲） 向教務會建議頒授醫學博士學位。

（乙） 要求考試委員會及醫學博士小組委員會向研究院院務會提供
進一步意見。

（丙） 建議不頒授醫學博士學位。

6.2 候選人論文考試成績經大學教務會核准後，即予個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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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博士學位規則

DSc 1.0 學位頒授條件

1.1 本大學得頒授理學博士學位予對理科任何方面之知識及理解有卓越
貢獻之人士；候選人對是項貢獻須提供學術著作以證明之。

DSc 2.0 候選人資格

2.1 學位候選人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甲） 為本大學畢業生而有七年以上資歷者；或

（乙） 根據大學規程26第10段，為其他認可大學之畢業生而有七年
以上資歷，且在本大學任全職教務人員不少於三年者。

DSc 3.0 候選資格之申請

3.1 具有本規則第二條所列條件者，可於學年內任何時間向研究院申請
理學博士學位之候選資格。

3.2 申請人須繳納大學規定之申請費及呈交下列文件：

（甲） 學位、資歷及研究經驗等之聲明書一份，以示符合本規則第
二條之規定；

（乙） 為申請本學位所需呈交之已出版之論文及/或著作三份；

（丙） 所呈交之論著中個人研究之具體成果及與他人合著者個人所
佔分量之聲明書一份。

3.3 已用作取得學位或同等學術資格，或正由其他學術機構審核以考慮
授予學位或同等學術資格之著作，不得作為第3.2條（乙）項所需之
文件。惟必要時，該等著作可呈作輔助資料，以表明申請人在研究
方面之發展。在此情形下，該等著作過往之用途，須予簡要述明。

3.4 申請人完成上述程序後，研究院院長將諮詢有關學院院長，提名二
至三位校內及/或校外委員，經大學校長委任，組成審核委員會，
對是否授予該申請人候選資格提出建議。

3.5 倘審核委員會全體委員反對授予申請人候選資格，研究院將通知申
請人，並告知自該次申請後最少兩年方得再度申請。



440

3.6 申請人倘獲一位或以上審核委員推薦，即可獲授候選資格。但如遇
審核委員會之意見不一致時，研究院將以此通知申請人，並予以撤
銷申請之機會。

DSc 4.0 註冊

4.1 獲推薦授予候選資格之申請人，即可獲准辦理註冊手續。註冊手續
包括繳交大學規定之考試費用在內。

DSc 5.0 呈交著作

5.1 學位候選人須於註冊後六個月內，依研究院院務會規定之格式，呈
交其申請本學位之有關著作副本四份。

DSc 6.0 考試

6.1 學位候選人呈交之著作，將由考試委員會予以審核。該會成員係由
研究院院長於諮詢有關學院院長及學部主任後提名，經研究院院務
會認可，並提交大學教務會通過者。

6.2 考試委員會由有關學術領域之著名學者三位組成，其中至少須有兩
位為校外委員。

6.3 考試委員於審閱候選人之著作後，須個別向研究院院長報告該著作
之學術貢獻，並作下列建議：

（甲） 呈交之著作符合頒授學位之要求；或

（乙） 呈交之著作須就若干方面補充，經考試委員會認為滿意，方
可頒授學位；或

（丙） 呈交之著作不符合頒授學位之要求。

DSc 7.0 考試結果

7.1 倘考試委員一致贊同授予學位，研究院院務會則向大學教務會推薦
頒授理學博士學位，俟教務會通過後，將由研究院通知候選人該項
決定。

7.2 倘有一位或以上之考試委員不贊同授予學位，則該候選人是項考試
作不及格論。研究院於向研究院院務會報告後，即將此決定通知有
關候選人。

DSc 8.0 再度申請

8.1 凡著作未被考試委員會接納之候選人，於接獲研究院通知是項結果
之日起，至少三年方得再行申請學位候選人資格。若再度失敗，不
得作第三次申請。

DSc 9.0 著作之存放

9.1 依本規則第5.1條所呈交之著作副本，於候選人獲頒學位後，其中
兩份將存放於大學圖書館供參閱及存案；另由有關學部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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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生學則

（本學則不適用於醫科學生及神學組學生。本學則中所有「學系」字樣，對
不同學系聯合開設之課程而言，即指有關委員會。）

1.0 規則及條例

特別生應遵守大學所訂之一切規則與條例。

2.0 入學及申請手續

2.1 亞洲課程特別生

亞洲課程招收海外學生來校修讀該學部主辦之課程（最少三學分）及
各學院開辦之課程（醫學院及教育學院之課程、指定之書院通識教
育科目及其他指定科目除外）。亞洲課程科目專為符合資格、通曉中
文或英文之各國學生而設，使彼等從課程中獲益。申請人目前應為
認可大學或書院之本科生或畢業生。交換生則按照交換協議取錄。

（甲） 特別本科生

特別本科生包括在大學修業至少兩學期之本科生。學生須有
平均積點（4.0點制）不低於3.0點之成績（即平均為乙等或以
上）。如申請者所屬之學府不採用平均積點制，則將按其整
體學業成績評定。特別生在本校修讀審定之課程，概不獲頒
發本校學位或文憑，但獲發給所修讀科目之學業成績單。

（乙） 特別研究生

特別研究生包括在其他大學修讀高級學位課程之學生。

2.2 全日制本科課程特別生

（甲） 凡申請以特別生身分入學者，其教育程度須經有關學系及學
院院務會認可。特別生攻讀審定之課程，概不授予學位。

（乙） 申請以特別生身分入學者，須呈繳加簽證明之學業證件副
本，於指定日期前向教務長申請。

（丙） 特別生可獲發給所修科目之學業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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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院課程特別生

（甲） 凡申請以特別生身分入學者，其教育程度須經有關學部認
可，並經研究院院務會核准入學。所修讀之審定高級課程或
所作之研究，將不獲頒授本校任何證書、文憑或高級學位。

（乙） 申請為特別生者，須呈繳加簽證明之學業證件副本，於指定
日期前經由有關學部轉交教務處收。

3.0 費用

3.1 除事先獲准緩繳者外，所有經由大學校董會核定之費用均須於指定
日期繳交。

3.2 逾期繳費之學生一概須科以罰款，如學生欠交費用，不論是部分或
全部，或欠交逾期罰款超過兩週以上，均作自動退學論。

3.3 學生於首次註冊時須繳交保證金，以備償還所欠本校之款項或賠償
損毀公物之用。扣除欠款後之保證金餘額，將於該生退學時發還。

3.4 除保證金外，已繳費用概不退還，情況極為特殊者除外。

4.0 註冊

4.1 申請人獲准就讀本校某項審定課程或作研究工作後，須於指定日期
繳交各項費用，並於教務處/學術交流處辦理註冊手續，自其首次
註冊日起取得學籍。

4.2 學生每學年須於指定日期辦理選課手續，任何學生逾指定日期兩週
尚未辦理選課者，作自動退學論。

4.3 學生未能於指定日期內選課者，須事前以書面向教務長/學術交流
處處長申請延期。

4.4 修讀全日制課程或作研究工作之學生，在學期中不得擔任任何有薪
或無薪之全職工作，事先獲有關學系/課程/學部/亞洲課程批准者
除外。

4.5 任何學生除經符合大學規定攻讀審定之證書課程、文憑課程、學位
課程或高級學位課程之資格者外，不得轉為攻讀該等證書課程、文
憑課程、學位課程或高級學位課程之學生。學生身分之改易須經有
關學系/課程/學部之特別推薦，並經教務會核准。

4.6 學生註冊用之姓名應以其香港身分證或護照內所載為準。

4.7 學生之姓名、住址或其他註冊資料如有更改，應立即通知教務長/
學術交流處處長。

4.8 學生離校後，不得申請更改其註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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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課業負荷

5.1 全日制本科課程特別生每學期修課最多十八學分，亞洲課程特別本
科生每學期修十二至十八學分，經有關學系/課程/學部事先核准多
修者除外。學生於任何學期修課一概不得多於二十一學分。

5.2 亞洲課程特別研究生可選擇：

（甲） 每學期修課十二至十八學分；或

（乙） 作研究工作及修課最少三學分。

5.3 研究院課程特別生須按有關學部之規定修課。

6.0 選課

6.1 學生須依照課程所定之修讀辦法選課。

6.2 亞洲課程特別生選課須經亞洲課程委派之教師指導，查明擬選讀科
目之授課時間確無衝突後，按照規定程序辦理選課手續。

7.0 退選及加選

7.1 學生擬退選或加選科目，須按照規定程序在學期授課開始後之兩週
內辦理。

7.2 學生在極為特殊情況下始得申請准許於學期授課開始兩週後辦理退
選或加選科目。此類申請須填具特定表格，呈交有關學系/課程/學
部/學術交流處考慮。

7.3 凡學生退選科目而未按規定程序辦理者，該科成績作「F」等級計算。

8.0 上課、請假及休學

8.1 學生須遵照所修讀科目之教師規定，到校上課，參加測驗及考試。

8.2 學生經缺課後，應向有關教師申請准予補足所缺之必需課業。

8.3 學生因病需請假逾一週者，須以書面向教務長/學術交流處處長請
假。請假函件須附有註冊執業醫生簽署之證明文件，並須經有關學
系/課程/學部認可。

8.4 學生因事請假逾一週者，應事先以書面向教務長/學術交流處處長
申請許可。請假函件須申明請假理由，並經有關學系/課程/學部認
可。

8.5 學生未經請假而連續缺課逾一月者，將作自動退學論。

8.6 若學生之健康情況被認為確有礙大學之團體�生者，須暫行休學；
該生在指定之休學期屆滿後，須按指示獲簽發健康證明書，方可申
請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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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課業評核及成績等級

9.1 學生課業成績按其所修科目表現逐科評核。評核標準得包括下列任
何一項或多項組合：到校上課、平時作業、寫作、實驗、實習、研
究論文、測驗、考試及其他評核標準。

9.2 評核及紀錄課業成績所使用之等級、標準及變換積點如下：

（甲） 本科課程

等級及標準 繁分等級（必要時採用） 變換積點

A 特優 A 4.0

A－ 優 A－ 3.7

B 良 B＋ 3.3
B 3.0
B－ 2.7

C 常 C＋ 2.3
C 2.0
C－ 1.7

D 及格 D＋ 1.3
D 1.0

F 不及格 F 0.0

（乙） 研究院課程

等級及標準 繁分等級（必要時採用） 變換積點

A 特優 A 4.0

A－ 優 A－ 3.7

B 良 B＋ 3.3
B 3.0
B－ 2.7

C 及格 C＋ 2.3
C 2.0
C－ 1.7

D 不及格 D 1.0

F 劣 F 0.0

P 不評級及格

U 不及格
（成績低劣）

平均積點之計算法為所修讀科目之總變換積點之總和除以所修學分
之總和（包括不及格之科目在內）。於此計算法中，總變換積點為變
換積點乘以有關科目之學分數。

只計入學生修讀學分總數而不會計入平均積點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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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雖有以上第9.2條規定，修讀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科目的亞洲課程
學生，可在學期開始後兩週內，向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申請以及
格/不及格的形式來紀錄該科目的成績，而該科目亦只有「及格」或
「不及格」的等級，並且不會計算在平均積點內。

9.4 學生須於一科目中獲得「及格」或以上成績，方獲得該科目之學分。

10.0 考試

10.1 科目考試

學生須參加有關教師指定之科目考試。考試方式得為筆試、實驗或
口試，或此等方式之任何組合。

10.2 科目考試缺考

10.2.1 學生因病或要事不能參加某科目之考試者，須盡早以書面並
附證明文件向教務長/學術交流處處長申請補准缺考。此項
申請不得遲於該項考試後之第十日辦理。因病或因傷缺考
者，申請書須附註冊執業醫生簽署之證明文件。

10.2.2（甲） 學生獲准於科目考試中缺考者，得由有關學系/課程/
學部另行考核。

（乙） 學生未獲准許而於任何考試缺考，該考試成績作「F」
等級計算。

11.0 學業成績表

11.1 學生得向本校申請詳列所修科目及成績之學業成績表正本。

11.2 學業成績表正本一概不發予學生本人或任何私人，而由本校直接
寄達有關機構或僱主。所訂費用及郵費須於申請該成績表時一併
繳交。

12.0 懲戒

12.1 學生違犯任何規則或條例，或犯有下列任何情事者，均應由教務
會、研究院院務會、有關學院院務會及/或書院院務委員會視情節
之性質及輕重予以懲處：

（甲） 對本校人員有誹謗、威脅或毆打等行為；

（乙） 故意損毀公物；

（丙） 盜竊、騙取或誤用本校之任何財物；

（丁） 抄襲作業或於考試或測驗時作弊；

（戊） 考試時行為不當，或違犯教務會所訂之任何考試規則；

（己） 偽造、竄改或冒用本校之任何文件或紀錄；

（庚） 違犯條例或違背學校當局命令，足以妨害本校教學、學習、
研究或行政；

（辛） 行為有損校譽或本校利益；

（壬） 經法庭判定犯有不道德、招物議或可鄙之行為；或

（癸） 在提交本校之申請書或文件中作不實不盡或虛報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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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處分可採取下列任何方式，並得紀錄在該生學業成績表內：

（甲） 申誡；

（乙） 在指定期限內，停止享有部分或全部之在校權益，及/或停
止使用部分或全部之學校設備；

（丙） 記過（記過三次者得著令退學）；

（丁） 著令於指定期限內暫行休學；或

（戊） 開除學籍。

施行（丁）項與（戊）項處分，須先經教務會通過。

12.3 學生於接獲處罰通知之七日內，可具函向教務會請求覆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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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圖書館系統規章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系統包括位於校園中心之大學圖書館以及位於各書
院與教學醫院內之圖書分館。大學圖書館藏有大量研究資料以及大學本
科圖書與醫學圖書臨H前部分。各書院圖書分館所藏圖書，除一般性之
參考圖書外，另有特殊主題之收藏，主要為配合大學各項課程之需，以
供各學院學生使用。下列規章適用於大學圖書館系統之各圖書館，如有
需要，大學圖書館系統得隨時修訂之。圖書館之開放時間，乃配合學期
之進度而擬定，公佈於各館之入口處及圖書館網頁。

享用圖書館之權利

享用大學圖書館之服務，全屬個人權利，不得轉與別人，別人亦不得代
而用之。

讀者可享用之權利包括下列三類：

一、借書——本校教員、行政人員與各年級學生均享有借書之權利。本
校其他人士，包括各單位人員、技術員，與教員及行政人員之配
偶，亦得向大學圖書館館長申請借書證。

二、閱覽——校外學者、研究工作者與本校畢業生，得向大學圖書館館
長申請閱覽證，在館內閱覽。惟各科指定參考書籍則只為本校師生
所專用。

三、使用各項特別設施
閱覽座位：凡本館讀者皆可使用大學圖書館之閱覽座位，但不得預留。
研讀室： 教員及攻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可向大學圖書館館長申

請借用研讀室，為期一個月，若有充分理由，可續借一
次。惟此等研讀室不得轉予他人使用。

研討室： 為方便本校教員使用圖書館館藏及設施輔助教學，教員
可向大學圖書館館長申請借用圖書館研討室。

影印： 大學圖書館系統之各圖書館皆設有影印機，讀者可在館內
自費影印圖書或期刊，但不得違反國際版權法之規定。

館際互借：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會盡力代向其他圖書館借取本館缺
藏或已絕版之圖書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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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證

凡讀者入館閱讀必須於入口處出示教職員證、借書證或閱覽證。申請借
書證或閱覽證在流通處辦理。

借書證如有遺失，應立即向圖書館報失，惟須俟兩星期後始可獲補
發新證，在同一學期內只以補發一次為限。變更通訊地址亦須立即通知
圖書館。

借書條例

借書人士類別

可從中大圖書館系統外借藏書之讀者有如下幾類：

一、本校註冊學生（包括大學各年級學生、研究生及交換生）。

二、持有效借書證之本校甲、乙、丙類服務條件教職員。

三、其他人士：教職員之配偶、校友、訪問學人及經館長特許之人士。

借書數量及期限

各類讀者之借書數量及期限如下：

類別一、本科生：以二十五冊為限，十四天內歸還。

類別二、研究生：以四十冊為限，三十天內歸還。

類別三、研究人員：以五十冊為限，六十天內歸還。

類別四、教員（甲類服務條件）：以六十冊為限，六十天內歸還。

類別五、教員（乙類服務條件）：以五十冊為限，六十天內歸還。

類別六、行政人員（甲類服務條件）：以四十冊為限，六十天內歸還。

類別七、一般非教學職員（乙類服務條件）：以十五冊為限，十四天內歸
還。

類別八、丙類服務條件職員：以五冊為限，十四天內歸還。

類別九、教職員之配偶：以五冊為限，十四天內歸還。

類別十、其他：另行擬定。

（若借出李炳醫學圖書館之書籍，則以十五冊為限及於三十天內歸還。）

第二至第六類別人士可以借出期刊；裝釘成冊之期刊可借出三天，
現期期刊可借出一天。

所有外借之藏書須在流通處辦理借出手續；指定參考書則在指定參
考書處辦理借出手續，該等書籍之借用期按需要而異。

經由館際互借辦法借用圖書，須遵守其他圖書館之各項規定。借書
期限通常為兩星期。期刊中之文稿複印本需自費取得。

參考書、善本及顯微圖書膠片等，概不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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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借

讀者所借出之圖書可續借兩次，但每次皆須在該書到期前辦理，以免罰
款。

上述第四至第六類別讀者，可用書面辦理續借手續。但續借兩次後，
必須將該書歸還圖書館，俾他人得以閱覽或借用。

如欲續借之書已有人預約，則該書不得續借。

催還

凡借出之書刊，若有其他讀者需用時，依例得隨時催還；新還書日期會
印在催還通知內，一般為預約當日起計十四天。

讀者接獲通知後，應依新定期限歸還該書，逾期須按催還條例罰
款。（見「罰款」（乙））

逾期

依期還書，乃讀者應負之責任。借書逾期未還者，圖書館將發與逾期通
知。

罰款

（甲）逾期——各類讀者如逾期還書，罰款均為每書每日港幣一元，最高可
至港幣一百元。指定參考書之罰款為每書每小時港幣一元。

（乙）催還——若接獲催還通知而未依期還書者，將被罰款如下：
（1） 每書每日港幣五元；
（2） 第二次催還之五個工作天後，圖書館得採取任何適當之行動以

催還書籍。

遺失

所借圖書如有遺失或損壞至無法修補時，借書人須照原書時價賠償，另
加手續費港幣一百元與累積之逾期罰款。圖書如有損毀，一經發覺，應
立即報告流通處。

第四至第六類別之讀者，如將圖書借出一百二十日及經過三次催還
後，仍不將書歸還，或不辦理續借手續者，圖書館將通知大學財務處，
照逾期還書處理辦法收取罰款。

檢查

讀者入館閱覽，可攜小包、書袋、公事包；雨傘則應存放於入口處。食
品、飲料不得攜入館內；圖書館職員可能要求檢查讀者攜離圖書館之物
件如書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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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用館權利

違規行為，諸如吸煙、大聲談笑、使用無線電話、傳呼機及其他騷擾等
均不容許在館內發生，遇有在圖書館內妨礙他人或損毀圖書館之圖書及
財物者，圖書館館長或其他指定之負責人得飭令其立即離館，當日內不
許再進入館內；其所損毀之圖書或財物，亦應負責賠償。

嚴重違反圖書館之規章者，將喪失其使用圖書館之權利。

（甲）逾期還書——圖書館循一般程序催還後，將發出書面警告，如讀者
不予理會，則其在各圖書館之借書權利將暫被停止，直至其歸還所
有圖書及清繳其應付之逾期罰款為止。

（乙）罰款——如讀者拒絕償付其應付之罰款（逾期還書之罰款與損毀圖
書、財物等之賠款），各圖書館將暫停其借書之權利直至其清繳所有
應付之罰款為止。

（丙）攜帶未辦借用手續之館藏出館
（1）讀者姓名會被列入圖書館檔案內。
（2）讀者之借書權利會被停止八個星期，由事發當日起算。
（3）館藏如有任何損毀，讀者須負責賠償。
（4）若當事人為學生，圖書館會就事件發信予該生所屬之學院院

長、成員書院輔導主任、學系系主任及/或有關單位負責人。

（丁）拒絕歸還館藏
（1）讀者姓名會被列入圖書館檔案內。
（2）圖書館會發出賬單予該讀者，並警告其若不歸還借用資料或不

清繳須付之款項，則會暫停其借書權利。
屢次違規者，將喪失所有使用圖書館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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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部門

（中文姓名按筆劃序排列：「教師」一欄並附各人職稱。）

博文講座教授辦公室

博文講座教授
楊振寧, 理學士 (西南聯大); PhD (Chic.); 榮譽理學博士 (中大); 榮譽博士

(Prin., Brooklyn Polytech. Inst., Wroclaw, Gustavus Adolphus Coll., Maryland,
Durh., 復旦, Eidg. Technische Hochschule, Moscow State, Drexel, 清華, 交
通, Mich., NY State, Wash. Coll., 中正, 浸大);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獎人

Mirrlees, James A., MA (Edin.); PhD (Cantab);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人

文學院

院長
羅炳良, 文學士 (中大); MMus, PhD (Northwestern)

助理院長
陳永華, 文學士 (中大); MusM, MusDoc (Tor.); AMusTCL; LMusTCL; FTCL; JP
梁元生,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Calif.)

院務處主任
陳明潔,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助理主任
張敏詩,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LLB (L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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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系主任: 鄧仕樑教授)

教師
王晉江,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高級教育
文憑及教育碩士 (港大); 副教授

何志華,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副教授
何杏楓,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Br. Col.); 副教授
吳宏一, 文學士、文科碩士及哲學博士 (台大); 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教授
徐芷儀,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 (中大); MPhil, PhD (Tor.); 副教授
張光裕, 文學士、文科碩士及哲學博士 (台大); 教授
張雙慶,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 (中大); 教授
陳勝長,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 (中大); MA (Harv.); 教授
陳雄根, 文學士、哲學碩士、教育文憑及哲學博士 (中大); 副教授
黃坤堯, 文學士 (台灣師大);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副教授
黃耀�, 文學士 (中大); MLet, DLet (Kyoto); 副教授
楊鍾基, 文學士 (中大); MA (Kyoto); 教授
樊善標,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副教授
蔣英豪,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Calif.); 教授
鄧仕樑,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 (中大); 教授

名譽教師
王崗, 文學學士及文學碩士 (復旦); MA (Colorado); PhD (Chic.); 名譽助理教授
何文匯,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PhD (Lond.); JP; 名譽教授
余靄芹, 文學士 (港大); MA (Texas); PhD (Ohio State); 名譽教授
周策縱, 文學士 (中央政治); MA, PhD (Mich.); 榮譽文學博士 (浸大); 名譽教授
柳存仁, AO; 文學士 (北大); BA, BA, PhD, DLitt (Lond.); Hon DLitt (Yeungnam,

Korea); 榮譽文學博士 (港大); Hon DLitt (ANU); Hon DLitt (Murd.); 名譽
教授

清水茂, GradDip (Kyoto); 名譽教授
鄭子瑜, CertChinRhetoric (Waseda); 名譽教授

高級導師
康寶文,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陳少紅,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MA (S. Calif.); PhD (Calif.)
佘汝豐, 文學士 (中大); 哲學碩士 (港大)

導師
袁燕萍,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張詠梅,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郭素娥, 文學士、教育文憑及哲學碩士 (中大)
曾志雄, 文學士及文科碩士 (台大); 哲學博士 (港大)
黃念欣,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楊利成,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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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研究中心

主任及名譽研究員
盧瑋鑾, 文學士 (中大); 哲學碩士 (港大)

英文系
(系主任: Prof. Parker, David Heywood)

教師
Braine, George Stanley, BA (Kelaniya); MA (American); PhD (Texas); 副教授
Crisp, Peter Gerald, BA (Dub.); PhD (Reading); 高級講師
Gleckman, Jason Gawain, BA (Wesleyan); MA (Virginia); PhD (Wis.-Madison);
副教授

Jackson, Beverly Jane, BT, BA (St. Thomas); MEd (Calg.); PhD (Tor.); 教授
Jin, Lixian, 文學學士 (湖北); MA, PhD (Leic.); 訪問學人
Parker, David Heywood, BA, DipEd (Adel.); BA (Flin.); DPhil (Oxon); 英文講座
教授

Radwanska-Williams, Joanna, BA, PhD (N. Carolina); 副教授
Weiss, Timothy Francis, BA (Colorado); MA (Wis.); PhD (New Mexico); 教授
孔憲煇, 文學士 (中大); MSc, PhD (Edin.); 副教授
江Ù娟, BA, BA, MA (Mississippi); PhD (Purdue); 教授
何少韻, 文學士 (港大); MA (E. Anglia); 副教授
張本梓, 文學學士 (遼寧師大); 文科碩士 (廣州外國語學院); PhD (Alta.); 副教授
程月媚, 文學士 (中大); MA, PhD (Mich.); 副教授
黃麗明, 文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港大); 翻譯及傳譯深造文憑及文學
碩士 (城市理工); 哲學博士 (科大); 助理教授

譚國根, 文學士 (中大); MA, PhD (Ill.); 教授

英語教學單位
(署理主任: Prof. Parker, David Heywood)

教師
黎鳳娟, Final Dip (Inst. of Linguists); DipTESOL (Manc.); MA (Lanc.); 哲學
博士 (港大); 副教授

高級導師
Boyle, Erlinda, BEd (Natnl. Teachers Coll.); MA (Birm.)
Boyle, Joseph Patrick, LPhil (Heythrop); BD (Lond.); BA, MA (Oxon); DipESL

(Leeds); 哲學博士 (港大)
左治強,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港大); CertTESOL

(Moorhead); CertOnlineEd&Training (L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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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冠芳, 文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港大); MA, PhD (York, UK)
陳宙珍, BA, MA (Calc.); 教育文憑 (港大)
賴陳秀卿, BA, MA (Syd.); GradDipEd (Syd. Teachers Coll.); PhD (Macq.)

(助理主任)

導師
Bond, Sharon, BA, DipEd (Calif.); MA (Mich.)
Corrigan, Jovita T., BSc (Coll. of the Holy Spirit, Philippines); MA (Kansas)
Jakubowicz, Peter Paul, BA (Sir George Williams); CertTESL, MA (C'dia.)
Lewthwaite, Richard William, BA (Leeds); PGCE (Sus.); RSACert (Bournemouth

Sch. of Eng.)
Lyons, Michael Joseph, BA (St. Peter's Coll.); AdvDipEd (Exe.); MA (Essex)
Muirhead, Charles Alexander, BA (Stir.); MA (Lanc.)
Nath, Pradip Kumar, BA (Jadavpur); PGDipAppLing (Edin.); MA (Leiden)
Sharma, Neeraja, BA (Ranchi); DipTEFLA (RSA)
Solomon-ching, Ellen Pearl, DipBusTeachEd (Red River Comm. Coll., Canada);

BEd (Manit.); MA (Lanc.)
Stamper, Suzan Elizabeth, BS, MA (Ball State); MS (Kansas)
Swanson, Ann, BA, MA (Whitworth Coll.)
Walsh, Timothy Edward, BSc, MA (Slippery Rock)
孔劉卓燕, BA, DipEd (Syd.); 應用語言碩士 (東亞); PhD (NSW)
朱麗霞, BA (York, Canada); 教育文憑 (中大); MA (Wales)
何媚鳳, BEd (E. Anglia); MA (N'cle., UK); BEdStud (S. Q'ld.)
李玉儀, BPhil (Birm.); 文學碩士 (理大)
馬鳳鳴, 專業英語深造文憑 (理大); MA (Birm.); CertELTA (RSA/Cantab);
商業傳意文憑 (中大)

梁潔芝, 文學士 (中大); MA (NY)
陳丁馨國, 文學士及文科碩士 (港大); MIL
甄寶嫦, BA (C'dia.); 英語教學碩士 (理大)
譚寶儀, 社會科學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港大); MEd (Tor.)
謝靄愉, BEd (Lond.); 教育學碩士 (港大)

藝術系
(系主任: 蘇芳淑教授)

偉倫榮譽講座教授
饒宗頤, GBM; 榮譽文學博士 (港大); Hon Doctorate (Human Sc.)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Sorbonne); 榮譽文學博士 (嶺南)

教師
Semerjian, Vahe Marshall, BA (York, Canada); MA, PhD (Br. Col.); 助理教授
呂振光, 文學士 (台灣師大); MA (Lond.); 副教授
李潤桓, 文學士 (中大); 哲學碩士 (港大);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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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錦騰,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莫家良,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DPhil (Oxon); 副教授
陳育強, 文學士 (中大); MFA (Cranbrook Acad. of Art); 副教授
蘇芳淑, BA (Swarthmore Coll.); MA, PhD (Harv.); 藝術講座教授

名譽教師
何培斌, MA, DipArch (Edin.); PhD (Lond.); MRIBA; MSAH; 名譽教授
林業強, BA (Lond.); 名譽副教授
鄧聰,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 (中大); PGDip (Osaka Foreign Lang. Univ.); DLet

(Tokyo); 名譽副教授

資源中心助理
陳遠光,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歷史系
(系主任: 蘇基朗教授)

教師
Potter, Cathy Jean, BA (Rollins Coll.); MPhil, PhD (Yale); 副教授
朱鴻林,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 (台灣); MA, PhD (Prin.); 教授
何佩然, 文學士 (中大); MA, Dip d'Etudes Linguistiques Françaises, Dip

d'Etudes Approfondies, PhD (Paris III); 副教授
張學明, 文學士 (中大); MA, PhD (Calif.); 副教授
梁元生,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Calif.); 教授
郭少棠, 文學士 (中大); MA, PhD (Calif.); 教授
曾瑞龍,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Arizona); 副教授
葉漢明, 文學士 (中大); MA, PhD (Calif.); 教授
劉義章, 文學士 (中大); MA, PhD (Calif.); 副教授
黎明釗,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AdvCertAsianStud (Pitt.); PhD (Tor.);
副教授

蘇基朗,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ANU); 教授

名譽教師
Jamieson, John Charles, AB, MA, PhD (Calif.); 兼任教授
Narain, Kirti, BA, MA, PhD (Lucknow); 兼任助理教授
Pluss, Caroline, BA (Lausanne); DPhil (Oxon); 兼任助理教授
Vittoz, Stanley Herbert, BA (Wayne State); MA (NY State); PhD (York, Canada);
兼任副教授

甘陽, 文學學士 (黑龍江); 文學碩士 (北大); 兼任助理教授
甘德星, 文學士 (台大); AM, PhD (Harv.); 兼任助理教授
吳志華,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兼任助理教授
李培德, 文學士 (中大); MLitt, DLitt (Tokyo); 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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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學霖, 文學士及文科碩士 (港大); MA, PhD (Prin.); 兼任教授
鄒興華, 文學士 (港大); MA (Lond.); 兼任助理教授
蕭麗娟, 文學士 (中大); MA (York); 兼任助理教授

研究人員
蕭錦華,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DLet (Kyoto); 副研究員

日本研究學系
(系主任: 李活雄教授)

教師
Nakano, Lynne Yukie, BA (Carleton Coll.); MPhil, PhD (Yale); Dip (Inter-U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助理教授
水戶考道, BA (Int'l. Christian); MIA, PhD (Tsukuba); 教授
吳偉明, 文學士 (中大); MIA (Tsukuba); MA, PhD (Prin.); 副教授
李活雄, BA (Tokyo Foreign); MIA, PhD (Tsukuba); 教授

導師
井上由美, BA (Gustavus Adolphus Coll.); 哲學碩士 (港大)
方韻, 文學學士 (暨大); MA (Waseda)
兒島慶治, BLaws (Komazawa)
齊藤美穗, BA, MA (Yokohama Natnl.)

研究人員
崔絢吉吉, BA (Dongguk); MInfSc, PhD (Tohoku); 博士後研究員

現代語言及文化系
(系主任: 王建元教授)

教師
王建元, 文憑 (浸會); MA (Redlands); PhD (Calif.); 教授
梁美儀, 文學士 (中大); CertFrenchLang (Paris III); MHist, DipAdvStud, DHist

(Paris I); 助理教授
陸潤棠, 文學士 (中大); MA (York, Canada); PhD (Mich.); 教授
彭麗君, BA, MA (San Francisco State); PhD (Wash.); 助理教授
黃慧貞, 文學士 (中大); BDiv (S.E. Asia Grad. Sch. of Theol.); MA, PhD

(Chic.); 副教授
葉彩燕, BA, MA (Texas); MA, PhD (S. Calif.); 教授
葉鳳霞, BSc (Southeast Asia Union Coll., Singapore); BA, MA (Loma Linda);

MA, PhD (Calif.);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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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平, 文學學士 (華中師大); 文科碩士 (華中理大); MA (Ohio State); PhD (Br.
Col.); 助理教授

鄧慧蘭, 文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港大); MSc, PhD (Edin.); 副教授
顧陽, 文學學士 (西安外國語學院); MA (Arizona State); MA, PhD (C'nell.);
副教授

顧鋼, 文學學士及文學碩士 (天津師大); 哲學博士 (中大); 訪問學人

名譽教師
張燦輝,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DrPhil (Freib); 名譽教授

高級導師
Wannagat, Ulrich Hermann, MA (Ruhr)
馮統照, Dip d'Etudes Fr, Dip Sup d'Etudes Fr (Lille); Licence, Maîtrise D.E.A.

