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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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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監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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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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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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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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非常重視其書院制，並肯定各成員書院的重要貢獻。為配合大
學在二零一二年恢復四年制本科課程而增加三千多名本科生，校方決定
成立多所新書院。大學感謝多位贊助人的慷慨捐贈，得以在二零零六年
五月成立晨興書院和善衡書院。敬文書院和伍宜孫書院亦獲得慷慨贊
助，於二零零七年五月成立。大學在二零零七年七月依據條例和按照大
學校董會的特別決議，宣布晨興書院和善衡書院為大學的成員書院。大
學稍後亦將提出法案宣布其他兩所新書院為成員書院。
大學條例與規程刊於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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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現設有文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教育學院、
工程學院、醫學院、理學院、社會科學院及法律學院，共分六十二個學
系，提供五十四項主修課程及六十二項副修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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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院六十二個學部開設，計有二十六項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四十一
項博士課程、一百五十六項碩士課程及二十八項學士後文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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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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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本科課程
本校多年來不斷提供新的主修及副修課程，以應社會及學生的需要。二
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新開設的副修課程有五項，計為文學院的西班牙語，
工程學院的機械與自動化工程，醫學院的公共衛生，以及社會科學院的
社會政策及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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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提供音樂
與幼兒教育兩項課程。

研究院課程
本校於一九六六至六七年度首次設立碩士學位課程，現開設的碩士課程
共計一百五十六項。博士學位課程自一九八零至八一年度開設，今年共
有四十一項。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自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起開設，現
有二十六項。

研究活動
本校鼓勵轄下七間學院和法律學院從事高素質的研究工作，擴大及增進
人類的知識領域，為社會各界提供諮詢服務，並與工商界維持緊密合
作。本校亦先後成立了二十四個主要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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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亦爭取卓越成
就，提高大學的國際聲譽。在過往四屆角逐全港卓越學科領域的甄選
中，本校成功獲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項目包括：資訊科技、中
醫中藥研究與發展，植物及農業生物科技中心，以及母體血漿胎兒核酸
研究中心。此外，校方更撥資支持十九項重點研究領域，課題包括以電
腦輔助診斷、治療和醫科訓練，海洋生物技術，蛋白質學，電子商貿，
華人社會教育發展，自動化與機械人科學，納米結構物料，以及香港文
化在中國、亞洲及世界扮演積極的角色。本校在這些課題的研究實力已
達至世界級水準，並具極佳的發展潛力。
中大每年將政府劃撥的整體撥款的四分之一用作科研經費，惟教研
人員仍需依賴其他研究基金，例如香港研究資助局以資助各項研究計
劃。他們於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取得該局的競爭性撥款共一億一千一百
七十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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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及醫護
服務研究基金、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控制傳染病研究基金和多宗私人
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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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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委員會提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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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由研究事務處專責科研行政及支援工作。研究事務處亦負責執行各項研
究政策，以協助提升大學的研究水平。
科技授權處是校內專責技術轉移的單位，並統籌知識產權的事宜。
近年來，本校科技轉移活動日趨活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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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七年五月，中大及其教員取得世界各地的專利權計有美
國五十項、歐洲四項、中國二十項、台灣五項、新加坡一項、日本一
項、澳洲兩項及香港二十六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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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總收入之五成
一，其次為學費及課程收入，約佔總收入百分之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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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每年的
經費總收入約五十七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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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來，興建了大小建築物逾一百三十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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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和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辦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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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民偉工程學大樓、教研樓一
座（數學科學研究所）、科學館、實驗室專門大樓、李卓敏基本醫學大樓
及蒙民偉樓（理工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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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於其他地區之校本部建築物，包括南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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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馮景禧樓
及梁銶琚樓（文科及商科之教學樓）。東面除大學保健醫療中心及位於何
東夫人堂的學術交流處及學術交流處（國內事務），尚有雅禮賓館及昆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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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宿舍及國際生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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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研究生宿舍，以及濱海之李福
善樓（李福善海洋科學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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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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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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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五十個
及職工宿舍數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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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賓館及昆棟樓，共可接待約八十名訪客。
學生宿舍─大學及各成員書院皆有學生宿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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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四百一十餘個宿位。新亞書院知行樓、
學思樓、志文樓及紫霞樓共有近一千零七十個宿位。聯合書院湯若望宿
舍、伯利衡宿舍、 生樓及陳震夏宿舍等可提供近一千零五十個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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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研究生
宿舍及國際生舍堂約有一千二百個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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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二百四十八個宿位，供高年級臨床期學生入住。
學生宿舍收費詳情請閱本《概況》第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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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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金色纓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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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金色纓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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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金色纓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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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金色纓繐。
司庫之禮袍為黑色，沿兩肩、前襟及雙袖綴以金飾帶。帽黑色，垂
黑色纓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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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黑色纓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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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黑色纓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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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金色纓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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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金色纓
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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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襟紫色，綴以
教育學院專用的淺藍色邊。帽黑色，垂金色纓繐。兜囊黑色，襯以紫色
絲裡及綴以淺藍色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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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金色纓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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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金色纓繐。兜囊黑色，襯以紫色絲裡及綴以淡黃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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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金色纓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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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金色纓繐。兜囊紅色，襯以紫色絲裡。

榮譽博士

教育博士

醫學博士

哲學博士

音樂博士

理學博士

大學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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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絨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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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黑色纓繐。兜囊
襯以個別學院專用之顏色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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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學院：古金色

文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

教育學院

工程學院

醫學院

理學院

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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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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黑色纓繐。兜囊為黑色，邊鑲個別學院專用顏色帶。
醫學院之各科學士學位學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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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學院之中醫學學士學位學袍，其黑色兜囊邊鑲有理學院專用顏色
帶，並綴以雙行深洋紅色邊。

文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

醫學院

（醫學科學學士）

理學院

（中醫學學士）

教育學院

（護理學士）

社會科學院

工程學院

（藥劑學士）

法律學院

大學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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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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及保持與海內外大學、研究中心、學術機構、政府機
構及各國高等學府協會之關係。中文大學目前是眾多國際教育組織的成
員，其中包括聯邦大學協會、東南亞高等學府協會及國際大學協會，藉
以作為與其他大學之間發展學術研究結盟的平台。此外，中文大學更自
一九九七年中國大學校長聯誼會創會以來，成為會員，並負責該會的秘
書處工作。
中文大學的學術聯繫委員會，專責制訂政策，通過結盟和合作的形
式，以確保大學的教學重點得以實行。中文大學的海內外結盟和合作主
要由兩個部門負責，分別為學術交流處及學術交流處（國內事務），學術
交流處主力發展中文大學與世界各地院校的聯繫及學生交流計劃；學術
交流處（國內事務）則負責聯繫內地及海峽兩岸等院校。

學生交流計劃
本校早於一九六五年即與美國加州大學訂立學生交流計劃，其後不斷加
強與海外大學的聯繫，至今已與世界各地逾二百所學府訂立學生交流計
劃，除美國加州大學外，當中還包括美國的康乃爾大學及賓夕法尼亞大
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及多倫多大學；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及雪菲
爾大學；韓國高麗大學及首爾大學；內地清華大學及北京大學。大學亦
與澳洲、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印度、愛爾蘭、意大利、
日本、台灣、墨西哥、荷蘭、新西蘭、挪威、新加坡、南非、西班牙、
瑞典和瑞士等地學府訂有交流協議。
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中文大學約有五百五十名學生參與了為期一
學年或一學期的學生交流計劃。此外，中文大學於同年提供了超過二千
個短期海外就讀或工作體驗機會予學生。中文大學每年亦汲納了不少海
外學生，前來參與學生交流計劃，透過本地生與海外學生共同生活及參
與校內活動，為中文大學提供國際化的學習環境。二零零六至零七年
度，約有八百五十名海外學生於中文大學作學生交流。

國際聯繫
學術交流處作為大學對外聯繫樞紐，致力與海外大學、機構、基金和政
府團體建立夥伴關係，以助中文大學實現願景，成為全國及東亞區國際
公認的一流學府。近年學術交流處更於亞太國際教育協會擔任重要角
色，協助本校於國際教育領域躋身全球頂尖大學之列。
本校每年接待超過一百五十個來自海外的代表團，促成不少跨院校
教研合作計劃。
另外本校亦經常接待來訪學人，包括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各國領事
及世界著名學者，他們與中大師生、職員及公眾分享其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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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領導層銳意提高中文大學的國際聲望，由校長親自率領大學的
傑出學人，先後出訪澳洲、法國、日本及美國的頂級學府，推廣中文大
學的卓越成就及拓展教研合作的機會。
學術交流處亦負責統籌大學與海外院校的夥伴關係及合作協議，每
年為大學增添不少新的學術交流機會。大學與海外院校共簽訂約三百份
協議，其中約五十份是在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簽訂的。
本校又獲多個國際基金會如雅禮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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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資助，為教職員和學生提供充盈的進修
機會。此外，學術交流處於二零零五至零六年間，統籌了多項惠及教研
人員的講學基金及獎項，當中不少來自歐亞 ─ 太平洋學術網絡、國際大
學協會、瑞士國家教育與研究部及荷蘭烏特勒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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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每年接待過千名訪問學
者，而本校數百名教師則往訪海峽兩岸院校及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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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國家會計學院、中山大學、
中央音樂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國科學院、中國
社會科學院、中國電子科技大學、天津大學、石河子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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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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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電子信息科學研
究院、復旦大學、雲南大學、蘭州大學、台灣大學、台灣中山大學、台
灣中央研究院、台灣交通大學及台灣清華大學等。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本校獲中國科學技術部批准成立華南腫瘤國家
重點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為專門研究亞洲常見癌症的國家級科研單
位。
此外，本校與內地學術機構聯合成立多個跨學科的校級研究中心，
例如香港中文大學與浙江大學天然藥物與毒理學研究聯合實驗室、香港
中文大學與南京大學脊柱側彎聯合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蒙民偉眼科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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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與暨南大學再生醫學聯合實驗
室、植物基因工程聯合實驗室、智能工程聯合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
學 •浙江大學光電子聯合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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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中文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企業互聯
網運作聯合研究項目等，為提高研究水平，促進科研人員的交流合作奠
定穩固的基礎。同時，本校亦積極尋求社會及企業的支持，與中國科學
院及安信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合作，組成分子生物科學研究合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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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合力推動生物科技的研究和應用。本校獲有關基金會的支持，每年
都舉辦配合學術發展及社會變遷的各類研討會，參加者均為海內外著名
學者。
本校積極與內地院校及機構開展多種學科的合作研究，包括中國傳
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華人社會經濟發展與婦女家庭地位：香港研究，
全球創業觀察：香港和深圳研究報告，教育和工作：對中國三地區人力
資源發展的學校效能研究，SARS 分子流行病學研究協作組，中國虛擬人
的實時立體可視化（虛擬解剖），以及超級雜交水稻品質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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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內地院校合作開辦了多項
因應教育發展需要的課程，包括與清華大學合辦的金融財務工商管理碩
士課程、與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合辦的生物技術理學碩士課程及聯合
在深圳市舉辦的高級管理人員物流和供應鏈管理碩士課程、與上海國家
會計學院合辦的專業會計碩士課程，以及與北京大學合辦的會計學碩士
課程和心理學碩士課程。
另本校與深圳巿政府積極合作，共同建立全面緊密合作關係，推進
深港兩地在教育、科研、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合作。雙方期望充分發揮各
自優勢，協助落實建設深港創新圈和加快區域創新體系。中大已於月前
在深圳成立中國科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先進集成技術研究所及香港中
文大學深圳研究院。
一九九八年三月起，本校在北京大學校園設立北京聯絡處（現址位於
臨湖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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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自一九九八年起在內地招收優秀本科生，為首間本港大學透過
全國普通高校統一招生計劃招生，讓內地二十一省及四個城巿，共九百
零六萬高中畢業生可按其個人志願申請入讀中大。中大本年度會在全國
錄取二百五十名優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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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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書院動產及若干建築物，並通過捐款等方式，協助推展書院的學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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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會慨捐一億港元（其後續捐一千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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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為了迎接因本科課程於二零一二年恢復四年制而增加的三千多
名本科生，計劃成立規模較小的新書院，採用全宿和一起用膳的模式，
進一步發揚中大書院制的優點，促進師生的互動，保持書院親切融和的
學習環境，為本科生提供全人教育和關顧服務。二零零六年，大學蒙晨
興基金及晨興教育基金慨捐一億港元，以及何善衡慈善基金慨捐一億七
千萬港元，支持這個理念，大學校董會亦於五月通過成立兩所新書院，
並分別命名為晨興書院和善衡書院。
大學校董會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宣布決定再成立兩間新書院，由葉克
勇先生承諾捐助一億港元，成立敬文書院，及伍宜孫慈善基金會捐助一
億七千萬港元，成立伍宜孫書院。

成員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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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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定教育組織。創校初期
借用聖約翰大禮拜堂及聖保羅男女中學上課；其後遷至堅道及下亞厘畢
道聖公會霍約瑟紀念堂之校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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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附設神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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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林秀蓮訪問學人計
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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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生舍堂及宿生會舉辦的各類活動，以達致群育之目的。為了提
供更多均衡教育的機會，學院特舉辦多項學生活動計劃，包括與海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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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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網上學長計劃、宋常康創意獎、「崇基圓夢」計劃、德/法社會探
索之旅、學長計劃、服務學習計劃、暑期海外實習計劃及暑期留學計劃
等。學院並設有多項獎學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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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二零零六至零七學年，崇基學生人數共二千七百六十六名，其中男
生一千二百一十三人，女生一千五百五十三人。基督徒約占全體學生三
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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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發揚中國傳統文化，致力研究現代學術，使學生除對本國傳統文
化具深切了解外，擁有應付現代社會所需的知識與技能。
建校初期規模極小，幸旋即贏得海內外的公私援助。一九五九年
起，書院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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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成為大學三所成員書院之一；一九七三年八月，新亞書院遷入
沙田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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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雲集、莊諧兼之」二語可形容新亞書院的學術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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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裕基金
訪問學人計劃」、「龔雪因先生訪問學人計劃」及「許讓成藝術交流計劃」
等。不少碩學鴻儒曾到訪書院主持講座，教職員及學生獲益良多。
為推廣文化交流及開拓學生國際視野，新亞書院設多項交流計劃。
自一九九三年起，書院舉辦「新亞書院/耶魯大學交流活動」，增進兩校學
生對港美社會、文化及科技發展的了解。學生也可參加其他交換計劃往
美國（國際學生交換計劃）、日本（亞細亞大學、創價大學及京都產業大
學）和韓國（梨花女子大學）等地研修。
書院致力提高學生中英語文能力，舉辦多項語文活動，其中普通話
文化工作坊、英語文化工作坊、普通話桌、普通話/英語生活營、往內地
或英國研習語文等活動均廣受學生歡迎。
暑期學生活動也繽紛多姿，如「學生領袖培訓計劃」、「新亞書院暑期
日語研修課程」、「新亞書院/耶魯大學暑期社區服務交流計劃」及「海外暑
期實習計劃」等，均是藉不同的非形式教育，讓學生發掘自我潛能，增強
自信。此外，書院也積極鼓勵他們參加海外學習計劃或從事研究活動，
透過「學生外訪資助計劃」和「暑期研究資助計劃」資助學生上進，歷年受
惠者眾。
學生畢業後成為新亞校友，仍是書院重要成員。「學長計劃」在一眾熱
心校友的支持下取得豐盛成果，學生得以分享前輩的寶貴經驗。自二零零
三年起，書院每年均舉辦畢業三十周年校友重聚活動，進一步加強與校友
的連繫。
新亞書院四所學生宿舍共提供一千一百六十五個宿位，接近半數學生
獲配宿位。自二零零二年起，書院實施「三年一宿」政策，讓每位學生皆有
機會享受宿舍生活。
二零零六至零七學年，新亞學生共二千六百八十九名，其中男生一千
二百二十七人，女生一千四百六十二人。

聯合書院

聯合書院之使命是「秉承『明德新民』院訓，通過全人教育及群體生活，提
升學生的品德情操，為香港社會以至全人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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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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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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董會屬下之基金委員會管理，對
校內學生及教職員之活動及設備提供財政資助。基金委員會由校董會副
主席暨書院校友會會長張 昌博士擔任主席。
書院一向著重全人教育及發展，特別重視擴闊學生的視野和培養他
們對社會的責任感。書院每年都舉辦不同類型的計劃和活動，鼓勵學生
透過參與去達到個人學習和成長的目的。這些計劃包括學生會組織及興
趣小組、全人發展獎勵計劃、領袖訓練、社會服務及獎勵、岑才生學長
計劃、權智創新及創業獎勵計劃、國際演講會、有機耕種及環境保護、
戲劇、演辯、文化藝術活動及健康系列等，讓學生有更多機會發展潛
能。書院近年更積極協助學生到外地交流學習，以配合全球化及多元文
化校園的趨勢。學生可獲資助，參加海外交換或交流計劃、專題考察計
劃、語言及文化學習營等，與來自內地及世界各地的年輕人一起學習和
成長。
書院的校園亦不斷擴建。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建成「思源文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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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酒吧及表演音響設備，供大學師生及校友使用。而第四所學生宿舍
「陳震夏宿舍」亦於二零零四年八月落成，提供宿位三百個。「思源廣場」
則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五日正式開幕。為建設無煙環保校園，聯合書院
於二零零五年暑期進行校園改善工程，重新設計校園園藝、車位分布及
重鋪地磚等項目，令書院校園更優美。
二零零六至零七學年，聯合學生人數共二千五百四十八名，其中男
生一千二百二十五人，女生一千三百二十三人。

逸夫書院

逸夫書院之成立，端賴邵逸夫爵士慨捐鉅款一億一千萬元予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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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六年七月，當時的香港立法局通過有關條例，為大學此重要
發展賦予法定地位。該草案於同年八月一日正式成為法律，逸夫書院校
董會亦同時宣告成立，與大學校董會委任之逸夫書院籌劃委員會合作，
為書院將來之發展擬定藍圖。逸夫書院籌劃委員會主席為前中文大學校
長馬臨教授，並獲利國偉爵士、費道宜先生（Mr. Louis Page）、已故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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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博士及沈熙瑞先生惠允出任該委員會顧問。
逸夫書院位於大學校園西北部，俯瞰吐露港，占地四公頃半。奠基
典禮於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舉行，由當時之署理港督鍾逸傑爵士（S i r
David Akers-Jones）與邵逸夫爵士主持。
一九八七年六月，書院在崇基教學樓一座設立臨時辦事處。一九八九
年九月，書院可容納宿生五百七十九人之學生宿舍落成。同年十月，書
院行政樓（文瀾堂）、訪問學人居所及教職員宿舍（雅群樓）亦相繼落成，
書院之行政部門乃正式遷往新址辦公。書院其他設施包括電腦室、閱讀
室、文康活動室、健身室、會議室及飯堂亦同時開放，供學生及教職員
使用。
一九九零年三月二日，書院蒙當時之港督兼大學監督衛奕信爵士與
邵逸夫爵士親臨主持揭幕典禮，到賀嘉賓達五百人。一九九二年，有五
百座位的書院大講堂落成，可容納二百八十九名宿生的第二座學生宿舍
亦於其時完成，為書院學生提供更多宿位。各項供教職員與學生使用的
設施其後亦相繼落成啟用。
一九九八年七月，第二學生宿舍擴建工程展開，二零零一年五月，
工程全部完成，新增宿位二百九十八個。

新書院
晨興書院
晨興書院得以成立，幸賴晨興基金及晨興教育基金有限公司的慷慨捐助
一億港元。書院計劃容納三百人，並採用全宿和共同用膳的模式。

善衡書院
善衡書院得以成立，幸賴何善衡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的慷慨捐助一億七
千萬港元。書院計劃容納六百人，同樣採用全宿和共同用膳的模式。

敬文書院
敬文書院得以成立，幸賴葉克勇先生慷慨承諾捐助一億港元。書院計劃
容納三百人，並採用全宿和共同用膳的模式。

伍宜孫書院
伍宜孫書院得以成立，幸賴伍宜孫慈善基金會的慷慨捐助一億七千萬港
元。書院計劃容納最多一千二百人，包括六百名宿生及不多於六百名走
讀生。
四所新書院既有獨特的性格，同時與大學整體的教育理念互相呼

成員書院

21

第
一
部
應。他們的理念都是為著建立一個關係密切，互相交流學習的師生群
體；為學生締造親切融和的書院生活和學習環境，提供關顧輔導和全人
教育包括通識教育，並且通過書院正式及非形式教育，擴闊學生的眼
界和國際視野。
晨興書院以培育學生為香港、全國以至全世界社會服務為書院的使
命。
善衡書院的使命則著重培育學生的誠信及對個人責任的承擔，立下
基礎以貢獻社會、豐盛人生。
敬文書院致力培育學生的誠信及對個人責任的承擔，並秉承已故朱
敬文博士的嘉言美行，發揮自助助人精神，立下基礎以回饋社會，為國
儲才及豐盛學生的人生。
伍宜孫書院以培育學生的誠信及對個人與社會責任的承擔，建立穩
固基礎以貢獻社會及達至豐盛人生。
兩位世界知名的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人莫理斯教授和國際植
物分子生物學權威兼中國工程院院士辛世文教授，已於二零零六年八月
正式獲委任，分別成為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候任院長。
個別書院的籌劃委員會已經成立，並開展籌劃工作。預計四所新書
院可望於二零一二年前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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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至
二零零八年度校曆

教學學期
全日制本科課程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除外）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暑期課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三十日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
醫科第一、二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八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五月十日

醫科第三至第五年
學年

二零零七年七月三日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醫學科學增插學年學士學位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七月三日至十二月十五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五月十七日

兼讀制本科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日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日至六月十日

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校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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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課程
（另列課程除外）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註：（1）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理學碩士課程和電子商貿與物流技術
理學碩士課程或於二零零八年六至八月開辦暑期課程。
（2） 中國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將開辦暑期課程。
（3） 歷史哲學碩士及博士課程將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三十日開辦暑期課
程。

文學碩士課程
中國語文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英語教學文學碩士課程
學校諮商與輔導文學碩士課程
學校改善及領導文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暑期課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日至八月九日

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暑期課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三十日

通識教育科課程發展與教學文學碩士課程
資訊科技教育應用文學碩士課程
家長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學生活動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價值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八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全球傳播文學碩士課程
新聞學文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暑期課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至六月二十八日

普通話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七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零零八年二月四日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日至四月二十三日

體育學文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暑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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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心理學文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十日

住宿週（一年級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第四學期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至二十四日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二零零八年二月一日至四月二十六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至七月五日

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亞太）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七年八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西安）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至七月二十六日

全日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一年級生）
第一學期（二年級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暑期課程
第一期
第二期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八日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至六月七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十三日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晚間制）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暑期課程
第一期
第二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八日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至六月七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十三日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週末制）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暑期課程
第一期
第二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八日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至六月七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十三日

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校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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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財務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北京〕
金融財務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深圳〕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第四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月四日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日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四月二十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日至七月六日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醫療）
第一、二年級學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八日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至六月七日

第三年級學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十四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日至六月二十日

環球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二零零六年入學學生
第一學期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二零零七年入學學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七日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日至十月十二日

理學碩士課程
高級管理人員物流和供應鏈管理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日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二十一日

針灸學理學碩士課程
中醫學理學碩士課程
中藥及草藥學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應用流行病學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十四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六月二十一日

企業經濟理學碩士課程（暫不招生）
電子商務管理理學碩士課程（暫不招生）
財務學理學碩士課程
資訊與科技管理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26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八日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至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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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課程
第一期
第二期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十三日

地球系統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內分泌及糖尿治理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一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三月二十六日
二零零八年四月七日至七月二日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十四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三月二十日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十日

運動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暑期課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

地理信息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訊息工程學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五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至八月二日

市場學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八日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至六月七日

數學教育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暑期課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日至八月九日

新媒體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暑期課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至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校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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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環境衛生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六月二十五日

眼科及視覺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八月二日

運動醫學及健康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五月十四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日至七月十四日

中風及臨床神經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十五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至七月十二日

婦女健康理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十四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六月二十日

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廣告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企業傳播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暑期課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至六月二十八日

通識教育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暑期課程
第一期
第二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八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至六月二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至八月二十三日

社會工作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至八月三十日

其他修課式碩士課程
高級財會人員專業會計學碩士課程〔上海〕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28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八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二十六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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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博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暑期課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三十日

會計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暑期課程
第一期
第二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八日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至六月七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十三日

中醫學碩士課程
中國商業法法學碩士課程
普通法法學碩士課程
國際經濟法法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教育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暑期課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日至八月九日

家庭醫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十八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六月七日

健康科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十五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六月二十一日

護理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二零零八年四月七日至七月五日

職業醫學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五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六月二十五日

公共衛生碩士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十四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日至六月二十日

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校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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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後文憑課程
學位教師高級教育文憑課程（學生輔導）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八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應用地理信息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中國語言及文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暑期課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八日
二零零八年四月七日至七月五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四日至八月十六日

社區老年醫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六月七日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小學）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十五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五月十日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十四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三月二十日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十日

傳染病流行病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十四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六月二十一日

體育運動科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暑期課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

家庭醫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八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六月七日

健康科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30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十五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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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管理學及公共衛生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十四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日至六月二十日

職業健康護理學士後文憑課程
職業環境衛生學士後文憑課程
職業醫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五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六月二十五日

專業會計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八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五日至四月十二日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十六日

心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家庭暴力心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逆境心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四月十九日

運動醫學及健康科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五月十四日

婦女健康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二月十四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六月二十日

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校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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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典禮及假期
（日）（星期）
8

三

7
18
25
26
29

五
二
二
三
六

1
3
9
17

一
三
二
三

19
26
31

五
五
三

二零零七年八月
本科考試委員會會議

九月
研究院院務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教育學院院務會會議
中秋節（兼讀制本科課程停課）
公眾假期 ─ 中秋節翌日
本科入學資訊日〔全日制本科課程（醫科三至五年級除
外）停課〕

十月
公眾假期 ─ 國慶日
法律學院院務會會議
教務會會議
文學院院務會會議
工商管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社會科學院院務會會議
公眾假期 ─ 重陽節
工程學院院務會會議
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十一月
2
13

五
二

研究院院務會及其執行委員會會議
教育學院院務會會議

十二月
6
12
24-（1月）1日
25
26

四
三
一至二
二
三

第六十四屆大會（頒授學位典禮）
教務會會議
聖誕假期
公眾假期 ─ 聖誕節
公眾假期 ─ 聖誕節後第一個週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
1
2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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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

公眾假期 ─ 一月一日
研究院院務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工程學院院務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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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6-12
7-9
13
27

三至二
四至六
三
三

農曆新年假期
公眾假期 ─ 農曆新年
工商管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文學院院務會會議
法律學院院務會會議

三月
5
6
12
18
19
21-22及24
26
28

三
四
三
二
三
五至六及一
三
五

本科考試委員會會議
醫學院院務會會議
教務會會議
教育學院院務會會議
社會科學院院務會會議
公眾假期 ─ 復活節
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研究院院務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四月
4
25

五
五

1
7

四
三

12
30

一
五

3
4
9
11
12

二
三
一
三
四

1
16
25

二
三
五

公眾假期 ─ 清明節
工程學院院務會會議

五月
公眾假期 ─ 勞動節
文學院院務會會議
工商管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社會科學院院務會會議
法律學院院務會會議
公眾假期 ─ 佛誕
研究院院務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六月
教育學院院務會會議
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公眾假期 ─ 端午節翌日
教務會會議
醫學院院務會會議

七月
公眾假期 ─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
本科考試委員會會議
研究院院務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註：所有公眾假期均為大學假期。

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校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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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主管人員
第
二
部

監督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

校長

劉遵義教授

副校長

楊綱凱教授
廖柏偉教授
鄭振耀教授
程伯中教授

司庫

陸觀豪先生

崇基學院院長

梁元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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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伯中教授

研究院院長

黃永成教授

文學院院長

李熾昌教授

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李天生教授

教育學院院長

李子建教授

工程學院院長

任德盛教授

醫學院院長

霍泰輝教授

理學院院長

關海山教授

社會科學院院長

李少南教授

秘書長

梁少光先生

教務長

蘇基朗教授

圖書館館長

Dr. Colin Storey

財務長

陳鎮榮先生

大學輔導長

何培斌教授

大學主管人員

37

大學校董會
第
二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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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鄭維健博士