Linguistique-Semiotique-Communication (Franche-Comté)

導師
Joly, Christele Gisele Eugenie, BA, MA (Inst. for German Stud., Sorbonne

Nouvelle); BA, MA (Open Univ. Sorbonne Nouvelle)
Seifert, Peter Wolfgang, MA (Munich)

音樂系
(系主任: 陳永華教授)

教師
McClellan, Michael Edward, BA (Minn.); MA, PhD (N. Carolina); 副教授
Olson, Greta Jean, BA, MA, PhD (S. Calif.); 教授
Witzleben, John Lawrence, BA (Calif.); MA (Hawaii); PhD (Pitt.); 教授
余少華, 文學士 (中大); MA (Qu.); PhD (Harv.); 副教授
張惠玲, DipJapStud (Kyoto); 文學士 (中大); MPhil, PhD (Cantab); 副教授
曹本冶, BMus, MMusicol (Br. Col.); PhD (Pitt.); 教授
陳永華, 文學士 (中大); MusM, MusDoc (Tor.); AMusTCL; LMusTCL; FTCL;

JP; 音樂講座教授
陳守仁, 文學士 (中大); MA, PhD (Pitt.); 教授
陳偉光, 文學士 (中大); DPhil (York, UK); LRSM; LMusTCL; 教授
羅炳良, 文學士 (中大); MMus, PhD (Northwestern); 教授

導師
Thompson, Brian Christopher, BFA (C'dia.); MA (Vic.); MLIS (McG.); 哲學
博士 (港大)

吳美樂, DipRCM; MMus, DMA (NY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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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
(系主任: 關子尹教授)

教師
Allinson, Robert Elliot, AB (S. Ill.); PhD (Texas); 教授
Fraser, Christopher James, BA (Yale); 文學碩士 (台大); 哲學博士 (港大); 助理
教授

方立天, 北京大學畢業; 客座教授
王啟義,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ANU); 副教授
王慶節, 文學學士 (南京); 文學碩士 (北大); PhD (Tulane); 副教授
石元康, 文學士及文科碩士 (台大); PhD (Ott.); 教授
李天命,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 (中大); PhD (Chic.); 講師
李翰林, BA (Prin.); BA, MA (Oxon); 法學研究生證書 (港大); MA, PhD (C'nell.);
香港高等法院大律師; 副教授

張燦輝,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DrPhil (Freib.); 教授
劉昌元, 文學士 (台大); MA, PhD (S. Ill.); 教授
劉笑敢, 文學學士 (內蒙古師大); 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北大); 教授
劉國英, 文學士 (中大); DipAdvStud, PhD (Paris I); 副教授
鄭宗義,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副教授
關子尹,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Dr.phil (Ruhr-Universitat Bochum); 教授

名譽教師
劉國強,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Hawaii); 名譽副教授

導師
陶國璋,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哲學博士 (新亞研究所)

研究人員
洪維信,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文學碩士 (中大); PhD (Cantab); 博士後研究員
黃國鉅,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PhD (Tubingen); 博士後研究員

宗教系
(系主任: 賴品超教授)

教師
王崗, 文學學士及文學碩士 (復旦); MA (Colorado); PhD (Chic.); 助理教授
江大惠, 文學士 (中大); MTh (S. Methodist); 講師
吳梓明, 文學士、神學碩士及教育文憑 (中大); MA, PhD (Lond.); 教授
李熾昌, 文學士及神學碩士 (中大); PhD (Edin.); 教授
黃根春, 文學士及神學碩士 (中大); DTh (Heidel.); 教授
楊莉, 史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四川); 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溫偉耀,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基督教研究碩士 (中國神學
研究院); DPhil (Oxon);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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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志添, 文學士 (中大); BD (S.E. Asia Grad. Sch. of Theol.); MA, PhD (Chic.);
副教授

盧龍光, 理學士 (中興); 神學碩士 (中大); PhD (Durh.); 副教授 (兼任神學組
主任及教牧事工部主任)

賴品超, 文學士及神學碩士 (中大); PhD (Lond.); 副教授
譚偉倫, 文學士 (中大); MA, PhD (McM.); 副教授
關瑞文,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龔立人, BTh (Lutheran Theol. Sem.); MPhil (St. And.); PhD (Glas.); 副教授

名譽教師
Hoedemaeker, Libertus Arend, DTh (Utrecht State); 名譽客座教授
Verellen, Carl Franciscus, MA (Hamburg); PhD (Paris VII); 兼任教授
Wolters, Bouwina Bregtje, MA, MTh (State Univ. of Groningen); 名譽訪問學人
黃慧貞, 文學士 (中大); BDiv (S.E. Asia Grad. Sch. of Theol.); MA, PhD

(Chic.); 名譽副教授

導師
葉菁華, 社會科學學士及神學碩士 (中大)

研究人員
Antone, Hope S., BMC, MDiv (Silliman); MTh (Presbyterian Theol. Coll. &

Sem.); EdD (Union Theol. Sem. & Presbyterian Sch. of Christian Ed.); 名譽
副研究員

Brandner, Tobias, ThD (Zurich); 名譽副研究員
余妙雲, 文學士 (東海); MA (Ott.); 基督教研究碩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 名譽
副研究員

周惠賢, BEd (Stir.); 神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名譽副研究員
高天明,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Sc, DipAdultEd (Br. Col.); DipCS, MCS

(Regent Coll.); 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哲學博士 (城大); MRAPI; MCIT;
MIPD; 名譽副研究員

曹偉彤, 文憑 (浸會); 神學碩士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STM (Yale); PhD (Prin.
Theol. Sem.); 名譽副研究員

陳廣培, BTh (Behtel Bible Sem.); MDiv, MSTh (Lutheran Theol. Sem.); 歷史
學博士 (華中師大); 名譽副研究員

黃錫木, BA (Alta.); MA, MTh (Westminster Theol. Sem.); DLitt (Pret.); 名譽
副研究員

楊國強, 理學士 (港大);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潘乃昭, BSc, MSc (Br. Col.); MDiv (Tor.); DPhil (Oxon); 名譽副研究員
謝品然, BSc (Sask.); MDiv (Can. Theol. Sem.); MST (Dallas Theol. Sem.);

PhD (Sheff.); 名譽副研究員

教牧事工部副主任
吳炳華, BGS (Houston); 道學碩士及道學碩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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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系
(系主任: 陳善偉教授)

教師
方梓勳, 文學士 (中大); MA (York, Canada); MA, PhD (Tor.); 教授
王宏志,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PhD (Lond.); 教授
何元建, 文科碩士 (蘭州); MPhil (York, UK); PhD (Lond.); 副教授
吳兆朋, 文學士 (港大); PhD (Stockholm); 教授
李德鳳, 文學學士及文科碩士 (南京師大); PhD (Alta.); 副教授
金聖華, OBE; 統一文憑 (崇基); MA (Wash.); Doctorat de 3e Cycle en Littérature

et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Paris); 翻譯學講座教授
陳善偉, 文學士 (中大); PhD (Lond.); 教授
童元方, 文學士 (台大); MA, MA (Oreg.); PhD (Harv.); 副教授

導師
李劍雄, 文學士 (港大); 文學碩士 (城大);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中大); MHKTS

語文自學中心

教師
黎鳳娟, Final Dip (Inst. of Linguists); DipTESOL (Manc.); MA (Lanc.); 哲學
博士 (港大); 副教授 (英文學部主任)

高級導師
杜家祁, 文學士 (台灣師大);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張秉權, 文學士、哲學碩士、教育文憑及哲學博士 (中大); MH (中文學部
主任)

梁巨鴻, 文憑 (新亞); 文學士 (中大)

助理主任
胡佩儀, 翻譯及傳譯高級文憑 (城市理工); BA (Hawaii); MLIS (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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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學院

院長
李天生, 理學士及理學碩士 (交通); MBA, PhD (Missouri)

院務處主任
楊胡令筠, 文學士 (港大)

研究院課程行政主任
羅祥國,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Econ (Thammasat); PhD (Calif.); MHKSI

外事主任
莫陳月芬, 文學士 (港大); DipIntCommPolicy (WTO); Canadian Securities

Course Dip (Canadian Secur. Inst.)

項目經理
李兆樂, 理學士 (港大); 工商管理碩士 (中大)

電算師
李偉文, 理學士 (成功); MSc (Manc.)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高級助理主任
劉仇麗芬

助理主任
李慧敏,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理學碩士 (理大)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主任
陳志輝, 工商管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MBA (Calif.)

助理主任
阮泳嫻, 文學士 (中大); MEdAdmin (N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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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學院
(院長: 謝家正教授)

教師
Ferguson, Michael John, BSB, PhD (Minn.); 助理教授
Hwang, Lee Seok, BA, MBA (Yonsei, Seoul); PhD (NY); 訪問學人
Majid, Abdul, BA, MA (Malaya); PhD (Toledo); LLB (Lond.); MCompLaw

(Intnl. Islamic); CertLegalPract (Malaysia); Advocate & Solicitor (Malaysia);
副教授

何順文, BBA (Wash.); MSc (Lond.); PhD (Brad.); MIDPM; MBCS; CCP;
MHKIE; CMA; 教授

吳奕敏, BAdm, BCom, MBA (Ott.); DipFinMgt (NE); FHKSA; ASCPA;
FTIHK; 副教授

吳毓武, 工學學士 (華南理大); MBA (C'dia.); MSc, MPh, PhD (NY); 教授
呂文貞, BSc (Brigham Young); MBA (N.E. Louisiana); MAcct (Wash. State);

CPA (Wash.); AHKSA; 副教授
李淑儀,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MSc (Edin.); ACIS; AASA; CPA (Aust.);

FHKSA; 教授
林自強,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MSc (Texas Tech.); PhD (Tor.); CMA; FCCA;
副教授

姜兆東, DipUnivStud (Rennes); 文學學士 (南京); LLM, SJD (Mich.); JD
(Kensington); 副教授

唐吳友箴, 商學士 (政大); MPA (Texas); 副教授
梁均立, BSc (Arizona State); MBA (Calif.); PhD (Arkansas); 副教授
許仁茂, BA (Cheong-Ju); MBA, PhD (Alabama); 會計學講座教授
黃能權, 工商管理學士 (成功); MS (Missouri); PhD (St. Louis); CPA; CMA;
副教授

楊兆萊, 理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 (中大); CMA (Can.); 副教授
楊許丹青, 理學士及理學碩士 (復旦); MA, PhD (Connecticut); 助理教授
劉志強, BEc, LLB, PGDipComLaw (Monash); 法學碩士 (港大); Advocate &

Solicitor (Malaysia); 副教授
謝家正, 理學碩士 (上海交通); PhD (Br. Col.); 教授
鄺覺仕, 工商管理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 (中大); AHKSA; ACIS; FCCA; 副教授

名譽教師
甘博文, 工商管理碩士 (中大); FCCA; FCIS; FHKSA; FCMA; CGA; 兼任
副教授

李家祥, BA (Manc.); FHKSA; FICA (Eng. & Wales); FICSA; JP; 兼任教授
陳浩賢,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FCCA; FHKSA; CPA (HK); 兼任副教授
黃匡源, BA, MA (Cantab);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公開); FCA (Eng. & Wales);

CPA; 兼任教授



465

駱興華, 法學士、法學研究生證書及法學碩士 (港大); 中國貿易高級文憑
(暨大/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中國法律文憑 (東亞); 工商管理碩士 (中大);
CertComMedia (Acc. Gp. of Aust.); ACIArb; 律師; 兼任副教授

羅廣就,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GradDipEd (Technol. Syd.); MCom (NSW);
FCCA; FHKSA; ASCPA; 兼任副教授

導師
王家樂,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工商管理碩士 (科大); AHKSA
李兆波, 理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 (中大); ACCA; AHKSA
李定修, MTM, MBA, GradDipLaw (Syd.); GradDipLegalPract (Coll. of Law,

Aust.); CPA (Aust.); Solicitor (NSW); AHKSA
李嘉華, BSc, MBA (San Francisco State); CPA; AICPA; HKAAA; ISACA;

AHKSA
簡符美玉, 高級文憑 (理工); MA (Lanc.); DipPRCBusiPract&CommLaw (Univ.

of Intnl. Busi. & Econ.); ICSA; FCCA; FTIHK; FHKSA

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
(系主任: 李慶琦教授)

教師
Chow, Chee Chuong, BEng (NU S'pore.); PhD (Minn.); 訪問學人
Rajan, Ramkishen S., BSocSci (NU S'pore.); MA, PhD (Grad. Univ. of

Claremont Coll.); MA (Mich.); 訪問學人
伍鳳儀, BS (N.W. Oklahoma State); MS, PhD (Oklahoma State); 教授
李天生, 理學士及理學碩士 (交通); MBA, PhD (Missouri); 教授
李宏毅, 理學士 (清華); 文學碩士 (中國); MA, PhD (Ohio State); 副教授
李慶琦, 文學士 (東海); MBA (Oklahoma City); PhD (Penn. State); 副教授
杜志挺, 理學士 (中興); MSE, PhD (Arizona); 副教授
段樵, 理學士 (中興); MSc, PhD (Ohio State); 教授
洪家耀, BSc (Mass.); MBA (Boston Coll.); MSc (Syr.); MSc, PhD (Case W.

Reserve); 副教授
張國洪,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PhD (Mich. State); 副教授
張惠民, 理學士 (台大); MBA, PhD (Rensselaer Polytech. Inst.); 教授
梁志明, BA, MA, PhD (W. Ont.); 訪問學人
梁志堅, BSIE (Northeastern); MS, PhD (Virginia Polytech. Inst. & State Univ.);
教授

梁定澎, 理學士 (成功); 工商管理碩士 (中山); MA, PhD (Penn.); 教授
莫文光, 社會工作學文憑 (浸會); MA (Tor.); MSW, MURP, PhD (Hawaii); 教授
陳偉光, 理學士、教育文憑及哲學碩士 (中大); MSc (Manc.); PhD (NSW);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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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章天, BA (Korea); MA (Mankato State); PhD (Louisiana State); 助理教授
陳纘揚,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MBA (Br. Col.); 特任導師
馮嘉耀,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PhD (W. Ont.); 教授
楊海仁, 理學士 (成功); MSc (Houston); PhD (Q'ld. UT); 助理教授
趙先德, 理學學士 (南開); MS, MBA, PhD (Utah); 副教授
賴紹Ú,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BA (Ohio); MS (Arizona); PhD (Texas); 教授
羅文鈺, BA, PhD (Texas); 教授

名譽教師
伍步謙, 文學士 (港大); MBA (Calif. State); PhD (Oklahoma); 榮譽工商管理
學博士 (公開); 兼任教授

彭定中, 理學士 (成功); MEng (Rhode Island); PhD (Kentucky); 兼任教授

高級導師
Pavri, Francis, BEng (Singapore); MBA, PhD (W. Ont.)

導師
王偉婷, 工商管理學士 (輔仁);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周立基,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PhD (Texas A&M)
楊麗珊, BA (Calif. State); MA (Wash.); 文學碩士 (城大); MHKSI

研究人員
許宏量, BA (Swarthmore Coll.); MA, PhD (Northwestern); 副研究員

財務學系
(系主任: Prof. McGuinness, Paul Brian)

教師
McGuinness, Paul Brian, BA (N'cle., UK); MPhil (Cantab); PhD (Leeds); 教授
Thomas, Hugh Alun Lloyd, BA (Alta.); 工商管理碩士 (中大); MPhil, PhD (NY);
副教授

方偉明,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PhD (Ohio State); 副教授
何佳, 理學學士 (黑龍江); 理學碩士 (上海交通); PhD (Penn.); 教授
李濤, 理學學士 (復旦); MS, PhD (Wash.); 助理教授
周玉清, 理學碩士 (北大); PhD (Maths), PhD (Bus. Econ. & Fin.) (Col.); 副教授
周應峰, BSc, MA, PhD (Tor.); 副教授
范建強,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PhD (NY State); 副教授
郎咸平, 文學士 (東海); 文科碩士 (台大); MA, PhD (Penn.); 財務學講座教授
張華, 工學學士 (天津); MBA, PhD (McG.); 教授
黃鎮山,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DipMathStat (Cantab); 助理教授
楊瑞輝, BSc, MSc (Well.); DPhil (Oxon); 財務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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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家興, 理學士及文科碩士 (台大); PhD (Wis.-Madison); 助理教授
劉民, 理學學士 (中國科技); MS, PhD (Duke); 副教授
鄭會榮, BBA, MBA (S. Fraser); PhD (Maryland); 副教授
韓麗明, 理學士 (輔仁); 理科碩士 (台大); PhD (Texas); 教授
蘇偉文, 工商管理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 (中大); PhD (Louisiana State); 副教授

名譽教師
Franklin, Laurence Craig, BA, JD, MBA (Stan.); CPA (Ill.); 兼任教授
史怡中, 文學士 (台灣師大); MA (Ohio State); PhD (S. Ill.); 兼任教授

高級導師
姜耀玲, MBA, PhD (Houston); CFA
陳業輝, BSc (Birm.); MSc (Lond.); MBA (Hull); MAcc (Curtin); MIMgt; MCIM;

FCIS; FCS; CPA (Aust.); AHKSA
譚永華, BA (Carroll. Coll.); 工商管理碩士 (中大); MA (Exe.)

研究人員
范辛亭, 工學學士及管理學博士 (中國科技); 博士後研究員

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
(院長: 李金漢教授)

教師
李金漢, 商學士及商學碩士 (中大); PhD (Northwestern); 市場學講座教授
李藍, 文學學士 (中山); MS (Strath.); PhD (Virg. Tech.); 訪問學人
梁偉堅,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文學碩士 (復旦); PhD (Texas); 副教授
劉建南,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Georgia State); PhD (Purdue); 副教授
謝靜憶, BS (Utah State); MS, PhD (Virg. Polytech. Inst. & State Univ.); 教授

名譽教師
Borer, Peter Camille, Dip (C'nell.); 兼任副教授
Guthrie Jr, Randolph Frederick, AssoArt (Coll. of the Sequoias); BSc (San

Francisco); Maitre De TableRestaurateur (Conf. De La Chaine Des Rotisseurs);
Fellow, HCIMA; 兼任副教授

王訶, 法學士 (中國文化學院); MS, MBA, PhD (Texas); 名譽教授
朱民康, Grad (Syd. Tech. Coll.); 兼任副教授
呂尚懷, 商學士 (南洋); AASA; AHKSA; CPA (Aust.); Cert (Strategy Anal. for

Finance & Mkt); Cert (Serv. Sect. Mgt.) (Penn.); 兼任副教授

高級導師
Alvarez, Roy, BA, MPS (C'nell.); MEd (Aub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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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系
(系主任: 劉忠明教授)

教師
Ahlstrom, David Christopher, BA, MPhil, PhD (NY); MBA (Hawaii); 副教授
Bruton, Garry Don, BA (Oklahoma); MBA (George Wash.); PhD (Oklahoma

State); 訪問學人
Young, Michael Norman, BA (W. Virg. State Coll.); MA, PhD (Connecticut);
助理教授

王譽龍, BA (Qu.); MBA (York, Canada); FLMI; CMA; CGA (Can.); 副教授
呂源, 工學學士 (北京工業); MBA (China-EEC Mgt. Inst.); PhD (Aston); 教授
周巧笑,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MBA, PhD (Georgia State); 教授
牧野成史, BA, MBA (Keio); PhD (W. Ont.); 教授
姚詠儀, 工商管理學士 (科大); 哲學碩士 (中大); PhD (Oklahoma); 助理教授
區玉輝, 工商管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Br. Col.); 副教授
張偉雄,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PhD (Virg. Polytech. Inst. & State Univ.); 教授
敖恆宇,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PhD (Chic.); 教授
許濬, BA (Greenville Coll.); MA, PhD (Indiana); 教授
富萍萍, 文學學士 (杭州); 文學碩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 MA, MBA (Nevada);

PhD (NY State); 助理教授
黃熾森,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PhD (Purdue); 教授
葉日崧, 文學士及文科碩士 (台大); MBA, PhD (Temple); 客座教授
劉忠明, 社會科學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 (中大); PhD (Texas A&M); 教授
劉芷申,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MBA (S. Fraser); PhD (Br. Col.); 助理教授
蔣鳳桐, 文學士 (城大); MBA (Edin.); MSc (Leic.); PhD (Cantab); 助理教授
蔡美玲, BSc (Wis.); MA, PhD (Ohio); 副教授
蔡舒恆, BSc (C'nell.); MSc (Harv.); PhD (Cantab); 助理教授
錢共鳴, 文學學士及文學碩士 (廈門); PhD (Lanc.); 副教授

名譽教師
Mobley, William H, BA (Denison); PhD (Maryland); Hon LLD (Akron); FAPA;

FSIOP; FAPS; 名譽教授
李鵬飛, CBE; BS (Mich.); 榮譽工學博士 (理工); 榮譽法學博士 (中大);

FHKIE; JP; 兼任教授
林家禮, BSc, MSc, MBA (Ott.); DipPublicAdm (Carleton); 兼任教授

導師
翟敏娟,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 (城市)
趙志明, BSc, MA (Minn.); 哲學碩士 (中大)
劉柏能, 文學士 (政大); 理學碩士 (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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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學系
(系主任: 董何淑貞教授)

教師
于宏碩, BA, MSEE, MBA, PhD (Missouri); 副教授
李金漢, 商學士及商學碩士 (中大); PhD (Northwestern); 市場學講座教授
林小苖, BSc (Chulalongkorn); CMIM (Thammasat); PhD (Texas); 副教授
唐方方, 理學學士 (成都科技); 工學碩士 (上海交通); PhD (Bonn/Lond. Sch.

of Econ./Louvain-Paris-Tel Aviv); 副教授
許敬文,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PhD (Lond.); 教授
陳克先,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MBA, PhD (Wis.-Madison); 助理教授
陳志輝, 工商管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MBA (Calif.); 教授
董何淑貞,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MBA (Indiana); 教授
賈建民, 理學學士 (西南交通); 理學碩士 (上海交通); PhD (Texas); 教授
劉可復, 商學士及商學碩士 (中大); MBA (Col.); PhD (NUI); 教授
劉建南,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Georgia State); PhD (Purdue); 副教授
謝清標, 工商管理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 (中大); LLB (Wolv.); 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PhD, DipSocSc (Massey); 副教授
蘇麗文, BSc, MBA (Aston); 副教授
冼日明,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MBA (Texas); PhD (Br. Col.); 教授
鄺玉儀, 社會科學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名譽教師
Hui, Tak Kee, BSc (Nanyang); MMaths (Wat.); PhD (Tor.); 名譽訪問學人
王冬勝, BA, MBA, MSc (Indiana); JP; 兼任教授
張永霖, 社會科學學士及管理學文憑 (港大); 兼任教授

導師
郭慧儀,  歷史文憑及哲學博士 (浸大) ;  BA (Polytech. of  E. Lond. ) ;

HigherCertComAdvert&Mkt (理工); 哲學碩士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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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院長
鍾宇平, BA (Oreg.); MA (Mich. State); MA, PhD (Stan.); JP

院務處主任
劉潔萍,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學校發展主任
余惠冰, 理學士、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李婉儀, 社會科學學士及教育文憑 (中大); MEd (Ncle., UK); InstCert (Tor.

Catholic Sch. Bd.)
林永波, 社會科學學士及教育文憑 (中大); 教育碩士 (港大); PGDipEnvStud

(Macq.)
林灶平, 土木工程文憑 (浸會); MSc (Sur.);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港大); 學校發
展名譽主任

邵麗紅,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San Francisco State);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高級教育文憑、教育碩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孫美英, 文學士 (港大); 學校發展名譽主任
馬慶堂, 物理學文憑 (浸會); BPhil (Birm.); 文學碩士 (教育) (中大)
高慕蓮, 文學士、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 (中大)
張月茜, 教育學士 (中大)
陳可兒, 文學士 (中大); 文科碩士 (城大)
陳建順, 輔導學高級文憑 (樹仁); BPsych, MPsych (C&GCHE); 學校發展名譽
主任

彭家潤, DipTEO (Leeds); 文學士 (中大); MIL
湯才偉, 文學士、學位教師教育證書、高級教育文憑 (特殊教育)、高級教育
文憑 (語文教學)及教育碩士 (港大)

馮以浤, 文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 (教育) (港大)
黃家聲, 社會科學學士及高級教育文憑 (港大); 教育文憑及哲學碩士 (中大)
劉晚成,  文學士、高級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 (港大) ;  教育文憑 (中大) ;

GradDipComp (Deakin); GradDipInfMgt (Libn) (NSW)
鄭堅義, 教育學士 (港大)
鄧耀南,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教育文憑及哲學碩士 (中大)

教學實習協調員
莫引鳳, 文憑 (樹仁); MEd, EdD (Georgia)

項目經理
趙志成, BA (Kent); 高級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 (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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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主任
劉應泉, 畢業證書 (柏立基教育學院)

研究人員
楊少華, BA (Col.); EdM, EdD (Harv.); 副研究員

電算師
林展強, 理學士 (輔仁); 哲學碩士 (中大)

助理主任
程蕭嘉燕,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黃偉光,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助理編輯
馮偉傑, 文學士 (中大)

課程與教學學系
(系主任: 黃顯華教授)

教師
Coniam, David John, BA (S'ton.); PGCE (Leic.); MA, PhD (Birm.); 教授
文綺芬, 文學士 (港大); PGCE, DipEd, MA (Lond.); PhD (Tor.); 助理教授
何偉傑, 文學士、教育文憑、文學碩士 (教育)及哲學博士 (中大); DipAppLing

(Reg. Lang. Centre, Singapore); 助理教授
何萬貫, 文學士、教育文憑、教育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哲學碩士 (港大);
副教授

余迺永, 文學士及哲學博士 (台灣師大); 哲學碩士 (中大); 副教授
李子建, 文學士 (港大); MSc (Oxon); 教育文憑、文學碩士 (教育)及哲學博士

(中大); MIEnvSc; 教授
李芳樂, 理學士、教育文憑、文學碩士 (教育)及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林建平, 文學士 (港大); 教育文憑 (中大); 文學碩士 (浸大); 文學碩士 (暨大);
助理教授

林智中, 文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港大); MA, PhD (Lond.); 副教授
胡錦華, 電子工程高級文憑及電子工程院士 (理工);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基督教研究文憑 (中國神學研究院); CEng; MBCS; MIEE; 助理教授
秦家慧, 文學士及教育文憑 (中大); 高級教育文憑、教育碩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助理教授
張善培, 理學士、高級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 (港大); 教育文憑 (中大); PhD

(W. Aust.); 副教授
麥思源, 理學士及教育文憑 (中大); MSc, PhD (Brown);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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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家鳴, 文學士 (港大); 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 (教育) (中大); 助理教授
黃毅英, 文學士、哲學碩士、學位教師教育證書及哲學博士 (港大); 文學碩士

(教育) (中大); FSS; 教授
黃顯華, 社會科學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 (教育) (中大); EdD (Calif.); 教授
楊秀珠, 文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 (教育) (中大); MA, PhD (Calif.); 助理
教授

葉殿恩, 理學士、哲學碩士、學位教師教育證書、高級教育文憑、教育碩士
及哲學碩士 (港大); 副教授

鍾財文, 理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 (教育) (中大); 教授

高級導師
施敏文, 文學士 (中大); MIL; LTCL; 英語教學文憑及文學碩士 (城市理工);

MEd (Q'ld. UT)
麥陳淑賢, 文學士 (中大); DipSLT, MA (Massey)
鄧麗瑤, FinalDipEng (Inst. of Linguists); MA (N'cle., UK); MIL

導師
Bruce, Christine Anne, MA (St. And.); PGCertEd (Aberystwyth); MEd (Edin.)
吳茂源, 文學士、教育文憑及哲學碩士 (中大)
周昭和, BEd (Liv.); 教育碩士 (中大)
崔晶盈, 文學士 (中央); 教育文憑 (中大); 文學碩士 (北大)
梁智康,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鄧幹明, 理學士、理學碩士及教育碩士 (中大)
羅浩源, LicDip (Coll. of Preceptors); 教育文憑及哲學碩士 (中大)

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
(系主任: 林怡禮教授)

教師
Walker, Allan David, BEd (NE); MEd, PhD (Ill.); 教授
孔繁盛, 社會科學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 (教育) (中大); GradDipBA

(Monash); GradDipComput (Deakin); 助理教授
何瑞珠, 理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 (教育) (中大); PhD (Br. Col.); 助理教授
林怡禮, 文學士 (港大); MEd, PhD (Tor.); 教育行政與政策學講座教授
彭新強, 理學士、學位教師教育證書及教育碩士 (港大); 管理學文憑 (理工);

PhD (N'cle., NSW); 副教授
曾榮光, 社會科學學士、哲學碩士、教育文憑及哲學博士 (中大); 教授
劉國強,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Hawaii); 副教授
蔡寶í,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DPhil (Oxon); 副教授
鄭漢文,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Lond.); 助理教授
盧乃桂, BA (Oregon); Cert (East Asian Inst., Col.); MIA, EdD (Col.); 教授
謝均才,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Warw.); 助理教授
鍾宇平, BA (Oreg.); MA (Mich. State); MA, PhD (Stan.); JP;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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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偉明, BSc (Andrews); MSc (Br. Col.);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譚萬鈞, 文學士 (港大); 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 (教育) (中大); PhD (Lond.); JP;

BH; 教授
蕭今, 文學學士 (北京廣播學院); MA, PhD (Mich. State); 副教授

名譽教師
Shive, Glenn Landes, BA, MA, PhD (Temple); 兼任副教授
麥肖玲, 文學士 (港大); MA, MEd (Tor.); PhD (NY State); 兼任副教授

導師
林嘉嘉, 文學士、教育文憑及哲學碩士 (中大)
黎萬紅, 文學士 (中興); 教育文憑及哲學碩士 (中大)

教育心理學系
(系主任: 侯傑泰教授)

教師
林孟平, 文憑 (浸會); MS (Wagner); PhD (Ill.); 教授
林嘉妮,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E. Carolina); PhD (Hofstra); 助理教授
侯傑泰, 理學士及文學碩士 (教育) (中大);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及哲學博士

(港大); MH; 教授
倪玉菁, 文學學士 (北京師大); MA, PhD (Calif.); 副教授
張炳松, 理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 (中大); PhD (Purdue); 副教授
張雷, 文學學士 (河北); MS, PhD (S. Calif.); 教授
梁湘明, BS, MS, PhD (Ill.); 教授
陳維鄂, BA (Brock); MA, PhD (W. Ont.); 教授
黃蘊智, 文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港大); 文學碩士 (教育) (中大); DrPhil

(Heidel.); 副教授
趙明明, BSc (Col.); MEd (Harv.); PhD (Calif.); 副教授
劉兆瑛, 理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 (教育) (中大); 副教授
鄭佩芸, 文學士 (中大); MA (McG.); MEd, DipEd, PhD (Alta.); 助理教授
蕭寧波,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MA, PhD (Calif.); 副教授

名譽教師
高志棻, 文學士 (台大); MA, PhD (Calif.); 兼任副教授
梁子勤,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 (教育) (港大); DipEdPsy, CertDiagTest&RemedEd

(Q'ld.); PhD (Alta.); Hon DSocSc (Umea); DLitt (Sask.); FIARLD; Hon
LifeMember SACLD; AFBPS; CPsych; FAPA; FCPA; FAPS; 兼任教授

蕭炳基, 文學士 (台灣師大); MS (Ed), PhD (Fordham); 兼任教授

研究人員
雷靂, 教育學學士、教育碩士及哲學博士 (北京師大);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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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科學系
(系主任: Prof. Johns, David Paul)

教師
Johns, David Paul, BPE, MA, PhD (Alta.); 教授
王香生, BEd (Liv.); MSc, PhD (Lough.); FACSM; R.Nutr.; 副教授
洪友廉, 文憑 (清華); 教育學碩士 (北京體育學院); DSpSc (Deutsche Sporthochschule

Koeln); 教授
夏秀禎, 文學士 (輔仁); MPE (Springfield); PhD (Walden); 副教授
許世全, BPE, MSc (Springfield); EdD (Houston); 副教授
陳展鳴, BBA, MS, PhD (N. Texas State); 副教授

導師
沈劍威, 教育學士 (台灣師大); MPE (Springfield)
陳運家, 教育學士 (台灣師大); MEd (Manc.)