副主席

郭炳聯博士

校長

劉遵義教授

副校長

楊綱凱教授
鄭振耀教授

司庫

陸觀豪先生

終身校董

簡悅強爵士
邵逸夫博士
利漢釗博士

胡百全博士
利國偉博士

書院校董會選任

郭志樑先生
周文軒博士
岑才生先生
李和聲先生

李國星先生
香樹輝先生
葉元章先生
鄭潔賢女士

書院院長

梁元生教授
馮國培教授

黃乃正教授
程伯中教授

學院及研究院院長

李熾昌教授
李子建教授
霍泰輝教授
李少南教授

李天生教授
任德盛教授
關海山教授
黃永成教授

書院院務委員會選任

張越華教授
張雙慶教授

朱嘉濠教授
侯傑泰教授

教務會選任

李沛良教授
沈祖堯教授

梁怡教授

第二部 • 大學組織

廖柏偉教授
程伯中教授

監督委任

陳樂宗博士
利乾先生
黃金蓮修女

立法會官守議員以外之議員互選產生
張文光議員
田北俊議員

周松崗爵士
李澤楷先生

第
二
部

鄺志堅議員

校董會由香港居民中選任
鄭維健博士
馮國綸博士
郭炳聯博士

張 昌博士
何子樑醫生
梁定邦博士

校友評議會選任

劉世鏞先生
殷巧兒女士

李金鐘先生

大學校董會秘書

梁少光先生

大學校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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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會屬下委員會
第
二
部

行政與計劃委員會
主席

劉遵義教授

委員

陳鎮榮先生
程伯中教授
馮國培教授
關海山教授
李子建教授
李天生教授
廖柏偉教授
黃乃正教授
楊綱凱教授

委員兼秘書

梁少光先生

鄭振耀教授
霍泰輝教授
何培斌教授
李熾昌教授
李少南教授
梁元生教授
蘇基朗教授
黃永成教授
任德盛教授

審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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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郭炳聯博士

成員

張 昌博士
黃匡源先生

秘書

梁少光先生

第二部 • 大學組織

馮國綸博士

校園計劃及建設委員會
主席

郭炳聯博士

委員

陳鎮榮先生
程伯中教授
馮兆滔先生
林健枝教授
梁少光先生
陸觀豪先生
黃乃正教授

委員兼秘書

林泗維先生

第
二
部

張景文牧師
馮國培教授
郭志樑先生
利乾先生
梁元生教授
伍秉堅先生
余熾鏗先生

捐贈委員會
主席

陸觀豪先生

委員

鄭明訓先生
周松崗爵士
廖柏偉教授
殷巧兒女士

秘書

梁少光先生

張 昌博士
郭炳聯博士
冼為堅博士

校徽及禮袍設計委員會
召集人

梁少光先生

委員

陳育強教授
香樹輝先生
郭譚潔瑩女士

秘書

徐綺薇女士

馮國培教授
簡麗嫦女士
殷巧兒女士

校董會屬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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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董會執行委員會
第
二
部

主席

鄭維健博士

委員

鄭振耀教授
程伯中教授
周松崗爵士
香樹輝先生
郭志樑先生
郭炳聯博士
劉遵義教授
利乾先生
李少南教授
李和聲先生
廖柏偉教授
陸觀豪先生
梁定邦博士
岑才生先生
殷巧兒女士
楊綱凱教授
一名代表立法會的大學校董

秘書

梁少光先生

財務委員會
主席

陸觀豪先生

委員

查懋德先生
馮國培教授
劉遵義教授
梁元生教授

秘書

陳鎮榮先生

資深顧問

梁定邦博士

程伯中教授
馮永祥先生
利乾先生
黃乃正教授

冼為堅博士

榮譽學位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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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監督

委員

鄭維健博士
程伯中教授
馮國培教授
劉遵義教授
梁定邦博士
黃乃正教授

秘書

梁少光先生

第二部 • 大學組織

鄭振耀教授
霍泰輝教授
郭志樑先生
梁元生教授
沈祖堯教授
楊綱凱教授

榮譽院士委員會
主席

鄭維健博士

委員

鄭振耀教授
劉遵義教授
陸觀豪先生
楊綱凱教授

秘書

梁少光先生

第
二
部

張 昌博士
李沛良教授
梁定邦博士

教職員服務規則委員會
主席

梁定邦博士

委員

陳鎮榮先生
張 昌博士
馮國綸博士
郭志樑先生
梁元生教授
黃乃正教授

委員兼秘書

梁少光先生

鄭振耀教授
程伯中教授
馮國培教授
劉遵義教授
陸觀豪先生

大學投標管理委員會
主席

郭志樑先生

委員

劉世鏞先生

委員兼秘書

林泗維先生

李金漢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基金會有限公司
董事

劉遵義教授（主席）
郭炳聯博士
任德盛教授

秘書

梁少光先生

程伯中教授
陸觀豪先生

校董會屬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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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書院校董會
第
二
部

崇基學院校董會
主席

郭志樑先生

副主席

利德蓉醫生

香港各教會團體代表

歐訓權先生
盧龍光牧師
魏國鴻先生
戴浩輝博士
王國江先生

亞洲區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代表
呂元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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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衍昌牧師
吳碧珊牧師
蘇成溢牧師
王福義博士
丘頌云先生
邢軍博士

校董會推選董事

陳晴佑先生
高叔平博士
林 先生
李國謙先生
宋常康先生

其他董事

梁元生教授（院長）
伍渭文牧師（校牧）
張越華教授（院務委員）
梁怡教授（院務委員）
羅富昌先生（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代表）
陸炳泉先生（崇基學院校友會代表）
馬紹良先生（崇基學院校友會代表）

秘書

郭譚潔瑩女士

第二部 • 大學組織

熊翰章博士
郭勤功先生
李國星先生
陸增鏞先生

新亞書院校董會
主席

周文軒博士

副主席

梁英偉先生

當然校董

黃乃正教授（院長）
李旺盛先生（雅禮協會副會長兼駐中國辦事處主任）

香港耶魯大學協會推舉校董
桂徵麒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推舉校董

馮國綸博士

香港大學推舉校董

鄭廣生教授

梁雄姬女士

繆亮先生

新亞書院校友會推舉校董 香樹輝先生

湯惠泉先生

新亞書院院務委員會推舉校董
石丹理教授

姚大衛教授

校董會選任校董

陳志新先生
周君廉博士
許耀君先生
郭少明先生
李潔蘭女士
李明逵先生
劉尚儉先生
蘇洪根先生
杜達輝先生
黃桂林博士

秘書

文直良博士

鄭海泉博士
馮昇先生
關百豪先生
林耀明先生
李達三博士
廖烈文先生
長原彰弘先生
陳趙滿菊女士
湯恩佳博士
黃奕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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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董

陳普芬博士
鄒桂昌教授
鄭家成先生
張譚愛蓮女士
蔡冠深博士

昌博士
張雙慶教授
陳曾燾博士
鄭裕彤博士
張景文牧師
鍾汝滔教授

成員書院校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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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霍經麟先生
方潤華博士
馮國培教授（院長）
劉行榕教授
李兆基博士
廖烈武博士
吳朱蓮芬女士
譚偉豪先生
王 達博士
黃紹曾先生
王維基先生
殷巧兒女士

第
二
部

秘書

方文雄先生
馮慶鏘先生
何萬森先生
李卓予教授
李國忠先生
呂志和博士
岑 基先生
曾永康先生
黃鈞堯教授
王緒亮先生
胡百全博士
葉元章先生

李雷寶玲女士

逸夫書院校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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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馬臨教授

副主席

李和聲先生

當然校董

程伯中教授（院長）

校董

陳志輝教授
車越喬先生
周松崗爵士
鍾宇平教授
方劉小梅女士
馮兆滔先生
馮鈺聲先生
何佩然教授
古勝祥先生
李少南教授
廖慧女士
盧文韻女士
彭錦俊先生
陳守仁博士
段樵教授
楊鶴強教授
余銳超博士

秘書

吳寧女士

第二部 • 大學組織

陳善偉教授
鄭潔賢女士
朱嘉樂博士
范思浩先生（名譽司庫）
方逸華女士
馮鈺斌先生
侯傑泰教授
金維明先生
李健康教授
梁永波教授
駱志鴻先生
呂大樂教授
譚兆祥教授
徐耀光先生
胡應劭教授
葉劍波先生
任德盛教授

大學教務會
第
二
部

校長（主席）

劉遵義教授

副校長

楊綱凱教授
鄭振耀教授

廖柏偉教授
程伯中教授

書院院長

梁元生教授
馮國培教授

黃乃正教授
程伯中教授

學院及研究院院長

李天生教授
任德盛教授
關海山教授
黃永成教授

李子建教授
霍泰輝教授
李少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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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l T. Ahuja
Prof. Essy Baniassad
陳德章教授
陳維鄂教授
陳小章教授
陳文 授
陳重娥教授
陳家亮教授
陳 明教授
陳毅 教授
陳漢夫教授
陳烜之教授
鄭振耀教授
張妙清教授
張洪年教授
程伯中教授
趙鳳琴教授
曹之憲教授
鍾國衡教授
Prof. C.S. Cockram
Prof. David W. Faure
霍泰輝教授
馮國培教授
Prof. Tony Gin
Prof. Sian M. Griffiths
Prof. C.B. Hazlett
何陳雪鸚教授
許敬文教授
Prof. David R. Kember
孔祥復教授
林順潮教授
郎咸平教授
劉允怡教授
劉家成教授
劉遵義教授
劉煥明教授

大學教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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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勝強教授
李熾昌教授
李金漢教授
李歐梵教授
李少南教授
李沛良教授
李瑞山教授
李錫欽教授
李東教授
李漢良教授
梁國穗教授
梁廣錫教授
梁志堅教授
梁怡教授
梁元生教授
李碩彥教授
林清隆教授（至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廖柏偉教授
盧煜明教授
盧乃桂教授
Prof. Mike McConville
Prof. Carmel M. McNaught
吳浩強教授
伍百祥教授
吳子斌教授
顏慶義教授
Prof. David Parker
潘偉生教授
信廣來教授
蘇基朗教授
蘇芳淑教授
辛世文教授
沈祖堯教授
鄧廣良教授
Prof. C.A. van Hasselt
王紹光教授
黃乃正教授
黃家星教授
黃國彬教授
黃德尊教授
黃永成教授
胡令芳教授
吳奇教授
謝作偉教授
辛周平教授
徐雷教授
徐揚生教授
姚大衛教授
楊偉豪教授
姚大衛教授
楊綱凱教授
楊瑞輝教授
任德盛教授
張俊森教授
周迅宇教授

第
二
部

學系主任及學科主任（不屬前項者）
陳雄根教授
陳活彝教授
張燦輝教授
張惠民教授
朱嘉濠教授
Prof. David John Coniam
Prof. Michael Ferguson
侯傑泰教授
熊良儉教授
林偉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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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 大學組織

陳超揚博士
車鎮濤教授
張志強教授
蔡寶 教授
鍾宇平教授
Prof. Andy Curtis
馮通教授
洪友廉教授
賴品超教授
李活雄教授

李端教授
劉紹強教授
林海青教授
呂自成教授
Prof. Shigefumi Makino
Prof. Michael Edward McClellan
Prof. Paul McGuinness
Prof. Peter Wallace Preston（署理，由二零零七年
八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蘇鑰機教授
蘇偉文教授
宋恩榮教授
譚兆祥教授
陳志明教授
鄧慧蘭教授
董何淑貞教授
Prof. Sheila F. Twinn（署理，至另行通告為止）
Prof. Allan David Walker
胡應劭教授
任揚教授
余濟美教授
專業進修學院院長

李仕權博士

書院院務委員

張越華教授
石丹理教授
張雙慶教授
陳志輝教授

教務長（委員兼秘書）

蘇基朗教授

圖書館館長

Dr. Colin Storey

大學輔導長

何培斌教授

第
二
部

方永平教授
榮潤國教授
林健枝教授
呂大樂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黃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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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俊文（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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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柏喬（崇基學院）
譚曉峰（新亞書院）
周凱鋒（聯合書院）
伍志忠（逸夫書院）

大學教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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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會屬下委員會
第
二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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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基朗教授（教務長）

通識教育委員會

50

主席

楊綱凱教授

委員

書院院長或其代表
學院院長或其代表
大學通識教育主任
大學通識教育副主任
教務長
許敬文教授
盧乃桂教授
馬麗莊教授

秘書

崔素珊女士（大學通識教育部辦公室主任）

第二部 • 大學組織

跨學科課程委員會
主席

蘇基朗教授

委員

學院院長或學院副院長（教育）為其代表
教務長
其他由校長委任之委員
張妙清教授
張洪年教授
Prof. David W. Faure
李金漢教授
李沛良教授
蘇芳淑教授

秘書

吳樹培先生（教務處處長）

第
二
部

跨院校課程委員會
主席

蘇基朗教授

委員

最多三位由校長提名之委員
李子建教授
Prof. David Parker
潘偉賢教授

秘書

吳樹培先生（教務處處長）

體育委員會
主席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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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錫欽教授

秘書

林國良先生（學務及素質組助理主任）

明教授

教務會屬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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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諮詢委員會
第
二
部

主席

何培斌教授

委員

教務長或其代表
教師代表
書院代表各二人
陳偉光教授
方永平教授
譚少薇教授
榮潤國教授
劉行榕教授
王香生教授
張偉雄教授
梁耀堅教授
學院代表各一人
張學明教授
蘇麗文教授
蔡寶 教授
王昌凌教授
榮潤國教授
梁子威教授
張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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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

梁天明博士（學生事務處處長）

學生紀律委員會
主席

馬麗莊教授

委員

書院代表
莫邦豪教授
梁廣錫教授
學院代表
葉漢明教授
林智中教授
鍾國衡教授
梁耀堅教授
大學輔導長
教務長
大學學生會會長
選任學生委員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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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衛教授
胡應劭教授
蘇偉文教授
林偉教授
胡應劭教授
霍陸美珍女士

余蕙卿女士（學務及素質組高級主任）

教與學委員會
主席

楊綱凱教授

委員

副校長
學院副院長（教育）或相等代表（包括法律學院）
研究院院長
教務長
教務處處長
學能提升研究中心主任

秘書

余蕙卿女士（學務及素質組高級主任）

第
二
部

本科新生入學委員會
主席

蘇基朗教授

委員

教務長
學院副院長（學生事務）或相等代表（包括法律學院）
本科新生入學專責小組主席或其代表

秘書

周陳文琬女士（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

大學出版社委員會
主席

許敬文教授

委員

學院代表各一人
劉國英教授
周巧笑教授
陳維鄂教授
張穎珺教授
伍百祥教授
車鎮濤教授
沈建法教授
Prof. Stephen Hall
研究院院長
本港居民二人，其中一人必須為非教學人員
張洪年教授
香世傑先生