名譽顧問
鍾素珊, BSc (Br. Col.); RegDiet (Canada)

科學主任
李靜先, 醫學學士 (內蒙古醫學院); 教育學碩士 (天津體育學院); 哲學博士

(中大)

體育部

主任
盧遠昌, 教育學士 (台灣師大); MPE, CertAdvSt (Springfield)

高級導師
何國泰, BEd (Liv.)
盧德溪, 教育學士 (台灣師大)

導師
方潤明, 教育學士 (中大)
江曾碧珠, 教育學士 (台灣師大)
李志良, 教育學士 (港大); 電子計算學理學碩士 (城大)
阮伯仁, BPE, MS (Springfield)
林建榮, 教育學士、教育碩士及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中大)
邱永強, BEd (Wolv.)
張偉傑, BEd (Liv.); GradCertRecreat&SportsMgt (Vic. U.T./港大); MA (Vic. U.T.)
梁鳳蓮, BPE (Springfield)
郭永昌, 教育學士 (台灣師大); MPE (Spring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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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明, BEd (Liv.); MSc (Brist.); MA (Vic. U.T./港大)
陳德有, MEd (Hull)
陳燿武, 體育教育文憑 (台灣體育學院)
湯遠明, 教育學士及教育碩士 (中大)
雷陳麗子, 教育學士 (台灣師大)
鄭毓全, 教育學士及教育碩士 (台灣師大)
韓雪, 教育學士 (中大); MPE (Spring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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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學院

院長
程伯中, BEng, PhD (Liv.); CEng; FIEE; FHKIE; SMIEEE

工程學榮譽講座教授
高錕, CBE; BSc, PhD (Lond.); 榮譽理學博士 (中大); DSc (Sus.); Doctorate

(Soka); DEng (Glas.); DSc (Durh.); DUniv (Griff.); DTE (Padova); DSc (Hull);
DSc (Yale); FEng; FRS; FIEEE; FIEE; FHKIE

院務處主任
羅朱秀蘭, 文學士及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助理主任
曾君納, BS (S.E. Missouri State); 商業管理深造文憑 (理工)

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系
(系主任: 徐揚生教授)

教師
Mills, James K., BSc (Manit.); MASc, PhD (Tor.); 客座教授
王鈞,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大連工學院); PhD (Case W. Reserve); SMIEEE;
教授

王煜, 理學學士 (西安交通); ME (Penn. State); PhD (Carnegie Mellon); MIEEE;
MASME; MSME; 教授

任揚, 理學士 (中大); MSc (Akron); MSc, ScD (MIT); 教授
李文榮, BASE, MASE (S. Calif.); PhD (Calif.); MIEEE; MASME; 副教授
杜如虛, 電氣工程文憑 (武漢鋼鐵學院); 工學碩士 (華南工學院); PhD (Mich.);
教授

徐揚生,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浙江); PhD (Penn.); 教授
許健泉, 工程學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CEng; MBCS; MHKCS; MIMech;

MHKIE; 教授
黃捷, 文憑 (福州); 工學碩士 (南京理大); PhD (Johns H.); SMIEEE; 教授
廖維新, 理學士 (中興); MS, PhD (Penn. State); MIEEE; MASME; 助理教授
劉雲輝, 工學學士 (北京工業學院); MEng (Osaka); DEng (Tokyo); SMIEEE;
教授

鍾志杰, 工程學士 (港大); MSEE, PhD (S. Calif.); SMIEEE; CEng; MBCS;
副教授

鄺重平, MSc (Lough.); 哲學博士 (中大); 哲學博士 (城大); SMIEEE; FHKIE;
教授



477

研究人員
毛寬民, 理學學士 (寶雞師範學院); 理學碩士及工學博士 (西安交通); 副研
究員

王代華,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工學博士 (重慶); 博士後研究員
王成友, BEng (Inf. Eng.); 工學碩士及工學博士 (國防科技); 副研究員
王朝立, 理學學士 (蘭州); 理學碩士 (清華/蘭州); 工學博士 (北京航空航天);
副研究員

王曉明,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 (大連理大); 副研究員
徐志偉,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山東工業); 工學博士 (西安交通); 副研究員
張平,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工學博士 (天津); 副研究員
張江峰, 理學學士及理學博士 (西安交通); 副研究員
梁斌, 工學博士 (清華); 副研究員
夏又生,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 (南京); 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熊蔡華, 工學學士、工學碩士及工學博士 (華中理大); 博士後研究員
陶建國, 工學學士 (哈爾濱船舶學院); 工學碩士 (哈爾濱工業); 副研究員

電子工程師
莫偉傑, BEng, MSc (Belf.)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
(系主任: 梁廣錫教授)

教師
Hartanto Kwee, Vincentius Felix, BE, PhD (Cant.); MIEEE; 助理教授
Jesshope, Christopher Roger, BSc, MSc, PhD (S'ton.); CEng; FBCS; MIEEE;

MDEANZ; 客座教授
Tang, Jian, MS (Iowa); PhD (Penn. State); 副教授
王文漢,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Calif.); 副教授
王平安, BS (NU S'pore.); MSc, MA, PhD (Indiana); 教授
吳有亮, BSc (Flor. Intnl.); MSc (Miami); PhD (Calif.); MIEEE; 副教授
吳錦榮, MSc, PhD (Brad.); MBCS; CEng; 教授
呂自成, BSEE, MS (IIT.); PhD (Calif.); MIEEE; MACM; 教授
呂榮聰, 理學士 (台大); MSc, PhD (Calif.); SMIEEE; 教授
李浩文, BMath, MMath (Wat.); PhD (Vic.); 副教授
李健康, BSc, MSc (Manc.); MBCS; MIEE; CEng; SMIEEE; 副教授
李滿全, BSc, MSc, DIC, PhD (Lond.); 副教授
金國慶, BSc (Caltech); MSc, PhD (S. Calif.); MACM; MIEEE; MINNS; 副
教授

孫漢秋, 應用科學學士及理科碩士 (華中理大); MASc (Br. Col.); PhD (Alta.);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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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雷, 工學學士 (哈爾濱工業); 工學碩士及工學博士 (清華); FIEEE; 計算機
科學與工程學講座教授

梁恆惠, BSc, BE, PhD (Syd.); 副教授
梁浩鋒,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DIC, PhD (Lond.); MBCS; 副教授
梁廣錫, BSc (Eng), PhD (Lond.); FHKCS; SMIEEE; MIEE; CEng; MACM;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講座教授

陳麗雲, BA, MA, PhD (Cantab); 教授
傅慰慈, 理學士 (中大); MSc, PhD (S. Fraser); 副教授
黃田津,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黃健康, BSc (Birm.); PhD (Cantab); 副教授
黃澤權, 文學士 (港大); MA, PhD (Col.); FIEEE; FACM;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
學講座教授

楊鳳如,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MSc, PhD (Texas); 助理教授
蒙耀生, BSc (Manit.); MSc, PhD (Tor.); 教授
趙格華, 理學士 (港大); 理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科大); MACM; MIEEE; MHKCS;
助理教授

蔡雷震, 理學學士 (浙江); MSc (Vic.); PhD (Tor.); 副教授
簡永基, 理學士 (中大); MSc (Calif.); PhD (Lond.); DIC; MIEEE; MBCS; CEng;
副教授

名譽教師
華雲生, BSEE, MSEE (Col.); MS, PhD (Calif.); FIEEE; 兼任教授

導師
柯兆恆,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張澤松, 工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馮炳富,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研究人員
Stuckey, Peter James, BSc, PhD (Monash); MACM; 高級研究員
王維凡, 理學學士 (遼寧); 理學碩士 (吉林工業); 理學博士 (南京); 副研究員
王廣君,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 (華中師大); 哲學博士 (華中理大); 副研究員
王煒, 工學學士及工學博士 (國防科技); 副研究員
宋繼 , 理學學士及工學博士 (南京); 副研究員
金小剛, 工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 (浙江); 副研究員
張學杰, 理學學士 (雲南); 工學碩士 (哈爾濱工業); 哲學博士 (中大); 副研究員
曹治國,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中國科技); 工學博士 (華中理大); 副研究員

電算師
尤漢熙, 理學士 (港大)
林南, 數學、統計及電腦高級文憑 (理工); MSc (Essex)
施群山, 工學士及理學碩士 (中大)
蕭德泰, 工程學士 (港大); 理科碩士 (城市理工)
羅漢文,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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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任
孔繁康, 理學士 (港大); MBA (Warw.)

助理主任
徐婭婷, 公共及社會行政高級文憑 (城市理工); BA (Ulster)

電子工程學系
(署理系主任: 黃世平教授)

教師
何浩培, BEng, PhD (Nott.); MInstP; CPhys; CEng; MSPIE; MOSA; MIEEE;
副教授

吳克利, 理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南京理大); PhD (Laval); SMIEEE; 教授
李丹,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李棠, BE, PhD (NSW); 副教授
孟慶虎, 理學學士 (LIT and Ministry of Machinery, China); 工學碩士 (北京
工學院); PhD (Vic.); 教授

夏香根, 理學學士 (南京師大); 理學碩士 (南開); MS (Cincinnati); PhD (S. Calif.);
SMIEEE; 副教授

徐孔達, 工程學士 (港大); MSc (Manc.); PhD (Birm.); MIEE; CEng; MIEEE;
教授

張元亭,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 (山東); PhD (New Br.); MCMBE; SMIEEE; 教授
許正德, 理學士 (港大); MS, PhD (Col.); MIEEE; 副教授
許建斌,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 (南京); Dr.rer.nat (Konstanz); MAPS; MAVS;

MIEEE; MMRS; 教授
陳昌發, BT (NY State); MSEE, PhD (Lehigh); MIEEE; 副教授
陳錦泰, 理學士 (港大); PhD (C'nell.); MIEEE; 教授
陳耀棠, BSc, MSc (Qu.); PhD (New Br.); 客座教授
曾漢奇, BA, MA, PhD (Cantab); CEng; MIEE; MHKIE; MIEEE; 副教授
湛偉權, 理學士 (中大); MSc, PhD (Lough.); CEng; MIEE; MHKIE; SMIEEE;
教授

程伯中, BEng, PhD (Liv.); CEng; FIEE; FHKIE; SMIEEE; 電子工程學講座
教授

黃世平,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教授
潘江鵬, 工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Instituto Superior Tecnico, Portugal);
助理教授

蔡潮盛, BSc, MSc, PhD (Manc.); CEng; MHKIE; MIEE; SMIEEE; 教授
鄭國強, BSc, PhD (Lond.); MIEEE; AMIEE;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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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教師
Chow, Yung Leonard, BEng (McG.); MASc, PhD (Tor.); MIEEE; MAAAS;
兼任教授

Franca, Jose, Lic. Elect. Eng (Inst. Superior Tecnico); PhD (Lond.); Doutor
Elect. Eng. and Comp., Agregado Elect. Eng. Comp. (Univ. Tecnica de
Lisboa); FIEEE; 兼任教授

王維基, 理學士 (中大); 名譽講師
曹家昌, BSc (Caltech); PhD (Prin.); 兼任教授
陳之藩, BS (Pei-yang); MS (Penn.); PhD (Cantab); FIEE; 名譽教授
陳國建, 理學士 (中大); FIEE; CEng; FHKIE; 名譽講師
黃榦, BSc (Eng), DIC, PhD, DSc (Eng) (Lond.); CEng; FIEE; SMIEEE; CPhys;

FInstP; FSS; PEng; 兼任教授
廖秋棋, BSc, MSc (Manit.); PhD (McM.); MIEEE; 兼任教授
廖約克, BSc (Caltech); MA, PhD (Harv.); MIEEE; MIEE; CEng; MSID; 名譽
教授

鍾寶璇, BSEE, MSEE (Ill.); PhD (Cantab); FREng; CEng; FIEE; FHKIE;
SMIEEE; 兼任教授

研究人員
李文靜,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河北工業); 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李明,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上海交通); PhD (Lond.); 研究員
汪杰, 工學學士及工學博士 (東南); 副研究員
馬榮健, 海洋傳播及電子科技高級文憑 (理工); BEng (Portsmouth); 哲學碩士
及哲學博士 (中大); 副研究員

陳建,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 (武漢); 哲學博士 (中山); 博士後研究員
彭海鯨, 理學學士 (四川); 工學碩士 (華南理大); 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
究員

張榮耀, 理學士 (浸會); MSc (Lanc.); 哲學博士 (中大); 研究統籌員
褚慶昕, 工學學士、工學碩士及工學博士 (西安電子科技); 訪問學人
趙永久, 工學學士 (西北電訊工程學院); 工學碩士及工學博士 (西安電子科技);
副研究員

蕭志松,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南昌); 哲學博士 (北京師大); 副研究員

電算師
丘漢光, BSc (CNAA); MSc (Brun.); MIEEE
江國基, BAppSc (W. Aust.); MFin (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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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工程學系
(系主任: 黃永成教授)

教師
王石, 工學士 (港大); 哲學碩士 (中大); PhD (Northeastern); 助理教授
任德盛, BS, MS, MPh, PhD (Col.); SMIEEE; 訊息工程學講座教授
吳偉賢, BA, MA, PhD (Cantab); MIEEE; 副教授
李東, 理學士 (成功); MS (Cleveland State); MS, PhD (Polytech. Inst. of NY);

SMIEEE; 訊息工程學講座教授
李碩彥, 理學士 (台大); PhD (Calif.); SMIEEE; 訊息工程學講座教授
李耀斌, 工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副教授
沈觀茂, BSc (Ott.); MSc, PhD (Calg.); 副教授
邱達民, BSc (Lond.); PhD (Harv.); 教授
張明遠, BSc (Lond.); PhD (Cantab); MIEEE; 副教授
張國偉, 工程學士 (港大); MS (Yale); PhD (Caltech); SMIEEE; 教授
陳亮光, 理學士 (台大); MS, PhD (Col.); MIEEE; 教授
陳俊傑, 工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MIEEE; 助理教授
陳榮傑, 理學士 (台灣清華); PhD (Wis.-Madison); 客座教授
湯復基, BA, MA (Calif.); MPhil, PhD (Col.); 教授
湯曉鷗, 理學學士 (中國科技); MS (Roch.); PhD (MIT); 助理教授
黃永成, BA, MA (Yale); MS, PhD (Harv.); FHKIE; FIEEE; 訊息工程學講座
教授

黃寶財,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SMIEEE; 教授
楊偉豪, BS, MEng, PhD (C'nell.); SMIEEE; FHKIE; 教授
楊暘,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東南); 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鮑歌, 理學學士 (重慶); 理學碩士 (交通); PhD (Calg.); MSPIE; MIEEE;

MACM; 副教授
劉健庄, 工學學士 (南京郵電學院); 工學碩士 (北京郵電學院); 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劉紹強, BS, MS, PhD (MIT); SMIEEE; FIEE; 教授
盧偉,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浙江); PhD (Tech. U. Malaysia); FIEEE; MIEICE;

MACM; MCIC; MCIE; 客座教授
駱達明, 理學士 (中大); MSc, PhD (Purdue); 副教授
魏克為, 理學士 (台大); PhD (Hawaii); FIEEE; 教授

名譽教師
Nishikawa, Shingo, BS, MS, MBA (MIT); PhD (Calif.); 兼任教授
許如藝, BS, MS, PhD (MIT); 兼任教授

研究人員
Hung, Tin Wai Robert, BSc, MSc, PhD (City, UK); 博士後研究員
高新波, 工學學士、工學碩士及工學博士 (西安電子科技); 博士後研究員
傅承鵬, 工學學士 (上海科技); 工學碩士 (上海); 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
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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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師
周國光, 計算機工程學高級文憑及工學士 (城大); BCS (Victoria UT); ProfCertE-

Com (公開); MIEEE
林兆康, 應用科學高級文憑 (理工); BSc (Calif. State); 哲學碩士 (中大)
楊頌韜, BEng (N'cle. Polytech.); 哲學碩士 (中大); AMIEE; CCNA
盧慶祥, 電子工程學高級文憑及電子工程學院士文憑 (理工)
賴建東, 電子工程文憑、電子工程高級文憑及電子工程院士 (理工); 工程
碩士 (港大)

電子工程師
李耀華, 理學士 (台灣師大); 基礎數字電腦學文憑及哲學碩士 (港大)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系主任: 蔡小 教授)

教師
Madan, Manohar Shrinivasan, BEngg (Baroda); MS (Detroit); PhD (Tenn.);
副教授

于旭, BE, ME, PhD (Tsukuba); MACM; 副教授
牟理彬,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 (四川); PhD (Rice); 副教授
李端, 理學學士 (復旦); 工學碩士 (上海交通); PhD (Case W. Reserve); SMIEEE;
教授

周迅宇, 理學學士及理學博士 (復旦); 教授
林一平, BSc (NU S'pore.); PhD (Minn.); SMIEEE; MACM; 副教授
林偉,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Wat.); 副教授
林�沛, 理學士 (港大); 哲學碩士 (中大); DPhil (Oxon); 教授
姚大衛, MSc, PhD (Tor.); FIEEE;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講座教授
張樹中,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 (復旦); PhD (Erasmus); 教授
梁美兒, BS (Harv.); BA (Oxon); PhD (MIT); 教授
陳友華, 工學學士 (清華); MA (Wat.); PhD (Tor.); 副教授
陳宏, 理學學士 (西安交通); MA, PhD (Stan.); 客座教授
馮有翼,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 (南京); MS, PhD (Col.); 副教授
黃錦輝, BSc, PhD (Edin.); CEng; EurEng; MIEE; MIEEE; MACM; 副教授
楊傳智, BS, MS, PhD (Arizona); 副教授
蒙美玲, SB, SM, PhD (MIT); 副教授
蔡小 , 工學學士 (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 工學碩士及工學博士 (清華); 教授
鄭進雄,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Sc, MBA, PhD (Iowa); MSIAM; MINFORMS;
副教授

顏至宏, 理學士 (中原); MS (New Mexico); PhD (Arizona); 教授
嚴厚民,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清華); PhD (Tor.); MINFORMS;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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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教師
于剛, 理學學士 (武漢); MS (C'nell.); PhD (Penn.); 兼任教授
方述誠, 理學士 (台灣清華); MS (Johns H.); PhD (Northwestern); 兼任教授

導師
蔡燦明, 工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MIEE; MIEEE; MINFORMS

研究人員
王瑋,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安徽); 工學博士 (中國科技); 博士後研究員
向華, 工學學士 (華中理大); 理學碩士 (雲南); 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艾文寶, 理學學士 (南昌); 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 (西安交通); 博士後研究員
宋大為, 工學學士 (吉林工業); 工學碩士 (天津); 哲學博士 (中大); MACM;

MACS; 博士後研究員
李軍, 工學學士、工學碩士及管理學博士 (西南交通); 博士後研究員
李勇建,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山東理大); 工學博士 (南開); 博士後研究員
沙丹, 理學學士 (上海師範); 應用數學研究生文憑 (華東師大); 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徐大川, 理學學士 (曲阜師大); 理學碩士 (中國科學院); 博士後研究員
陳曦, 理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南開); 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譚思彤,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南開); 博士後研究員
鄔冬華, 理學學士 (上海科技); 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 (上海); 博士後研究員

電算師
古利華, BA, BCS (Windsor); MSc (W. Ont.)
彭偉文, 電子工程學高級證書 (理工); 理學士 (公開)

創新科技中心

主任
黃錦輝, BSc, PhD (Edin.); CEng; EurEng; MIEE; MIEEE; MACM

副主任
杜如虛, 電氣工程文憑 (武漢鋼鐵學院); 工學碩士 (華南工學院); PhD (Mich.)

研究人員
陳展文, BEng, MEng (C'nell.); 名譽副研究員

工業聯絡經理
梁國耀, 電子工程學高級文憑 (理工); 工商管理碩士 (中大); MIERE ; CEng;

HKIE

電算師
陳南翹, 理學士 (港大); CertJapLang (Osaka Univ. of Foreign Stud.); MSc

(Toyohashi Univ. of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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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

院長
鍾尚志, MB BCh, BAO (NUI); 醫學博士 (中大); FRCSEd; FRCSGlas;

FRCPEd; LRCP&SI; FHKAM (Surgery); FCSHK

副院長
李卓予, BSc, MSc, PhD (Br. Col.) (臨.前期學科)
張明仁, MB BS (Syd.); PhD (Monash); FRACOG; FRCOG; FHK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臨.期學科)
鄭振耀,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醫學博士 (中大); FRCSEd; FRCSGlas; FRCSEd

(Orth.); FCSHK; FHKCOS; FAC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教育)
盧煜明, BA, MA (Cantab); BM BCh, DPhil, MD (Oxon); MRCP (UK);

MRCPath (研究)
霍泰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CH (Lond.); 醫學博士 (中大); MRCP (UK);

FRCPEd; FRCPCH;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行政)

教師
張志偉, MD (Br. Col.); FRCA; FRCPC;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教授

名譽教師
黃文耀, BCom (Qu.); Chartered Accountant (Ontario); 兼任副教授

院務處主任
蕭兆滿, 文學士及培訓管理文憑 (中大);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港大); MSc, MEd

(Edin.); MITD

策劃處

處長
陳燿墉, 文學士 (港大); CertEdMgt (Harv.)

助理主任
何毅歡,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CertEngSpeech (港大校外進修學院); 公共政策
及管理文學碩士 (城大)

黃澤虹, 文學士 (理大)
盧紹怡, 文學士 (中大); MBA (York, Canada)

教習醫院院務處

副主任
周瑤慧, 理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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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學院
(院長: 周檉森教授)

教師
左中, 理學學士 (華西醫科); PhD (Alta.); 助理教授
何淑珊, BScPhm (Tor.); MS (St. John's); Pharm D (Union); 特任導師
何綺萍, BSc, PhD (Lough.); CChem; MRSChem; 副教授
李�前, BSc (Wash.);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教授
李詠恩, BSc (Calif.); PharmD (S. Calif.); 助理教授
周喜林, BPharm (Brad.); MSc, PhD (Tor.); MRPharmS; 教授
周檉森, PharmD (Calif.); FCCP; FCP; 藥劑學講座教授
姚凱詩, DPharm (Ill.); 助理教授
劉碧珊, BPharm, PhD (Lond.); MPharmS; 助理教授

名譽教師
李成章, BPharm (Wales); PhD (S'ton.); MRPharmS; 兼任副教授
李伯偉, BPharm (Q'ld.); 工商管理文憑 (中大); MHA (NSW); MRPharmS; 兼任
副教授

崔俊明, BPharm (Wales); MSc (Lond.); MRPharmS; 兼任助理教授
梁國強, BSc (Pharm) (Liv.); MSc (Manc.); MRPharmS; 兼任助理教授
曾遠和, BSc (Pharm) (Aston); PhD (Syd.); MRPharmS; 兼任助理教授
劉滿堂, BSc (Manc.); MBA (Hull); MRPharmS; 兼任助理教授
蔣秀珠, BPharm (Brad.); MHA (NSW); MRPharmS; 兼任助理教授
鄭香郡, BPharm, PhD (Brad.); MRPharmS; 兼任副教授
鄭陳佩華, BSc (Pharm) (Wis.); 兼任助理教授
劉思雅, BPharm (Nott.); 哲學博士 (中大); 兼任助理教授

研究人員
常琪, 醫學學士 (西安醫學院); 哲學博士 (中大); 副研究員
譚哲明, 理學士 (港大); 哲學博士 (科大); CChem; MRSC; 副研究員

科學主任
印綺平,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 (上海醫科)
何昌業, 理學士 (港大);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公共'生學院

院長
胡令芳, MB BChir, MA, MD (Cantab); FRCP; FRCPE; FRACP; FHKAM

(Medicine)

教師
劉德輝,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PhD (Calif.);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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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實驗及流行病學研究中心

研究人員
Kim, Jean Hee, BA (Calif.); MSc, DSc (Harv.); 副研究員
王慶生,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 (北京醫科); 副研究員
林小萍, 醫學學士 (天津醫學院); 訪問學人
梁傑生, RN; 理學士 (政大); PhD (Belf.); 副研究員
許麗英,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 (北京醫科); MSc (S. Bank); 副研究員

電算師
張宇橋, 數學證書 (理工); PGCertAppStat, PGDipAppStat, MSc (Sheff. Hallam);

CDP; CCP; MACM; MHKSS; MHKCS; Grad.Stat.
黃銘聰, BSc (Wis.-Madison); MA (Calif.); GMIS

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

主任
李大拔, MB BS (Lond.); 預防醫學碩士及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DCH (I.);

FRACGP; FHKCGP; FRIPHH; FHKAM (Family Medicine); FHKCFP

研究人員
張勁松,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 (北京醫科); 名譽副研究員

健康促進主任
阮淑君, RN; RM; BHS (Nurs) (C. Sturt); 管理學 (醫療服務) 深造文憑 (理大)
曾廣加, 醫學學士 (中國醫藥學院); MPhil (Edin.)

護士長
何敏, RN; RM; BHS (La Trobe); MSc (W'gong.)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
(系主任: Prof. Gin, Tony)

教師
Critchley, Lester Augustus Hall, BMedSci, MB ChB, MD (Sheff.); FFARCSI;

FHKAM (Anaesthesiology); 副教授
Gin, Tony, MB ChB, MD (Otago); BSc (Cant.); PGDipHSM (Massey); FRCA;

FANZCA;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講座
教授

Gomersall, Charles David, BSc, MB BS (Lond.); MRCP (UK); FRCA;
FFICANZCA;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助理教授

Joynt, Gavin Matthew, MB BCh (Witw.); FFA (S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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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makar, Manoj Kumar, MB BS (Madr.); MD (Pondicherry); DA (Lond.);
FRCA; 副教授

Ramsay, Sarah Jane, BSc, MB BS (Lond.); FRCA; 助理教授
何名熙, MSc (Stan.); MD (McM.); FRCPC;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FCCP; 副教授
李煥坤, BPharm, MPH (Syd.); PhD (NSW); 助理教授
洪秀治, MB BS (Rang.); 醫學博士 (中大); FRCA; FANZ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教授
許金山, MB BS (Lond.); FRCA; DA (UK);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副教授

陳德威, MB BS (NSW); FANZCA;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副
教授

顏傑, BHB, MB ChB, MD (Auck.); FANZCA;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副教授

名譽教師
Buckley, Thomas Anthony, MB ChB (Otago); FANZCA: FFICANZCA: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FHKCA (Intensive Care); 兼任副教授
Derrick, James Lachlan, MB BS (Syd.); FANZCA;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Law, Cheuk Wah Bassanio, MB BS (NSW); FANZCA;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Lipman, Jeffrey, MB BCh (Witw.); DA (SA); FFA (SA); FFA (Crit Care) (SA);

FFICANZCA; 名譽教授
Mainland, Phoebe-anne, MB BS (Melb.); FANZCA; FHKCA; 兼任助理教授
Yap, Chooi Mae Jacqueline, MB BS (W. Aust.); FANZCA;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文志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FRCSEd (A&E); FHKCEM;

FHKAM (Emergency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王金蓮, MB BS (Sing.); FRCSEd; FCSHK; FHKAM (Emergency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朱秉榮, MB BS (Nott.); FRCPC (Medicine); FHKCA; 兼任助理教授
朱銘知,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A; FANZCA; 兼任助理教授
吳兆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ANZCA;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兼任副教授

李美明, MB BS (Melb.); FANZCA;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兼任
助理教授

李楷煒,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ANZ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李聲濤,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兼任助理教授
林冬菁,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ANZ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兼任
助理教授

林冠毅,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CP; 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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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基,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ANZ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兼任
副教授

俞瑞昌, BSc, MB ChB (Leeds);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兼任助
理教授

徐宇玉, MB BS (NSW); 兼任助理教授
徐寶堂, MB BS (W. Aust.); MHA (NSW); FHKCA; FANZ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兼任副教授
張文泰,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DPH (Tor.); 兼任副教授
張志偉, MD (Br. Col.); FRCA; FRCPC;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名譽教授

張偉麟,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A&E); FHKAM (Surgery); FCSHK;
FHKAM (Emergency Medicine); FHKCEM; 兼任副教授

曹敏慧,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A; FANZ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兼任副教授

郭永康,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ANZCA;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陳俊輝, MB BS (Q'ld.); FANZCA; FHKCA; 兼任助理教授
陳建昌, MB BS (NSW); FANZCA;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兼任
副教授

陳遠聲, MB BS (Sing.); FANZCA;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FFICANZCA; FHKCA (Intensive Care); 兼任助理教授

陳舉勝, MB BS (Sing.); MRCP (UK); FFICANZCA; FANZCA; FHKCA
(Intensive Care); 兼任副教授

曾煥彬, MB BS (Melb.); FANZCA;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兼任
副教授

楊*心, MB BS (Sing.);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FANZCA; 兼任
助理教授

楊慧明, MB ChB (Sheff.); DA; FRCA; 兼任助理教授
葉曉怡,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FICANZCA; 兼任助理教授
潘仲謀, MB BS (Melb.);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鄭明益, MB BCh (Wales); FFARCSI; FHKAM (Anaesthesiology); FHKCA;

DipPainMgt; DABAnaes; 兼任助理教授
鄭愛瑜, MB BS (Q'ld.); FHKCA; FANZCA; MRCP (UK); 兼任助理教授
關少6, MB BS (NSW); FANZ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FHKCA; 兼任
副教授

蘇慶餘,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ANZCA; FFICANZ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兼任副教授

研究人員
房潔渝, 醫學學士 (中山醫科); 訪問學人
易杰, 醫學學士 (中山醫科); 醫學博士 (中國醫學科學院及協和醫學院); 訪問
學人

科學主任
譚旭浩,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CEng; MI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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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
(系主任: 吳浩強教授)

教師
吳香玲,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BA (Warw.); MRCPath;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副教授
吳浩強, MB ChB (Edin.); 醫學博士 (中大); FRCPath; FRCPA; FCAP;

FFPathRCPI; FHKAM (Pathology); MIAC; FHKCPath; 病理解剖及細胞
學講座教授

杜家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PA; FHKAM (Pathology); FHKCPath;
副教授

陳志 , MB ChB, DCP, MD (Otago); FRCPA; MIAC;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訪問學人

陳詠儀, MB BCh (Wales); 職業醫學文憑及醫學博士 (中大); DipRCPath;
MRCPath; MIAC; 副教授

陳碧雲, 醫學科學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助理教授
鄒希聖, BS, MD (Col.); DABPath; 副教授
劉宗石, BSc (Oregon); MD (East); DABPath; FCAP;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副教授
黎永祥, MD (Lyons); FRCPA; FHKAM (Pathology); FHKCPath; 副教授
羅國煒,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副教授
羅穎業, 醫學科學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PhD (Melb.); 助理教授

名譽教師
Thomas, Teresa Mary Margaret, BSc, MB BS (Lond.); DipRCPath; MRCPath;

FHKCPath; 兼任助理教授
Wan, Suk King,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FIAC; 兼任助理教授
王冠生,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MJ (Clin) (Lond.); DMJ (Path) (Lond.);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兼任副教授
余美融,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吳維富,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FRCPath; 兼任副教授

李川軍,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PhD (Roch.); FRCPC; FCAP; FRCPA;
FRCPath; FHKAM (Pathology); FIAC; 兼任教授

沈瑞楓,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MJ (Path) (Lond.);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DMJ (Clin) (Lond.); 兼任助理教授

周俊昌,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ath; FRCPA; 兼任副教授
侯港龍,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MJ (Path) (Lond.);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DMJ (Clin) (Lond.); 兼任副教授
孫宏明, MB BCh (NUI); MSc (Birm.); LRCP&SI; MIAC;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FRCPath;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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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FRCPath; FRCPC; DABPath; FIAC; 兼任助理教授

馬童麗麗, 醫學文憑 (天津醫科); 哲學博士 (港大);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兼任副教授

屠承信, BAppSc (NSW Inst. of Tech.); MAppSc (Tech.); PhD (Syd.); 兼任助
理教授

曹志斌,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MJ (Path) (Lond.);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DMJ (Clin) (Lond.); 兼任助理教授

連智傑,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兼任副教授

陳國美,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FRCPath;
兼任副教授

麥江寧,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FRCPath;
兼任副教授

黃潘慧仙, BSc (Calif.); 哲學博士 (港大); FRCPath; 名譽教授
蒙海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MJ (Clin) (Lond.); DMJ (Path) (Lond.);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兼任副教授
潘雪冰,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MGEMS; MRCPath;

FHKCPath; MIAC; FHKAM (Pathology); FIAC; 兼任助理教授
蔡宗灝,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FRCPath;

FIAC; 兼任副教授
蔡偉超,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蔡祥龍,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謝文杰,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PC; DABPath; FCAP; 兼任助理教授
謝喜兒,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RCOG; 兼任副教授

研究人員
勞幗鳳, 應用生物及化學技術高級文憑 (理工); BSc (Portsmouth); 哲學碩士

(中大); 哲學博士 (港大); 博士後研究員

科學主任
彭頌先, BSc, MSc (McG.)

解剖學系
(系主任: 姚大衛教授)

教師
Lorke, Dietrich Ernst, Dr.med. (Eberhard-Karls-Univ. Tubingen); Habilitation

for Anatomy (Hamburg); 訪問學人
Stadlin, Alfreda, BSc, PhD (W. Aust.);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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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雨鵬,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副教授
李嘉豪, BSc (Aberd.); PhD (Glas.); 教授
沈秀媛, BSc (Glas.); DPhil (Oxon); 副教授
周白菡,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教授
姚大衛, 理學士 (中大); PhD (Wayne State); DrScMed, DrMed (habil) (Rostock);

CBiol; FIBiol; 解剖學講座教授
陳良, 理學士 (中大); 哲學博士 (港大); 教授
陳活彝,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教授
陳新安,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DPhil (Oxon); 教授
廖永強,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DrRerNat (Dusseldorf); 教授
鄺詠衡,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PhD (Lond.); 副教授

名譽教師
張秀祥,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醫學博士 (中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兼任副教授

導師
Kindler, Pawel M, MSc, PhD (Ill.)

研究人員
余孟鍾, BS (St. Edward's); MS, PhD (St. Louis); 名譽客座副研究員
金力堅, DDS (浙江); 哲學博士 (北京醫科); MMedSc, Odont.Dr. (Karolinska

Inst. Stockholm); 名譽研究員

生物化學系
（請參閱「理學院」）

化學病理學系
(系主任: 林偉基教授)

教師
Panesar, Nirmal Singh, BSc (Aston); PhD (Leeds); 副教授
林青雲,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MAACB;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副教授
林偉基, MSc (Warw.); PhD (S'ton.); CChem; FRSChem; FACB; 教授
陳君賜,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助理教授
黃振國,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CBiol; MIBiol; 副教授
趙慧君, MB BS (Q'ld.); 助理教授
鄧亮生,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PA; 副教授
盧煜明, BA, MA (Cantab); BM BCh, DPhil, MD (Oxon); MRCP (UK);

MRCPath; 教授

Pony
生物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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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教師
石志忠,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FRCPath; 兼任副教授
何宗信, BSc, MSc (Regina); 哲學博士 (中大); 兼任助理教授
張志強, BSc (Sur.); 哲學博士 (中大); 兼任助理教授
陳恩和, MB ChB (Glas.); 醫學博士 (中大);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FRCPGlas; FHKCP; FRCPath; 兼任副教授
麥永禮,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 (中大) ; MRCPath;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兼任副教授
羅立基,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FRCPath; 兼任助理教授
譚志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AM (Medicine); FRCPA;

FHKAM (Pathology); FRCPEd; 兼任副教授

研究人員
吳*安, BSc (Guelph); 哲學博士 (中大); RegMLT; 博士後研究員
張軍, 醫學學士 (上海第二醫科); 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詹兆©, BSc (Mich.); 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腫瘤學系
(系主任: 陳德章教授)

教師
王昭春, BSc, MSc (Lond.); DPhil (Oxon); 副教授

徐仲 , BSc, MSc (Manit.); PhD (Pitt.); 教授
梁承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R; 副教授
梁惠棠,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醫學博士 (中大); 副教授
莫樹錦, BMSc, MD (Alta.); FRCPC; FHKAM (Medicine); FHKCP; 副教授
陳德章, MB BS (Lond.); 醫學博士 (中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副教授
楊明明, MB BS (Lond.); 醫學博士 (中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副教授
潘全威,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鍾聲,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 (佳木斯醫學院); 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名譽教師
Chung Thorsen, Anne Berit, MB BCh (NUI); LRCPI; LRCSI; BAO (Ire.);

DipPalliativeMed (Wales); 兼任助理教授
Johnson, Philip James, MB ChB, MD (Manc.); FRCP; 名譽教授
丘德芬, MB BS (NSW); FR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DipPalliatMed;
兼任助理教授

何景華,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教育文憑及哲學博士 (中大); CChem;
FRSC; 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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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國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R; FHKAM (Radiology); FHKCR; 兼任
助理教授

吳錦鴻,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DipPalliativeMed (Wales);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李英傑,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FHKCP; 兼任助理教授
李詠梅,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MRT(RCR); FR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兼任副教授
周倩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兼任
助理教授

招國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R; FHKCR; FHKAM (Clinical Onc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施永健,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兼任
助理教授

施惠民,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R; FHKAM (Radi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徐成之,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FRCPC; DABR; DABHPM; 兼任助理教授
徐德義,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Glas;
兼任副教授

袁家慧, BA (Minn.); MA, PhD (S. Ill.); 兼任副教授
張文龍,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MRT (RCR); 醫學博士 (中大); FR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兼任副教授
張建賢, PhD (Lanc.); 兼任副教授
陳健生,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 FHKAM; FRCPGlas; 兼任副教授
陳德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兼任
助理教授

陳錦 ,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兼任助理教授
游子覺,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兼任
副教授

黃錦洪,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兼任
助理教授

楊美雲,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兼任
助理教授

蔡浩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兼任
副教授

謝文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DipPalliativeMed (Wales); 兼任副教授

關永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R; FHKCR; FHKAM; 兼任副教授

研究人員
Huang, Yingjie, 醫學學士 (中山醫科); 訪問學人
陳婉儀,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博士後研究員
梁艾莉, BSc (De La Salle); PhD (Syd.); 副研究員
黃潘慧仙, BSc (Calif.); 哲學博士 (港大); FRCPath; 高級研究員
彭鼎佳,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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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及家庭醫學系
(系主任: 胡令芳教授)

教師
Dickinson, James Arthur, MB BS (Q'ld.); PhD (N'cle.); CCFP (Canada);

FAFPHM; FRACGP; 家庭醫學講座教授
何陳雪鸚, BA (Calif.); MSc (Brown); MPH (Col.); PhD (NU S'pore.); FACE;
教授

余德新,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PH (Texas); FAFOM; FHKCCM; FHKAM
(Community Medicine); MErgS; FACOEM; CIME; 副教授

李大拔, MB BS (Lond.); 預防醫學碩士及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DCH (I.);
FRACGP; FHKCGP; FRIPHH; FHKAM (Family Medicine); FHKCFP;
副教授

杜祖貽, MA (Wash.); PhD (S. Ill.); 教育學講座教授
林燧Î, BA (Ohio Wesleyan); MSc, PhD (C'nell.); 助理教授
唐金陵, 醫學學士 (北京醫科); MSc, PhD (Lond.); 副教授
張學杰, 經濟學學士 (復旦); MA, MS, PhD (N. Ill.); 助理教授
陳兆儀, BSc, MD (Manit.); MFM, GradDipFamMed (Monash); CCFP; FRA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副教授
黃子惠,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Sc (Public Health) (NU S'pore.); FAFOM;

MACE; FFPHM; FHKAM (Community Medicine); 教授
黃志威, MB ChB (Edin.); DCH; MA (Lond.); MRCGP; 助理教授
劉明珠,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Sc (Lond.); 醫學博士 (中大); FFPHM;

FACE; FHKAM (Community Medicine); 教授

名譽教師
Chan, Kin Lun Albert,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兼任助理教授
Chan, King Hong, MB BS, DipPaed (NSW); FRACGP; 兼任助理教授
Chui, Siu Hang Billy, BSc (St. And.); MB ChB (Manc.);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FHKCFP; FRACGP; 兼任助理教授
Huang, Hsin Yang, MB BS (Rangoon); 兼任副教授
Lam, Kai Cheong,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助理教授
Lau, Ho Lim,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ACGP; FHKCFP; 兼任助理教授
Lau, Wai Fong,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HKAM (Surgery); 兼任
副教授

Lee, Kok Beng, MB BS (Rangoon); 兼任助理教授
Mah, Peng Yew Arthur, BSc (W. Aust.);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兼任助理教授
Tallach, Cameron, MB ChB (Aberd.); 兼任副教授
Tong, Siu Man Philip,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CH (Lond.); DCH (I.);

FRACGP; FHKCF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卞子方, MB BS (NSW); FHKCFP; FRACGP; DCH (I.);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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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玉輝,  MB BS, MPH (Syd.) ; 職業醫學文憑及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
FRACMA; FHKCCM; FHKAM (Community Medicine); FHKCCM (Admin
Med); 兼任副教授

方積乾, 理學士 (復旦); PhD (Calif.); 兼任教授
王世岳, MB BS (Malaya); AFOM; FRACGP; FACOM; MFPHM; FHKCCM;

FHKAM (Community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石俊超,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FP; FRA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伍永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DCH (Lond.); FHKAM

(Paediatrics); 兼任助理教授
江炎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CH (I.); DCH (Glas.); MRCP (UK);

FHKCPaed; FHKAM (Paediatrics); FRCPEd; FRCPGlas; 兼任副教授
何仲平,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RCPEd; FRCPGlas;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何健生,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FHKCFP; FRA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何耀強, BSc, MB BS (W. Aust.); 家庭醫學文憑及職業醫學文憑 (中大);

FRA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吳天柱, 醫學士 (台北醫學院); LMCHK; DCH (Dub.); DCH (I.); 兼任助理教授
吳重氨,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吳梓江,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HKCFP; FRACGP; 兼任助理教授
吳蓮蓮, MRCP (UK); FHKCFP; FRACGP; DCH (Lond.); 兼任助理教授
呂全信, MB ChB (NUI); 職業醫學文憑 (中大); FRACGP; FHKCF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李山河,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DCH (I.);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兼任助理教授
李志謙,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DCH (Lond.); DTM&H;

DCCH (Edin.); FHKCPaed; FHKAM (Paediatrics); FRCPEd; FRCPGlas;
兼任助理教授

李長智,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F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
副教授

李國棟,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
副教授

李*源,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DME (I.); DCH (I.); FRACGP; FHKCFP;
兼任助理教授

李紹鴻, ISO;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港大); DPH (Sing.); DIH (Lond.);
FFPHM; FAFOM; FHKCM; FRCP; FFOM; FHKAM (Community
Medicine); JP; 名譽教授

杜澄愷, MB BS (Q'ld.); FICS; FHKCF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
副教授

阮中鎏, MB BS, MD (Q'ld.); DTM&H (Syd.);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FRA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MIGCP; 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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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軍,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DCH (I.); DCH (Glas.);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FRCPGlas; 兼任副教授

周偉強, MB ChB (Liv.); DCH (Lond.); 家庭醫學文憑及職業醫學文憑 (中大);
MFM (Monash); MRCGP; JCPT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FRIPHH;
FRCGP; 兼任副教授

林大鈞,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aed; FHKAM (Paediatrics); FRCPGlas;
FRCPCH; 兼任副教授

林祚興,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林超奇, BMedSc, MD (Alta.); CCFP; MRCPI; FRACGP; DCH (Lond.);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林漢民,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FP; FRACGP; 兼任助理教授
林璨,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ACGP; FHKCFP; FHK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邱國豪,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兼任助理教授
姚玉筠,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CH (I.); FHKCFP; FRA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柯偉鵬,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ACS; FRCSEd; FHKAM (Surgery);

DPDerm (Wales); Cert of Quality Asurance (HKCFP); 兼任副教授
洪敦民, MB BS (Melb.);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GradDipFamMed, MFM

(Monash); FHKCF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胡立為,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胡益宣,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職業醫學文憑 (中大); 兼任助理教授
范婉雯,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ACGP; FHKCF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唐少芬, MB BS (NSW); MPH (Johns H.); FRA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徐國標,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FP; FRA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馬正興, MB BS (Syd.); FHKCF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馬炳坤, MB BS (Syd.); DCH; FRACGP; 兼任助理教授
高志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許晏冬,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LRCP, LRCS (Edin.); LRCPS (Glas.); DCH

(Lond.); MRCGP; DPDerm (Wales); DCCH (Edin.); DipG-UM; DFM, MFM
(Monash); FRACGP; FHKCFP; MRCP (UK); MRCPCH; DipDerm (Glas.);
兼任助理教授

郭松漢, MB BS (Syd.); FRACGP; FHKCFP; 兼任助理教授
陳兆淙,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兼任副教授
陳育寤,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DCH (Glas.); DCH (Lond.);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兼任副教授
陳洪昭,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感染及傳染病學深造文憑 (港大) ; FHKCFP;

FRACGP;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FHKAM (Family Medicine); DCH (Lond.);
DPDerm (Wales);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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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培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Sc (Sing.); MFPHM; FHKCCM; FHKAM
(Community Medicine); LMCC; 兼任助理教授

陳智軒, 職業治療專業文憑 (理大); MSc (Hull); BSc, PhD (Alta.); 兼任副教授
陳達,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Med (Sing.); DCH; MRCP (UK); MRCPI;

FHKAM (Paediatrics); FHKAM (Family Medicine); FHKCFP; 職業醫學文憑
(中大); 兼任副教授

陳鴻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CH (I.); FHKCFP; FRACGP; 兼任副教授
陸宏隆,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O; DipVen (Liv.); DipG-UM (LAS);

DipDermSc (Wales); MSc (Lond.); FCSHK; FHKAM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兼任副教授

麥展聲, MB BS (Lond.); MRCGP; DRCOG; DipObst; DCH; 兼任助理教授
傅鑑蘇,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F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
副教授

單松柏, BSc (W. Ont.); MD (Tor.); MCPS (Manit.);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兼任
副教授

曾昭義, MB BS (NSW);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CertHealthEcon (Monash);
FRA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湯儒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兼任副教授
程偉權,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Sc (Health & Hospital Mgt) (Birm.);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副教授
馮旭焜,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CH (I.); FRACGP; FHKCF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馮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HP (NSW);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FHKAM (Community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黃柏永,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職業醫學文憑 (中大); FHKCF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黃健華, 醫學學士 (暨大); LMCHK;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兼任助理教授
黃國豪, MB ChB (Edin.); MR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黃婉冰, MB BS (Syd.);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FRACGP; FHKCFP; 兼任助理
教授

黃遠邦, BS (Arizona); MS (Carnegie-Mellon); MS, ScD (Pitt.); FAC Epidemiology;
兼任教授

黃鴻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FRACGP; FHKCFP;
FHKAM (Family Medicine); DCH (Lond.); FRCGP; 兼任副教授

葉汝立,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HKAM (Surgery); FICS; MIBiol;
CBiol; FCSHK; 兼任副教授

葉傑權,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FP; FRA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DCH (Lond.); 兼任助理教授

葉衛忠,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兼任
副教授

廖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職業醫學文憑及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FHKCFP;
FRACGP; 兼任副教授

趙根銘,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CFP;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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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開玲, 醫學學士 (北京第二醫學院); 醫學碩士 (中國醫學科學院); LMCHK;
兼任助理教授

劉鈺棠,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F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
副教授

歐陽肇興,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ACGP; FHKCFP; DCH (Lond.); 兼任
助理教授

蔡堅,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感染及傳染病學深造文憑 (港大); FHKCP; FHKAM
(Medicine); FHKCFP; FRACGP; DPDerm (Wales);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FRCPI; 兼任副教授

蔡鎮華, 醫學士 (台北醫學院); LMCHK; DCH (Lond.); 兼任助理教授
衛向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LO (UK);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兼任助理
教授

鄭萃,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鄭楚豪,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LMCC; FRACGP;
FHKCFP; DCH (Lond.); 兼任助理教授

盧志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AM (Medicine); FHKCP;
兼任助理教授

盧乾剛,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ipDerm (HK); FHKAM (Medicine); FRCPGlas;
兼任副教授

蕭成民,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CH (Lond.); MRCP (UK); FHKCPaed;
FHKAM (Paediatrics); 兼任副教授

錢棣華, BSc (Lond.); MSc (N'cle., UK); 兼任助理教授
霍兆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FHKCFP; FRACGP;

AssoDipHealthServMgt (公開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戴樂群,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MRCPI;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Glas; FRCPI; 兼任副教授
謝英培,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FRACGP; FHKCFP;

DCH (Lond.); 兼任助理教授
謝國基, MB BS (Syd.); 職業醫學文憑 (中大); FHKCFP; FRA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謝翔,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HKAM (Surgery); FCSHK; 兼任
副教授

鍾偉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Med (Sing.);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鍾逸基,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F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
副教授

羅思偉, MB ChB (Wales); MRCP (UK); FHKCCM; FHKAM (Community
Medicine); FRCPEd; FFPHM; 兼任副教授

羅鷹瑞, MD (Chic.); FRCPC; FRCPGlas; DABIM; FHKAM (Medicine); FACC;
FRCPEd; FAHA; 兼任副教授

譚卓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Sc (Lond.); MRCP (UK);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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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建理, MB BS (Syd.); FRA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鄺碧綠,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CH (Lond.); FHKAM (Paediatrics); FRCPEd;

FRCPGlas; FRCPI; 兼任副教授

研究人員
李衛, 理學學士 (北京經濟學院); PhD (Claude Bernard Lyon I); 博士後研究員
陳裕明, 醫學學士 (湖南醫科); 醫學碩士 (同濟醫科); 副研究員
陳維清, 醫學學士 (武漢醫學院); 醫學碩士 (安徽醫科); 哲學博士 (中大); 副研
究員

劉宏杰, 醫學學士 (上海醫科); MSc, PhD (Calif.); 博士後研究員

助理主任
邵靜妍, 文學士 (中大)

護士長
鄭任鳳6, SCM; DipOphthNur

放射診斷學系
(系主任: Prof. Ahuja, Anil Tejbhan)

教師
Ahuja, Anil Tejbhan, MB BS, MD (Bom.); DMRD; FRCR; FHKAM (Radiology);

FHKCR; 教授
Antonio, Gregory Ernest, BSc, MB BS (NSW); FRANZCR; 助理教授
Griffith, James Francis, MB BCh, BAO (NUI); MRCP (UK); FR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副教授
King, Ann Dorothy, MB ChB (Sheff.); MRCP (UK); FR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副教授
Metreweli, Constantine, BA, BChir, MB, MA (Cantab); DMRD; FRCR; FRCP;

FHKAM (Radiology); FHKCR; 放射診斷學講座教授
朱昭穎,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R; 助理教授
何施明, BSc, MB BS (Lond.); MRCP (UK); FRCR; 助理教授
林慧雯,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R; FHKAM (Radiology); 副教授
陳宇亮,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R; FHKAM (Radiology); FHKCR;
副教授

蘇文菁, MB BS (Syd.); MBA (Hull); FR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助理教授

名譽教師
Howard, Robert Geoffrey, MB BS (Melb.); FRA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余俊豪,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R; FHKAM (Radiology); FHKCR; 兼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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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芬,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兼任
助理教授

袁學遠,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R; FHKCR; 兼任助理教授
陳錦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兼任
副教授

彭麗雯,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R; FHKAM (Radiology); FHKCR; 兼任
助理教授

楊家威, MSc (Med Phy), PhD (Aberd.); 兼任助理教授
楊諦岡,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R; FHKAM (Radiology); FHKCR; 兼任
助理教授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
(系主任: 沈祖堯教授)

教師
Baum, Lawrence William, BA (Harv.); MS, PhD (Calif.); 助理教授
Cockram, Clive Stewart, BSc, MB BS, MD (Lond.); FRCP; FRCPEd; FHKAM

(Medicine); FHKCP; FRACP; 內科講座教授
Sanderson, John Elsby, MB BChir, MA, MD (Cantab); FRCP; FACC; FHKAM

(Medicine); FHKCP; 內科與藥物治療學講座教授
Tomlinson, Brian, BSc, MD (Lond.); FRCP; FRCPE; FHKCP; FHKAM

(Medicine); FCP; FACP; 教授
司徒卓俊,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中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副教授
伍楚賢,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余卓文,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中大); MRCP (UK); FRACP; FHKCP;

FHKAM (Medicine); FHKCC; 副教授
李明,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 (哈爾濱醫科); MD (Hokkaido); PhD (Wales);
助理教授

李國銘, BS (Loma Linda); MD (Philippines); FRCP; FRCPEd; FRCPC; FACP;
FHKCP; FHKAM (Medicine); 副教授

沈祖堯,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PhD (Calg.); 醫學博士 (中大); FRCP; FRCPE;
FHKAM (Medicine); FHKCP; 內科與藥物治療學講座教授

祁理治, MA, MD (Cantab); FRCP; FHKAM (Medicine); 教授
胡令芳, MB BChir, MA, MD (Cantab); FRCP; FRCPE; FRACP; FHKAM

(Medicine); 內科講座教授
胡錦生,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港大); MMed (NU S'pore.); FRACP;

FRCPE; FCCP; FACC; FHKAM (Medicine); 教授
唐俊業, BPharm (Brad.); MB BS, PhD (N'cle., UK); MRCP (UK); 副教授
梁偉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中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副教授
許樹昌, MB BS (NSW); MRCP (UK); FRACP; FCCP; FHKCP; FHKAM

(Medicine);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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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銳, MB ChB (Leic.); MRCP (UK); FHKAM (Medicine); FHKCP; 副教授
陳力元,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中大); MRCP (UK); FHKCP (Gastro

& Hepatol); FHKCP (AIM); FHKAM (Medicine); 副教授
陳重娥, MB ChB, MD (Liv.); MRCP (UK); FRCP; FRCPEd; FHKAM (Medicine);

FHKCP (Endo, AIM); 副教授
陳家亮,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中大); MRCPI;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副教授
陳恩強, MB ChB (Glas.); 哲學博士 (中大); MD (Glas.);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FRCP; FRCPGlas; 教授
黃家星, MB BS, MHA, MD (NSW); MRCP (UK); FHKAM (Medicine); FRCP;
副教授

鄭彥銘, MD, PhD (Tor.); DABIM; MRCP (UK); FRCPC (IM); DABO; DABH;
FRCPC (Hemat); FRCPC (Med Oncol);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FHKCP; FHKAM (Int Medicine); 教授

名譽教師
Dong, Xinggang, 醫學學士 (山東醫科); 醫學碩士 (上海第二醫科); 名譽訪問
學人

王依滿, MB BS (NSW);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助
理教授

王烘忠,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PEd; FACC; FA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何湘霜,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
助理教授

何耀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兼任
副教授

何繼良, MB BS (N'cle.);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
助理教授

余宇康,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港大); PhD (Lond.); FRCPEd; FHKCP;
FRCPGlas; FHKAM (Medicine); FRCP; FRACP (Hon); FAMS; 兼任教授

余惠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ABIM; DABIM (Nep.);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吳炳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吳繩綱, BA, MB BChir (Cantab);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巫家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李玉棠,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李頌基,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 FRCPEd; FRCP; 兼任副教授
李錦滔,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FACP;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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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錦燕,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周振中,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FRCP; 兼任助理教授

林光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PEd; 兼任副教授
林楚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AM (Medicine); FRACP;
兼任副教授

林鉅津,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ACP;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
副教授

林澤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PGlas; FCCP; DipThoMed (Lond.); 兼任
副教授

姚榮衛,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PEd;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
副教授

施繼凱, LMCHK;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柯加恆, MB BS (NSW);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
教授

翁祖耀,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公共行政碩士 (港大); MHA (NSW); FCCP; FHKCP;
FHKAM (Medicine); DipGerMedRCPS (Glas.); FRCPGlas; FRCP; 兼任
助理教授

馬道之, BA, MA (Oxon); MB BS (Lond.); FHKCP; FRCPEd; FHKAM
(Medicine); FRCP; 兼任副教授

高天才,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I; FHKCP; 兼任助理教授
高拔陞,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高貴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FRCPGlas; 兼任副教授

高德謙, MD (Alta.); FRCPC (Int. Med.); DABIM; FRCPC (Cardiol.); DABIM
(Cv); FACC; FACP;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梁永隆, MB BS (W. Aust.); FRACP; 名譽訪問學人
梁守中, MB BS (Lond.); DipVen (LAS); DipDerm (Lond.);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FRCP; 兼任副教授
梁深建,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兼任副教授

梁萬福,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公共行政學碩士 (港大); FHKAM (Medicine);
FRCPEd; 兼任副教授

梁誌邦,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梁慧儀, BSc, MB BS, MSc, MD (Lond.); FRCPEd; FRCP; 兼任副教授
梅中和,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Glas; DipPalliativeMed (Wales); 兼任副教授
莊禮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ipG-UM (LAS); DipDerm (Lond.);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FRCPGlas; 兼任副教授
許志輝, MB BS (Lond.); MRCP; FHKCP; 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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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鷗思, BSc, MB BS (Lond.);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
助理教授

郭舟山, MB BS (Rangoon); FHKCP; FRCPEd; FHKAM (Medicine); 兼任
副教授

陳乃圭,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CCP; FRCPEd; FHKAM (Medicine); 兼任
副教授

陳志堅,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陳衍里, MB BS, MSc (ClinDerm) (Lond.);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Glas; 兼任副教授

陳偉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FRCPGlas; 兼任副教授

陳惠文, BM (S'ton.);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助理
教授

陳銘洪,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兼任副教授

陳學深,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CCP; FRCPEd; 兼任副教授
陸乃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DipDerm (Lond.); 兼任助理教授
陸振岳,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I; DipG-UM (LAS); DipDerm (Lond.);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勞思傑, MB BS (Lond.); MRCP (UK); DipGerMedRCPS (Glas.); DipPalliativeMed

(Wales); 兼任助理教授
彭志剛, MB, BChir, MD (Cantab); FR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曾文和,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馮永康,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FHKCP; FHKAM (Medicine); FHKCC;
兼任助理教授

黃光照,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葉惠昌,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黃鉅民, MB ChB (Birm.); DTM&H (Lond.); FRCPEd;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楊漢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楊鐸輝, 醫學博士 (港大); FHKAM (Medicine); FRCPEd; FRCP; FRCPSGlas;
兼任副教授

雷兆輝, MB ChB (Manc.); FHKCP; FRCPEd; FHKAM (Medicine); FRCPGlas;
FRCP; 兼任副教授

鄭玉麟,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FACP; 兼任助理教授

鄧旭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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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則堯,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 FRCPEd; FHKAM (Medicine); 兼任
副教授

黎滿勝,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黎錫滔,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PEd; FRCPGlas;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賴奇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M (S'ton.);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FRCPGlas; FRCP; 兼任教授

錢劍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A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謝建基,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PI;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
助理教授

關煒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PEd;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
副教授

龔南誠, MB BS (N'cle.);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
助理教授

靳惠蓮,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ACP;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
副教授

劉錦標,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鄺樹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I; FHKCP; FHKAM (Medicine);
FHKCC; 兼任助理教授

研究人員
Thomas, Graham Neil, BSc (Nott. Trent);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
後研究員

任天華, 醫學學士 (湖北醫科); 醫學碩士 (同濟醫科); 訪問學人
李淑娟,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名譽副研究員
范玉華, 醫學學士 (泰山醫學院); 醫學碩士 (青島); 訪問學人
唐保東, 醫學學士 (皖南醫學院); 訪問學人
陳永恩, 理學士及理科碩士 (東海); 博士後研究員
傅員根, 醫學學士 (江西醫學院); 醫學碩士及醫學博士 (汕頭); 博士後研究員
鄭詩樂,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藍蔚, 醫學學士 (中山醫科); 名譽副研究員
續平, 醫學學士 (重慶醫學院); MD (Litterarum); 副研究員

臨>主任
陳諾, MB ChB (Liv.); MRCP; DCH (Lond.)
劉志斌, MB, BChir (Cantab); BA, MA (Oxon)

助理主任
何妍臻, 文學士 (中大); 高等教育行政及管理深造證書 (港大)



505

微生物學系
(系主任: 鄭勳斌教授)

教師
凌美麟,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MLS (W. Ont.); 副教授
許明媚,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DipRCPath; 助理教授
陳基湘,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Sc (Lond.); MRCPath; 副教授
陳超揚, BSc, PhD (Calg.); 高級講師
陳黃亭秀, MB ChB (Brist.); FRCPath; FHKCPath; 教授
葉碧瑤, BM (S'ton.); MSc (Lond.); MRCP (UK); DTM&H (Lond.); DipRCPath

(Lond.); MRCPath;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副教授
談兆麟, BSc, MSc (Tor.); 哲學博士(港大); 教授
鄭勳斌, BSc, MSc, PhD, MD (Manit.); FRCPath;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FRCPA; 教授

名譽教師
Humphries, Michael John, MB BS (Lond.);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FRCP; 兼任副教授
Lyon, Donald James, MB ChB (Glas.); 流行病學及應用統計文憑及預防醫學
碩士 (中大);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FRCPath; 兼任副教授

伍德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ath;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兼任副教授

吳景祥,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杜榮健,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凌健華, BSc (Dund.); 哲學博士 (中大); MIBiol; CBiol; 兼任副教授
翁維雄, BA (Minn.);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感染及傳染病學深造文憑 (港大);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FRCPath; 兼任副教授
郭德麟,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感染及傳染病學深造文憑 (港大); MSc (Lond.);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FRCPath; 兼任副教授
曾艾壯,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FRCPath;
兼任副教授

馮秀珍,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賴偉文,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PA; FHKCPath; 兼任助理教授
鍾林薇玲, MB BS (NSW);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FRCPath;
兼任副教授

研究人員
朱耀威, BSc, PhD (Westminster); 名譽研究統籌員
陳維智, BSc, MSc (Lond.); PhD (Syd.);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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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打素護理學院
(院長: Prof. Thompson, David Robert)

教師
Holroyd, Eleanor Anne, BAppSc, PGDN, MSc (Curtin); 哲學博士 (港大);
副教授

Lopez, Violeta, BNurs (Far Eastern); MNursAdm (NSW); PhD (Syd.); MPET
(Deakin); 教授

Morrissey, Jean Mary, RGN; RMHN; BEd (S. Bank); MSc (E. Lond.); 副教授
Thompson, David Robert, RGN; RMN; BSc (CNAA); PhD, MA (Lough.);

PGDipMedSocAnthro (Keele); MBA (Hull); FRCN; FESC; 護理學 (臨.
護理) 講座教授

Twinn, Sheila Frances, RGN; RSCN; DipHealthVisit; PGCEA (Sur.); BA
(CNAA); PhD (Lond.); 教授

任文中, RN; BAppSc (Lincoln Inst. of Health Sc.); BA (Swinburne Inst. of
Tech.); MA (Monash); 副教授

呂孝蓮, RN; 護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助理教授
李子芬, RN; RM; 護理教育專修文憑 (理工); MSc (Edin.); 哲學博士 (中大);
教授

李鳳琴, RN; RM; RTN; 護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助理教授
車錫英, RN; BSN (Houston Baptist); MBA (Dubuque); MSN (Phoenix); 助理
教授

周柏珍, RN; 護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副教授
林麗華, RN; 護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助理教授
邵德英, RN; RMN; DipHealthEd&HealthPromot, MSc (Leeds Polytech.); 理科
碩士 (管理) (理大); 副教授

陳崇傑, RGN; RPN; DipTeach, BEd (S. Aust. Coll. of Adv. Ed.); MNS (Deakin);
PhD (Curtin); FRCNA; 副教授

陳葉詠嫻, RN; BSc (Nurs) (Missouri); 哲學碩士 (中大); 副教授
陳慧慈, RN; RMN; RTN; RPN; 健康護理教育文憑 (理工); BHS (C. Sturt.);

MSN (Edin.); PhD (Oxf. Brookes); 副教授
黃美玲, RN; RM; BHS (W. Syd.); MHA (NSW); MNurs (Deakin); 助理教授
黃潔兒, RN; RM; 護理學學士及護理學碩士 (中大); 助理教授
葉雲艷, RN; RM; 護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副教授
鄭健芳, RN; 護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錢惠堂, RPN; 護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副教授
羅佩麗, RN; RN (UK); BN (Liv.); 哲學碩士 (理大); 助理教授

名譽教師
尹鍾翠蘭, RN; RM; 護理行政文憑 (中大); RGN (UK); RN (NZ); RN (Canada);

CertMgtHealthcareforSrMgr (Birm./理工); 兼任副教授
李玉蓮, RN; RGN (UK); RM (UK); RM; BNurs (La Trobe); MHA (NSW); 兼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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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梅, RN; RM; 護理教育專修文憑 (理大); 護理學士 (中大); MSc (Birm.);
兼任助理教授

陳月桂, RN; RM; RGN (UK); 護理行政文憑 (理大); 兼任副教授
陳秀霞, RN; 護理學專修文憑、護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 (理大); 兼任副教授
曾秀華, RN; RM; RGN (UK); RN (Aust.); BHS (Nurs) (W. Syd.); MHA (NSW);
兼任副教授

曾區慧蓮, RN; RN (Eng & Wales); RM; OphthalNurDip (UK); 護理教育專修
文憑 (理大); MBA (Hull); 兼任副教授

張秀芳, RN; RM; MSc (Birm.); 兼任副教授

導師
方少娟, RN; RM; BSN (Tor.); 護理學碩士 (中大)
余秀鳳, RN; 理學士 (護理學) (港大)
余莉6, 護理學士及護理碩士 (中大); GradDipHumanResMgt&IndRelat (Griff.)
李玉雯, RN; 理學士 (護理學) (台大); 護理碩士 (中大)
李浩祥, RN; CertMedPsy&POANC (港大); BSc (C&GCHE); 哲學碩士 (中大)
倪飛雲, RN; RM; RTN; BHS (W. Syd.); 護理碩士 (中大)
張詠妍, RN; BN (La Trobe); 管理學 (醫療服務) 深造文憑 (理大); MHA

(NSW)
許嘉蒂, RN; DipAppSc, BHS (Nurs) (N'cle.); PGDipHealthSc (Syd.); MHS

(Nurs) (Deakin)
陳秀雯, RN; RN (NSW); BNurs (W. Syd.); 護理學學士後文憑及護理學碩士

(中大)
陳抱弟, RN; RM; DipHealthSc (N'cle.); BHS, GradDipMidwifery, MNurs

(W. Syd.); 專上教學教育碩士 (理大)
陳惠敏, RN; 護理學士 (中大)
陳惠嬌, RN; RM; BHS (Nurs) (W. Syd.); GradDipHealthInfMgt (Syd.); MHA

(NSW)
黃蝶貞, RN; RM; 護理學士 (公開); 產科護理碩士 (中大)
楊清梅, RN; RM; BASc (Nurs), MNurs (Syd.)
葉佩儀, RN; BHS (Nurs) (W. Syd.); GradDipNursMgt (Syd.); MHA (NSW)
熊淑茹, RN; RTN; 護理學進修文憑及護理學學士 (理大); 護理學碩士 (中大)

婦產科學系
(系主任: 鍾國衡教授)

教師
Haines, Christopher John, MB BS (Adel.); 醫學博士 (中大); FRA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HKCOG; 教授
Rogers, Michael Scott, MB ChB (Birm.); 醫學博士 (中大); FRCS; F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HKCOG; 教授
Sahota, Daljit Singh, BEng, PhD (Nott.); AMIEE; 副教授
王益夫, 醫學學士 (上海醫科); 醫學碩士 (上海第二醫科); 哲學博士 (中大);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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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行悅, MB BS (Q'ld.); 助理教授
張明仁, MB BS (Syd.); PhD (Monash); FRACOG; FRCOG; FHK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婦產科講座教授
梁子昂,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中大); DCH (I.); MMed (NU S'pore.);