委員兼秘書

馬桂鴻先生（大學出版社署理社長至另行通告為止）

教務會屬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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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委員會
第
二
部

主席

何培斌教授

委員

書院代表
邵鵬柱教授
朱嘉濠教授
胡錦生教授
張偉雄教授
學院副院長（學生事務）或相等代表（包括法律學院）
學生事務處處長
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

秘書

袁美茵女士（入學及學生資助處學生資助主任）

本科考試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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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楊綱凱教授

委員

學院院長
教務長
學院副院長（教育）或相等代表（包括法律學院）

秘書

陳鄺麗

第二部 • 大學組織

女士（註冊及考試組主任）
（至另行通告為止）

大學擴展教育課程局
第
二
部

主席

蘇基朗教授

成員

各學院院長提名代表一人
莫家良教授
蘇偉文教授
盧乃桂教授
鄺重平教授
何陳雪鸚教授
車鎮濤教授
莫邦豪教授
由校長委任之高級教師
陳志輝教授
霍泰輝教授
李子建教授
教務長（由教務處處長代表）
財務長
專業進修學院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東華三院社區書院校長

秘書

屠萱女士

大學擴展教育課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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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書院院務委員會
第
二
部

崇基學院院務委員會
主席

梁元生教授（院長）

委員

陳偉光教授
鄭振耀教授
張妙清教授
方永平教授
何陳雪鸚教授
林孟秋教授
劉煥明教授
李熾昌教授
李沛良教授
梁國南教授
盧遠昌先生
吳基培教授
岑嘉評教授
辛世文教授
韋妙宜教授
黃健康教授
黃永成教授

秘書

郭譚潔瑩女士

陳永勤教授
鄭佩芸教授
張越華教授
馮通教授
鄺重平教授
劉忠明教授
羅炳良教授
李金漢教授
李活雄教授
梁怡教授
莫邦豪教授
邵鵬柱教授
蘇麗文教授
曾榮光教授
黃錦輝教授
黃根春教授

新亞書院院務委員會

56

主席

黃乃正教授（院長）

委員

陳維鄂教授
張明遠教授
張學明教授
周文林教授

陳新安教授
張展鴻教授
張洪年教授
朱嘉濠教授

第二部 • 大學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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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志杰教授
霍泰輝教授
何培斌教授
林漢明教授
劉國英教授
李錫欽教授
梁秉中教授
麥松威教授
黃榮春教授
許正德教授
譚少薇教授
榮潤國教授
吳奇教授
張華教授
秘書

科大衛教授
馮明釗教授
許敬文教授
劉國強教授
李浩文教授
梁偉賢教授
李旺盛先生
莫家良教授
石丹理教授
蘇芳淑教授
董何淑貞教授
黃耀 教授
姚大衛教授

第
二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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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錦泰教授
陳膺強教授
鄒桂昌教授
周巧笑教授
朱利民教授
黃聿教授
關海山教授
林健枝教授
李子建教授
李天生教授
盧德溪先生
水戶考道教授
吳恭孚教授
黃坤堯教授
王淑英教授
胡佩玲教授
余濟美教授

秘書

李雷寶玲女士

湛偉權教授
陳毅 教授
張雙慶教授
鄭漢其教授
朱鴻林教授
何瑞珠教授
孔憲煇博士
賴陳秀卿博士
劉行榕教授
李丹教授
梁廣錫教授
蒙美玲教授
吳恆亮教授
謝靜憶教授
王香生教授
胡錦生教授
楊綱凱教授

成員書院院務委員會

08_College Assembly.p65

57

10/29/07, 2:46 PM

57

逸夫書院院務委員會
第
二
部

58

主席

程伯中教授（院長）

委員

陳志輝教授
陳文教授
陳善偉教授
張光裕教授
秦家慧教授
何佩然教授
李健康教授
梁美兒教授
呂源教授
麥高偉教授
Prof. Eva Maria Pils
譚兆祥教授
黃創儉教授
胡應劭教授
楊鶴強教授
任德盛教授

秘書

吳寧女士

陳健民教授
陳竟明教授
陳活彝教授
蔡寶 教授
侯傑泰教授
林偉基教授
李少南教授
梁永波教授
呂大樂教授
魏雁濱教授
蘇偉文教授
曹景鈞教授
胡令芳教授
任揚教授
葉殿恩教授

第二部 • 大學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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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顧問及諮詢委員會
第
二
部

專業進修諮詢委員會
主席

李沛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委員

陳志輝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陳方正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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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志偉先生（百興隆有限公司）
李明逵先生
李惠光先生（香港賽馬會）
梁元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邵公全博士（萬友貿易有限公司）
伍步謙博士（永隆銀行）

當然委員

梁少光先生（香港中文大學秘書長）
蘇基朗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
陳鎮榮先生（香港中文大學財務長）
李仕權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

秘書

陳瑞堅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學院諮詢委員會
主席

黃仲翹博士（永泰信息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委員

陳其鑣教授（新進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呂明華博士（文明電子有限公司）
Dr. James McGill（摩根士丹利添惠亞洲有限公司）
蒙德揚先生（信興電業集團有限公司）

學術顧問及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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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偉雄先生（新科實業有限公司）
唐維鐘先生（Simon Murray & Company（HK）Ltd.）
陶偉洪先生（茂森精藝金屬製造有限公司）
華雲生教授（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SA）
吳重雨教授（台灣交通大學）

第
二
部

當然委員

任德盛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院長）
呂自成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系主任）
顏慶義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系主任）
劉紹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訊息工程學系系主任）
任揚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系主任）
李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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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Prof. Brian J. Caldwell（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s, Australia）
Prof. Howard Gardner（美國哈佛大學）
梁子勤教授（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Canada）
Prof. John MacBeath（英國劍橋大學）
Prof. Herbert W. Marsh（英國牛津大學）
閔維方教授（北京大學）
歐用生教授（台灣吳鳳技術學院）
曾滿超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Prof. J. Douglas Willms（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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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研究所顧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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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利乾先生（北山堂基金）

委員

張洪年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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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 • 大學組織

鄧聰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屈志仁教授（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館）
楊綱凱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當然委員

第
二
部

劉遵義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蘇基朗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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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委員兼秘書 陳鎮榮先生（香港中文大學財務長）

消化疾病研究所諮詢委員會
主席

霍泰輝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委員

曹世植博士（The Asian-Pacific Society for Digestive Endoscopy）
Prof. Peter B. Cotton（Medical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USA）
樊代明教授（第四軍醫大學）
Prof. David Y. Graham（Veterans Affairs Medical Centre, USA）
Prof. Stephen A. Locarnini（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Virus Reference and Research,
and Biosafety, Australia）
Prof. Anna S.F. Lok（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edical
Centre, USA）
Prof. Guido N. Tytgat（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

當然委員

沈祖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消化疾病研究所所長）

秘書

麥金蓮女士（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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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

委員

陳浚霖先生（利豐有限公司）
陳廷驊博士（南豐紡織有限公司）
張永霖先生（揮揚企業有限公司）
蔣麗芸女士（仲良集團有限公司）
朱裕倫先生（雅式展覽服務有限公司）
鍾明輝先生（Aik San Realty Ltd.）

學術顧問及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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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鏗先生（肇豐紡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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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英棋先生（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有限公司代表）
Mr. Washington Z. SyCip（The SGV Group, the Philippines）
楊俊文博士（寶法德企業有限公司）

第
二
部
當然委員

李天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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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委員兼秘書 Prof. Michael J. Ferguson（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主任）

信興高等工程研究所諮詢委員會
主席

蒙德揚先生（信興電業集團有限公司）

委員

Dr. Nicholas Ayache（法國計算機科學及自動化工程研究院）
鄭振耀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Prof. Yongmin Kim（美國華盛頓大學）
沈向洋博士（微軟亞洲研究院）
華雲生教授（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SA）
黃永成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任德盛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舒維都教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當然委員

程伯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信興高等工程研究所所長）

秘書

羅朱秀蘭女士（香港中文大學）

會計學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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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李家祥博士（李湯陳會計師事務所）

委員

陳浩賢先生（陳浩賢會計師事務所）
陳國威先生（ 生銀行有限公司）
陳茂波先生（華德匡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陳鎮榮先生（香港中文大學）
張祖同先生（香港會計師公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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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 • 大學組織

羅義坤先生（巿區重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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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楊佳錩先生（卓亞（企業融資）有限公司）
當然委員

黃德尊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院院長）

秘書

黃德尊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第
二
部

社會工作學系諮詢委員會
主席

陳兆愷法官（終審法院）

委員

陳錦祥先生（香港青年協會）
陳美潔女士（香港明愛）
陳黃穗女士
方敏生女士（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劉惠靈牧師（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梁魏懋賢女士（香港小童群益會）
吳志榮先生（東華三院）
吳水麗先生（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倪江耀先生（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黃肇寧女士（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當然委員兼秘書 鄧廣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系主任及社會
工作學講座教授）

數學科學研究所諮詢委員會
委員

陳樂宗博士（晨興集團）
Prof. John H. Coates（英國劍橋大學）
李鏞新先生（嘉里控股有限公司）
蒙德揚先生（信興電業集團有限公司）
Prof. Wilfried Schmid（美國哈佛大學）
Prof. Richard M. Schoen（美國史丹福大學）
Prof. Joel Smoller（美國密西根大學）

學術顧問及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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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學諮詢委員會
第
二
部

主席

張志華先生（金柏科技有限公司）

委員

張志超先生（中南電子有限公司）
張樹榮先生（香港科技園公司）
蔡潮盛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霍定洋博士（權智（國際）有限公司）
鄺國華博士（富士通微型電子亞太有限公司）
黎惠恩博士（晶門科技有限公司）
梁 穎先生（富創光電有限公司）
梁偉明先生（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李曼濤先生（中建電訊（香港）有限公司）
廖秋棋博士（ASM 太平洋科技有限公司）
麥鴻崧先生（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莫建鄰先生（藝美達實業有限公司）
譚偉強先生（偉易達通訊設備有限公司）
黃漢森教授（美國史丹福大學）
王維基先生（城市電訊（香港）有限公司）
謝大雄先生（中興通訊有限公司）

當然委員

張子惇先生（香港工程師學會代表）
任德盛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院長）
顏慶義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系主任）
程伯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講座教授）

委員兼秘書

陳錦泰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環境科學諮詢委員會

64

召集人

余濟美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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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筱魯先生（易道環境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林健枝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吳方笑薇女士（地球之友）
曾錦林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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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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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盛行教授（台灣大學）
余濟美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當然委員

關海山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院長）

委員兼秘書

鄭漢其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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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璟智女士（旅遊事務署）
Mr. Peter C. Borer（半島酒店）
張永森先生（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
Mr. Brian Deeson（ACCOR China）
Mr. Bill Ernest（香港迪士尼樂園）
Mr. Jeffrey Flowers（馬哥孛羅酒店集團）
Mr. Paul Foskey（麗嘉酒店有限公司）
許漢忠先生（香港機場管理局）
劉鎮漢先生（香港旅遊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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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迪士尼樂園）
呂尚懷先生（香港酒店業協會）
呂慧瑜女士（仕德福國際酒店）
Mr. William Mackay（香港四季酒店）
Mr. Thomas J. Mehrmann（香港海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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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an-Jacques Reibel（香港洲際酒店）
Mr. Nigel A.A. Summers（浩華管理顧問公司）
謝靜憶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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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委員兼秘書 李金漢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院長及
酒店、旅遊及不動產研究中心主任）

學術顧問及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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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工程學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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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黃仲翹博士（永泰信息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委員

陳澤銓先生（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
陳榮傑教授（台灣交通大學）
鄭立言先生（新瞻科技有限公司）
周子林博士（少林電腦系統有限公司）
徐成泰先生（摩根士丹利）
Mr. William G. Currie（香港上海 豐銀行有限公司）
黃建成博士（摩托羅拉（中國）電子有限公司）
易芝玲博士（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梁健光教授（Imperial College, UK）
李星教授（清華大學）
葛珮帆博士（互聯網專業協會）
單仲偕議員（立法會議員（資訊科技界））
黃寶真女士（IBM）
黃廣林先生（星展銀行）
葉賜添先生（香港培正中學）

當然委員

李運力先生（香港工程師學會代表）
任德盛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院長）
劉紹強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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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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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初維民先生（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委員

陳仁錠先生（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協會）
陳紹雄先生（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張子惇先生（九廣鐵路公司）
蔣麗苓女士（震堅實業有限公司）
趙之雄先生（佳電（國際）有限公司）
黎啟東先生（寶力機械有限公司）
廖秋棋博士（先進自動器材有限公司）
倪亦靖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
吳競輝先生（富誠印刷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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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委員

任德盛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院長）
任揚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系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理學碩士課程主任

秘書

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工業合作委員會主席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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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教育諮詢委員會
主席

Mr. Glenn Murcutt（澳洲執業建築師）

委員

張永和教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陳丙驊先生（香港執業建築師）
夏鑄九教授（台灣大學）
Prof. Bryan Lawson（University of Sheffield, UK）
李燦輝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秦佑國教授（清華大學）
Prof. Gerhard Schmitt（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witzerland）
嚴迅奇先生（香港執業建築師）

當然委員

呂元祥博士（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
鄺心怡女士（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事務部主席）
李少南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何培斌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系系主任）

文物館管理委員會
主席

黃仲方先生

委員

鍾棋偉先生
許晉義先生
許建勳先生
葛師科先生
關善明博士
賴恬昌先生
李景勳先生
莫華釗先生
徐展堂博士
胡家麟先生

學術顧問及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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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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深顧問

林秀峰先生
楊永德先生

當然委員兼秘書 林業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館長）

就業諮詢委員會
主席

馮紹禹先生（怡安亞洲集團）

委員

陳鍇輝先生（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陳王潔明女士（香港上海 豐銀行有限公司）
陳富強先生（地鐵有限公司）
周兆昌先生（國泰航空公司）
霍陸美珍女士（香港中文大學）
夏秀禎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夏偉邦准將（香港英國商會）
何鳳蓮女士（美國安全檢測實驗室公司）
關謝懷遠女士（德福教育機構）
賴品超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李樂然先生（皇仁書院）
廖亞全先生（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羅啟勝先生（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梅三樂先生（香港美國商會）
吳基培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蘇偉文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譚兆祥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丁國輝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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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慧敏女士（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黃錦輝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葉李杏怡女士（公務員事務局）

當然委員

何培斌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大學輔導長）
殷巧兒女士（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主席）
李國忠先生（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會長）
顏晴曦女士（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
王宇軒先生（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