MRCOG; MHK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副教授
黃志超, 醫學學士 (暨大); 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葉承楷, BSc (Portland);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副教授
劉子建,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中大); MMed (NU S'pore.); MRCOG;

MHK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副教授
鍾國衡, MB BS (Syd.); 醫學博士 (中大); FRA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教授
譚永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HKCOG; 副教授

名譽教師
Tay, Keng Wee, MB BS (Sing.);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王世芬,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副教授

王紹宏, MB BS (Q'ld.); MMed (Sing.); MRCOG; MRACOG; 兼任助理教授
何樓章,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ACOG; FRA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副教授
何錦倫,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余信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RCOG;
兼任副教授

余*文,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OG; FHK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吳榮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李志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副教授

李*雲,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OG; 兼任助理教授
李漢章,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RCOG;

FHKCOG; 兼任副教授
杜榮基,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副教授

阮邦武,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HK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副教授

周鑑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副教授

林慧儀,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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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德忠,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張*斌,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RCOG;
FHKCOG; 兼任副教授

張德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副教授

張麗冰,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Med (Obst&Gynae), MMed (Clinical
Embryology) (Sing.);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
助理教授

梁國齡,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副教授

梁德楊,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莫仲威,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莫嘉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RCOG;
FHKCOG; 兼任副教授

郭燕芳,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陳健浩,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RCOG;
FHKCOG; 兼任副教授

陳運鵬,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陳樹武,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OG; 兼任助理教授
彭松沛,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副教授

馮德源,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副教授

黃康素, MB BS (NSW);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RACOG; 兼任副教授

楊轉至, MB BS (Rangoon);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劉煥聰,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歐陽錦全,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蔡照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盧永傑,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龍炳樑, BSc, MB ChB (Edin.); MFFP (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RCOG; FHKCOG; 兼任副教授

羅善清,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OG; MHKCOG; 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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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素芬,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忻財敏,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研究人員
蔡美儀, BSc (Liv.); MSc, PhD (Lond.); 博士後研究員

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
(系主任: 林順潮教授)

教師
Chan, Nongnart Romayananda, BSc (Chulalongkorn); MD (Siriraj); DABOph;
訪問學人

Surendran, Thandalam Sundararajan, MB BS, DO (Madr.); MPhil (BITS); 訪問
學人

吳少6,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副教授

林順潮,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O (I.); DO (Glas.); FRCSEd;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FCSHK; 眼科及視覺科學講座
教授

范舒屏,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CSHK; AFCOphthHK; 助理教授
郭坤豪,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副教授
陳偉民,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LLB (Lond.); MRCP (UK); FRCSEd; FCOphthHK;

FCSHK; FHKAM (Ophthalmology); 副教授
彭智培, BSc (Lond.); DPhil (Oxon); 教授
蔡敬翰,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OphthHK; FCSHK; FHKAM

(Ophthalmology); 副教授
鄭澤鈞, MB BS (Syd.); MRCSEd (Ophthal); AFCOphthHK; 助理教授
羅偉基, 理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CH (I.); FRCSGlas; FCOphthHK;

FCSHK; FRCSEd; 副教授

名譽教師
Cheng, Pak Man George,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COphthHK; 兼任助理教授
Cheung, Tze On Benson,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CSHK;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Lim, Siew Ming Arthur, BBM; MB BS, Hon MD (NU Singapore); FRCS;

FAMS; FRACO; FRACS; FAAC; FRCSEd; Hon FICS; FRCOphth; DO;
名譽教授

Yeung, Yat Ming Barry,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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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Ka Fai Alexis,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兼任助理教授

Yuen, Yin Fun,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OphthHK; 流行病學
與生物統計學文憑 (中大);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于秉安, MB BS (Lond.); FRCOphth;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王日榮, MB ChB (Birm.); DO (Lond.); DO (I.); FRCS (UK); DABOph;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王建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  FRCSEd;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王震宇,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甘定洸,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O (I.); FRCSEd;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池中齊,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副教授

何思遠,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何*傑,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Ophth; FRCSEd (Ophthalmology); DO
(I.); FHKAM (Ophthalmology); FCSHK; FCOphthHK; 兼任助理教授

何誌健,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副教授

吳永浩,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FCS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李永康,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Glas;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
助理教授

李維達, MD (Calif.); MCPS (Manit.); DABOph; FHKAM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兼任助理教授

沈偉翹,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O (I.); FRCSEd;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FCSHK; FCOphthHK; 兼任助理教授

周伯展,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O (I.); DO (Edin.); FRCSEd;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兼任助理教授

林乃文,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  FRCSEd;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林子顥,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O (I.);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FRCSEd; 兼任副教授

林傑人,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O (I.); FRACS; FRACO; FHKAM
(Ophthalmology); FCSHK; FCOphthHK; 兼任助理教授

林耀武,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  DCH (Edin. ) ;  FRCSEd; FCSHK;
FCOphthHK; 兼任助理教授

邵志遠,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OphthHK; FCS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胡偉君,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Ophthalmology);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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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柏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COphth;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唐慧明, 協和醫學院畢業; 名譽教授
徐小虎, 法醫學碩士及醫學博士 (中山醫科); 名譽教授
袁淑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CSHK; FCOphthHK; FRCSEd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馬志中, 醫學碩士 (軍醫進修學院); 名譽教授
馬志南,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O (Dub.); DO (Glas.); FRCSGlas;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張叔銘, MB BCh (Ire.); DABOph; FCSHK;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張明權,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兼任助理教授

張錫康, MB BChir, MA (Cantab); DO (Glas.); FRCSGlas;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兼任助理教授

梁大成,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  FRCSEd;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副教授

梁展聰,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  FRCSEd;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許少萍,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Ophthalmology);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副教授

許德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O (I.); FRCSGlas (Ophthalmology); FCSHK;
FHKAM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兼任助理教授

陳浩然, BA, MB BChir, MA (Cantab); FRCOphth;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陳偉能,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兼任副教授

陳寶珍,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O (I.); FRCSEd; FCSHK;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陸家柱, MB BS (Lond.); FRCSEd;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曾志鈞, MB BS, MMed (Syd.); FRACO; FRACS; FCOphthHK; FCS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曾雁,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O (I.); FRCSEd;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曾溢滔, 文憑及哲學博士 (復旦); 名譽教授
程展鵬,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賀澤烽,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Ophthalmology);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副教授
黃淑幀, 醫學博士 (上海第二醫科); 名譽教授
黃德洪,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FCS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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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慶,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 (第三軍醫); 名譽訪問學人
楊鳳儀, MB BS (NSW); FRCSEd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FCSHK;
兼任助理教授

楊樂旼, MB BCh, BAO, MMedSc (NUI); FRCSI (Ophthalmology); FRCSEd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廖景如, MB BS, PhD (Lond.); FRCSEd (Ophthalmology);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歐陽健初,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O (Lond.); FCSHK; FHKAM (Ophthalmology);
FRCSEd; FCOphthHK; 兼任助理教授

潘俊梅,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O (I.); FRCSGlas (Ophthalmology);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黎少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Med (Sing.); DO (Glas.); DO (UK); FRCSed;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兼任副教授

盧文蓓, MB BS (Q'ld.); FRCSI (Ophthalmology); FHKAM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兼任助理教授

謝國璣,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O (I.); FRCSEd;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FCSHK; FCOphthHK; 兼任副教授

謝道欣,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CSGlas;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韓正宇, FRCSEd; FRCSGlas;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譚秀雯, BSc, MB ChB (Brist.); FRCSEd (Ophthalmology); FCSHK;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譚智勇, BA, MA (Cantab); BM BCh (Oxon); FRCSGlas; FCSHK; 兼任助理
教授

關永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CSGlas;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兼任助理教授

研究人員
王慧, 醫學學士 (昆明醫學院); 訪問學人
邵運良, 醫學學士 (新鄉醫學院); 訪問學人
姚毅, 理學學士及醫學學士 (第四軍醫); 理學碩士 (解放軍軍醫進修學院);
訪問學人

張青, 醫學學士 (上海第一醫學院); 訪問學人
張書林, 醫學學士 (昆明醫學院); 訪問學人
楊子江, BSc, PhD (Brad.); CBiol; MIBiol; 副研究員
劉靜,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 (白求恩醫科); 訪問學人
羅志煌, 醫學學士 (湖北醫科); 訪問學人

助理主任
林鳳兒, BEcon (Macq.); AdvCertRealEst (TAFE, NSW); CPA (Aust.)
黃慧儀, 工商管理學士 (科大)
謝秀茵, 文學士 (港大)



514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系主任: 鄭振耀教授)

教師
Kumta, Shekhar Madhukar, MB BS, MS (Bom.); 哲學博士 (中大); 副教授
王韻娜,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ipBiomechanics (Strath.); FRCSEd; FCSHK;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副教授
秦嶺, 教育學士及教育碩士 (北京體育學院); PhD (German Sports Univ.

Cologne); 副教授
梁秉中, OBE; SBS; 內外全科醫學士、外科碩士及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港大);
理學博士 (中大); FRACS; FRCSEd;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FRCSGlas; JP;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講座教授

梁國穗,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醫學博士 (中大); FRCSEd;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教授

陳*明, OBE;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Ch (Orth.) (Liv.); FRCSGlas;
FRCSEd; FRCSEd (Orth.); FAC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講座教授

熊良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Ch (Orth.) (Liv.); FRCSEd; FRCSGlas;
FRCSEd (Orth.);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教授

鄭振耀,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醫學博士 (中大); FRCSEd; FRCSGlas;
FRCSEd (Orth.); FCSHK; FHKCOS; FAC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講座教授

名譽教師
何正倫, MB ChB (Glas.); FRCSEd; FRCS; FRCSEd (Orth);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助理教授
何百昌,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助理教授
何遠芳,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兼任副教授
吳健華, MB ChB (Brist.); FRCSEd; FRCSEd (Orth); 兼任助理教授
李步前,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RACS;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李偉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RCSEd;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兼任副教授
李瑞炎, MB BS (Rangoon); MSc (S'ton.); 公共行政碩士 (港大); 兼任副教授
沈允堯,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周育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ACS (Orth);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林迪基,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兼任副教授
林祖怡,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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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基,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胡永祥,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AC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韋玉良,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倪偉傑,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AC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兼任副教授

徐漢科,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CSHK; FRCSEd (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助理教授

婁培友,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ACS (Orth);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張堅穎,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RCSEd (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助理教授

張運波,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梁蔭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Ch (Orth) (Liv.); FRCSEd; FRCSGla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許源昌,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Ch (Orth) (Liv.); FRCSEd; FRACS;
FHKCOS; 兼任副教授

陳志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陳求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陳惠成,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CSHK;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助理教授

麥勤興,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馮貴游,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ACS (Orth);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 授

黃振豐, MB BS (Melb.); FRCSGla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楊世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CSI;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葉少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葉富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趙國慶,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蔡森洪,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Sc (Birm.); FRCSEd;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兼任副教授

錢平,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CSGlas; FRAC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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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潤鈿,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RCSEd; FRACS (Orthopaedic
Surgery);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兼任副教授

鍾安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蘇永順,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蘇鎰昌,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CSGlas; FRACS;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研究人員
Akol, Judith Valerie Mendoza, MD (Philippines Manila); 訪問學人
Costa, Ricaredo D. De La, BSc, MD (Philippines); 訪問學人
王恩波, 醫學碩士 (中國醫科); 訪問學人
李德強, BSc (Dub.);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SRD; 副研究員
符立勤, 針灸證書 (廣州中醫學院); 針灸文憑及醫學學士 (暨大); 哲學碩士

(中大); DipTissueBank (NU S'pore.); RegMLT (Part I); 名譽副研究員
張戈,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 (上海中醫藥); 訪問學人
黃琳, 醫學學士 (中國醫科); 哲學博士 (中山醫科); 博士後研究員
郭霞, 醫學學士 (北京醫科); MD (Essen); 名譽副研究員
劉繼中,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 (第四軍醫); 訪問學人
顧立強, 醫學學士 (第一軍醫); 醫學碩士及醫學博士 (中山醫科); 訪問學人

臨>主任
林子平,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PGDipBiomech (Strath.); FRCSEd;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電算師
蘇偉權, 工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兒科學系
(系主任: 霍泰輝教授)

教師
Nelson, Edmund Anthony Severn, MB ChB (Cape T.); DCH (SA); MD (Otago);

MRCP (UK); FHKCPaed; 副教授
伍百祥, MB ChB (Dund.); MD (Leeds); DCH (Lond.); FRCPCH; FRCPE;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教授
宋銀子, 醫學士 (台大); MSc, MD (Wales); FRCP; FRCPCH;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教授
李民瞻, BSc, MB BCh (Wales); MRCP (UK); MRCPCH; 助理教授
李桂霞, BSc, PhD (NSW);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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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其威,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DCH (I.); MRCP (UK);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副教授

梁廷勳,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FHKCPaed; FHKAM (Paediatrics);
副教授

黃永堅, BMSc, MD (Alta.); 醫學博士 (中大); DipAmBd (Paed); FAAP; FRCPC;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副教授

霍泰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CH (Lond.); 醫學博士 (中大); MRCP (UK);
FRCPEd; FRCPCH;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兒科講座教授

韓錦倫, MB BS (W. Aust.); DCH (Otago); DABPed; DABPed (CritCareMed);
DipPractDerm (Wales); FAAP; 助理教授

名譽教師
O'Donnell, David, BDS (N'cle.); MSc, PhD (Lond.); FCDSHK; FHKAM

(Dentistry); 兼任副教授
王偉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 FHKAM (Paediatrics); FRCPEd;
兼任副教授

任文青,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FHKCPaed; FHKAM (Paediatrics);
兼任助理教授

成明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AM (Paediatrics); 兼任助理
教授

江志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兼任副教授

何誌信,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AM (Paediatrics); FRCPGlas; 兼任
副教授

吳國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科碩士 (港大); MRCP (UK);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FRCPGlas; 兼任副教授

吳綺華, MB ChB (Aberd.); MRCP (UK); 兼任助理教授
李志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CH (Lond.); FHKAM (Paediatrics); FRCPEd;
兼任副教授

李卓漢,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兼任助理教授

李敏尤,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AM (Paediatrics); 兼任
助理教授

阮文賓, MD (Sask.); DABPaed; FRCPC; 兼任教授
阮嘉毅,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aed; FRCPGlas; FRCPEd; FRCPCH;
兼任副教授

周潘純嫻,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CH (Lond.); FRCPEd; 兼任副教授
周鎮邦,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CH (Lond.); FRCPGlas; FRCPEd; FHKCPaed;

FHKAM (Paediatrics); 兼任副教授
林大鈞,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aed; FHKAM (Paediatrics); FRCPGlas;

FRCPCH; 兼任副教授
林德深,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港大); MHA (NSW); DCH (Lond.);

FHKCPaed; FRCPEd; FHKAM (Paediatrics);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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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徽道,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Med (Sing.); MRCPI; DCH (Lond.);
FHCPPaed; FHKAM (Paediatrics); FRCPEd; FRCPSGlas; 兼任副教授

容立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DCH (I.);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兼任副教授

張錦流,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DCH (Glas.); FHKCPaed; FHKAM
(Paediatrics); 兼任副教授

梁乃江,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PEd; FHKCPaed; FHKAM (Paediatrics);
兼任教授

梁英傑,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ABPed; DABIM (Ge); FAAP; 兼任副教授
莫子慈, MB BS (Lond.); MRCP (UK); DCH (Lond.);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兼任助理教授
許漢琳, BA, MB BChir, MA (Cantab); FRCPC; DABPed; DABPed (Paediatric

Pulmonology); FHKCPaed; FHKAM (Paediatrics); 兼任助理教授
許鍾妮, MB BS (NSW); MRCP (UK); FRACP; 兼任助理教授
陳作耘,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PI; FRCP; FHKAM (Paediatrics);

FRCPCH; 兼任副教授
陳衍里, MB BS, MSc (Lond.);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Glas; 兼任
副教授

陳國興,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CH (Lond.); FRCPEd;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兼任副教授

陳維樑, PhD (Rosemead Sch. of Psychiatry); 兼任助理教授
勞樂聲,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CH (I.); FRCPGlas; 兼任副教授
黃佩霞, BEd (Hawaii); MEd (Wash.); EdD (Br. Col.); 兼任副教授
葉佩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兼任助理教授

葉麗嫦, MB BS (Syd.); FHKAM (Paediatrics); 兼任副教授
趙孟準,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PEd; FRCPGlas; FHKAM (Paediatrics);

FRCP; 兼任副教授
趙莉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CH (I.); MHA (NSW); FRCPEd; FRCPGlas;

FHKCPaed; FHKAM (Paediatrics); FHKCCM (Admin Med); CPHQ
(NAHQ); FHKAM (Community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劉進源, MB BS (NSW); MRCP (UK);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兼任助理教授

謝麗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Sc (Sing.); FHKCCM; FHKAM (Community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藍芷芊,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AM (Paediatrics); FRCPEd; 兼任副教授
羅榮兒,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DCH (I.); DCH (Glas.); MRCP (UK);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兼任副教授
邊毓秀, MB ChB (Glas.); DCH (I.); MRCPI;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兼任助理教授

蘇景桓,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兼任助理教授

蘇樂儀,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Paed; FHKAM (Paediatrics); FRCPEd;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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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易豈建, 醫學學士、醫學碩士及醫學博士 (重慶醫科); 訪問學人

科學主任
楊默, 醫學學士 (中山醫科); 醫學碩士 (中國醫學科學院); PhD (NSW)

藥理學系
(系主任: Prof. Jones, Robert Leslie)

教師
Jones, Robert Leslie, BPharm, PhD, DSc (Lond.); 藥理學講座教授
Rudd, John Anthony, BSc (Sund.); PhD (Brad.); 副教授
Wise, Helen, BSc (Brist.); PhD (Bath); 教授
林革, 理學學士 (中國藥科); MSc (Alta.); PhD (Sask.); 教授
林富源, BSc (Sunderland Polytech.); PhD (Strath.); 副教授
楊鶴強, BSc, PhD (Liv.); CBiol; MIBiol; EurBiol; 教授
劉行榕, BSc, PhD (Lond.); 副教授
關耀華, BSc (Liv.); PhD (Strath.); 副教授

研究人員
李松林,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 (第二軍醫); 理學博士 (中國藥科); 博士後研究員
陳頌立, 理學士 (浸大); 哲學博士 (中大); 副研究員
鍾凱聲, 醫學學士 (南通醫學院);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生理學系
(系主任: 譚兆祥教授)

教師
Fiscus, Ronald Ray, BS, MS, PhD (Iowa State Univ. of Sc. & Tech.); 教授
邱鄭秀文, BA (W. Ont.); 哲學博士 (港大); 教授
姚曉強, 理學學士 (杭州); 理學碩士 (中國科學院); PhD (NY State); 教授
容永豪,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DPhil (Oxon); 副教授
高永雄,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副教授
梁文聲,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CBiol; MIBiol; 副教授
梁寶成, 理學士 (台灣師大); PhD (Belf.); 副教授
陳小章, BS, PhD (Ill.); 教授
黃聿, 理學學士 (上海第一醫學院); MPhil, PhD (Cantab); 教授
黃宜定, BSc, DSc (Lond.); BA, MA, PhD (Cantab); CChem; FRSChem; FRSH;

CBiol; FIBiol; 生理學講座教授
黃振祥, 理學士 (台灣師大); 哲學碩士 (中大); DrRerNat (Hannover); 教授
歐澤樑,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PhD (Monash); 副教授
譚兆祥, BSc, MSc, PhD (Tor.);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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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李廷玉,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 (重慶醫學院); 副研究員
梁b行, 藥劑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註冊藥劑師; 博士後研究員
鄭永唐, 醫學學士 (江西醫學院); 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 (中國科學院); 副研
究員

精神科學系
(系主任: 趙鳳琴教授)

教師
Ungvari, Gabor Sandor, MD (Semmelweis); PhD (Hungarian Acad. of Sc.);

FRANZCP; FHKAM (Psychiatry); 副教授
李誠,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副教授
李德誠,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中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副教授
周樂怡, 理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助理教授
林翠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 CertAspectMentalHealth (Cantab);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CertIHMS; 副教授
陳秀雯,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助理教授
榮潤國,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副教授
趙鳳琴,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Psych; FHKAM (Psychiatry); 教授
鄧偉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sych; FHKCPsych; 副教授
黎以菁, MB BS (N'cle., UK); MR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副教授

名譽教師
孔志航,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助理教授

余枝勝,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cy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副教授

吳基安, BSc (Brun.); MPsych (Liv.); 兼任副教授
吳蓬盛,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MR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助理教授
吳賢國,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
副教授

李子超,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MRCPsych; 兼任副教授
李永堅,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助理教授

李兆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FHKCPsych; 兼任副教授
李常友, MB BS (NSW); MRCPsych; 兼任助理教授
阮家興,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兼任助理教授
林中鍵,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sych; 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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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助理教授

姚家聰,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
副教授

張建良,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助理教授

梁志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兼任副教授
梁佩瑤,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兼任助理教授
梁崇斌,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副教授

郭偉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助理教授

郭慧儀,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心理學深造證書 (港大); 兼任助理
教授

陳秀芬,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sych; 兼任助理教授
陳佳鼐, OBE; 醫學士 (台大); DPM, MSc (Lond.); FRCPsych; FRANZCP;

FHKAM (Psychiatry); 兼任教授
陳乾元, BSc, MPsych, PhD (NSW); 兼任副教授
陳偉智,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sych; 兼任助理教授
陳國齡,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助理教授

陳葆雯,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sych; 兼任助理教授
陳德明, MB BS (Sing.); MRCPsych; 兼任助理教授
陸兆鑾,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港大); MRCPsych; FRANZCP;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副教授
勞振威,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副教授

彭顯達, MB BS (Lond.);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
副教授

黃以謙, MB BS (NSW); MRCPsych; 兼任助理教授
黃熾榮, 文學士 (港大); MPhil (Lond.); PsychD (Sur.); 兼任副教授
葉恩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ipPsych (Lond.);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FRCPsych; 兼任副教授
葉嘉池,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副教授

熊思方,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ipPsych (Lond.); FHKAM (Psychiatry);
FRCPsych; 兼任副教授

趙少寧,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助理教授

劉信通, MB BS (Lond.);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
助理教授

潘佩璆,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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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振鵬,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助理教授

盧德臨,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副教授

盧慧芬,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sych; 兼任助理教授
錢明年, BSc (Central Military Acad.); DipSocSc (Sophia); MSW (Denver); MPH,

PhD (Harv.); 兼任副教授
鍾傑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兼任助理教授
鍾維壽,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副教授
羅允堂,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副教授

譚務成, MB ChB (Leeds); LRCP; MRCS; DPM; FRANZCP; FHKCPsych;
FR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副教授

譚詠康,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sych; 兼任助理教授
蘇文沛, BSc, MB BS (NSW); MA (Sheff.); FRACGP; MR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助理教授
顧國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助理教授

鄺保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兼任副教授

精神科醫生
黃德舜,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外科學系
(系主任: Prof. Van Hasselt, Charles Andrew)

教師
Boet, Ronald, MB ChB (Stell.); FCS (SA); FCSHK; FHKAM (Surgery); 助理
教授

Bradford, Ian Michael Jesse, MB ChB (Witw.); FRCS; 助理教授
Burd, David Andrew Ross, MB ChB, MD (Aberd.); FRCSEd; FHKAM (Plastic

Surgery); 副教授
Elarefi, Ahmed Abdalla, MB BCh (Tripoli); FRCSI; FCSHK; 副教授
Exon, David Jonathan, MB BS (Lond.); FRCSI; 助理教授
Van Hasselt, Charles Andrew, MB BCh, MMed (Witw.); FCS (SA); FRCSEd;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FHKCORL; FRCS; 外科 (耳鼻喉科) 講
座教授

Vlantis, Alexander Chris, MB BCh (Witw.); DA (SA); FCS (SA) ORL; FCSHK;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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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章, GBS; MA, MD, BChir (Cantab); HonDSc (Hull); 榮譽文學博士 (科
大); 榮譽博士 (創價); FRCS; FRCSEd; FRACS; FACS; FCSHK; FHKAM
(Surgery); HonFPCS; HonFRCSGlas; HonFRSM; HonFRCS (I); HonFACS;
JP; 外科講座教授

徐家強, MB BS (NSW); FRCSEd; FRACS; FCSHK; FHKAM (Surgery); 副
教授

陳功, 醫學學士 (福建醫學院); 醫學碩士 (上海第二醫科/福建醫學院); PhD
(Glas.); 副教授

陳兆歡, MB ChB (Leeds); FRCS; FHKAM (Surgery); FCSHK; 高級講師
陳志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中大); FRCSEd; FHKAM (Surgery);
副教授

楊重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CH (I.); DCH (Lond.); 醫學博士 (中大);
FRCSEd; FRCSGlas; FRACS; FHKAM (Paediatrics); 教授

劉允怡,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醫學博士 (中大); FRCSEd; FRACS; FACS;
FICA; FHKAM (Surgery); FCSHK; FRCSGlas; FRCS; 外科講座教授

潘偉生, MB ChB (Glas.); FRCSGlas; 教授
賴寶山,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中大); FRCSEd; FCSHK; FRCSEd

(Gen Surg); FHKAM (Surgery); FCSHK (Gen Surg); 副教授
鍾尚志, MB BCh, BAO (NUI); 醫學博士 (中大); FRCSEd; FRCSGlas;

FRCPEd; LRCP&SI; FHKAM (Surgery); FCSHK; 外科講座教授
嚴秉泉, BA, MA (Cantab); BM ChB, MA, MD (Oxon); DABS; FACS; FRCS;

FRCSEd; FICS; FRCSGlas; FCCP; FHKAM (Surgery); FCSHK; 教授

名譽教師
Aung, Tin Htun, MB BS (Rangoon); FRCSGlas; FRCSEd; FRACS;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Cocks, Robert Anthony, MB BS, MD (Lond.); FRCSEd (A&E); FFAEM;

FCSHK; FHKCEM; FHKAM (Emergency Medicine); 名譽教授
Emir, Haluk, MD (Istanbul); 名譽訪問學人
Ho, Fung,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HKCORL; FRCSEd (Otolaryngology);

FCSHK;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Mann, Darren Vivian, MB BS, MS (Lond.); FRCS (UK); 兼任副教授
Mendoza, Rene Perpetuo Socorro A., BSc (Santo Tomas); MD (Far Eastern);

MHSA; FPSGS; FPCS; 名譽訪問學人
Velayudhan, Venu, MB BS, MS (Kerala);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文志衛,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DipUrology (Lond.); DCH

(Lond.);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王日橋, MB ChB, MSc (Birm.); FRCS (UK); FRCSC;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兼任副教授

王家昌, 理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港大); MSc (Audiology) (S'ton.); 兼任
助理教授

王莉娜, MB BS (Rangoon); FRCSEd;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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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威,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CSHK; FHKCORL; FRCSEd;
FHKAM (Otorhinolaryn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石偉棠, BSc, MB BS (Lond.); FRCS (UK); FCSHK;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FHKCORL; 兼任副教授

朱獻倫, 醫學學士 (暨大); 哲學碩士 (中大); LMCHK; FRCSEd; FCSHK; 兼任
助理教授

江志群,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副教授

何亮誠,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FCCP; 兼任副教授

何偉成,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兼任助理教授
何維新,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CSHK; 兼任助理教授
吳偉達,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ACS; FHKAM (Surgery); 兼任
副教授

吳國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中大); FRCSEd; FCSHK; FRCSEd
(Gen Surg);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吳港生,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  FRCSEd; DLO (Lond.) ;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兼任副教授

岑卓倫,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  FRCSEd ;  FRCSGla s ;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兼任副教授

李少敏,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副教授

李少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李兆奇, MB BCh, BAO (NUI); FRCSEd; FRCS (UK);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助理教授

李奉儀,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中大); FRCSEd; FCSHK; FRCSEd
(Gen); FHKAM (Surgery); 兼任助理教授

李建運,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李家驊, MB BS (Lond.); LRCP (Lond.); FRCS (UK);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李偉宗, BM (S'ton.); FRCS (UK); FRCS (ORL) (UK); FCSHK; 兼任副教授
李偉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FRCSEd (Gen); 兼任助理教授
李傑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李劍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李德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CSHK; 兼任助理教授
李樹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DipUrology (Lond.); 兼任副教授
杜仁廉, MB BS (Rangoon); FRCSEd; FRACS;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周譚連,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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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RACS; FHKAM (Surgery);
FCSHK; 兼任助理教授

林少豪,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副教授

林文華, BSc (Birm.); PhD (Strath.); MB ChB (Glas.);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林貞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副教授

林哲玄,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CSHK; FRCSEd (Gen); FHKAM
(Surgery); 兼任助理教授

林傳廣,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HKCORL; FRCSEd; FCSHK; FHKAM;
兼任助理教授

金永強, BA (Wis.); MD (Vanderbilt); FRCSC (Gen Surg); FACS; FCSHK;
DABS; FRCSEd; FHKAM (Surgery); 兼任教授

侯仕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姚添福,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副教授

胡漢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范健,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I; FRCSGlas;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范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唐志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DLO (I.); FRCSEd; FCSHK; FHKCORL;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兼任副教授

孫育文, MB BS (NSW); FRCSEd; FHKAM (Surgery); 兼任助理教授
孫偉浩,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副教授

徐景耀,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ACS; FCSHK; 兼任副教授
張世傑,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RCSEd (Gen); FHKAM

(Surgery); 兼任助理教授
張美詞, BSc (Lond.); 理科碩士 (港大); 兼任助理教授
張滿棠,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FACS; 兼任副教授
梁立志,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梁家騮,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梁慶達,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副教授

莫碧添,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ACS; FCSHK; FACS;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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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郭永堅,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副教授

郭寶煌,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  DLO (Lond. ) ;  FCSHK;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FHKCORL; 兼任副教授

郭寶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RACS;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陳永昌,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CSHK; FRCSEd; FHKAM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陳君漢,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外科碩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FACS; 兼任副教授

陳龍威,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陸洪滔,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勞文超,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副教授

彭佳源,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馮憲國,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RCSGlas; DLO (Lond.);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黃志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副教授

黃偉生,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RACS; FHKAM (Surgery);
FRACS (Urology); 兼任副教授

黃國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助理教授

黃德慶,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DipUrology (Lon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黃樹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副教授

萬松, 醫學學士及醫學博士 (北京醫科); PhD (Univ. Libre de Bruxelles); FRCS;
兼任助理教授

葉維晉,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RCSEd; FRACS; FHKAM
(Surgery); FACS; 兼任副教授

葉錦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董文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FCSHK (Plast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虞瑋翔,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FRCSEd (ORL); 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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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國忠, MB ChB (Birm.); FRCSEd; DLO (Lond.); FCSHK; 兼任副教授
廖鑑榮, MB BCh, BAO (NUI); LRCPI; LRCSI; FRCSGlas; FRACS;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蒙家興,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劉飛龍,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FRCSEd (A&E); FHKAM (Emergency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劉國威,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副教授

劉潤皇, BMedSc, MB BS (NSW);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副教授

歐鑫濤, MD (Jefferson Med. Coll.); DAB Plastic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蔡德佳, BA, MB BChir, MA (Cantab); FRCSI; FRCSEd; FCSHK;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FHKCORL; 兼任副教授
鄧立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鄧宗毅,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蕭永泰,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戴玉平, MB BS (Lond.);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謝豪華, MB ChB, BAO (NUI); FRCSI;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助
理教授

鍾志超,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鍾廣槐,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副教授

藍明權,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副教授

魏來祥,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ACS;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羅國洪,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ACS; FCSHK; FHKAM (Surgery);

FRACS; 兼任副教授
蘇明順, MB BS (Lond.); FRCSGlas; FCSHK; FHKCORL; FHKAM (Surgery);
兼任助理教授

顧家銘,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RCSEd (ORL);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兼任助理教授

龔詩仁, LRCP; MB BS (Lond.); FRCSEd; FRACS;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副教授

鄺國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兼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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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Al-Jiffry, Bilal O.A., MB ChB (King Abdulaziz); 訪問學人
Bjornsson, Bjorn G.S., Med et Chir (Iceland); 訪問學人
Bower, Wendy Fiona, BAppSc (Cumberland Coll. of Health Sc.); PhD (Syd.);
研究統籌員

Rosello, Don Edward Sagardui, BSc (Cebu Doctors' Coll.); MD (Santo Tomas);
訪問學人

Sreedhar, Biji, BSc, MSc (Kerala); 副研究員
何國偉, 醫學學士 (安徽醫學院); 醫學碩士 (協和醫學院/中國醫學科學院);

PhD (Monash); MAATS; MSTS; MAPS; MASCTS; MHKMA; FHKCC;
高級研究員

苗季, 醫學學士 (首都醫科); 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周學鋒, 醫學學士 (同濟醫科); 訪問學人
徐睿,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 (中山醫科); 訪問學人
陳永衛,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 (首都醫科); 訪問學人
董巋然, 醫學學士 (上海鐵道醫學院); 醫學博士 (上海醫科); 訪問學人
劉智敏, 理學學士 (四川); 工學碩士 (成都科技); 理學博士 (華西醫科); 副研
究員

盧連軍, 醫學學士、醫學碩士及醫學博士 (第四軍醫); 訪問學人
謝向輝,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 (首都醫科); 訪問學人

助理主任
王笑慧,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張惠娟, 文學士 (城大)
鄭詠恩, 文學士 (港大)

護士長
盧淑儀, RN; RGN (UK); RM; RN (Canada); CGFNSCert; PractCertENTNurs;
流行病學與應用統計學文憑 (中大); 醫療護理學理學碩士 (理大)

意外及急救醫學教學單位

教師
Cameron, Peter Alistair, MB BS (Melb.); MD (Monash); FACEM; 意外及急救
醫學講座教授

Rainer, Timothy Hudson, BSc, MB BCh, MD (Wales); MRCP (UK); FHKCEM;
FHKAM (Emergency Medicine); 副教授

Smit, Pieter De Villiers, MB ChB (Stell.); FACEM;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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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教師
文志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RCP (UK); FRCSEd (A&E); FHKCEM;

FHKAM (Emergency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王金蓮, MB BS (Sing.); FRCSEd; FCSHK; FHKAM (Emergency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張乃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FRCSEd (A&E); 兼任助理教授
張偉麟,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A&E); FHKAM (Surgery); FCSHK;

FHKAM (Emergency Medicine); FHKCEM; 兼任副教授
陳兆華, MB BS (Syd.); FRCSEd (A&E); 兼任助理教授
陳德勝,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FHKCEM; FHKAM (Emergency Medicine); 兼任副教授
陸偉昌,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MHA (NSW); FRCSEd; FRCSEd (A&E);

FCSHK; FHKAM (Emergency Medicine); FHKCEM; 兼任助理教授
黃汝達, BSc (Houston Baptist);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兼任助理教授
楊世達, MB BCh, BAO (NUI); MRCP (UK); MRCPI; FHKCEM; FHKAM

(Emergency Medicine); 兼任助理教授
鍾展鴻,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FHKAM (Emergency Medicine); FHKCEM; FACS; FRCSEd; FFAEM; 兼任
副教授

羅金亮,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RCSEd (A&E); 兼任助理教授
譚民傑,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 (UK); FHKCEM; FHKAM; 兼任助
理教授

盧志彪,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Sc (Leic.); MRCP (UK); DCH (I.); DCH
(Lond.);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FRCSEd (A&E); FHKCEM;
FHKAM (Emergency Medicine); FFAEM; FIMC RCS (Ed); 兼任副教授

臨_免疫學組

教師
林柏良, BSc, PhD (Adel.); FASM; 教授
崔耀隆, BSc, PhD (Lond.); 副教授

研究人員
譚志Î, BTech (Macq.); 哲學博士 (中大); 副研究員

科學主任
梁子明, 理學士 (中大); 哲學博士 (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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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_技術學習中心

主任
張志偉, MD (Br. Col.); FRCA; FRCPC;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香港進食失調中心

主任
李誠,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FHKAM (Psychiatry)

臨>心理學家
郭碧珊, 社會科學學士及社會科學碩士 (中大)

香港健康情緒中心

主任
李誠,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sych; FHKAM (Psychiatry)

臨>心理學家
麥芍琪, BSc (Lond.)
湯崇琪, 工商管理學士 (科大); 心理學學士後文憑 (中大); 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謝婉君, 文學士 (港大); 心理學學士後文憑 (中大)

香港賽馬會骨質疏鬆預防及治療中心

經理
郭慧良, 物理治療專業文憑、PRCertPhyFac (理工); FinalDipPhysio (Aust.

Exam. Council for Overseas Physio.); GradDipPhysio, CertOccupHealthPract
(La Trobe) ; GradDipHealthAdm&InfSys, MHAIS (C. Q'ld. ) ;
RegPhysiotherapist (HK & Aust.); AFACHE; MAPA; MHKPA; MHKES;
MESA; MSIA; MASMF

醫生
黃仰山, MD (Tor.); MCPS (Ont.)
蔡德基, 內外全科醫學士 (中大)

營養師
劉蘊怡, BSc (Calif.); RD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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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動物中心

主任
James, Anthony Edward, BVSc (Melb.); GradCertMgt (NSW); MRepSc

(Monash); MACVS; AIMM

利希慎臨_研究實驗室

科學主任
李廣文,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何善衡夫人醫科生宿舍

舍監
陳超揚, BSc, PhD (Calg.)

宿舍經理
許立中, BSc (Alta.)

通用科際實驗室

委員會主席
譚兆祥, BSc, MSc, PhD (Tor.)

教學服務部

主任
Hazlett, Clarke Blaine, BEd, MEd, PhD (Alta.)

醫學信息技術中心

主任
姜燕, 理學學士 (山東); MSc (Napier)

視聽服務主任
李小新,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 (中大); BA, MA (Mich. State)

電算師
林仕勳, 理學士 (港大); 哲學碩士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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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服務部

處長
Hazlett, Clarke Blaine, BEd, MEd, PhD (Alta.)

助理主任
葉柏堯, BSc (McGill); MSc (Melb.); GradDip (RMIT); GradDip (La Trobe);
教師訓練證書 (理工); PhD (Deakin)

病理教學實驗室

主任
吳浩強, MB ChB (Edin.); 醫學博士 (中大); FRCPath; FRCPA; FCAP;

FFPathRCPI; FHKAM (Pathology); MIAC; FHKC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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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院長
柳愛華, 理學士、特級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MSc (Lond.); DIC; CChem

FRSC

院務處主任
楊何雅曼, BA (Alta.)

助理主任
林竹韻, BBA (S.W. Texas State)

科學館管理辦公室

助理主任
吳婉雯,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翻譯及傳譯高級證書 (城市理工)

生物化學系
(系主任: 何國強教授)

教師
Guldan, Georgia Sue, BSc (Wis.-Madison); MSc, PhD (Tufts); 副教授
方永平,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教授
王駿, 畢業證書 (無錫輕工業學院); PhD (Wis.-Madison); 教授
江紹佳, 高級文憑及榮譽文憑 (浸會); MSc (Salf.); 哲學博士 (中大); MBA

(Strath.); CBiol; MIBiol; 教授
何永成, BSc (Alta.); MA, PhD (NY State); 副教授
何國強, AB, PhD (Calif.); 教授
何源遠, 理學士 (台大); MSc, PhD (Col.); 助理教授
吳子斌,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PhD (Nfld.); 教授
李秀端, 理學士 (浸會); MS, MS (Mississippi); PhD (C'nell.); 副教授
李卓予, BSc, MSc, PhD (Br. Col.); 生物化學講座教授
邵鵬柱,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Lond.); DIC; 教授
韋妙宜, BSc (W. Ont.); PhD (Tor.); 教授
徐國榮, 理學士、教育文憑及哲學博士 (中大); 副教授
張榮泰,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Cantab); 副教授
梁國南, 理學士 (中大); PhD (ANU); 教授
梁禮國, BS (Alta.); MS (Wyoming); PhD (Kentucky); 副教授
郭添德,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Cantab); 副教授
陳振宇, 理學學士 (河南師大); PhD (Mass.); 教授
陳浩然, 理學士 (中大); PhD (Cantab);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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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竟明,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Nfld.); 副教授
曾守焯, BSc, PhD (McG.); 教授
馮國培,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哲學博士 (港大); 教授
黃錦波,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Cantab); 助理教授
溫志昌,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Melb.); 副教授
鄭漢其, 理學士 (中大); PhD (Lond.); 教授

名譽教師
汪建平, BS (Calif.); PhD (Purdue); MASBC; MAAAS; MBS; MACS; FAIC;

FRSChem; 兼任教授
曹宏威, BBS; 統一文憑 (崇基); MSc (Miami); PhD (Wis.); CChem FRSC; 兼任
教授

梁瑞安,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DPhil (Oxon); 兼任教授
蔡棉, 理學士 (港大); MSc (S. Fraser); PhD (Br. Col.); 兼任教授及研究員
盧毓琳, BSc (Wat.); 兼任教授

研究人員
王賀祥, 農學學士及農學碩士 (北京農業); 哲學博士 (中大); 副研究員
李永長,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張澤生,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天津輕工業); 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曾偉基,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曾詠佩,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葉秀雲, 工學學士 (福州); MSc, DAgr (Hiroshima); 副研究員
楊重文,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博士後研究員
蕭桂武, 理學學士 (湖南省教育學院); 理學碩士 (華南師大); 理學博士 (中
山); 副研究員

生物系
(系主任: 辛世文教授)

教師
Buswell, John Anthony, BSc, PhD (Birm.); 教授
王保 ,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Calif.); 教授
伍澤賡, BSc, MSc (Philippines); PhD (Br. Col.); 副教授
朱利民,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Liv.); 副教授
朱嘉濠, BA (Calif.); PhD (MIT); 教授
辛世文, 理學士 (中大); 理學士及理科碩士 (港大); PhD (Wis.-Madison); 生物
學講座教授

林漢明,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Northwestern); 副教授
姜里文, 理學學士 (華南農業); MSc (Br. Col.); PhD (S. Fraser); 助理教授
胡應劭,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教授
倪世明, BSc (Wat.); PhD (Alta.);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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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強, 理學士 (港大); MChem, PhD (NSW); 副教授
畢培曦, 理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 (中大); MA, PhD (Calif.); 教授
馮明釗,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ANU); 教授
黃創儉, BSc, PhD (Tor.); MSc (Ott.); 教授
黃榮春, 理學士 (台大); MS (Sask.); PhD (Tor.); 教授
黃蔭成,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Calif.); 副教授
葛偉, 理學學士 (南京); 理學碩士 (中國科學院); PhD (Alta.); 副教授
趙紹惠,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GDipMicrobiol (Tokyo & Osaka); PhD

(Manc.); 副教授
鍾厚賢, BSc, MSc (Hawaii); PhD (Louisana State); 副教授
關海山,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DipMicrobiol&Biotech (Osaka & Kyoto);

PhD (Calif.); 教授

導師
招志明,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哲學博士 (港大)
鍾國昌,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研究人員
Deane, Eddie Edward, BSc (Wales); PhD (Nott.); 副研究員
丁少軍,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南京林業); 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于秋菊, 農學學士、農學碩士及農學博士 (東北農業); 副研究員
胡秀英, BBS; 文學學士 (南京金陵); 理學碩士 (廣州嶺南); PhD (Harv.); 名譽
高級研究員

馬雙成, 醫學學士 (北京中醫藥); 醫學碩士 (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 哲學
博士 (中大); 副研究員

涂巨民,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 (華中農業); 研究統籌員
張力, 理學學士 (貴州師大); 理學碩士 (中國科學院); 哲學博士 (港大); 副研
究員

陳大明, 理學學士及農學碩士 (浙江農業); 農學博士 (浙江); 副研究員
黃雪松, 農學學士 (山東農業); 食品科學碩士 (無錫輕工業學院); 農學博士

(華中農業); 副研究員
黃詹秀美, 理學士 (台大); MSc (Sask.);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AIBMS;

RegMLTechg (Part I); 副研究員
廖佩珊,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研究統籌員

化學系
(系主任: 李偉基教授)

教師
成公明, 理學士 (港大); MSc, PhD (Lond.); DIC; CChem FRSC; 教授
余濟美, BS (St. Martin's Coll.); PhD (Idaho); 教授
吳奇, 理學學士 (中國科技); PhD (NY); 化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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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基培,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DPhil (Oxon); MACS; CChem FRSC;
教授

李偉基, BS (Ill.); MS, PhD (Mich.); 化學講座教授
李鴻基,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周克勳,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Cantab); CChem FRSC; 教授
林錫樂,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柳愛華, 理學士、特級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MSc (Lond.); DIC; CChem

FRSC; 教授
梁永波, BSc (Kent); MSc (Sus.); PhD (W. Aust.); CChem FRSC; 教授
許加聰, BSc (Alta.); PhD (Br. Col.); 特任導師
郭偉民, 理學士 (中大); MESc, PhD (W. Ont.); 教授
陳文初, 理學士 (中大); PhD (Chic.); 副教授
陳建成, 理學士 (港大); PhD (Chic.); 教授
陳德華, BSc, PhD (Warw.); 副教授
黃乃正, 理學士 (中大); PhD, DSc (Lond.); CChem FRSC; 化學講座教授
劉志鋒, 理學學士 (武漢); 理學碩士 (中國科學院); PhD (W. Ont.); 副教授
歐陽植勳, BSc (S. Fraser); PhD (McM.); 教授
謝作偉, 理學學士 (杭州); 理學碩士 (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 PhD (Technische

Univ. Berlin/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 教授

名譽教師
Wan, See Ming Terence, BSc (Wis.-Madison); PhD (MIT); EurChem; CChem;

FRSChem; 兼任副教授
陳子樂, BSc (St. F.X.); MSc (Missouri); PhD (Tulane); 兼任教授
陳長謙, BS, PhD (Calif.); 名譽教授
章林溪, 理學學士 (浙江師大); 理學碩士 (杭州); 名譽訪問學人
蘇叔平, 理學士及特級理學士 (港大); PhD (McM.); CChem; 兼任教授

導師
張羽伸,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Iowa State)
陳永發,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Br. Col.)
麥建華,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楊力偉,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 (復旦); PhD (Br. Col.)

研究人員
王泉明,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 (廈門); 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王耀榮, 工學學士 (合肥工業); 工學碩士 (中國科技); 理學博士 (浙江); 博士
後研究員

吳榮生, 化學科技學士 (理大); 哲學博士 (科大); 副研究員

林 ,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上海交通); 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姜子濤,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 (東北師大); 理學博士 (南開); 博士後研究員
徐安武, 理學學士 (合肥理大); 哲學博士 (中國科技); 博士後研究員
祝方明, 理學博士 (中山);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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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度, 理學學士 (四川); 理學碩士 (北大); 訪問學人
麥松威, BSc, PhD (Br. Col.); 研究講座教授
康健,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成都科技); 工學博士 (四川聯合); 副研究員
陳衛民, 理學學士 (華中理大); 理學碩士 (同濟醫科); 理學博士 (中山); 副研
究員

楊成, 文學學士 (華北工學院); 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四川); 名譽副研究員
葉i珺, 理學學士 (中國科技); 理學碩士 (中國科學院); MS (N. Carolina);
副研究員

趙永樂,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劉滇生, DPhil (Sus.); 副研究員

中醫學院
(院長: 車鎮濤教授)

中醫學榮譽講座教授
胡秀英, BBS; 文學學士 (南京金陵); 理學碩士 (廣州嶺南); PhD (Harv.)

教師
司徒儀, 廣州中醫學院畢業; 客座教授
岑澤波, 廣州中醫學院畢業; 客座教授
車鎮濤,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Ill.); 教授
孫外主, 天津第二醫學院畢業; 研究生畢業證書 (天津中醫學院); 客座教授
梁頌名, 北京醫科大學及北京中醫藥大學畢業; 客座教授
陳群, 醫學碩士 (廣州中醫學院); 客座教授
黃春林, 廣州中醫學院畢業; 客座教授

名譽教師
李川軍,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PhD (Roch.); FRCPC; FCAP; FRCPA;

FRCPath; FHKAM (Pathology); FIAC; 顧問及兼任教授
周榮漢, 華東藥學院畢業; 名譽客座教授
孫漢董, 雲南大學畢業; PhD (Kyoto); 名譽客座教授
陳可冀, 福建醫科大學及中國醫學科學院畢業; 名譽客座教授
談靈鈞, 嶺南國醫藥專門學院畢業; 名譽客座教授
嚴世芸, 上海中醫學院畢業; 名譽客座教授
佘靖, 首都醫科大學畢業; 名譽顧問及名譽客座教授

顧問
朱慶生, 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畢業; 名譽顧問

科學主任
葉兆波, 理學士 (中大); 哲學博士 (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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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系
(系主任: 劉家成教授)

教師
丘成桐, PhD (Calif.); 榮譽理學博士 (中大); 數學講座教授
左康, 理學學士 (中國科技); MS, PhD (Bonn); Habilitation (Kaiserslautern);
訪問學人

吳恭孚, MSc, PhD, DSc (Wales); 教授
岑嘉評, 文憑 (浸會); MSc (Leeds); PhD (Alta.); 數學講座教授
辛周平, 理學學士 (西北); 理學碩士 (中國科學院); PhD (Mich.); 數學講座教授
區國強, 理學士 (中大);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港大); PhD (Calif.); 副教授
曹�昇,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NY); 教授
梁子威,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Vic.); 副教授
陳漢夫, 理學士 (中大); MSc, PhD (NY); 教授
陸慶燊, 文學士 (港大); MA, MPhil, PhD (Col.); 教授
楊傑明, 理學士 (港大); PhD (Calif.); 特任導師
溫有�, 理學士 (中大); MSc, PhD (Stan.); 副教授
鄒軍, 理學學士 (江西); 理學碩士 (武漢); 哲學博士 (中國科學院); 教授
劉家成, 理學士 (中大); PhD (Wash.); 數學講座教授
魏軍城, 理學學士 (武漢); PhD (Minn.); 副教授
譚聯輝, 理學士 (中大); PhD (Stan.); 教授

名譽教師
林兆波,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PhD (Cantab); 兼任副教授

高級導師
譚炳均, 理學士 (中大); 特級理學士 (港大); PhD (Br. Col.)

導師
盧武度, 理學碩士 (中山); 哲學博士 (中大); GradDipEconometrics (NE)

研究人員
鄧少雄, 理學士 (港大); PhD (Purdue); 博士後研究員

物理系
(系主任: 劉煥明教授)

榮譽講座教授
楊振寧, 理學士 (西南聯大); PhD (Chic.); 榮譽理學博士 (中大); 榮譽博士

(Prin., Brooklyn Polytech. Inst., Wroclaw, Gustavus Adolphus Coll., Maryland,
Durh., 復旦, Eidg. Technische Hochschule, Moscow State, Drexel, 清華, 交
通, Mich., NY State, Wash. Coll., 中正, 浸大);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獎人



539

教師
Liu, Wing Ki, BSc, MS, PhD (Ill.); 客座教授
王福俊, BA, PhD (Northwestern); 助理教授
朱明中, BSc, PhD (Caltech); 教授
余建華, 理學士 (中大); MSc, PhD (Calif.); 教授
吳恆亮, BSc (McG.); MSc (C'dia.); PhD (Manit.); MIP; CPhy; 副教授
李泉, 理學學士 (北大); PhD (Northwestern); 助理教授
李榮基,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Cinc.); 副教授
林海青, MS (Iowa State); PhD (Calif.); 教授
夏克青, 理學學士 (蘭州); MSc, PhD (Pitt.); 教授
郝少康, 理學士 (中大); PhD (NY State); 副教授
梁培燈,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MS (Caltech); 教授
許伯銘, 理學士 (港大); MS, PhD (Ohio State); 教授
程淑姿, 理學士 (港大); 哲學碩士 (中大); PhD (Chic.); 教授
黃康權,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Northwestern); 教授
黃景揚, 理學士 (中大); PhD (Penn.); 副教授
楊綱凱, BS, PhD (Caltech); 物理學講座教授
廖國樑, 理學士 (中大); MSc, PhD (Tor.); 教授
劉煥明, 理學士 (中大); PhD (Br. Col.); 材料科學講座教授
賴漢明, 理學士 (中大); PhD (Dartmouth Coll.); 教授
瞿顯榮, BS (Caltech); PhD (Harv.); 教授
羅志輝, SB, PhD (MIT); 副教授
羅蔭權, BS, MS, PhD (Calif.); 教授

名譽教師
Tse, John S., 理學士 (中大); PhD (W. Ont.); 名譽教授
吳奇, 理學學士 (中國科技); PhD (NY); 名譽教授
孫緯武,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MA, PhD (Caltech); 兼任教授
黃家偉,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名譽助理教授
楊利堅, BSc, MSc, PhD (CityU), CChem MRSC; FIC; FIMF; 兼任教授
雷家文,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名譽助理教授
羅志光,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Roch.); 名譽助理教授

高級導師
湯兆昇,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導師
王永雄,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李玉仁,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Pitt.)
鄭啟明,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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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Lee, Wenzhong, 工學博士 (核工業西南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吳潤, 理學學士 (東北); 理學碩士 (北京理大); 理學博士 (華中理大); 副研究員
林超英, 理學士及特級理學士 (港大); MSc (Lond.); DIC; 名譽副研究員
彭金滿, 理學士 (港大);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副研究員
張喜田, 理學學士 (吉林); 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 (中國科學院); 博士後研究員
陳偉文,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黃家偉,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副研究員
葉崇達,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名譽副研究員
葉超, 畢業文憑 (復旦); 副研究員
潘海濤,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名譽副研究員
羅志光,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Roch.); 副研究員
顧國慶, 理學博士 (復旦); 副研究員

古文物測試中心主任
羅蔭權, BS, MS, PhD (Calif.)

物理系中央實驗室助理主任
李松基,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電算師
陳茂威, 理學士 (中大)

統計學系
(系主任: 范劍青教授)

教師
王海嬰, 理學士 (浸大);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科大); 講師
李劍鏗,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MSc, PhD (Chic.); 教授
李錫欽, 理學士 (中大); MA, MSc, PhD (Calif.); 統計學講座教授
胡家浩, 理學士 (中大); MSc (Dal.); PhD (Alta.); 副教授
范劍青, 理學學士 (復旦); 文學碩士 (中國科學院); PhD (Calif.); MISI; FIMS;

MASA; MICSA; 統計學講座教授
張紹洪, BA (C'dia.); MA, MS (Georgia); PhD (Temple); 副教授
梁志英, 理學士 (中大); MSc, PhD (Tor.); 副教授
梁沛霖, 理學士 (中大); MA, PhD (Mich.); 副教授
陳炳城, BSc, MSc, PhD (McM.); 副教授
陳毅�, 理學士 (中大); PhD (Maryland-Coll. Park); FIMS; 統計學講座教授
劉大成,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Purdue); 副教授
潘偉賢,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Calif.); 教授
顧鳴高, 理學士 (復旦); MA, MPhil, PhD (Col.);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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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教師
Hall, Peter Gavin, BSc (Syd.); MSc (ANU); DPhil (Oxon); Docteur Honoris

Causa (Univ. Catholique de Louvain); 名譽教授
王永雄, BA (Calif.); MS, MS, PhD (Wis.-Madison); 兼任教授
何永ã, 理學士、學位教師教育證書及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PGDipStat&NatAcct

(ISS, The Hague); CertSurvSamp (Mich.); C. Statistician; 證書 (清華); 兼任
教授

徐仲 , BSc, MSc (Manit.); PhD (Pitt.); 名譽副教授

研究人員
宋心遠, 理學學士 (湘潭); 理學碩士 (中山); 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李元, 理學學士 (Huadong Petroleum Inst.); 理學碩士 (北京工學院); 哲學
博士 (北大); 副研究員

唐年勝, 理學學士 (重慶師範); 理學碩士 (雲南); 工學博士 (東南); 博士後
研究員

張崇岐, 理學學士 (西安冶金建築學院); 理學碩士 (東北工學院); 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顧娟, 理學學士 (蘇州鐵道師範學院); 文學碩士及理學博士 (華東師大); 博士
後研究員

電算師
梁敬康, 數學統計及電腦高級文憑及應用統計學院士 (理工); GradDipStat

(Inst. of Stat.); 哲學碩士及互聯網應用證書 (中大); 管理學文憑 (理大/香港
管理專業協會)

黃英宏,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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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

院長
梁怡,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MS, PhD (Colorado)

院務處主任
羅景熙, 社會科學學士及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文學碩士 (中大)

助理主任
黃雪蘭, 文學士 (城大); 文科碩士 (港大)

人類學系
(系主任: 陳志明教授)

教師
Bosco, Joseph, BS (Notre Dame); MA, MPhil, PhD (Col.); 副教授
Mathews, Gordon Clark, BA (Yale); MA (Sch. for Intnl. Training, USA); MA,

PhD (C'nell.); 副教授
呂烈丹, 文學學士 (中山); 文學碩士 (北大); PhD (ANU); 助理教授
張展鴻, CertJapLang (Tokyo Univ. of Foreign Stud.); BA (Ciba); MA, PhD

(Osaka); 副教授
陳志明, BSocSc (Sains Malaysia); MA, PhD (C'nell.); 教授
譚少薇, BA (Indiana); MA, PhD (Hawaii); 副教授

顧問
丁新豹, 文學士、文科碩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名譽顧問
嚴瑞源, 文學士 (中大); MA (Ohio State); MLitt (Oxon); 名譽顧問

研究人員
Augustin-Jean, Louis Marc Andre, BA, MA, DEA (Paris-Sorbonne); DESS,

PhD (Paris-Nanterre); 名譽副研究員
Palmer, David A., BA (McG.); MPhil (Paris-8); PhD (Sorbonne); 名譽副研究員
朱健剛, 文學學士 (北大); 文學碩士 (復旦); 博士後研究員

建築學系
(系主任: Prof. Baniassad, Essy)

教師
Baniassad, Essy, BArch (Ill.); MA, PhD (Manc.); Hon FAIA; 建築學講座教授
Bertin, Vito Daniel, DiplArchETH (Swiss Federal Inst. of Tech.); 副教授
Cody, Jeffrey William, BA (Amherst Coll.); MA, PhD (C'nell.);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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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ez-Prado, Gladys, Architecta (Univ. de El Salvador); MA (Manc.); BArch
(Liv.); ARCUK; RIBA; 助理教授

Sanders, Nancy Margaret, BDesign (Arch) (Flor.); MArch (Harv.); 助理教授
Shin, Hae Won, BSc (Yonsei); AA Dip, RIBA (Part 2) (Arch. Assn. Sch. of

Arch., Lond.); 助理教授
何培斌, MA, DipArch (Edin.); PhD (Lond.); MRIBA; MSAH; 教授
吳恩融, BA (Nott.); BArch (Manc.); PhD (Cantab); MBA (Warw.); RegArch

(UK); RIBA; IESNA; MSLL; 教授
李以康, LHus (McG.); AB, MArch (Harv.); 副教授
周志偉, BASc (Br. Col.); BEDS (Tech. UNS); MArch (Dalh.); 助理教授
林雲峰, 文學士 (建築)、建築學士及城市規劃理科碩士 (港大); FHKIA;

RIBA; ARAIA; RegArch (HK); A.P. (Architect); 教授
胡佩玲, BArch (Sing.); MSc, MCP (MIT); 副教授
陳惠基, BSc (Arch), BArch (McG.); MRAIC; HKIA; A.P. (List 1); RArch (HK);
副教授

鄒經宇, 工學士 (中國文化，台灣); MArch, DArch (Mich.); 教授
劉宇揚, BA (Calif.); MArch (Harv.); Associate Member AIA; 助理教授
鄭炳鴻, 文學士 (建築)及建築學士 (港大); MSc (ArchStud) (MIT); HKIA;

MRIBA; RArch (HK); 助理教授
顧大慶,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南京工學院); Dr.sc.techn. (Swiss Federal Inst.

of Tech.); 副教授

名譽教師
Givoni, Baruch, BSc (Israel Inst. of Tech.); MSc (Pitt.); PhD (Jerusalem); 名譽
教授

Hawkes, Dean Ullathorne, MA, PhD (Cantab); RegArch; ARIBA; FRSA; 名譽
教授

吳享洪, 文學士 (建築)及建築學士 (港大); FHKIA; RIBA; SIA; Hon Member,
AIA; A.P. (List 1); ARCUK; RegArch (HK); 名譽教授

許文博, 文學士 (建築)及建築學士 (港大); FHKIA; RIBA; Associate Member
AIA; RegArch; A.P. (Arch); FBEng; 名譽教授

陳丙驊, BA, MArch (Harv.); DipArch (Cantab); CArch (UK); RegArch (USA);
RegArch (HK); A.P. (List 1); NCARB; AIA; RIBA; HKIA; MCSD; 名譽教授

陳炳祥, BEng, MEngSc (NSW); FIEAust; FHKIE; MAIRACH; MCASANZ;
MIAcoustics; RegProfEng; RegElectWkr; CProfEng (Aust.); CEng; 兼任
副教授

楊光輝, BA, DipArch, DMS (Liv. Polytech.); ARCUK; RIBA; MIMgt; HKMA;
AssocAIA; 兼任副教授

導師
簡懷德, BSc (Arch) (N'cle., NSW); MBldgSc (S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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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Hall, Theodore Wayne, BS, MArch, DArch (Mich.); 研究統籌員
朱益民, 理學學士 (復旦); 工學博士 (清華); 副研究員

電算師
梁達偉, BSc, PGSpCertMaths (Alta.)

經濟學系
(系主任: 宋恩榮教授)

教師
宋恩榮,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PhD (Minn.); 教授
李宏彬, 經濟學學士及理學碩士 (北京農業); PhD (Stan.); 助理教授
杜巨瀾, 經濟學學士及經濟學碩士 (復旦); PhD (Harv.); 助理教授
周文林, 文學士 (輔仁); MS, PhD (Ill.); 教授
周嗣文, 工商管理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 (成功); PhD (Calif.); 助理教授
孟慶來, 理學學士及文學碩士 (武漢); MA, PhD (NY); 助理教授
崔啟源, BA, MA, PhD (Tor.); 教授
張俊森, 理學學士 (浙江); MA, PhD (McM.); 教授
梁嘉銳,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PhD (Roch.); 助理教授
莊太量,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PhD (Roch.); 副教授
曾志雄, 經濟學學士及經濟學碩士 (中國人民); PhD (Northwestern); 助理教授
黃錦就,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Minn.); 副教授
葉創基,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MA, PhD (Penn. State); 教授
廖柏偉, SBS; BA (Prin.); MA, MA (Ed), PhD (Stan.); 經濟學講座教授
趙志鉅, 商學士 (政大); 文科碩士 (台大); PhD (S. Ill.); 教授
關焯照, BA, MA, PhD (C'dia.); 副教授
鄺啟新,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PhD (Br. Col.); 副教授

高級導師
賀賢平,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導師
容楚穎, BA (Wash.); MA (Calif.); 哲學博士 (中大)
殷偉憲,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哲學博士 (港大)
馮潔冰,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MCom (NSW); MEcon, PhD (ANU)
廖振華, 理學士 (港大); MA (Kansas); MSc, PhD (Wis.-Madison)
鄧克勤, BA (Leth.); MA (S. Fraser); PhD (Tas.)

研究人員
何濼生,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MA, PhD (Tor.); 名譽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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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
(系主任: 林健枝教授)

教師
Marafa, Lawal Mohammed, MSc (Moscow Agri. Acad.); PGDip (Cran. T.I.);
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伍世良,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W. Ont.); 助理教授
沈建法,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 (華東師大); PhD (Lond.); FRGS; 副教授
林健枝,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PhD (NE); JP; 教授
林琿, 文憑 (武漢測繪科技); 理學碩士 (中國科學院); MA, PhD (NY State); 教授
張力,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 (中山); MSc (Lond.); PhD (Wash.); 助理教授
梁怡,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MS, PhD (Colorado); 地理學講座教授
陳永勤,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 (中山); PhD (Georgia); 助理教授
馮通,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PhD (Wat.); 教授
楊汝萬, OBE; 文學士及教育文憑 (港大); MA (W. Ont.); PhD (Chic.); JP;
地理學講座教授

鄒桂昌,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PhD (ANU); 副教授

導師
梁慧嫻, BA (Dartmouth Coll.); MA (Minn.)
黃葉芳, 理學學士 (上海師大); 理學碩士 (華東師大); 哲學博士 (中大)

研究人員
馬江洪, 理學學士 (寶雞師範學院); 理學碩士 (西北工業); 理學博士 (西安
交通); 博士後研究員

政治與行政學系
(系主任: 關信基教授)

教師
Choi, Jin Wook, BPA, MPA (Korea); PhD (Chic.); 助理教授
Davis, Michael Curtis, BA (Ohio State); JD (Calif.); LLM (Yale Law Sch.); 教授
王紹光, 法學學士 (北大); MA, PhD (C'nell.); 教授
吳國光, 文學學士 (北大); 文學碩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 MA, PhD (Prin.); 副教授
李詠怡,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PhD (Syr.); 副教授
於興中, 文學學士 (蘭州); LLM, SJD (Harv.); 助理教授
馬樹人, BA (Essex); MA (McM.); MA, PhD (Tor.); 副教授
曹景鈞, 文學士 (中大); BA (Calif.); MA, PhD (Chic.); 副教授
黃偉豪,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PA, PhD (Syr.); 助理教授
關信基, 法學士 (政大); MA (F.U. Berlin); PhD (Munich); 政治與行政學講座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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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教師
Mohrman, Kathryn Jagow, BA (Grinnell Coll.); MA (Wis.); PhD (George Wash.);
名譽客座教授

黃宏發, OBE; 文學士 (港大); MPA (Syr.); JP; 名譽教授

導師
周保松, 文學士 (中大); MA (York, UK)
林蔚文, 社會工作文憑及社會工作學士 (理工); MA (Sus.); 哲學博士 (港大)
蘇陳美玲,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JD (Loyola Law Sch., Los Angeles)

新聞與傳播學院
(院長: 李少南教授)

教師
Kenny, James Francis, BA (Montclair State Coll.); MS, PhD (Syr.); 副教授
McIntyre, Bryce Telfer, BA (Arizona); BS (Calif. State Polytech.); PhD (Stan.);
講師

李少南,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Mich.); 教授
洪浚浩, 文學學士 (華東師大); MA (Windsor); DipIntJournal (Shanghai Int'l.