當然委員兼秘書 梁天明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學生事務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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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教育諮詢委員會
主席

Prof. Sir David Williams（英國劍橋大學）

委員

Prof. William P. Alford（美國哈佛大學）
The Honourable Justice Annabelle Bennett（澳洲聯邦法院）
Prof. Christopher F. Forsyth（英國劍橋大學）
廖柏偉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Prof. Mike McConville（香港中文大學）
吳志攀教授（北京大學）

當然委員

蘇基朗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

秘書

英龍彩珠女士（香港中文大學）

學術顧問及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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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休講座教授
第
二
部

Bond, Michael Harris, BA, PhD, FHKPS, HonFIACCP（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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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M, FHKCS（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
鍾汝滔, BCom, MBA, DBA, FCA（會計）
Gwilt, David William, MBE, MusB, HFHKAPA, HFHKCM（音樂）
徐培深, OBE, JP, BSc, PhD（物理）
饒宗頤, GBM, Hon DLitt, Hon Doctorate (Human Sc.), Hon DLitt,
Hon DLit, Hon DLitt, Hon DLitt（中國語言及文學）
金聖華, OBE, JtDip, MA, Doctorat de 3e Cycle en Littérature et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翻譯學）
Jones, Robert Leslie, BPharm, PhD, DSc（藥理學）
金耀基, SBS, JP, BA, MA, MPhil, PhD, Hon DLitt, Hon LLD（社會學）
關信基, LLB, MA, PhD（政治與行政學）
林逸華, BSc, MSc, PhD, CEng, FIEE, FHKIE（電子工程）
劉殿爵, BA, MA, Hon DLitt, Hon LLD（中國語言及文學）
李卓予, BSc, MSc, PhD（生物化學）
李紹鴻, ISO, SBS, JP, MBBS, MD, DPH, DIH, FFPHM, FAFOM,
FHKCM, FRCP, FFOM, FHKAM（社區醫學）
李燦輝, BArch, Fulbright Fellow, CIAM（建築）
梁秉中, SBS, OBE, JP, MB BS, MS, Hon DSocSc, DSc, FRACS, FRCSEd,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
李國章, GBS, JP, MA, MD, BChir, Hon DSc, Hon DLitt, Hon Doc, FRCS,
FRCSEd, FRACS, FACS, FCSHK, FHKAM（Surgery）, Hon FPCS,
Hon FRCSGlas, Hon FRSM, Hon FRCS（I）, Hon FACS（外科）
李偉基, BS, MS, PhD（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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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 BSc, PhD, DSc, DLitt, LLD, DHumL, FRSA（生物化學）
麥松威, BSc, PhD（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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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建蜀, MA, PhD（市場學）
Parkin, Andrew T.L., BA, MA, PhD（英文）
譚尚渭, OBE, JP, BSc, MSc, PhD, CChem FRSC（化學）
Thrower, L.B., OBE, JP, MSc, DAgriSc, PhD, DSc, FLS（生物）
Wilson, Ian Howard, BSc, PhD, CPhys, FInstP, FHKIE, CEng（電子工程）
周昌, BS, MS, EngScD, FIEEE（訊息工程）
黃澤權, BA, MA, PhD, FIEEE, FACM（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
黃宜定, MA, PhD, ScD, DSc, FRSC, FIBiol（生理學）
楊汝萬, OBE, SBS, JP, BA, DipEd, MA, PhD（地理學）

榮休講座教授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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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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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博士名錄
第
二
部

榮譽法學博士
Sir Robert Brown Black
Sir John Scott Fulton
Clark Kerr
關祖堯
利銘澤
Sir Christopher William Machell Cox
馮秉芬
簡悅強
唐炳源
Sir 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
陳省身
Douglas James Smyth Crozier
Kenneth Ernest Robinson
吳健雄
Sidney Samuel Gordon
李政道
李卓皓
貝聿銘
Cyril Henry Philips
利國偉
林同棪
林家翹
Michael Alexander Robert Young-Herries
利榮森
胡百全
楊慶
容啟東
胡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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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1964
1964
1964
1964
1968
1968
1968
1968
1968
1969
1969
1969
1969
1970
1970
1970
1970
1971
1972
1972
1973
1973
1974
1974
1974
1974
1975

何炳棣
劉殿爵
安子介
李方桂
楊聯陞
包玉剛
余英時
鄭斌
李卓敏
Charles Frankland Moore
司徒惠
The Rt. Hon. Lord Todd of Trumpington
鍾士元爵士
The Hon. Sir Philip Haddon-Cave
鄧蓮如
楊鐵樑
李福善
蔡永業
馬臨
Sir David Akers-Jones
潘永祥
The Rt. Hon. Lord Butterfield of Stechford
方心讓
譚惠珠
孔祥勉
李鵬飛
李國鼎
陶學祁
林李翹如
王澤森
張 昌
Lord Wilson of Tillyorn
利漢釗
王 鳴
李嘉誠
曾蔭權
李光耀
陳方安生
郭炳聯
李國章

1975
1975
1976
1976
1976
1977
1977
1978
1978
1978
1978
1982
1983
1983
1984
1984
1986
1987
1987
1988
1988
1989
1989
1989
1990
1990
1991
1991
1992
1992
1993
1995
1996
1996
1997
1999
2000
2001
2003
2003

榮譽博士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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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定邦
金耀基
連戰
汪道涵
霍英東
李國能

第
二
部

2003
2005
2005
2005
2006
2006

榮譽文學博士
鄭棟材
黃用諏
鄭德坤
李芾甘（巴金）
William Watson
吳清源
呂叔湘
俞振飛
馬友友
趙無極
Jonathan D. Spence
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
高行健
季羡林
饒宗頤
余光中
勞榮瑋
吳冠中

1979
1979
1981
1984
1984
1986
1987
1988
1993
1993
1995
1998
2001
2002
2003
2003
2004
2006

榮譽理學博士
William Henry Trethowan
丘成桐
Alexander Lamb Cullen
簡悅威
華羅庚
Sir William Melville Arnott
Joseph Needham
陳壽霖
高錕
L.B. Thr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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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1980
1981
1981
1982
1983
1983
1985
1985
1985

Sir Andrew Patrick McEwen Forrest
丁肇中
朱經武
趙忠賢
李遠哲
達安輝
周光召
徐立之
Sir Eric Ash
唐敖慶
Sir Michael Atiyah
吳階平
楊振寧
朱棣文
張存浩
崔琦
陳佳洱
袁隆平
Ferid Murad
路甬祥
楊利偉
Richard J. Roberts
陳述彭
姚期智

1986
1987
1988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4
1994
1996
1997
1997
1998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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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何善衡
John Henry Bremridge
李福和
邵逸夫爵士
何添
邢慕寰
田元灝
李達三
林英豪
謝志偉
W.C.L. Brown
梁銶琚
利黃瑤璧

1971
1980
1980
1981
1982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7
1988

榮譽博士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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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光直
蔣震
Ezra F. Vogel
鄭裕彤
李兆基
釋證嚴法師
冼為堅
吳光正
陳曾燾
唐翔千
利德蓉
陳廷驊
周君廉
方潤華
費孝通
李胡紫霞
Amartya Kumar Sen
池田大作
田家炳
熊翰章
王培藷
李麗珊
呂志和
Reinhard Selten
Sir James Mirrlees
蒙民偉
鄭海泉
李亦園
何子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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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1991
1992
1993
1993
1993
1994
1994
1995
1995
1997
1998
1998
1998
1999
1999
1999
2000
2000
2001
2001
2002
2002
2003
2004
2004
2005
2005
2006

榮譽院士名錄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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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鄭海泉
Kenneth Edward Frederick Hobbs
胡秀英
李兆基
李福善
劉尚儉
陳德霖
陳天機
張敏儀
利乾
李棐
李家祥
馬臨
岑才生
宋常康
譚宗定
陳黃穗
陳曾燾
李明逵
彭玉榮
John Nelson Tarn
容拱興
張 昌
周文軒
李金鐘
李和聲
李福慶
蒙德揚
閔建蜀

2002
2002
2002
2002
2002
2002
2003
2003
2003
2003
2003
2003
2003
2003
2003
2003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榮譽院士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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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長智
殷巧兒
陳方正
鄭明訓
霍震寰
何萬森
何子樑
許漢忠
劉世鏞
利定昌
Nancy E. Chapman
馮永祥
香樹輝
何厚浠
李韶
李燦輝
梁祥彪
莫秀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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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05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教學單位及課程

第
三
部

全日制本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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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覽w w w . c u h k . e d u . h k / a d m / h a n d b o o k /
cindex.htm。
本校現有文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教育學院、工程學院、醫學院、
理學院、社會科學院及法律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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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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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由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起開設雙學位課程，並與香港教育學院
聯合開設一項文學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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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至醫科第
五年內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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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入學學生預期於修業滿兩年後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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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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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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體育（兩學分）
△
（丙）基礎規定 （二十四學分：語文科目九學分，通識教育科目六學分及
主修課程/學院規定九學分）
（丁）主修課程規定必修學分，通常可達七十二學分
（戊）學院語文規定
（己）其餘學分由學生自由選擇以副修科及/或選修科補足
第二年入學學生須至少修畢六十六學分，始准畢業。科目及學分
開列如下：
（甲）通識教育（持副學士學位入學學生七學分或持高級文憑入學學生九
學分）
（乙）體育（一學分）
（丙）持副學士學位入學學生之主修課程可達六十四規定必修學分；持高
級文憑入學學生可達五十九學分
（丁）語文規定（持高級文憑入學學生必修三學分）
（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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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定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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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入學之學生，如經兩個有關主修學系核准，得
報修兩項主修課程。學生如符合第二項主修課程規定，可於最低修業年
限內之最後修業學期申報及經評核，以獲第二主修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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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部

兼讀制本科課程
大學開設兩項兼讀學士學位課程：音樂及幼兒教育。請閱覽「兼讀學士學
位課程入學規則」
（www.cuhk.edu.hk/adm/local/ptus/（英文版）
）及「兼讀制本
科生總學則」
（www.cuhk.edu.hk/aqs/studenthandbook0708/chi/c_reg.pdf）。
學位頒授之規定與全日制課程所定者相同（見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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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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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除須修讀主修課程科目外，並須修習通識教育科目及其他學科之選修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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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此課程之特別入學條件並獲豁免若干學分者，畢業前
須至少修畢六十學分。此外，按此課程之修讀辦法規定，學生可獲豁免
其主修科目之部分課業規定。（請參閱第八十一頁之全日制本科課程結
構）
由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起，所有新入學學生須達至一定程度的
資訊科技能力。校方預期學生於首修業年內通過資訊科技能力測試。

第
三
部

研究院課程
本校於一九六五年開辦教育學院，實為開設學士後程度課程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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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現設有二百五十一項研究課程，包括二十六項哲學碩士博士銜
接課程，四十一項博士課程，一百五十六項碩士課程與二十八項學士後
文憑課程。
本年度開設共五種研究式課程：音樂博士、哲學博士、藝術碩士、
音樂碩士與哲學碩士學位課程。修課式課程則共有二十一種，計為教育
博士、心理學博士、法律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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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劑學碩士、神道學碩士、教育碩士、
家庭醫學碩士、健康科學碩士、法學碩士、護理碩士、職業醫學碩士、
專業會計學碩士、公共 生碩士*、理學碩士、社會科學碩士與社會工作
碩士課程。
自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起，大學增設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現已
增至二十六項。每項課程設哲學碩士組及哲學博士組，學生可根據個人
興趣及能力報讀相關課程，亦可於入學後視情況轉修另一組別。
至於修業期限，具備和未具備研究式碩士學位之博士學位全日制學
生之修業期，通常分別為三十六個月及四十八個月，兼讀制學生之修業
期則通常分別為四十八個月及六十四個月。全日制碩士課程之常規修業
期一般由一年至兩年不等，兼讀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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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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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攻讀本校的研究生課程。有關各項細則，請參閱 www.cuhk.edu.hk/gss/
pgshdbk/B03_GRGP.pdf（英文版）與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香港中文大學
研究院概覽》。

＊

有待大學規程修訂

教學單位及課程

83

文學院
人類學系
電話：2609 7677/7670
傳真：2603 5218
電郵：anthropology@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ant/

本科課程
人類學文學士課程

第
三
部

研究院課程
• 人類學哲學博士課程
• 人類學文學碩士課程
• 人類學（華人社會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 人類學哲學碩士課程
• 文化人類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電話：2609 7071/7074/7095/8622
傳真：2603 6048
電郵：chilan@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chi/

本科課程
• 中國語言及文學文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中國語言及文學哲學博士課程
• 中國語言及文學文學碩士課程
• 中國語言及文學哲學碩士課程
• 中國語言及文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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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電話： 2609 6470/6542/6212（文化研究課程）
2609 6209/6477（宗教研究課程）
2609 8150/6708（神學課程）
傳真： 2603 5280（文化研究/宗教研究課程）
2603 5224（神學課程）
電郵： crsdept@cuhk.edu.hk（文化研究課程）
religion@cuhk.edu.hk（宗教研究課程）
theology@cuhk.edu.hk（神學課程）
網址： www.cuhk.edu.hk/crs/（文化研究/宗教研究課程）
www.cuhk.edu.hk/theology/（神學課程）

第
三
部

本科課程
• 文化研究文學士課程
• 宗教研究文學士課程
• 神學文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文化研究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宗教研究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 文化管理文學碩士課程
• 文化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 宗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 神學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 視覺文化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 神道學碩士課程

英文系
電話：2609 7005/7007
傳真：2603 5270
電郵：english@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eng/

本科課程
• 英文文學士課程

教學單位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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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課程
• 英文（應用英語語言學）哲學博士課程
• 英文（文學研究）哲學博士課程
• 東西戲劇文學碩士課程
• 英文（應用英語語言學）文學碩士課程
• 英文（應用英語語言學）哲學碩士課程
• 英文（文學研究）哲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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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部

本科課程
• 藝術文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中國藝術史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藝術碩士（藝術創作）課程

歷史系
電話：2609 7117/8659/8541
傳真：2603 5685/5043
電郵：history@cuhk.edu.hk；macph@cuhk.edu.hk；hisdiv@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his/

本科課程
• 歷史文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歷史哲學博士課程
• 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課程
• 歷史哲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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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學系
電話：2609 6563/6466
傳真：2603 5118
電郵：japanese-studies@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jas/english/menu_eng.html