Stud.); PhD (Texas); 訪問學人
馬傑偉, BTh (Baptist Theol. Sem.); BSc (Indiana State); 哲學碩士 (中大); PhD

(Lond.); 副教授
張皓傑, 文學士 (東海); MA (Mich.); PhD (Syr.); 助理教授
梁永熾, BA, BS, MA, PhD (Texas); 副教授
梁偉賢, 文憑 (浸會); MA, PhD (Minn.); 教授
郭貞, 文學士 (台大); MS (Boston); PhD (Mich.); 訪問學人
陳文, BS, PhD (Minn.); 哲學碩士 (中大); 教授
馮應謙,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PhD (Minn.); 助理教授
齊湘, 文學士 (台大); MA (Stan.); PhD (Texas); 助理教授
蘇鑰機,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Penn.); 副教授

名譽教師
何鳳君, BA, MEd (Hawaii); 兼任助理教授
陳景祥, 文學士、教育文憑及哲學碩士 (中大); CertMediaMgt (Poynter Inst.,

USA); 兼任助理教授

導師
姚霞,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City, UK)

營業主任
黃振甦, BS (M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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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系
(系主任: 張妙清教授)

教師
Bond, Michael Harris, BA (Tor.); PhD (Stan.); 心理學講座教授
Hayward, William Gordon, BA, MA (Cant.); MS, MPhil, PhD (Yale); 副教授
McBride, Catherine Alexandra, BA (Oberlin Coll.); MA, PhD (S. Calif.); 副教授
Penney, Trevor Bruce, BSc, MSc (Nfld.); MA, MPhil, PhD (Col.); 助理教授
Taylor, Paul John, BA, MA (Glassboro State Coll.); PhD (Temple); 副教授
區永東, BSc (Wis.-Madison); MA, PhD (Ill.); 副教授
張妙清, OBE; BA (Calif.); PhD (Minn.); JP; 心理學講座教授
張謙,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PhD (Kansas); 副教授
梁永亮, 社會科學學士及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PhD (Sheff.); 教授
梁耀堅, BA, MA, PhD (C'dia.); 副教授
陳天祥,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PhD (Conn.); 副教授
陳鈞承, 理學士 (中大); MA, PhD (Ill.); 副教授
陳瑞燕, AB, MSW, AM (Mich.); PhD (Calif.); 副教授
陳衛,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MA, PhD (Calif.); 副教授
陳烜之, 文學士 (輔仁); MA (Calif. State Coll.); PhD (Kansas); 心理學講座教授
麥穎思, BA, MA, PhD (Calif.); 助理教授
馮海嵐, BS (Wash.); MA, PhD (Stan.); 助理教授
鄧素琴, BA, MS, PhD (N. Texas State); 教授

名譽教師
Mobley, William H, BA (Denison); PhD (Maryland); Hon LLD (Akron); FAPA;

FSIOP; FAPS; 名譽教授
莊麗雅, 文學士、社會科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Reg.Clin.Psychologist; C.

Psychologist; 兼任助理教授

研究人員
Leahy, Patricia, BA (NUI); 文科碩士 (港大); 哲學碩士 (中大); PhD (S. Q'ld.);

MAPS; Reg Psychologist; 博士後研究員
柏鍾擴, 同濟醫科大學畢業; 名譽副研究員
張樹輝, 社會科學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盤淑嫻, BA, MA, PhD (Hawaii); 名譽副研究員

臨;心理學家
張美珍, 社會科學學士、心理學文憑及哲學碩士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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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學系
(系主任: 馬麗莊教授)

教師
王卓祺, 社會科學學士及社會工作碩士 (港大); PhD (Sheff.); 教授
石丹理, BBS;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JP; 教授
李翊駿, BSc (Ill. State); MSW, PhD (Ill.); 副教授
林孟秋,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SW (Minn.); PhD (S. Calif.); 教授
林靜雯,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SW (McG.); PhD (W. Laur.); 助理教授
倪錫欽,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社會工作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副教授
馬麗莊, 社會科學學士、社會科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教授
區初輝,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PhD (Calif.); 助理教授
莫邦豪,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SW (Hawaii); PhD (S. Calif.); 教授
馮可立, 社會科學學士及社會工作碩士 (港大); 副教授
黃洪,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PhD (Warw.); 註冊社會工作者; 助理教授
劉玉~, 社會科學學士、社會工作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助理教授
蔡冠華,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Sc (Lond.); 副教授
魏雁濱,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社會工作碩士 (港大); 法學士 (北大); PhD

(Sheff.); 教授

名譽教師
陳兆愷, 法學士及法學研究生證書 (港大);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兼任教授

兼任實習導師
朱復蘭,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吳美娟,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余秀珍, 社會科學學士、社會工作高級文憑及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馬寶如, 社會科學學士及社會工作碩士 (中大)
姚簡少薇,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MBA (Strath.)
陳偉良, 社會工作學士 (港大); 文科碩士 (理大)
郭勤,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SW (Calif. State); 註冊社會工作者
黃潔瑜, 社會科學學士及社會工作碩士 (中大); 註冊社會工作者
曹金鳳, 社會工作學士、社會工作學高級文憑及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潘偉儀,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社會工作高級文憑及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蔡尹慧娟,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社會工作學高級文憑及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鄧育慧, 社會工作文憑 (浸會); 社會工作碩士 (港大)

導師
梁芷芳,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MA (York, UK); 註冊社會工作者
曾育彪, BS, MS (Virg. Tech.): MA (Gordon-Conwell Theol. Sem.); MEd (Ha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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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系
(系主任: 李沛良教授)

教師
Adams, Jacqueline, BA, Dip (Cantab); PhD (Essex); 助理教授
丁國輝,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N. Carolina); 副教授
王淑英, BEd (Liv.); DipEd (Lond.); MA, MA, PhD (Stan.); 副教授
呂大樂,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MPhil, DPhil (Oxon); 教授
李沛良, OBE;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PhD (Pitt.); JP; 社會學講座教授
金耀基, SBS; 法學士 (台大); 政治學碩士 (政大); MPhil, PhD (Pitt.); 榮譽文
學博士 (科大); JP; 社會學講座教授

張越華,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McM.); PhD (Tor.); 教授
張德勝,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PhD (NY State); 教授
郭文山,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MA (Prin.); 助理教授
陳海文,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哲學碩士 (中大); MScPl, PhD (Tor.); 副教授
陳健民,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MPhil, PhD (Yale); 副教授
陳膺強,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DU (Bordeaux); 教授
彭玉生, 哲學學士 (四川); 法學碩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 MA, PhD (Calif.);
副教授

趙永佳,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MA, PhD (Prin.); 教授
劉兆佳,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PhD (Minn.); JP; 社會學講座教授
劉創楚,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PhD (Pitt.); 教授
蔡玉萍,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Warw.); MSc, DPhil (Oxon); 助理教授

導師
吳白弢,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EdM, EdD (Harv.)
陳小珊,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MA (Cal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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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亞太工商研究所

常務所長
楊瑞輝, BSc, MSc (Well.); DPhil (Oxon)

研究拓展主任
呂源, 工學學士 (北京工業); MBA (China-EEC Mgmt. Inst.); PhD (Aston)

營運經理
譚區蘊儀, MBA (Murd.)

助理主任
屠萱, 文學士 (中大); 哲學碩士 (城大)
謝賴桂芳, BBA (CUNY); 文科碩士 (港大)

香港癌症研究所

署理所長
陳德章, MBBS (Lond.); 醫學博士 (中大);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研究人員
陳肇聰, BSc (Lond.); 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科學主任
Whitney, Bruce Montfort, BS, MS (S.F. Austin State); PhD (Arkansas)

助理主任
顏鳳儀,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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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亞太研究所

所長
楊汝萬, OBE; 文學士及教育文憑 (港大); MA (W. Ont.); PhD (Chic.); JP

副所長
宋恩榮,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PhD (Minn.)

研究人員
Brosseau, Maurice Roch-laurent, BA (Laval); PhL (Les Facultes Jesuites); ThL

(Fujen); MA, PhD (Chic.); 名譽研究員
王友金, 法學學士 (北京政法學院); 名譽研究員
王家英, BA, MA, PhD (Manit.); 研究統籌員
何濼生,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MA, PhD (Tor.); 名譽研究員
李明g,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哲學碩士 (中大); MPhil (Col.); PhD (Lond.);
名譽研究員

李南雄, 法學士 (台大); MA (Indiana); PhD (Chic.); 名譽高級研究員
梁覺, 理學士 (中大); MA, PhD (Ill.); 名譽高級研究員
黃麗嫣, BA, BFA (Minn.); MSocSc (Sing.); PhD (ANU); 名譽研究員
喬健, 文學士及文科碩士 (台大); PhD (C'nell.); 名譽高級研究員
雷競璇, 文學士 (中大); Dip d'Etudes Approfondies (Paris); Dip d'Etudes

Approfondies, Doctorat du 3e Cycle (Bordeaux); 名譽研究員
蕭新煌, 文學士 (台大); MA, PhD (NY State); 名譽高級研究員
蕭滿章, MA, PhD (George Mason); 研究統籌員
羅尹寶珊,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研究統籌員

香港教育研究所

所長
盧乃桂, BA (Oregon); Cert (East Asian Inst., Col.); MIA, EdD (Col.)

副所長
侯傑泰, 理學士及文學碩士 (教育) (中大);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及哲學博士

(港大); MH
曾榮光, 社會科學學士、哲學碩士、教育文憑及哲學博士 (中大)
黃顯華, 社會科學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 (教育) (中大); EdD (Calif.)

教師
林建平, 文學士 (港大); 教育文憑 (中大); 文學碩士 (浸大); 文學碩士 (暨大);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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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伍巍, 文學學士 (安徽師大); 文學博士 (暨大)
張勵妍, 文學學士 (暨大); 哲學碩士 (港大)
陳廷三,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湯志祥, 文學碩士 (復旦); 哲學博士 (理大)

研究人員
劉欣, 哲學學士 (四川); 法學碩士 (南京); 副研究員

學校發展主任
周潔生, 文學士及教育文憑 (港大); 英語教學碩士 (理大)
馬玉珍, BA (York, Canada); 教育文憑，CertSchCounsel&Guid (中大); MEd (Syd.)
劉國賢, 理學士及教育文憑 (中大); 教育學碩士 (港大)
鄭志強, GradDipAdmin, MAdmin (Aust. Cath.); 電子計算學深造文憑 (城大);
教育碩士 (公開)

謝子馨, 文學士及教育文憑 (中大)

助理主任
何貴卿, 工商管理學士 (浸會)

助理編輯
梁念明, 文學士 (中大); 文科碩士 (港大)

中醫中藥研究所

管理委員會主席
梁秉中, OBE; SBS; 內外全科醫學士、外科碩士及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港
大); 理學博士 (中大); FRACS; FRCSEd;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FRCSGlas; JP

顧問
Lee, Kuo Hsiung, 理學士 (高雄醫學院); MS (Kyoto); PhD (Minn.); 名譽顧問
李寧漢, 菁華中醫學院畢業; 名譽顧問
賴世隆, 廣州中醫學院畢業; 名譽顧問
薛長利, 醫學學士 (廣州中醫學院); PhD (RMIT); 名譽顧問

名譽顧問 (外務)
李紹鴻, ISO;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港大); DPH (Sing.); DIH (Lond.);

FFPHM; FAFOM; FHKCM; FRCP; FFOM; FHKAM (Community
Medicin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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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辛保玉, 醫學學士 (天津中醫學院); 哲學博士 (北京中醫藥); 副研究員
徐敏,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 (廣州中醫學院); PhD (W. Aust.)；博士後研究員
馮國榮, BSc (Lond.); DPhil (Oxon); ARCS; 研究統籌員
鄭景輝, 醫學學士 (華西醫科); 醫學碩士 (同濟醫科); 副研究員

助理主任
李珮珊,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護士長
方月嬋, RN; RN (UK & Wales); 醫務管理副文憑 (公開)

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長
蘇芳淑, BA (Swarthmore Coll.); MA, PhD (Harv.)

偉倫榮譽講座教授
饒宗頤, GBM; 榮譽文學博士 (港大); Hon Doctorate (Human Sc.)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Sorbonne); 榮譽文學博士 (嶺南)

榮譽講座教授及顧問
劉殿爵, 文學士及榮譽文學博士 (港大); MA (Glas.); 榮譽法學博士 (中大)

顧問
余英時, 文憑 (新亞); MA, PhD (Harv.); 榮譽法學博士 (中大); 名譽顧問

研究人員
Verellen, Carl Franciscus, MA (Hamburg); PhD (Paris VII); 名譽研究員
何志華,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名譽研究員
陳方正, BA (Harv.); MA, PhD (Brandeis); 名譽高級研究員
陳學霖, 文學士及文科碩士 (港大); MA, PhD (Prin.); 名譽高級研究員
鄭會欣, 歷史學學士 (南京); 哲學碩士 (港大); 哲學博士 (中大); 研究員
劉青峰, 北京大學畢業, 名譽研究員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總編輯
陳學霖, 文學士及文科碩士 (港大); MA, PhD (Prin.)

副編輯
朱國藩, 文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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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獻資料庫

行政主任
何志華,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研究人員
沈建華, 副研究員

文物館

館長
林業強, BA (Lond.)

文物館主任
甯雄斌, 實驗室技術員證書 (理工); CertArchConserv (Lond.); 工商管理學士

(公開進修學院); MUKIC; MIIC

文物館助理主任
李志綱,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陳娟安, 文學士 (港大); MA (Manc.)
游學華,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葉黎淑儀, 文學士 (中大); MPhil (Lond.)
鄧明亮, 設計學文憑及文學士 (理大)

研究人員
王人聰, 文憑 (北大); 名譽研究員
許忠陵, 研究員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主任及考古學研究主任
鄧聰,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 (中大); PGDip (Osaka Foreign Lang. Univ.); DLet

(Tokyo)

研究人員
區家發, 畢業文憑 (華南師大); 名譽研究員
商志香覃, 畢業文憑 (中山); 名譽研究員
陳仲玉, 文學士及文科碩士 (台大); 名譽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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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主任
劉殿爵, 文學士及榮譽文學博士 (港大); MA (Glas.); 榮譽法學博士 (中大)

副主任
張雙慶,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 (中大)

研究人員
彭宗平, 文學碩士 (北京師大); 名譽副研究員

《中國語文通訊》

執行編輯
樊善標,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及高級研究員
金觀濤, 北京大學畢業

研究人員
王小強, 理學學士 (河南工學院); 名譽研究員
沈志華, 歷史學碩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 名譽研究員
劉小楓, 文學學士 (四川外國語學院); 哲學碩士 (北大); PhD (Basel); 名譽
研究員

劉擎, 理學學士及工學碩士 (華東紡織工學院); MA (Marquette); 副研究員

常務編輯
劉青峰, 北京大學畢業

助理編輯
關小春, 文學士 (中大)

翻譯研究中心

主任及《譯叢》編輯
孔慧怡,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PhD (Lond.)

顧問
劉殿爵, 文學士及榮譽文學博士 (港大); MA (Glas.); 榮譽法學博士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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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編輯
Pollard, David Edward, BA (Cantab); PhD (Lond.)

研究人員
鄭文君, BA (Yale Coll.); MA, PhD (Har.); 研究員

常務編輯
譚柏山, 翻譯及傳譯高級文憑 (理工); 文學碩士 (中大)

理工研究所

所長
劉煥明, 理學士 (中大); PhD (Br. Col.)

香港運動醫學及科學研究中心

主任
陳M明, OBE;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Ch (Orth.) (Liv.); FRCSGlas;

FRCSEd; FRCSEd (Orth.); FAC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地球信息科學聯合實驗室

主任
林琿, 文憑 (武漢測繪科技); 理學碩士 (中國科學院); MA, PhD (NY State)

研究人員
沈大勇, 理學學士 (安徽師大); 理學碩士 (中國科學院); 博士後研究員
過仲陽, 理學博士 (同濟); 副研究員
廖明生, 工學學士及工學博士 (武漢測繪科技); 工學碩士 (華中工學院); 副
研究員

材料科學及技術研究中心

主任
劉煥明, 理學士 (中大); PhD (Br. Col.)

副主任
吳奇, 理學學士 (中國科技); PhD (NY)
黃世平,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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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學研究所

所長
丘成桐, PhD (Calif.); 榮譽理學博士 (中大)

副所長
辛周平, 理學學士 (西北); 理學碩士 (中國科學院); PhD (Mich.)

研究人員
談勝利, 理學學士 (湖北); 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 (華東師大); 訪問學人

助理編輯
陳晶芝, 工商管理學士 (浸大)

人文學科研究所

所長
王宏志,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PhD (Lond.)

副所長
蔣英豪,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Calif.)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院長
梁瑞安, DPhil (Oxon)

副院長
鄺志威, 理學士 (台大); PhD (Maryland)

財務及行政經理
陳賢德, BA (S. Fraser); CGA (Canada)

生物科技組主管
吳東明, 哲學碩士 (中大)

香港製藥技術中心經理
林何兒, BSc (Austin); MRACI (Australia)

中藥製程開發中心研究員
任貴興, 哲學博士 (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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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輔助單位

學能提升研究中心

主任
Hazlett, Clarke Blaine, BEd, MEd, PhD (Alta.)

教師
Kember, David Richard, BSc, MSc, PhD (E. Anglia); GradDipDistEd (S. Aust.

CAE); 學能提升學科講座教授
McNaught, Carmel Marie, BSc, DipEd, MEd (Monash); PhD (Natal);

MASCILITE; MHERDSA; MAACE; MAARE; 學能提升學科講座教授

研究人員
馬雪芬, BSc (Wales); PhD (Durh.); 訪問學人
梁燕萍,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 (中大); PhD (Calif.); 訪問學人

助理主任
葉秀姝, BSc (Penn. State)

大學通識教育

大學通識教育主任
張燦輝,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DrPhil (Freib.)

大學通識教育副主任
梁美儀, 文學士 (中大); CertFrenchLang (Paris III); MHist, DipAdvStud, DHist

(Paris I)
陳守仁, 文學士 (中大); MA, PhD (P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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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技巧訓練單元策劃主任
Sajnani, Raj Arjandas, DipHotelMgt (Inst. of American Hotel & Motel Assn.)
司徒阮明瑄, BBS; BA, BEd (Dal.); MA (Alta.)

教師
梁美儀, 文學士 (中大); CertFrenchLang (Paris III); MHist, DipAdvStud, DHist

(Paris I); 助理教授

辦公室主任
崔素珊, 社會科學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港大)

助理主任
馮天麗, BCom (Br. Col.)

校外進修學院

院長
李仕權, BSc, MSc (Indiana); 中國法律文憑 (中國法律學會); MBA (Strath.);

CPC; MHKCS; MBCS; CMAIS; FAIM

助理院長
詹秀霞, BSc (Manc.); MBA (Warw.); MPS; RegPharm

專任導師
黃燕華, 理學士 (中大); 理學碩士 (城大); PhD (W. Aust.)

副專任導師
文婉瑩,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DipAdEd, MA (Br. Col.)
李子華, 高級文憑及院士 (理工); Cert (IMS); MSc (Manc.)
林麗娜, BSc (Hawaii); MD (East); MPH (Syd.)
戴玉蓮, 文學士及工商管理文憑 (中大); 文學碩士 (城大)

課程統籌
上村勝雄, BA (Intnl. Christ.); MA (Waseda)
李健, 音樂學士 (上海音樂學院); MMus (San Francisco Conserv. of Music);

DMA (Cleveland Inst. of Music & Case W. Reserve)
唐苑君, 翻譯及傳譯高級文憑 (城市理工); MA (Sheff.); 中國語言學深造文憑

(理大)
齊藤希世子, BA (Kanag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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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關佩霞, 文學士 (港大); 文學碩士 (中大)

助理主任
李秀慧, 經濟學學士 (港大)

季 雯,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譚惠娟, 文學士 (港大)

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

高級主任
吳偉平, 文學學士 (廣州外國語學院); 文學碩士 (中山); PhD (Georgetown)

高級導師
文肖群, 文學士及教育文憑 (中大)
苗黃雅貞, 文學士 (中大)
馬關彩華, 文學士 (中大); MA (Hawaii)
馮朱小密, 文學士 (東海); MA (San Jose State) (署理助理主任)
韓江寧, 文學士 (台大); MA (Ohio State)
鐸周西京, 文學士 (東吳)

導師
王浩勃,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中國語言學文學碩士 (理大)
何王琪, 歷史學士 (南開); 考古學證書 (北大); 中國語言學文學碩士 (理大)
李兆麟,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陳凡, 文學學士 (南開); 文科碩士 (暨大)
陳京英,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中國語言學文學碩士 (理大)
盧譚飛燕, 文學士 (中大); 中國語言學碩士 (理大)
韓彤宇, 理學士 (中大); 中國語言學文學碩士 (理大)

圖書館系統

館長
Storey, Colin, BA (Leeds); PGDipLibn (Liv. Polytech. & UK Lib. Assn.); MPhil

(E. Anglia); 哲學博士 (港大); FHKLA; AALIA; FCLIP

高級助理館長
吳余佩嫻, 文學士 (港大); MSLS (Simmons Coll.)
黃潘明珠, 文學士 (港大); MSc (City, UK); MC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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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館長
李子良, BA (Lond.); 翻譯及傳譯高級文憑 (城大); MCLIP
周劉麗芝, 社會工作文憑 (樹仁); MLS (Alabama)
林美珍, 文學士 (港大); 企業管理學文憑 (理工/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GradDipArts

(C. Sturt); MLib (Wales); 資訊系統文學碩士 (城大); MHKLA; ALIA
梁黃朝榮, 理學士、學位教師教育證書及高級教育文憑 (港大); MA (Lond.)

主任及副主任
何以業, 中國語文文憑 (浸會); MSc (Strath.); GradDipComput (Deakin);

DipJapanese (Manukau Inst. of Tech., NZ)
何巧儀,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MSIS (N. Carolina)
李淑芬, BEd (Nott.); MA (Lough.)
李麗芳, BA, MLS (Tor.); MSc (Lond.)
杜芸芬, 社會工作文憑 (理工); AssoDipArts (Lib Pract) (Syd. Tech. Coll.); BASc

(UTS); MLib (NSW); BA (C. Sturt)
林進光,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MILS (Mich.)
林熾榮
邱淑如, 文學士 (台大); MLS (Col.); 哲學碩士 (中大)
馬輝洪, 文學士及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資深證書 (港大); DipIM-LIB, MLIB

(NSW); 文學士 (亞洲 (澳門) 國際公開大學); AALIA
梁有貞, 文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港大); MLS, InfoSpecChem (Indiana)
梁振 , 文學士 (中大); MLIS (Wis.-Milwaukee)
陳美施, 文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港大); DipLIS, MA (Lond.)
黃樂娟, 社會工作文憑 (浸會); MLS (S. Connecticut); ALA
鄒穎文,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MLS (Hawaii); DipTran (Inst. of Linguists)
趙夏蓮, 社會科學學士及教育文憑 (中大); MSc (N. Carolina)
蔡勞鳳明, 社會科學學士及教育文憑 (中大); DipLib&InfMgt (Canberra); AALIA
霍玉貞, 文學士及教育文憑 (中大); MLS (Dal.)
繆慧儀,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MLS (Rutgers); 資訊系統碩士 (理大)
譚李少芳, BSc (Mankato State); MA (Sheff.)
譚麗梅, BA (C'dia.); MLIS (McG.)

電算師
易文, 理學士及理學碩士 (中大)
陳卓裕, 軟件工程高級證書 (理工); GradDipBusiInfTech (Swinburne U.T.);

MCompStud (Deakin)
劉得光, BEng (Hudd.)
蔡劉愷倫, BSc (City, Lond.)

助理主任
鄧敏怡, 文學士 (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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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主任
關信基, 法學士 (政大); MA (F.U. Berlin); PhD (Munich)

辦公室主任
熊景明, 雲南大學畢業; 哲學碩士 (中大)

研究人員
胡素珊, BA, (San Diego State); MA (Wash.); PhD (Calif.); 名譽研究員
陳劍光, BSc (McG.); 道學碩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 MA, PhD (Ott.); LTh, DTh

(St. Paul); JP; 名譽研究員

大學出版社

社長
陸國燊, 文學士 (中大); PhD (Harv.)

總編輯
馮溢江, 理學士及工業工程證書 (港大); ALA; ALAA

視聽製作經理
黎陳慧玲, 社會科學學士及文學碩士 (教育) (中大); PGCE (Lond.)

製作經理
馬桂鴻, 平面設計高級文憑 (理工); PostgradCert (Lond. Coll. of Printing);

MSIAD

監製
譚顯揚, 社會科學學士 (浸大)

副編輯
黃小華, 文學士 (建築)及心理學深造證書 (港大)

助理編輯
曾誦詩, BA (Tor.); MA (Harv.)
謝偉強, 文學士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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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主任
黃麗芬, 工商管理文憑 (浸會)

會計主任
譚紫珊,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資訊科技服務處

處長
胡運驥, BSCE, MBA, PhD (Ohio); CDP; MBCS

行政資料處理組主任
李永元, CDP; MBCS; MACS

高級電算師
姚麥美蘭, BS (Misericordia); MS (IIT)
梁光漢,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文科碩士 (浸大); CDP
顏敏標, BSc (McG.)
徐耀明, BSc (Kent); Chartered Information Systems Practitioner
莊永港, 理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 (中大); CDP; MBCS; Chartered Information

Systems Practitioner
黃梁美燕,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蔡燦雄, BSc, MSc (Manc.)
譚尚榮, Associate Degree (Miami-Dade Community Coll.)

電算師
文苑婷, BA (Manit.); GradDipComp (Deakin)
王兆韜, 理學士 (中大) ; 理科碩士 (城大)
王香傳, 文學士 (中大)
丘智華, 文學士 (理工); MBA (Warw.); MBCS; CISSP
吳作基, BSc (Reading)
李耀華, 電子工程高級文憑及電子工程學學士 (理工); 理學碩士 (城大); AMIEE
杜國豪,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林成勇,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林惠榮, 系統分析高級文憑 (理工)
姚佩珊, 高級文憑及管理學深造文憑 (理工); 資訊技術證書 (港大); CDP
凌家康, 文學士 (理工)
桂維倫, BA (Boston); 專業會計學深造證書 (城大)
袁偉權, 理學士 (中大); GradDipCompSc (Victoria U.T.)
張陳妙嫦, 數學、統計及電腦高級文憑 (理工); MSc (Salf.)
張惠萍, BSc (Macq.); 品質管理碩士 (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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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倫, BA (Calif.); 軟件工程證書 (港大); 理科碩士 (城市理工); MIEEE
梁惠娟, BSc, MSc (Missouri); 管理學文憑 (理工及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文科
碩士 (城市理工); 工商管理碩士 (浸大); CCP

郭偉本, 工程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 (港大)
陳承志, BSc (Lond.); 哲學碩士 (中大)
陳特輝, 工程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港大); MSc (Lond.)
陳穩持, BA (S. Ill.)
馮健明, BSc, MSc (Tenn.)
黃婉芬, 電腦學高級文憑 (理工); MBA (Hull)
黃燕容, 理學士 (中大)
鄭建平, 理學士 (中大); 會計學深造文憑 (城大)
鄧麗華, HigherNatDip (Thames Poly.); BSc (Lond.); PGCertSoftwareEng

(Staffs.); 理學碩士 (浸大)
鍾惠虎, 理學士 (城市理工)
譚華忠, 理學士 (中大)
蘇伯祥, 理學士 (中大); 工商管理碩士 (城市理工); CDP
鄺惠芳, BSc, MBA (Tor.)

助理主任
阮寶琪, 文學士 (城大); 管理傳意文憑 (中大)
林雪玲,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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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行政部門

校長室

校長
金耀基, SBS; 法學士 (台大); 政治學碩士 (政大); MPhil, PhD (Pitt.); 榮譽
文學博士 (科大); JP

教務處

教務長
何文匯,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PhD (Lond.); JP

副教務長
李樹榮,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教育文憑 (中大)

高級主任
黃潘潔蓮, BEcon (W. Aust.)
楊元富, 理學士 (中大); 管理學文憑 (理工)

主任
余蕙卿, 文學士及公共行政學碩士 (港大); 管理學深造文憑 (城市理工)
林楊詩詩, 文學士 (城市理工); 公眾關係證書及公共行政碩士 (港大); MHKPAA
陳鄺麗[, 社會科學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港大); 文學碩士 (中大)

助理主任
吳淑嫻, 文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港大); 管理學深造文憑 (理大)
辛麗妍, 經濟學學士 (港大)
林國良, 理學士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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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碧儀, 社會工作文憑 (理工); BA (Lanc.); MA (York, UK); 青年輔導證書及
公共關係深造文憑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註冊社會工作者

黃麗萍, 文學士 (港大); MSc (Leic.)
雷寶玲, 文學士 (中大)
鄧秀君, 文學士 (理工)
鄧婉珊,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黎婉儀, 文學士 (港大)
蕭文彥,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理學碩士 (理大)
賴肇芳, 文學士 (港大)

研究院

主任
李麗霞,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溫鳳珠,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MA (Macq.)

助理主任
黃慧玲,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社會工作碩士 (港大)
楊一苹,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秘書處

秘書長
梁少光,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MDiv (S. Baptist Theol. Sem.); Cert (Assn. for

Clinical Pastoral Ed.)

高級主任
何婉兒,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助理主任
黃燕雲,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新聞及公共關係處

高級主任
許雲嫻, 英國語言及文學文憑 (浸會); MA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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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徐綺薇,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助理主任
張敏儀,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Sc (Lond.)

中文秘書
林益來

出版事務處

高級出版主任
梁其汝, 文學士 (港大)

助理出版主任
李琪, 教育文憑 (中大)
陳思祥, BA (Pomona Coll.); 文科碩士 (港大)
陳偉珠, 文學士 (政大)
蔡世彬,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財務處

財務長
陳鎮榮,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FCA; FCA (Aust.); FHKSA

高級財務經理
姚¬昭, 文學士及管理學文憑 (港大); MIMgt
香世傑, BSc (NY State); CA (Canada); FHKSA

財務經理
林月萍, 會計專業文憑 (理工); MBA (Birm.); FCCA; FHKSA
黃錦照, BSc (E. Anglia); CPA (Aust.)
趙光榮, ACIS; ACMA; AHKSA
鄺劉靜文, 高級文憑 (理工); ACIS; FCCA; FHKSA

高級會計主任/會計主任
何溫素清, 會計專業文憑 (理工); AHKSA; FCCA
何榮
吳小麟,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GradDipComm (NSW); FCCA; CPA (Aust.);

AHK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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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譚慕潔, 會計專業文憑 (理工); GradDipAcct (Macq.); AHKSA; FCCA;
ASCPA

吳麗梅, 文學士 (城市理工); ACCA; AHKSA
林永
袁夢霜, BFinAdmin (NE); CPA (Aust.)
馬彩嫻, 會計榮譽文憑 (浸會); AHKSA
陳月玲, BEcon (Monash); CPA (Aust.)
彭端淑, BSc (City, UK); ACCA; AHKSA
葉章梅,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AHKSA; FCCA; ICSA (Grad.)
黎鴻勝

電算師
李偉強, 理學士 (中大)

助理主任
何其誠,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膳堂事務主任
陳宛君,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人事處

處長
劉郭麗梅,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助理處長
阮健驄,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管理學文憑 (理工)
譚壽森, 社會科學學士及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人事主任
利順[, 文學士及高等教育行政及管理證書 (港大)
張燕儀,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商業資訊科技深造文憑 (城市理工); CertPer&IndRel

(Tor.); 工商管理碩士及文學碩士 (城大)
梁陳德英,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曾雁妍, 文學士 (港大); 文學碩士 (中大); 工商管理碩士及香港法律深造證書

(城大); MA (Macq.); GRP
盧杜燕萍, 文學士 (港大); 人事管理學文憑 (理工); 工商管理碩士 (城大)
顧佩芬, 文學士 (中大)

培訓事務經理
周偉榮,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MA (Ma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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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人事主任
朱盛華, BA (Q'ld.); 哲學碩士 (中大)
李曉霞, 文學士 (港大); MSc (Manc.)
周淑賢, 數學證書 (理工);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 (中大); 香港法律深造證書 (城大)
林偉健, 工商管理學士 (港大)
梁安琪, 文學士 (港大)
黃偉康, 文學士及香港法律深造證書 (城大)
劉謝秀霞
盧慧欣,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內部審核處

主任
鄭婉明, BS (San Diego State); CPA (USA)

內部核數師
許鍾詠慈,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AHKSA; ACCA

校園發展處

處長
林泗維, 文學士 (建築)及建築學士 (港大); HKIA; RIBA; ARAIA; RegArch

(HK); A.P. (List 1)

顧問
陳尹璇, MBE; 工程學士 (港大); CEng; MIEE; MHKIE

高級建築師
馬維剛, MArch (Arizona State); HKIA; ARAIA; RegArch (HK); A.P. (Architect)

建築師
李耀宗, BArch (Tenn.); RegArch (HK); HKIA
林偉民, BSc, DipArch (NELP); RIBA; HKIA; RegArch (HK); ARCUK
陳祖達, BArch (NSW); CArch (NSW); ARAIA; HKIA; RegArch (HK); A.P.