本科課程
• 日本研究文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日語研究與教學文學碩士課程
• 日本研究哲學碩士課程

第
三
部

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
電話：2609 7025/7911
傳真：2603 7755
電郵：lin@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lin/

本科課程
• 語言學文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語言學哲學博士課程
• 語言學文學碩士課程
• 語言學哲學碩士課程

音樂系
電話：2609 6487/6510/6716
傳真：2603 5273
電郵：music@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mus/

本科課程
• 音樂文學士課程
• 音樂兼讀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音樂博士課程
• 音樂哲學博士課程
• 音樂文學碩士課程
• 音樂碩士課程
• 音樂哲學碩士課程

教學單位及課程

87

哲學系
電話：2609 7136
傳真：2603 5323
電郵：philosophy@cuhk.edu.hk
網址：phil.arts.cuhk.edu.hk

本科課程
• 哲學文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哲學哲學博士課程
• 哲學文學碩士課程
• 哲學哲學碩士課程

第
三
部

翻譯系
電話：2609 7700；2696 1783
傳真：2603 7843
電郵：tra@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tra/

本科課程
• 翻譯文學士課程
• 文學士（翻譯）—法律博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翻譯哲學博士課程
• 電腦輔助翻譯文學碩士課程
• 翻譯文學碩士課程
• 翻譯哲學碩士課程

英語教學單位
電話：2609 7465
傳真：2603 5157
電郵：eltu-info@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eltu/

88

第三部 • 教學單位及大學擴展教育課程

工商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採用矩陣式的組織架構，分別由本科課程辦公室及研究院
課程辦公室管理學院的商學本科及研究院課程。兩個辦公室亦負責開設
跨學系的綜合課程，而個別學系則會提供一些直接隸屬於學系的課程。

本科課程辦公室
電話：2609 7746/8563
傳真：2603 5181
電郵：bba@cuhk.edu.hk
網址：www.baf.cuhk.edu.hk/bba/index_c.htm

第
三
部

本科課程
• 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
• 工商管理學士—法律博士課程
• 工商管理學士—工程學/理學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辦公室
電話：2609 7453
傳真：2603 6289
網址：www.baf.cuhk.edu.hk/grad_mission.htm

研究院課程
•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 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亞太）碩士課程
• 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西安）
• 全日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 金融財務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北京及深圳〕
•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醫療）
• 環球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晚間制及週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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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課程
• 專業會計學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教學單位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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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課程
• 會計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高級財會人員專業會計學碩士課程〔上海〕
• 會計學碩士課程
• 專業會計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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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uhk.edu.hk/dse/

第
三
部

研究院課程
• 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企業經濟理學碩士課程
• 電子商務管理理學碩士課程
• 資訊與科技管理理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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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課程
• 保險、財務與精算學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 計量金融學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財務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財務學理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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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af.cuhk.edu.hk/htm/

本科課程
• 酒店及旅遊管理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工商管理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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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系
電話：2609 7898
傳真：2603 5104/6840
電郵：mgt@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mgt/

研究院課程
• 管理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環球商業理學碩士課程

第
三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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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院課程
• 市場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市場學理學碩士課程

教育學院
電話：2609 6937
傳真：2603 6129
電郵：edu@fed.cuhk.edu.hk
網址：www.fed.cuhk.edu.hk

教育學院採用矩陣式的組織架構，學院辦公室負責管理學院的本科、高
級學位及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而研究院課程辦事處則專責管理高級
學位課程。
學院下設四個學系和一個學部──課程與教學學系、教育行政與政
策學系、教育心理學系、體育運動科學系及體育部。學院的本科、高級
學位及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主要由兩個或以上的學系聯合提供，並由
學院辦公室及研究院課程辦事處管理；個別學系亦因應其專業開設課
程。此外，學院亦與香港教育研究所緊密合作，為在職教師開設多項自
負盈虧的進修課程。

本科課程
• 語文教育教育學士課程
• 兼讀教育學士（幼兒教育）課程

教學單位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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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課程
• 教育博士課程
• 教育哲學博士課程
• 中國語文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 通識教育科課程發展與教學文學碩士課程
• 幼兒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 英語教學文學碩士課程
• 資訊科技教育應用文學碩士課程
• 家長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 普通話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 學校改善及領導文學碩士課程
• 學生活動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 價值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 教育碩士課程
• 教育哲學碩士課程
• 學位教師高級教育文憑課程
•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
•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小學）
•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通識教育科知識及教學法）
•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中文教學學科知識及教學法）
•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英語教學學科知識及教學法）

第
三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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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院課程
• 數學教育理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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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院課程
• 學校諮商與輔導文學碩士課程

體育運動科學系

第
三
部

電話：2609 6089
傳真：2603 5781
電郵：sports@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spe/

本科課程
• 體育運動科學教育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體育學文學碩士課程
• 體育運動科學哲學碩士課程
• 運動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 體育運動科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工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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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se.cuhk.edu.hk

本科課程
• 計算機工程學工程學士課程
• 計算機科學理學士課程
• 計算機工程學工程學士—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 計算機科學理學士—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計算機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教學單位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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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學系
電話：2609 8270/8249
傳真：2603 5558
電郵：dept@ee.cuhk.edu.hk
網址：www.ee.cuhk.edu.hk

本科課程
• 電子工程學工程學士課程
• 電子工程學工程學士—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第
三
部

• 電子工程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電子工程學理學碩士課程

訊息工程學系
電話：2609 8385
傳真：2603 5032
電郵：dept@ie.cuhk.edu.hk
網址：www.ie.cuhk.edu.hk

本科課程
• 訊息工程學工程學士課程
• 訊息工程學工程學士—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訊息工程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訊息工程學理學碩士課程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電話：2609 8337
傳真：2603 6002
電郵：dept@mae.cuhk.edu.hk
網址：www.mae.cuhk.edu.hk

本科課程
•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工程學士課程
•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工程學士—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哲學博士課程
•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哲學碩士課程
•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理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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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電話：2609 8215/8313/8468/8470
傳真：2603 5505
電郵：dept@se.cuhk.edu.hk
網址：www.se.cuhk.edu.hk

本科課程
•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工程學士課程
•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工程學士—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第
三
部

•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高級管理人員物流和供應鏈管理理學碩士課程〔廣州〕
• 電子商貿與物流技術理學碩士課程
•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理學碩士課程

跨學系課程
生物醫學工程學部
研究院課程
• 生物醫學工程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醫學院
醫學院提供非學分制之內外全科醫學士專業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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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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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修畢第三年課程，可申請入讀醫學科
學增插學年學士學位課程。
醫科學生須經個別科目之持續評核、年終考試，並參加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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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課程
•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
• 醫學科學增插學年學士學位課程

教學單位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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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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ic.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哲學博士課程
•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哲學碩士課程

第
三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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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cp.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哲學博士課程
•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哲學碩士課程

解剖學系
電話：2609 6853/6869
傳真：2603 5031
電郵：anatomy@cuhk.edu.hk
網址：www.ana.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解剖學哲學博士課程
• 解剖學哲學碩士課程

生物化學系
電話：2609 6875
傳真：2603 5123
電郵：biochemistry@cuhk.edu.hk
網址：www.bch.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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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病理學系
電話：2632 3338
傳真：2636 5090
電郵：waikeilam@cuhk.edu.hk
網址：www.cpy.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化學病理學哲學博士課程
• 化學病理學哲學碩士課程

第
三
部

腫瘤學系
電話：2632 2119/2166
傳真：2649 7426；2648 7097
電郵：clo@cuhk.edu.hk；enquiry@clo.cuhk.edu.hk
網址：www.clo.cuhk.edu.hk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
電話：2252 8800
傳真：2606 3500
電郵：cfm@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med/cmd/index.html

放射診斷學系
電話：2632 2290
傳真：2636 0012
電郵：radiology@med.cuhk.edu.hk
網址：www.droid.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醫學影像學哲學博士課程
• 醫學影像學哲學碩士課程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
電話：2632 3942
傳真：2637 3852
網址：www.cuhk.edu.hk/med/mect/index.htm

研究院課程
• 內分泌及糖尿治理理學碩士課程
• 中風及臨床神經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 社區老年醫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 寧養關顧學士後文憑課程

教學單位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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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學系
電話：2632 3333
傳真：2647 3227
電郵：microbiology@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med/mic

研究院課程
• 微生物學哲學博士課程
• 微生物學哲學碩士課程

第
三
部

那打素護理學院
電話： 2609 6220（學士課程）
2609 8173（研究院課程）
傳真： 2603 5269
電郵： nursing@cuhk.edu.hk
網址： www.cuhk.edu.hk/med/n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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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所訂要求，
註冊為普通科護士。

本科課程
• 護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護理學哲學博士課程
• 護理碩士課程
• 護理學哲學碩士課程

婦產科學系
電話：2632 2806
傳真：2636 0008
電郵：obsgyn@cuhk.edu.hk
網址：www.obg.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婦產科哲學博士課程
• 婦產科哲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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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
電話：2762 3124
傳真：2715 9490
電郵：med_dovs@cuhk.edu.hk
網址：www.ovs.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眼科及視覺科學哲學博士課程
• 眼科及視覺科學哲學碩士課程
• 眼科及視覺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第
三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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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院課程
•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哲學博士課程
•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哲學碩士課程
• 運動醫學及健康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 運動醫學及健康科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學系
電話：2632 3950/2970
傳真：2145 8876
電郵：ent@cuhk.edu.hk

兒科學系
電話：2632 2850/2851
傳真：2636 0020
電郵：paediatrics@cuhk.edu.hk
網址：www.pae.cuhk.edu.hk

藥理學系
電話：2609 6820
傳真：2603 5139
電郵：pharmacology@cuhk.edu.hk
網址：www.pharmacology.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藥理學哲學博士課程
• 藥理學哲學碩士課程

教學單位及課程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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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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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課程

第
三
部

• 藥劑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藥劑學哲學博士課程
• 臨 藥劑學碩士課程
• 藥劑學哲學碩士課程
• 臨 藥劑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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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院課程
• 生理學哲學博士課程
• 生理學哲學碩士課程

精神科學系
傳真：2667 1255
電郵：psychiatry@cuhk.edu.hk

公共衛生學院
電話：2252 8488
傳真：2145 7489
電郵：info_sph@cuhk.edu.hk
網址：www.sph.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公共衛生哲學博士課程
• 社會醫學哲學博士課程
• 家庭醫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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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科學碩士課程
• 職業醫學碩士課程
• 公共衛生哲學碩士課程
• 社會醫學哲學碩士課程
• 公共衛生碩士*課程
• 應用流行病學理學碩士課程
• 臨 老人學理學碩士課程
•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理學碩士課程
• 職業環境衛生理學碩士課程
• 婦女健康理學碩士課程
• 臨 老人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 傳染病流行病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 家庭醫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 健康科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 醫療管理學及公共衛生學士後文憑課程
• 職業健康護理學士後文憑課程
• 職業環境衛生學士後文憑課程
• 職業醫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 婦女健康學士後文憑課程

第
三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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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院課程
• 外科哲學博士課程
• 外科哲學碩士課程

意外及急救醫學教學單位
電話：2632 1033
傳真：2648 1469
電郵：aemau@med.cuhk.edu.hk
網址：www.aemau.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院前及急救護理理學碩士課程
• 院前及急救護理學士後文憑課程
* 有待大學規程修訂

教學單位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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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系課程
內科科學學部
研究院課程
• 內科科學哲學博士課程（由腫瘤學系、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兒科學
系及精神科學系聯合開設）
• 內科科學哲學碩士課程（由腫瘤學系、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兒科學
系及精神科學系聯合開設）

第
三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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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課程
• 生物化學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生物化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生物化學及生物醫學理學碩士課程

生物系
電話：2609 6348/6276
傳真：2603 5646
電郵：bio@cuhk.edu.hk
網址：www.bio.cuhk.edu.hk

本科課程
• 生物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生物哲學博士課程
• 生物哲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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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
電話：2609 6344
傳真：2603 5057
電郵：chemistry@cuhk.edu.hk
網址：www.chem.cuhk.edu.hk

本科課程
• 化學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化學哲學博士課程
• 化學哲學碩士課程

第
三
部

中醫學院
電話：3163 4328
傳真：2603 7203
電郵：scm@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scm/chi/home.html

本科課程
• 中醫學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中醫藥學哲學博士課程
• 中醫學碩士課程
• 中醫藥學哲學碩士課程
• 針灸學理學碩士課程
• 中醫學理學碩士課程
• 中藥及草藥學理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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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課程
• 數學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數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數學理學碩士課程

教學單位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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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
電話：2609 6339/6340
傳真：2603 5204
電郵：physics@cuhk.edu.hk
網址：www.phy.cuhk.edu.hk

本科課程
• 物理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物理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物理理學碩士課程

第
三
部

統計學系
電話：2609 7931
傳真：2603 5188
電郵：statdept@cuhk.edu.hk
網址：www.sta.cuhk.edu.hk

本科課程
• 風險管理科學理學士課程
• 統計學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統計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風險管理科學哲學碩士課程
• 數據科學及商業統計理學碩士課程
• 風險管理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跨學系課程
本科課程
• 環境科學理學士課程（由生物系、化學系及生物化學系聯合開設）
• 食品及營養科學理學士課程（由生物化學系及生物系聯合開設）
• 分子生物技術學理學士課程（由生物化學系及生物系聯合開設）

研究院課程
• 環境科學哲學博士課程（由生物系、化學系及生物化學系聯合開設）
• 分子生物技術學哲學博士課程（由生物化學系及生物系聯合開設）
• 環境科學哲學碩士課程（由生物系、化學系及生物化學系聯合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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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及營養科學哲學碩士課程（由生物化學系及生物系聯合開設）
• 分子生物技術學哲學碩士課程（由生物化學系及生物系聯合開設）
• 食品營養與科技理學碩士課程（由生物化學系及生物系聯合開設）

社會科學院
建築學系
電話：2609 6517
傳真：2603 5267
電郵：architecture@cuhk.edu.hk
網址：www.arch.cuhk.edu.hk

第
三
部

本科課程
• 建築學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建築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建築碩士課程
• 可持續與環境設計理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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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課程
• 經濟學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經濟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
電話：2609 6532
傳真：2603 5006
電郵：geography@cuhk.edu.hk
網址：www.grm.cuhk.edu.hk

本科課程
•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教學單位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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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課程
•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地理信息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 可持續旅遊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 應用地理信息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 生態旅遊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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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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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課程
• 政治與行政學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政治與行政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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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課程
• 新聞與傳播學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傳播學哲學博士課程
• 全球傳播文學碩士課程
• 新聞學文學碩士課程
• 傳播學哲學碩士課程
• 新媒體理學碩士課程
• 廣告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 企業傳播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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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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sy.cuhk.edu.hk

本科課程
• 心理學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心理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臨 心理學哲學博士課程
• 心理學博士（臨 心理學）課程
• 心理諮詢與治療文學碩士課程〔北京〕
• 創傷心理學文學碩士課程
• 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哲學碩士課程
• 臨 心理學社會科學碩士及哲學碩士聯合課程
• 心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 家庭暴力心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 逆境心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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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課程
• 社會工作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社會福利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家庭輔導及家庭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 社會服務管理文學碩士課程
• 社會工作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 社會工作碩士課程

教學單位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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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學系
電話：2609 6604/6606
傳真：2603 5213
電郵：sociology@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soc/

本科課程
• 社會學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社會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社會學文學碩士課程
• 應用社會研究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第
三
部

■ 跨學院課程

性別研究學部
電話：2696 1026
傳真：2603 7223
電郵：genderstudies@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ant/gender/

研究院課程
•
•
•
•

性別研究哲學博士課程
性別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性別研究哲學碩士課程
女性研究學士後文憑課程〔北京〕

社會科學院通識教育學部
電話：2609 6239
傳真：2603 6774
電郵：ssinfo@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ssc/

研究院課程
• 通識教育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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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信息科學學部
電話：2609 6538
傳真：2603 7470
電郵：iseis@cuhk.edu.hk
網址：www.iseis.cuhk.edu.hk/gis/

研究院課程
• 地球信息科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地球系統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第
三
部

法律學院
電話：3163 4316/4310
傳真：2994 2505
電郵：law@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law/

本科課程
• 法學士課程
• 法學士—文學士（翻譯）課程
• 法學士—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法學哲學博士課程
• 法律博士課程
• 中國商業法法學碩士課程
• 普通法法學碩士課程
• 國際經濟法法學碩士課程
• 法學哲學碩士課程
• 文學士（翻譯）—法律博士課程
• 工商管理學士—法律博士課程

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為大學整體教育的重要一環，其旨在於培養學生具備思維能力
和意向，以理解人類及現代社會所關心的問題。通識教育的目標是引導
學生拓闊知識視野，認識不同學科的理念和價值，提升對人類共同關心
問題的觸覺，建立判斷力及價值觀，理解不同學科之間的關聯及將之融
會發展，以及發掘終生學習的潛能。

教學單位及課程

109

本校的通識教育課程由兩部分組成：大學通識教育及書院通識教
育，前者由大學通識教育部統籌，後者由書院按其文化背景及理念而設
計。

大學通識教育部
電話：2609 7075/7563
傳真：2603 5398
電郵：oge@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oge/

第
三
部

東亞研究中心
電話：3163 4392
傳真：2994 3105
電郵：ceas@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cea/

本科課程
• 中國研究文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中國文化研究哲學博士課程
• 中國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 中國文化研究哲學碩士課程

學能提升研究中心
電話：2609 6201
傳真：2603 6804
電郵：clear@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clear/

雙學位課程
本科課程
• 數學與訊息工程雙學位課程
（www.cuhk.edu.hk/aqs/studenthandbook0708/chi/c_mie.pdf）

研究院課程
• 法律博士/工商管理碩士雙學位課程
（www.cuhk.edu.hk/gss/admission/pro_law.html）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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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校課程
• 英文研究與教育文學士課程
（由本校與香港教育學院聯合開設，詳情請瀏覽
www.cuhk.edu.hk/aqs/studenthandbook0708/chi/c_eed.pdf。）

其他課程
普通話、粵語及英語精修課程

第
三
部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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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旨在令學生充分掌握查閱字典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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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瀏覽
www.cuhk.edu.hk/aqs/studenthandbook0708/chi/c_pce.pdf。

體育
體育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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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瀏覽
www.cuhk.edu.hk/aqs/studenthandbook0708/chi/c_ph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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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程招收之學員一般為在大學修業第二年之學生。詳情請瀏覽
www.cuhk.edu.hk/aqs/studenthandbook0708/chi/c_gel.pdf。

學生資訊科技能力
在資訊科技急速發展的年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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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幫助學生掌握這基本技能，本校為他們提供了一
套基本資訊科技技能訓練及測試。詳情請瀏覽
www.cuhk.edu.hk/aqs/studenthandbook0708/chi/c_it.pdf。

教學單位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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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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獲雅禮協會贊助
開辦亞洲課程，充分利用本校的學術資源及研究設備，供海外學生增進
中文、亞洲及國際研究的知識，鑽研其學科中與香港、中國內地及其他
亞洲地區有關的發展，以及學習中國語文。
亞洲課程完全納入大學的教學體制中，海外學生可與本地學生同修
由文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教育學院、工程學院、理學院及社會科學院
所提供的科目。亞洲課程亦開設一些以英語教授的亞洲、中國及國際研
究科目，使海外及本地學生從中獲益。亞洲課程的學員可選修由新雅中
國語文研習所授課的廣東話及普通話課程。亞洲課程提供很多讓學員體
驗中國文化的機會，其中包括與本地學生同住校內宿舍、參加主題本地
遊、短途旅行及語文桌等。
亞洲課程的學員分為兩類：（一）特別本科生：每學期修課十二至十
八學分；及（二）特別研究生：每學期修課十二至十八學分；或每學期作
研究工作及修課最少三學分。
亞洲課程的學員可選擇修讀一學期或一學年，或在暑假期間修讀。
申請人毋須具有修習中國語文或亞洲學科的資歷，惟特別本科生之申請
人一般須至少修畢兩學期之大學課程；申請為特別研究生者，須具有認
可的學士學位。
學員可以交換生或海外留學生身分前來本校就讀。交換生指與本校
簽訂學術交流協議之院校派遣前來本校就讀之學生。交換生可獲豁免繳
交亞洲課程之學費；惟其原校之學費、宿費及其他與交流計劃有關之費
用，則須自行繳付。海外留學生須繳交亞洲課程之費用，包括學費、校
內宿費和相關雜費，以及新生輔導費。亞洲課程相當於交換生或海外留
學生在本校之所屬學系。
如有查詢，可直接與本校學術交流處聯絡。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何東夫人堂學術交流處亞洲課程
電話：（852）2609 7597
傳真：（852）2603 5045
電郵：iasp@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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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2209 0299/0290
傳真：2603 6565/2739 2797
電郵：scs@cuhk.edu.hk
網址：www.scs.cuhk.edu.hk

中大校外進修部於一九六五年成立，於一九九四年易名為校外進修學
院，並於二零零六年易名為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該院秉承為社
會人士提供優質持續教育之使命，配合香港的發展步伐及不同行業人士
之進修需求，課程日趨多元化。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開設的課程超過二
千項，學員人次逾四萬。
學院的課程概分為兩大類：普通課程與學歷課程。普通課程一般為
期二至四個月，不設特定入學條件，主要為個人增值而設。學院自一九
七九年起漸次開辦學歷課程，提供高級文憑、高等文憑、專業文憑、文
憑及證書課程。學歷課程通常設基本入學要求，課程設計亦依循大學本
部的要求，以保證素質，為就讀人士提供學歷及專業資格，以助他們提
升有關知識及技能。該院提供的學科範圍廣泛，包括藝術、音樂及人文
學科、商業及管理、資訊科技及科學、中醫藥及醫療保健、語文及翻
譯、社會科學及公共行政等。
學院又自一九八八年起與校外專業學會/機構、海外與內地著名大學
合辦多元化的學歷課程，包括：
• 應用語言學博士（與英國蘭加士打大學合辦）
• 英語教學法碩士（與英國蘭加士打大學合辦）
• 管理經濟學碩士（與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合辦）
• 醫療管理深造證書及碩士（與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合辦）
• 長者健康深造文憑及碩士（與澳洲新英格蘭大學合辦）
• 行政領導碩士（與澳洲新英格蘭大學合辦）
• 課程與教學論（對外漢語教學）碩士學位課程（與北京語言大學合辦）
• 警務/執法及保安專業進修學士（與澳洲新英格蘭大學合辦）
• 商業學學士（電腦系統管理）
（與澳洲維多利亞大學合辦）
• 商業學學士（酒店管理）
（與澳洲格里菲斯大學合辦）
• 商業學學士（管理學）
（與澳洲格里菲斯大學合辦）
• 普通話口語傳播高等文憑課程（與中國傳媒大學合辦）
• 對外漢語教學法證書課程（與北京語言大學合辦）
• 普通話教師暑期培訓證書課程（與北京語言大學合辦）
與學院有合作關係的校內院系則包括：
• 文學院—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崇基學院神學
院、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人間佛教研究中心（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 工商管理學院—會計學院、財務學系、管理學系、市場學系
• 工程學院—創新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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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院—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社區及家庭醫學系、那打素護理學
院、兒科學系、意外及急救醫學教學單位
• 理學院—中醫學院
• 研究所—中醫中藥研究所
學院為響應香港政府增加中學畢業生升讀大專教育的機會，開設多
項高級文憑課程，又應內地與香港的公私營機構所需，為各級別員工舉
辦在職培訓課程，提升他們的中英文書寫及會話、資訊科技、秘書業
務、中國商務、行政管理、學校管理、新聞傳播、會計及法律等知識。
課程無論在設計或學術水平方面均獲好評。
該院在財政上自負盈虧，而其教務與發展政策則由大學擴展教育課
程局、教務籌劃委員會及教務會監察。
學院辦事處設址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苑，三個主要上課中心設於市
區，分別位於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六十七號安年大廈、九龍尖沙咀加連
威老道九十八號東海商業中心及香港中環夏愨道十二號美國銀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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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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uhk.edu.hk/clc/

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開設兩種中國語言訓練課程：普通話及廣東話。課
程細分為四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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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四）國際學生廣東話課程。課程目的為
改善學生的語言水平，提高他們以普通話或廣東話溝通的能力。
凡為中文大學學生開設的課程均為大學學分課程。為國際學生開設
的核心課程包括：每週十二至十五節的全修課程，三至九節的兼讀課
程。一年分春、夏、秋三學期，學生可於任何一個學期入學。課程學分
依美國學分制計算，獲海外多所主要大學承認；研習所亦可按要求發給
學歷證明書，詳列學生成績，供不採用學分制的大學參考。核心課程特
點為小班教學和教師輪換授課。此外，研習所一直配合學生需要，開設
各種不同的短期課程和專題課程。
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在新亞書院及美國雅禮協會支持，於一九六三
年創辦，並自一九六九年起承擔教授中文大學交換學生的任務。其後，
於一九七四年加入中文大學。研習所除教授國際學生中文，還負責大學
本科生的普通話及廣東話課程。每年由世界各地到研習所修讀中文的國
際學生約有一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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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開始，香港中文大學授權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開辦下列
十四種非學位學歷課程，部分課程可申請持續進修基金：
• 普通話（對外漢語）證書課程
• 普通話（對外漢語）文憑課程
• 普通話（對外漢語）高等文憑課程
• 粵語（對外漢語）證書課程
• 粵語（對外漢語）文憑課程
• 粵語（對外漢語）高等文憑課程
• 漢字讀寫基礎證書課程（非母語人士）
• 中國地方語言文化（粵語）基礎證書課程
• 普通話（非華語人士）基礎證書課程
• 粵語（非華語人士）基礎證書課程
• 普通話（華語人士）證書課程
• 普通話（華語人士）文憑課程
• 粵語（華語人士）證書課程
• 粵語（華語人士）文憑課程
該所備有教學用之多媒體有聲材料，電腦、語言實驗室設備俱全。
研習所課程有簡章備索，請函寄「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新雅中國語文研
習所」。

大學擴展教育課程

第
三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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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設有二十四個研究所，提供各式研究設備，方便教師開展跨學科研
究，創造新知。不少研究所更下設研究中心，就專門範圍進行深入研
究。

第
四
部

人文學科研究所
電話：2609 8698
傳真：2609 7722
電郵：rihs@arts.cuhk.edu.hk
網址：www.rih.arts.cuhk.edu.hk

人文電算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165
傳真：2603 5323
電郵：twkwan@cuhk.edu.hk
網址：humanum.arts.cuhk.edu.hk

比較城市文化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113
傳真：2603 5685
電郵：yuensleung@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rih/city.html

香港文化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684
傳真：2609 7722
電郵：lawrence@arts.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rih/hkcs.html

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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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
電話：2609 8525
傳真：2603 7854
電郵：phenom@arts.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rih/phs/

儒學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028
傳真：2603 5685
電郵：hunglamchu@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rih/confucian.html

人類傳意科學研究所
電話：2632 3288
傳真：2145 8876
電郵：info@ihcr. cuhk.edu.hk
網址：www.ihcr.cuhk.edu.hk

第
四
部

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
電話：2609 6538
傳真：2603 7470
電郵：iseis@cuhk.edu.hk
網址：www.iseis.cuhk.edu.hk

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
電話：2994 0495
傳真：2603 6515
電郵：innovations@cuhk.edu.hk
網址：www.iseis.cuhk.edu.hk/chi/

地球信息科學聯合實驗室
電話：2609 6538
傳真：2603 7470
電郵：jlgis@cuhk.edu.hk
網址：www.iseis.cuhk.edu.hk/jl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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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玄衛星遙感研究中心
電話：2609 6538
傳真：2603 7470
電郵：yuenyuen@cuhk.edu.hk
網址：www.iseis.cuhk.edu.hk/yuenyuen/

中國文化研究所
電話：2609 7394
傳真：2603 5149
電郵：ics@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ics/

中國古籍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381
傳真：2603 5149
電郵：chant@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ics/rccat/

第
四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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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uhk.edu.hk/ics/cc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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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392
傳真：2603 7989
電郵：clrc@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ics/clrc/

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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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382
傳真：2603 5202
電郵：rcccc@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ics/rcccc/

翻譯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399
傳真：2603 5110
電郵：rct@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rct/

中國科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先進集成技術
研究所

第
四
部

電話：（86）755 2680 3632
傳真：（86）755 2680 3632
電郵：wt.feng@siat.ac.cn
網址：www.siat.ac.cn/project2.php

中醫中藥研究所
電話：3163 4370
傳真：2603 5248
電郵：icm@cuhk.edu.hk
網址：www.icm.cuhk.edu.hk

生物科技研究所
電話：2603 5111
傳真：2603 5012
電郵：enquiry@hkib.org.hk
網址：www.hkib.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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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科技研究所
電話：2609 8370
傳真：2603 7210