(List 1)
錢偉德, 文學士 (建築)及建築學士 (港大); RAIA; CArch (Aust.); HKIA; RegArch;

A.P. (Architect); R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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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建築師
Da Roza, Gustavo, 建築學士 (港大); FRAIC; MRCAA
Kinoshita, James Hajime, BArch (Manit.); MArch (MIT); AMP; ARIBA; FHKIA;

FRAIA; SIA; A.P. (List 1); RegArch (HK); RegArch (NSW); RegArch (Sing.);
ARCUK

Lye, Eric K.C., OBE; BArch, MFA (Prin.); FRAIC; FHKIA; RIBA; Hon RICS;
Hon AIA (HK)

黃漢威, BArch (NZ); ARIBA; FNZIA; FHKIA; A.P. (List 1)

高級工程師
葉俊傑, BSc (Eng) (CNAA); CEng; MIEE; MCIBSE; MIE (Aust.); MHKIE

屋宇裝備工程師
蔡章強, 機械工程高級證書及工程學士 (理工); MCIBSE; CEng; MHKIE

土力工程師
黃植禧, 理學士 (台大); 教育文憑 (中大); MCE (RICE); PGCertEd (Biola);

MSc (Lond.); RPE (G); MHKIE; CEng; MIMM; C.Geol FGS; CPG; MASCE;
MAEG

工程師
侯月中, BSc (Polytech. of C. Lond.); PGDipStructEng (Hatfield Polytech.);

MBA (Hull); MIStruct E; CEng; MHKIE; RPE; RegStructEng (PRC)

助理工程師
文耀豐, 土木工程 (土力學) 高級文憑 (理工); BEng (Wales, UK); Graduate

Member HKIE; Graduate Member IEAust; FGS (2001)
米頌萍, 工程學士及工程學碩士 (港大); Graduate Member HKIE
李淑雯, 屋宇設備工程高級文憑 (城大); 工學士 (理大); MIP (UK)
周達輝, 土木工程高級文憑 (理工); MSc (Eng) (Sheff.); MHKIE; RPE (Geotech);

MICE; MASCE
馬維德, 理學士 (中興); 哲學碩士 (科大); AASCE; CEng; MIMM
莊學文, 工程學士 (港大); AMASHRAE; AMASME; MCMES; CEng; MIMechE;

MHKIE
劉建忠, 屋宇設備工程學學士 (理大); 工學碩士 (港大); Graduate Member

HKIE
韓美儀, BEng (Leeds); Graduate Member HKIE; MIStructE; CEng; MASCE

財務經理
蕭絢裳,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CertAcct (Stir.); CA; AHKSA; ACIS; ACS;

CICPA

助理主任
孔思敏, 文學士 (港大); MInstAM (Adv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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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處

高級主任
譚必成, 電子工程高級文憑 (理工); 工商管理碩士 (港大); CEng; MIEE;

MCIBSE; MHKIE; MCIT; MASHRAE

主任助理
梁昇學, BA (Lond.)

財務經理
蕭絢裳,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CertAcct (Stir.); CA; AHKSA; ACIS; ACS; CICPA

助理主任
周潤坤,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理科碩士 (理工); 工商管理學碩士 (城大)

學生事務處

大學輔導長
鄭振耀,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醫學博士 (中大); FRCSEd; FRCSGlas;

FRCSEd (Orth.); FCSHK; FHKCOS; FAC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處長
李陳景華,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學生事務主任
方永豪, 文學士 (港大); MBA (Oklahoma City)
吳惠蘭,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PGDE (Massey)
黃陳慰冰, 文學士 (港大); 管理學深造文憑 (城大)

高級輔導主任
劉關莉施, 社會科學學士及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Chartered Clinical Psychologist;

Reg Clinical Psychologist; MBPS; MHKPS; MHKPCA

輔導主任
梁何昭文, BSc (Tor.); MTS (Ont. Theol. Sem.); Asso Fel, The HK Prof Counsel

Assn

學生事務助理主任
孔繁楓,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LLB (Manc. Met.)
黃茵茵, 文學士及管理傳意文憑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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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輔導主任
梁玉珍, 社會工作學士 (港大); MSW (McG.)

助理主任
吳詠儀, 社會工作學學士 (港大); 人力資源管理證書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張宏潔, 文學士 (城市理工); MBA (Northeastern); CertAcct (Golden Gates)
黃靜雯, 理學士 (中大)
潘潔盈,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盧美珊, 文學士 (港大); 公司行政深造文憑 (城大); ACS; ACIS
戴頌雯, 文學士 (港大)

保健處

處長
彭國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Sc (NU S'pore.); GradDipPublicSectorMgt

(N. Territory); FHKAM (Community Medicine); AFCHSE

高級醫生
盧俊藩,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FHK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RCOG

醫生
李國康,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DPH (Syd.)
林碧足, MB BS (Malaya)
袁安亞, 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 MRCPI; MRCP (UK); FHKCP; FHKAM

(Medicine)
郭園, MB ChB (Leeds); FRACGP; FHKCGP
趙夏瀛, MB ChB (Manc.); MRCP; FHKCPaed; FHKAM (Paediatrics)

牙科醫生
陳思健, 牙科學士 (港大); MHSM (C. Sturt)
曾偉傑, 牙科學士 (港大); FRACDS
湯自強, 牙科學士及臨m針灸文憑 (港大)
葉嘉樑, 理學士 (港大); BDS (Adel.)
鄭煒儀, 牙科學士 (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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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長
陳潔秀, RN; RM; RN (UK & Wales)
簡阮美妍, RN; RM; HVCert; 管理學文憑 (理工及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MSc

(Leic.) (健康教育)

助理主任
鄺林素眉, 商業學高級文憑及文學碩士 (城大); BA (C. Lancs.)

學術交流處

處長
吳偉岸, 文學士、管理學文憑、工商管理碩士、DipGenMgtProg (港大)

交流拓展高級主任
倫熾標,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哲學博士 (港大)

副主任
范瑞欣, BA (Adel.); GradDipBus, MCom, GradDipBus (S. Aust.)
華亞琳, 文學學士 (安徽); 工商業管理文憑 (深圳); MBA (C. Q'ld.)

助理主任

王 茵,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CertGermanLang&Culture (Johannes Gutenberg-
Univ. Mainz)

余寶莉, CertJapanLang (Sophia); 文學士 (中大)
溫佩珊, 理學士 (科大); GradDipMgtStud (Inst. of Comm. Mgt., UK); 商業行政
高級文憑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劉美華, BA (Hosei)
羅玉美,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管理學 (商業) 深造文憑 (理大)

研究及科技事務處

主任
葉顏文慧, BSc (Qu.)

副主任
陳亦新, 法律行政學文憑 (理大); 文學士 (城大)

助理主任
梁采怡, 文學士 (港大)
麥麗容, 工商管理學士 (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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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務處

處長
俞靄敏,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校友事務處

助理主任
許寶寶,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 (港大)
鄭健文,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 (中大)
鄭鳳萍, 文學士 (中大); 公共關係文憑 (港大)

視聽服務組

視聽教材技術組長
戚建仁, 電子工程高級證書及管理學文憑 (理工); 理學士及理學碩士 (城大)

大學賓館系統

行政經理
李鎮源, BBA (NE Louisiana); MBA (Arkansas); MHKIM; MAMA; MAMAI

校本部庶務組

組長
曹忠岳

保安組

主任
馬金順, 文學士及工商管理文憑 (中大); DipTraffPolAdm (Northwestern); MBA

(European Univ. of America); MIMgt

交通組

組長
陳建榮, MBA (Brun.); DipAirTransport (CIT); DipMgt (Henley); MCIT; M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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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務單位

技術服務部

服務工程師
黎熹榮, 理學士 (中大); 管理學文憑 (理工); 工程碩士 (港大); CEng;MIEE;

MHKIE

助理服務工程師
張志剛, 電子工程文憑、電子工程高級證書及督導管理證書 (理工); BEng

(Kent)

大學安全及環境事務處

安全事務經理
Amies, Jonathan Hassall, BSc (Well.); PGDipSafeMgt (Massey); CFSIA

安全事務主任
林瑛傑, 職業�生文憑 (中大); 建築學高級文憑 (城大); MSc (Greenwich)

環境事務主任
容嘉榮, 理學士及理科碩士 (港大)

大學實驗室安全事務處

總實驗室安全事務主任
Amies, Jonathan Hassall, BSc (Well.); PGDipSafeMgt (Massey); CFSIA

輻射安全監督主任及安全事務主任
葉崇達,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安全事務主任
尹裕坤, 化學技術高級證書及實驗室技術高級證書 (理工); 理學士及哲學
碩士 (中大); CertAccred (NSF Intnl.); GradCertIndHygieneSc (Dea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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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堂

經理
蔡錫昌, BA (Seton Hall) (兼任藝術行政主任)

助理經理
曾淑貞, 文學文憑及文學士 (浸會); GradDipTourism (James Cook)

研究院宿舍

主任
邵鵬柱,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Lond.); DIC

舍監
蘇鑰機,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Penn.)

名譽女舍監
李月蓮,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Br. Col.)
楊舒[,  理學士及教育文憑 (中大) ;  高級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 (港大) ;

PGDipFurtherProfStud (Du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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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

崇基學院

院長
李沛良, OBE;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PhD (Pitt.); JP

資深導師
李紹鴻, ISO;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 (港大); DPH (Sing.); DIH (Lond.);

FFPHM; FAFOM; FHKCM; FRCP; FFOM; FHKAM (Community
Medicine); JP

胡秀英, BBS; 文學學士 (南京金陵); 理學碩士 (廣州嶺南); PhD (Harv.)
容拱興, 文憑 (崇基); MS, PhD (Calif.)
莫凱, 文憑 (崇基); MA, PhD (Mich. State)
陳特, 文憑 (新亞研究所); PhD (S. Ill.)
韓桂瑜, 體育文憑 (華南師大); MA (NY)

院務主任
郭譚潔瑩, 文學士 (中大); 管理學深造文憑 (城市理工)

輔導主任
張越華,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McM.); PhD (Tor.)

院牧
伍渭文, 文憑 (浸會); 道學碩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 ThM (Convent Theol. Sem.);

ThD (C'dia. Sem.)

名譽副院牧
Waldmeier, Christoph Thomas, BTheol, MTheol (Basel)

研究人員
Wiest, Jean Paul, STL (Gregorian); 國語證書 (輔仁); MA, PhD (Wash.); 名譽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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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Fenggang, 文學學士 (河北師大); 文學碩士 (南開); MA, PhD (Catholic
Univ. of America); 名譽副研究員

范麗珠, 文學學士及文學碩士 (南開); 哲學博士 (中大); 名譽副研究員
胡振華, 山東大學及中央民族學院畢業; 名譽研究員
魏德東, 哲學學士 (南開);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中國人民); 名譽副研究員

學生事務助理主任
何潔儀,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 GradDipBA (Monash)
鄭玉嬌, 文學士及管理傳意文憑 (中大)

助理主任
何達權, 社會科學學士及資訊與品質管理文憑 (中大); 社會工作學碩士 (港大);
註冊社會工作者

徐志宇, 文學士 (中大)
劉貽琦, 文學士 (中大); LLB (Sheff.)

學生宿舍舍監
王家樂,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工商管理碩士 (科大); AHKSA——文林堂
伍渭文, 文憑 (浸會); 道學碩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 ThM (Convent Theol.

Sem.); ThD (C'dia. Sem.)——明華堂
吳余佩嫻, 文學士 (港大); MLS (Simmons)——華連堂
吳基培,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DPhil (Oxon); MACS; CChem FRSC——
五旬節會樓

張越華,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A (McM.); PhD (Tor.)——何善衡夫人宿舍
陳特, 文憑 (新亞研究所); PhD (S. Ill.)——利樹培堂
黃根春, 文學士及神學碩士 (中大); DTh (Heidel.)——應林堂
黃慧貞, 文學士 (中大); BDiv (S.E. Asia Grad. Sch. of Theol.); MA, PhD

(Chic.)——文質堂
鄭佩芸, 文學士 (中大); MA (McG.); MEd, DipEd, PhD (Alta.)——五旬節會樓
關瑞文, 社會科學學士 (港大); 哲學博士 (中大)——神學樓

新亞書院
院長
黃乃正, 理學士 (中大); PhD, DSc (Lond.); CChem FRSC

院務主任
文直良,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US, PhD (Portland State)

輔導主任
何培斌, MA, DipArch (Edin.); PhD (Lond.); MRIBA; MS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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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助理主任
游吳慧蓮,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廖倩儀, 文學士 (港大); MInstAM (AdvDip)
霍偉基, 文學士 (港大); 文學碩士 (城大)

助理主任
陳佩瑩, 工商管理學士 (科大)

學生宿舍舍監
林漢明,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Northwestern)——紫霞樓
陳志明, BEd (Liv.); MSc (Brist.); MA (Vic. U.T./港大)——知行樓
馮統照, Dip d'Etudes Fr, Dip Sup d'Etudes Fr (Lille); Licence, Maîtrise D.E.A.

Linguistique-Semiotique-Communication (Franche-Comté)——志文樓
楊秀珠, 文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 (教育) (中大); MA, PhD (Calif.)——
學思樓

名譽女舍監
郭婉鳳, 文學士 (中大); MA (Houston)——紫霞樓

聯合書院

院長
馮國培,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哲學博士 (港大)

資深導師
吳倫霓霞, 文學士、教育文憑及文科碩士 (港大); PhD (Minn.)
陳天機, ScB (Brown); MA, PhD (Duke); FIEEE; MACM; FHKCS
陳方正, BA (Harv.); MA, PhD (Brandeis)
黃鈞堯, 文學士 (港大); MA. PhD (Melb.)
蔡棉, 理學士 (港大); MSc (S. Fraser); PhD (Br. Col.)

院務主任
戴朝明,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公共行政文憑 (理工)

輔導主任
劉行榕, BSc, PhD (Lond.)

學生事務助理主任
周鍾寶華, 文學士 (港大)
林偉源, 工商管理學士 (中大)
胡黃雪萍, 文學士 (港大)
陳鄧翠怡, 文學士及文科碩士 (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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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主任
陸敏兒, 工商管理學士 (科大); 公共關係證書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社會科學
碩士 (中大)

學生宿舍舍監
何瑞珠, 理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 (教育) (中大); PhD (Br. Col.)——伯
利衡宿舍

吳恆亮, BSc (McG.); MSc (C'dia.); PhD (Manit.); MIP; CPhy——湯若望宿舍
鄒桂昌,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 (港大); PhD (ANU)——þ生樓
賴陳秀卿, BA, MA (Syd.); GradDipEd (Syd. Teachers Coll.); PhD (Macq.)——
湯若望宿舍

逸夫書院

院長
楊汝萬, OBE; 文學士及教育文憑 (港大); MA (W. Ont.); PhD (Chic.); JP

資深導師
Parkin, Andrew Terence Leonard, BA, MA (Cantab); PhD (Brist.)
俞肇熊, 社會科學學士 (中大); MS (S. Ill.); MA, PhD (Wash.)
劉殿爵, 文學士及榮譽文學博士 (港大); MA (Glas.); 榮譽法學博士 (中大)

院務主任
吳寧, BA, MEd (Ohio)

輔導主任
譚兆祥, BSc, MSc, PhD (Tor.)

學生事務助理主任
左冠輝, 文憑 (浸會)
楊如虹, BA (McG.); GradDipCommStud (C'dia.); 工商管理碩士 (中大)
黎蕙華, 文學士 (港大)

學生宿舍舍監
陳丁馨國, 文學士及文科碩士 (港大); MIL——國楙樓
陳竟明,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 (中大); PhD (Nfld.)——第二學生宿舍
程伯中, BEng, PhD (Liv.); CEng; FIEE; FHKIE; SMIEEE——國楙樓
黃葉芳, 理學學士 (上海師大); 理學碩士 (華東師大); 哲學博士 (中大)——第
二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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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數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卅一日）

本科生人數

（一） 全日制課程

學院 主修課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合計

文學院 中國語言及文學 92 99 102 14 307

英文 66 67 79 13 225

藝術 19 21 23 18 81

歷史 54 55 57 6 172

日本研究 22 25 20 9 76

現代語言及文化 34 29 — — 63

音樂 23 23 25 1 72

哲學 25 27 23 10 85

宗教 18 22 14 3 57

神學 1 1 1 1 4

翻譯 32 33 28 13 106

386 402 372 88 1,248

工商管理學院 酒店管理學 49 48 51 — 148

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 334 322 331 36 1,023

專業會計學課程 147 164 159 10 480

計量財務學 25 27 25 3 80

555 561 566 49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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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醫學科學增插學年學士學位課程學生5人
＃

包括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五年級學生179人

學院 主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合計

教育學院 語文教育 36 34 39 41 150

數學教育 — 16 — — 16

體育運動科學 27 23 18 2 70

63 73 57 43 236

工程學院 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 41 50 1 — 92

計算機工程學 48 49 57 6 160

計算機科學 77 89 88 16 270

電子工程學 93 95 102 72 362

訊息工程學 90 108 104 7 309

創新與設計工程學 26 — — — 26

互聯網工程學 45 — — — 45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 — 50 5 55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81 89 82 5 257

501 480 484 111 1,576

醫學院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 154 164 163
＊

329
＃

810

護理學 107 88 67 67 329

藥劑學 31 30 28 — 89

292 282 258
＊

396
＃

1,228

理學院 應用化學與管理學 20 20 — — 40

生物化學 42 45 49 6 142

生物 58 60 59 10 187

化學 56 53 68 3 180

中醫學 24 21 12 — 57

環境科學 30 30 28 — 88

食品及營養科學 32 28 34 3 97

材料科學 — 19 18 1 38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 23 — — — 23

數學 50 50 50 9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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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醫學科學增插學年學士學位課程學生5人
＃

包括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五年級學生179人

學院 主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合計

分子生物技術學 32 23 24 — 79

物理 50 54 48 11 163

風險管理科學 20 15 16 — 51

統計學 53 57 53 3 166

490 475 459 46 1,470

社會科學院 人類學 21 20 17 4 62

建築學 49 44 49 5 147

經濟學 97 105 95 9 306

地理 — 54 55 3 112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53 — — — 53

政治與行政學 53 56 55 4 168

新聞與傳播學 76 72 86 11 245

心理學 65 66 78 8 217

社會工作 48 55 51 3 157

社會學 57 54 62 7 180

519 526 548 54 1,647

總計 2,806 2,799 2,744
＊

787
＃
9,136

（二） 兼讀制課程

（以特別入學條件取錄並獲豁免四十三及六十三學分之學生，以其修業年作統
計；他們預期分別於修畢四年及三年後畢業。）

兼讀學士學位課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合計

音樂 19 18 18 18 11 1 85

護理學 — — 34 19 — — 53

體育運動科學 — — 21 — — — 21

小學教育 43 43 42 7 — — 135

總計 62 61 115 44 11 1 294

本科生人數總計 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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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人數

（包括所有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核定學額以外錄取之學生）

研究院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延期 合計

教育博士學位課程 （全日） 2 — — — — 2

（兼讀） 6 7 8 5 5 31

音樂博士學位課程 （全日） 1 — — — — 1

哲學博士學位課程

會計學 （全日） 1 1 2 — — 4

（兼讀） 1 — — 1 1 3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 （全日） 1 — — — — 1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 （全日） 1 1 2 — — 4

（兼讀） 1 1 2 — 1 5

解剖學 （全日） 2 3 2 — — 7

（兼讀） 1 — — — — 1

人類學 （全日） 1 3 1 — — 5

建築學 （全日） 1 1 1 — — 3

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全日） 9 5 — — — 14

（兼讀） 2 — — — — 2

生物化學 （全日） 9 6 7 — 3 25

（兼讀） 1 — — — — 1

生物 （全日） 8 12 7 — 3 30

（兼讀） — — — — 2 2

化學病理學 （全日） 2 2 — — — 4

（兼讀） — — 1 — — 1

化學 （全日） 3 7 15 — 4 29

（兼讀） — — — — 1 1

中國語言及文學 （全日） 1 1 2 — 1 5

（兼讀） — 2 3 3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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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延期 合計

臨¤心理學 （兼讀） 2 1 2 2 1 8

傳播學 （全日） 1 1 — — 1 3

（兼讀） — — 2 — 1 3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 （全日） 8 5 5 — 1 19

（兼讀） 1 — 1 1 1 4

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 （全日） 4 2 1 1 1 9

（兼讀） — — 1 1 — 2

經濟學 （全日） 2 — — — — 2

（兼讀） 1 — — — — 1

教育 （全日） 5 4 8 1 6 24

（兼讀） 1 1 2 1 8 13

電子工程學 （全日） 13 9 7 — 2 31

（兼讀） — — — 1 — 1

英文（應用英語語言學） （全日） 2 2 — — 1 5

（文學研究） （全日） 2 2 3 — — 7

環境科學 （全日） 1 1 — — — 2

財務學 （全日） 1 1 2 — — 4

（兼讀） — — 1 — — 1

地理 （全日） — 3 — — 2 5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全日） 3 — — — — 3

政治與行政學 （全日） 2 1 — — 1 4

（兼讀） — — 1 — — 1

歷史 （全日） 5 1 — — 1 7

（兼讀） 1 1 2 — 1 5

中國藝術史 （全日） 2 — 1 — — 3

（兼讀） — 1 — — 1 2

訊息工程學 （全日） 5 5 2 — 2 14

（兼讀） — 1 — — — 1

文化研究 （全日） 3 2 1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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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延期 合計

管理學 （全日） 1 1 1 — 1 4

（兼讀） — — 1 — 1 2

市場學 （全日） — 1 — — 2 3

（兼讀） 1 — 1 — — 2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 （全日） 1 1 — — — 2

數學 （全日） 8 5 7 — — 20

（兼讀） — 1 — 2 — 3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全日） — — 3 — 1 4

（兼讀） — — 2 — — 2

醫學影像學 （兼讀） — — 1 3 — 4

內科科學 （全日） 4 2 9 — 3 18

（兼讀） 4 1 2 3
＃

4 14

微生物學 （全日） 1 — — — — 1

音樂 （全日） 3 2 2 — — 7

護理學 （全日） — — 1 — — 1

（兼讀） 4 — 1 — — 5

婦產科學 （全日） — 1 — — — 1

（兼讀） — 1 1 1 — 3

眼科及視覺科學 （全日） 1 — — — — 1

（兼讀） — — 1 — — 1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 （全日） 1 1 1 — — 3

（兼讀） 2 1 2 — 2 7

藥理學 （全日） 2 — 1 — — 3

藥劑學 （全日） 2 1 2 — — 5

哲學 （全日） 1 2 3 — 1 7

物理 （全日） 2 4 3 — 2 11

（兼讀） — 1 — — — 1

＃
包括五年級學生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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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延期 合計

生理學 （全日） 4 3 2 — — 9

（兼讀） 2 — — — — 2

心理學 （全日） 2 — 3 — — 5

（兼讀） 1 — — — 1 2

宗教研究 （全日） 5 1 3 1 2 12

（兼讀） — — — — 1 1

社會福利 （全日） 4 4 2 — — 10

（兼讀） 2 5 — — 4 11

社會學 （全日） 1 2 4 — 2 9

（兼讀） — — 1 — 2 3

統計學 （全日） 5 1 2 — — 8

外科學 （全日） 3 1 1 — 2 7

（兼讀） — — — 1 — 1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全日） 10 2 4 — 3 19

（兼讀） — — 1 — — 1

博士學位課程人數總計 617

碩士學位課程

會計學 （全日）哲學碩士 1 1 — — — 2

（兼讀）會計學碩士 16 10 — — — 26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 （全日）哲學碩士 — 1 — — — 1

（兼讀）哲學碩士 — 1 — — — 1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 （全日）哲學碩士 5 3 — — — 8

（兼讀）哲學碩士 — — — — 1 1

解剖學 （全日）哲學碩士 4 5 — — — 9

人類學 （全日）哲學碩士 7 4 — — 4 15

（全日）文學碩士 3 — — — 1 4

（兼讀）文學碩士 2 1 — — — 3

建築學 （全日）建築碩士 39 34 — —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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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延期 合計

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全日）哲學碩士 12 8 — — — 20

（兼讀）理學碩士 30 32 — — — 62

生物化學 （全日）哲學碩士 26 32 — — 1 59

（兼讀）哲學碩士 1 — — — — 1

生物 （全日）哲學碩士 25 31 — — 9 65

（兼讀）哲學碩士 — 1 — — — 1

工商管理 （全日）工商管理碩士 30 32 — — — 62

（晚間制） （兼讀）工商管理碩士 83 81 19 — 2 185

（週末制） （兼讀）工商管理碩士 44 41 15 — — 100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 （兼讀）工商管理碩士 44 44 — — — 88

（全日）哲學碩士 — 1 — — — 1

企業經濟 （兼讀）理學碩士 27 15 — — — 42

化學 （全日）哲學碩士 27 23 — — 4 54

（兼讀）哲學碩士 — — 1 — — 1

化學病理學 （全日）哲學碩士 4 — — — — 4

中國語言及文學 （全日）哲學碩士 13 8 — — 10 31

（兼讀）哲學碩士 — — 2 — 2 4

（兼讀）文學碩士 30 25 — — 1 56

中醫學 （全日）中醫學碩士 — 7 — — — 7

中國政治 （全日）文學碩士 5 — — — — 5

（兼讀）文學碩士 13 — — — — 13

臨¤生物化學 （兼讀）理學碩士 — 3 — — — 3

臨¤老人學 （兼讀）理學碩士 29 34 — — — 63

臨¤藥劑學 （兼讀）臨¤藥劑學碩士 7 — — — — 7

臨¤心理學 （兼讀）社會科學碩士 12 9 — — — 21

傳播學 （全日）哲學碩士 7 10 — — 4 21

（兼讀）哲學碩士 — 1 — — — 1

（全日）社會科學碩士 2 — — — — 2

（兼讀）社會科學碩士 10 5 8 — 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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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延期 合計

計算機科學 （兼讀）理學碩士 93 87 — — — 180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 （全日）哲學碩士 35 23 — — 3 61

文化管理 （兼讀）文學碩士 31 — — — — 31

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 （全日）哲學碩士 1 1 — — — 2

電子商貿管理 （兼讀）理學碩士 36 57 — — — 93

電子商貿技術 （兼讀）理學碩士 69 66 — — — 135

經濟學 （全日）哲學碩士 22 19 — — 1 42

教育 （全日）哲學碩士 1 1 1 — 2 5

（兼讀）哲學碩士 4 1 1 — 1 7

（全日）教育碩士 3 — — — 2 5

（兼讀）教育碩士 94 87 — — 3 184

電子工程學 （全日）哲學碩士 22 15 — — 2 39

（兼讀）哲學碩士 — 1 — — — 1

（兼讀）理學碩士 27 19 — — — 46

英文（應用英語語言學） （全日）哲學碩士 2 8 — — — 10

（兼讀）哲學碩士 — — — — 1 1

（全日）文學碩士 5 — — — — 5

（文學研究） （全日）哲學碩士 5 5 1 — 1 12

（兼讀）哲學碩士 — — — — 1 1

環境科學 （全日）哲學碩士 3 2 — — 2 7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 （兼讀）理學碩士 21 11 — — 1 33

財務學 （全日）哲學碩士 3 1 — — — 4

（兼讀）理學碩士 44 45 — — — 89

（兼讀）工商管理碩士 72 69 — — — 141

藝術 （全日）藝術碩士 3 2 — — 1 6

食品及營養科學 （全日）哲學碩士 4 4 — — — 8

（兼讀）哲學碩士 — — 1 — — 1

性別研究 （全日）哲學碩士 6 5 — —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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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全日）哲學碩士 — 6 — — 1 7

（兼讀）哲學碩士 — — — — 1 1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全日）哲學碩士 5 — — — — 5

環球商業 （兼讀）理學碩士 25 27 — — 2 54

政治與行政學 （全日）哲學碩士 3 4 — — 2 9

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 （兼讀）理學碩士 14 — — — — 14

歷史 （全日）哲學碩士 6 11 — — 3 20

中國藝術史 （全日）哲學碩士 3 1 — — — 4

（兼讀）哲學碩士 1 — — — — 1

新聞學 （全日）文學碩士 21 — — — — 21

（兼讀）文學碩士 16 9 — — — 25

工業及組織心理學 （全日）哲學碩士 9 — — — — 9

訊息工程學 （全日）哲學碩士 32 17 — — 3 52

（兼讀）哲學碩士 1 — — — 1 2

（兼讀）理學碩士 52 39 — — — 91

資訊與科技管理 （兼讀）理學碩士 47 47 — — — 94

國際企業學 （全日）哲學碩士 — — — — 1 1

文化研究 （全日）哲學碩士 4 — — — 3 7

（兼讀）哲學碩士 — 1 — — — 1

（全日）文學碩士 15 — — — — 15

（兼讀）文學碩士 30 16 — — — 46

法律與公共事務 （全日）社會科學碩士 2 — — — — 2

（兼讀）社會科學碩士 25 8 — — — 33

語言學 （全日）哲學碩士 4 3 — — 1 8

（全日）文學碩士 6 — — — — 6

（兼讀）文學碩士 13 11 — — — 24

管理學 （全日）哲學碩士 1 1 — — — 2

市場學 （全日）哲學碩士 2 3 — — — 5

（兼讀）理學碩士 36 17 — —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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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學與工程學 （全日）哲學碩士 2 — — — — 2

數學 （全日）哲學碩士 7 12 — — — 19

（兼讀）哲學碩士 — 1 1 — — 2

（全日）理學碩士 1 — — — — 1

（兼讀）理學碩士 11 1 — — — 12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全日）哲學碩士 — — — — 2 2

醫學影像學 （兼讀）哲學碩士 — — — — 1 1

內科科學 （全日）哲學碩士 13 3 — — 2 18

（兼讀）哲學碩士 1 2 3 — 1 7

微生物學 （全日）哲學碩士 1 4 — — — 5

（兼讀）哲學碩士 — — — — 1 1

分子生物技術學 （全日）哲學碩士 10 — — — — 10

音樂 （全日）音樂碩士 2 — — — — 2

（兼讀）音樂碩士 1 — — — — 1

（全日）哲學碩士 3 3 — — 2 8

（兼讀）哲學碩士 1 1 4 — 1 7

新媒體 （兼讀）理學碩士 27 18 — — 1 46

護理學 （兼讀）哲學碩士 2 2 1 — — 5

（兼讀）護理碩士 24 — — — — 24

婦產科學 （全日）哲學碩士 2 — — — — 2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 （全日）哲學碩士 1 1 — — — 2

（兼讀）哲學碩士 3 — — — — 3

藥理學 （全日）哲學碩士 6 1 — — — 7

藥劑學 （全日）哲學碩士 2 1 — — 2 5

（兼讀）哲學碩士 2 — — — — 2

哲學 （全日）哲學碩士 9 4 — — 6 19

物理 （全日）哲學碩士 29 31 — — 8 68

（兼讀）哲學碩士 1 — — — — 1

（全日）理學碩士 2 — — — 1 3

（兼讀）理學碩士 5 4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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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學 （全日）哲學碩士 10 2 — — — 12

（兼讀）哲學碩士 1 — — — — 1

心理學 （全日）哲學碩士 8 9 — — — 17

預防醫學 （兼讀）預防醫學碩士 32 20 — — 2 54

宗教研究 （全日）哲學碩士 3 2 — — — 5

（全日）文學碩士 2 — — — — 2

（兼讀）文學碩士 28 15 — — — 43

社會工作 （全日）哲學碩士 1 — — — — 1

（兼讀）哲學碩士 1 — — — 3 4

（兼讀）文學碩士 7 — — — — 7

（兼讀）社會科學碩士 23 — — — — 23

（全日）社會工作碩士 1 1 — — — 2

（兼讀）社會工作碩士 10 6 10 — 7 33

社會學 （全日）哲學碩士 7 5 — — 5 17

體育運動科學 （全日）哲學碩士 3 4 — — — 7

（兼讀）哲學碩士 — — — — 2 2

統計學 （全日）哲學碩士 13 8 — — — 21

外科學 （兼讀）哲學碩士 — 1 — — — 1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全日）哲學碩士 27 12 — — 4 43

（兼讀）理學碩士 62 59 — — 2 123

人類學（華人社會研究） （全日）文學碩士 4 — — — — 4

（兼讀）文學碩士 1 — — — — 1

神學 （全日）神學碩士 6 5 3 — 1 15

翻譯 （全日）哲學碩士 4 2 — — — 6

（兼讀）哲學碩士 1 — 1 — — 2

（兼讀）文學碩士 34 27 — — 1 62

碩士學位課程人數總計 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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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後文憑課程

應用地理信息學 （兼讀）應用地理信息學學士後文憑 16 — — — — 16

教育 （全日）學位教師教育文憑（中學） 232 — — — — 232

（兼讀）學位教師教育文憑（中學） 326 357 — — — 683

（全日）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小學） 32 — — — — 32

（兼讀）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小學） 40 39 — — — 79

（兼讀）學位教師高級教育文憑 147 38 — — — 185

醫學 （兼讀）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學士 27 — — — — 27

後文憑

（兼讀）精神健康護理學學士後文憑 6 — — — — 6

心理學 （全日）心理學學士後文憑 8 — — — — 8

（兼讀）心理學學士後文憑 2 2 — — — 4

社會工作 （兼讀）社會工作學士後文憑 3 0 — — — — 3 0

學士後文憑課程學生人數總計 1,302

研究生人數總計（包括博士、碩士及學士後文憑課程延期生225人） 5,641

本科生及研究生人數總計 1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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