光電子研究中心
電話：2609 8370
傳真：2603 7210
電郵：chinlon@ie.cuhk.edu.hk

光學研究中心
電話：2609 6103
傳真：2603 5204
電郵：hqlin@phy.cuhk.edu.hk

第
四
部

利豐供應鏈管理及物流研究所
電話：3163 4081
傳真：3163 4081
電郵：lf-scml@cuhk.edu.hk
網址：lf-scml.baf.cuhk.edu.hk

供應鏈和物流管理研究開發中心
電話：2609 8468；（86）755 2603 6413（深圳）
傳真：2603 5505；（86）755 2603 6415（深圳）
電郵：slliu@se.cuhk.edu.hk；chen-sz@sz.tsinghua.edu.cn

供應鏈管理及物流研究中心
電話：3163 4491
傳真：3163 4492
電郵：CSCML@baf.msmail.cuhk.edu.hk

供應鏈管理研究中心
電話：3163 4491
傳真：3163 4492
電郵：SCMRC@baf.msmail.cuhk.edu.hk

網際物流研究中心
電話：3163 4081
傳真：3163 4081
電郵：ccl@baf.msmail.cuhk.edu.hk
網址：ccl.baf.cuhk.edu.hk

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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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技術與供應鏈優化中心
電話：2609 8215
傳真：2603 5505
電郵：office@logitsco.cuhk.edu.hk
網址：www.logitsco.cuhk.edu.hk

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
電話：3763 6003
傳真：3763 6333
電郵：lihs@cuhk.edu.hk
網址：www.lihs.cuhk.edu.hk

亞太工商研究所

第
四
部

電話：2609 7428
傳真：2603 5136
電郵：apib@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apib/

中國企業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440
傳真：2603 6132
電郵：ccbs@baf.msmail.cuhk.edu.hk
網址：www.baf.cuhk.edu.hk/research/cbs.htm

中國金融研究中心
電話：2603 5119
傳真：2603 5136
電郵：apib@cuhk.edu.hk
網址：www.baf.cuhk.edu.hk/research/cfrc.htm

公司治理中心
電話：2609 8691
傳真：2603 5114
電郵：cucig@cuhk.edu.hk
網址：www.baf.cuhk.edu.hk/research/c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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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工程中心
電話：2609 7766
傳真：2603 5473
電郵：knlau@baf.msmail.cuhk.edu.hk

航空政策研究中心
電話：2609 6014
傳真：3163 4293
電郵：aprc@baf.msmail.cuhk.edu.hk
網址：www.baf.cuhk.edu.hk/research/aprc/

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542
傳真：2609 7180
電郵：entrepreneurship@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centre/entrepreneurship/

第
四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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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af.cuhk.edu.hk/research/chrer.htm

信興高等工程研究所
電話：2609 8407
傳真：2603 5024
電郵：cslui@cse.cuhk.edu.hk
網址：www.shiae.cuhk.edu.hk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中心
電話：2609 8456
電郵：ytzhang@ee.cuhk.edu.hk
網址：www.shiae.cuhk.edu.hk/biomedical.htm

多媒體工程研究中心
電話：2609 8407
傳真：2603 5024
電郵：cslui@cse.cuhk.edu.hk
網址：www.shiae.cuhk.edu.hk/multimedia.htm

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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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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uhk.edu.hk/hkiaps/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電話：2603 6766/2609 6761
傳真：2603 5347/5215
電郵：pprc@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hkiaps/pprc/index.html

生活質素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517
傳真：2603 5018
電郵：danielshek@cuhk.edu.hk
網址：web.swk.cuhk.edu.hk

第
四
部

香港教育研究所
電話：2609 6999
傳真：2603 6850
電郵：hkier@cuhk.edu.hk
網址：www.fed.cuhk.edu.hk/~hk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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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ed.cuhk.edu.hk/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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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ed.cuhk.edu.hk/~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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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教育促進中心
電話：2603 6729
傳真：2603 5622
電郵：caite@fed.cuhk.edu.hk
網址：caite.fed.cuhk.edu.hk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 香港中心
電話：2603 7209
傳真：2603 5336
電郵：hkpisa@cuhk.edu.hk
網址：www.fed.cuhk.edu.hk/~hkpisa/

香港糖尿病及肥胖症研究所
電話：2632 5752
傳真：2637 3929
電郵：hkfrdd@med.cuhk.edu.hk
網址：hkfrdd.med.cuhk.edu.hk

第
四
部

香港癌症研究所
電話：2632 1037
傳真：2649 7426
電郵：yungchan@cuhk.edu.hk
網址：www.hkci.cuhk.edu.hk

消化疾病研究所
電話：2632 2233
傳真：2635 0075
電郵：idd@med.cuhk.edu.hk
網址：www.idd.med.cuhk.edu.hk

理工研究所
電話：2609 6354
傳真：2603 5315
電郵：chiwu@cuhk.edu.hk；kntsang@ie.cuhk.edu.hk

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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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學及技術研究中心
電話：2609 8297
傳真：2603 5558
電郵：jbxu@ee.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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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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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部

理論物理研究所
電話：2609 6339
傳真：2603 5204
電郵：itp@phy.cuhk.edu.hk
網址：www.phy.cuhk.edu.hk/itp/

理論計算機科學與通訊科學研究所
電郵：itcsc@cuhk.edu.hk
網址：www.itcsc.cuhk.edu.hk

植物分子生物學及農業生物科技研究所
電話：2609 8133
傳真：2603 6382
電郵：ipmbab@cuhk.edu.hk

教資會卓越學科領域植物及農業生物科技中心
電話：2609 8133
傳真：2603 6382
電郵：aoe-biotech@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bio/a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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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研究所
電話：2609 8189
傳真：2603 5805
電郵：institute.econ@cuhk.edu.hk
網址：institute.econ.cuhk.edu.hk

精密工程研究所
電話：2696 1079
傳真：2603 6002
電郵：pccheng@mae.cuhk.edu.hk
網址：www.ipe.cuhk.edu.hk

數學科學研究所

第
四
部

電話：2609 8038
傳真：2603 7636
電郵：ims@ims.cuhk.edu.hk

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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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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電話：2609 6707
傳真：3163 4132
電郵：cshb@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crs/cshb/

第
四
部

人腦功能促進中心
電話：3163 4166
傳真：2603 5019
電郵：cnfe@psy.cuhk.edu.hk
網址：www.psy.cuhk.edu.hk/cn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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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電話：2603 7341/7726
傳真：2603 7128
電郵：cusp@fed.cuhk.edu.hk
網址：www.fed.cuhk.edu.hk/cu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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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生態及斜坡生態技術研究單位
電話：2609 6378
傳真：2603 5745
電郵：bio@cuhk.edu.hk

中國考科藍中心香港分中心
電話：2252 8754/8779
傳真：2606 3500
電郵：jltang@cuhk.edu.hk；hkcochrane@cuhk.edu.hk
網址：www.hkcochrane.cuhk.edu.hk

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
電話：2994 0495
傳真：2603 6515
電郵：innovations@cuhk.edu.hk
網址：chi.arch.cuhk.edu.hk

第
四
部

中國音樂資料館
電話：2609 6555
傳真：2603 5273
電郵：cma_info@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mus/cma/index.html

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
電話：2609 8524
傳真：2603 7854
電郵：rccpc@cuhk.edu.hk
網址：phil.arts.cuhk.edu.hk/rccpc/

中國語文教學發展中心
電話：2609 7074
傳真：2603 6048
電郵：chilan@cuhk.edu.hk

中國歷史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043
傳真：2603 5685
電郵：history@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his/cch/

學院及系內研究暨諮詢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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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研究中心
電話：3163 4277
傳真：3163 4451
電郵：catholic@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crs/catho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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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
電話：3163 4178
傳真：3163 4179
電郵：cslds@arts.cuhk.edu.hk

第
四
部

文化遺產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677/7670
傳真：2603 5218
電郵：culturalheritage@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ant/culturalheritage/

比較及公眾歷史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043
傳真：2603 5685
電郵：history@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his/ccph/

比較文學研究計劃
電話：2609 7005/7007
傳真：2603 5270
電郵：english@cuhk.edu.hk

古文物科學測試中心
電話：2609 6275
傳真：2603 5204
電郵：skhark@phy.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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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體血漿胎兒核酸研究中心
電話：2632 2963
傳真：2636 5090
電郵：loym@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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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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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研究中心

第
四
部

電話：2632 3996
傳真：2637 3852
電郵：dermatology@cuhk.edu.hk
網址：www.mect.cuhk.edu.hk/dermatology/index.htm

光子封裝實驗室
電話：2609 8263
傳真：2603 5558
電郵：hktsang@ee.cuhk.edu.hk
網址：opto.ee.cuhk.edu.hk/ppl/index.htm

自殺研究單位
電郵：psychiatry@cuhk.edu.hk

何善衡心腦血管病中心
電話：2632 3594
傳真：2637 3852
電郵：cardiology@cuhk.edu.hk
網址：www.mect.cuhk.edu.hk/specialties/cardiology.asp

學院及系內研究暨諮詢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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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善衡老年學及老年病學研究中心
電話：2252 8885/8764；2632 3141
傳真：2604 8091；2606 3500；2637 3852
電郵：jeanwoowong@cuhk.edu.hk

何鴻燊防治傳染病研究中心
電話：2252 8812
傳真：2635 4977
電郵：CEID@med.cuhk.edu.hk
網址：ceid.med.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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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部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顧問小組
電話：2609 8215/8313/8468/8470
傳真：2603 5505
電郵：dept@se.cuhk.edu.hk
網址：www.se.cuhk.edu.hk

那打素護理實務研究中心
電話：2609 8181
傳真：2603 5269
電郵：nursing@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med/nur/nnpru/

林百欣遺傳眼疾研究中心
電話：2762 3129
傳真：2715 9490
電郵：cppang@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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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uhk.edu.hk/s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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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及生物統計中心
電話：2252 8728
傳真：2645 3098
電郵：ceb@cuhk.edu.hk
網址：www.ceb.cuhk.edu.hk

科學模型與計算中心
電話：2609 6343/6344
傳真：2603 5057
電郵：chemistry@cuhk.edu.hk

英文系研究實驗室
電話：2609 7005/7007
傳真：2603 5270
電郵：english@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eng/

第
四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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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se.cuhk.edu.hk/v5/about/consul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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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世界

生組織運動醫學暨促進健康中心

電話：2632 2732
傳真：2646 3020
電郵：whoctr@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whoctr/

香港中文大學腦腫瘤中心
電話：2632 1316
傳真：2637 7974
電郵：vickylau@surgery.cuhk.edu.hk

學院及系內研究暨諮詢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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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骨質疏鬆預防及治療中心
電話：2252 8833
傳真：2649 2447
電郵：info@jococ.org
網址：www.jococ.org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微創醫療技術培訓中心
電話：2632 2925
傳真：2632 4708
電郵：info@hkmisc.org.hk
網址：www.hkmisc.org.hk

香港文學研究中心
電話：2603 5225
傳真：2603 6048
電郵：hklitrc@cuhk.edu.hk

第
四
部

香港糖尿病研究及發展基金
電話：2632 5752
傳真：2637 3929
電郵：hkfrdd@med.cuhk.edu.hk
網址：hkfrdd.med.cuhk.edu.hk

香港遺尿研究及資訊中心
電話：2632 3554
傳真：2632 4658
電郵：hkeric@cuhk.edu.hk
網址：www.surgery.cuhk.edu.hk/paed/hkeric/

祖安娜布麗士學院以實證為據護理香港區中心
電話：2609 6231
傳真：2603 5520
電郵：janitachau@cuhk.edu.hk

訊息工程顧問小組
電話：2609 8385
傳真：2603 5032
電郵：dept@ie.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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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關節肌肉研究實驗室
電話：2632 3071
傳真：2606 3592
電郵：lingqin@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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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uhk.edu.hk/med/hep/

基督教研究中心
電話：2609 8155
傳真：2603 5224
電郵：centre-cs@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theology/ccs/

第
四
部

婦女健康促進及研究中心
電話：2252 8839
傳真：2645 3276
電郵：crpwh@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crp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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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資會卓越學科領域植物及農業生物科技中心
電話：2609 8133
傳真：2603 6382
電郵：aoe-biotech@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bio/aoe/index.htm

現象學與當代哲學資料中心
電話：2609 8525
傳真：2603 7854
電郵：phen-archive@cuhk.edu.hk
網址：phil.arts.cuhk.edu.hk/phen-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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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通訊科技中心
電話：2609 8356
傳真：2603 5032
電郵：wclau@ie.cuhk.edu.hk
網址：mobitec.ie.cuhk.edu.hk

統計諮詢服務部
電話：2609 7931
傳真：2603 5188
電郵：consult@sta.cuhk.edu.hk
網址：www.sta.cuhk.edu.hk/dept/scsu/consulting.htm

蛋白質科學與晶體研究中心
電話：3163 4066
傳真：2603 5123
電郵：biochemistry@cuhk.edu.hk
網址：www.bch.cuhk.edu.hk/cpx/

第
四
部

創新科技中心
電話：2609 8221
傳真：2603 7327
電郵：info@cintec.cuhk.edu.hk
網址：www.cintec.cuhk.edu.hk/

發展心理學中心
電話：2609 6576
傳真：2603 5019
電郵：develop@psy.cuhk.edu.hk
網址：www.psy.cuhk.edu.hk/b5/research/developcen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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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045
傳真：2603 5007
網址：www.com.cuhk.edu.hk/cuc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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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穎功能分子研究中心
電話：2609 6343/6344
傳真：2603 5057
電郵：cnfm@cuhk.edu.hk
網址：www.chem.cuhk.edu.hk/CNFM/CNFM.htm

當代基督宗教教學資源中心
電話：2609 6705
傳真：2603 5224
電郵：rcccs@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theology/rc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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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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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電話：3163 4464
傳真：3163 4463
電郵：daoist@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crs/dao/

電子工程顧問小組
電話：2609 8270/8249
傳真：2603 5558
電郵：dept@ee.cuhk.edu.hk

精神科睡眠疾患中心暨睡眠檢查室
電話：2636 7662
傳真：2609 5550
電郵：ykwing@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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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研究實驗室
電話：2609 7911
傳真：2603 7755
電郵：lin@cuhk.edu.hk

語言獲得實驗室
電話：2696 1701/1702
傳真：2696 1703
電郵：langacq@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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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sy.cuhk.edu.hk/b5/research/cogcenter.html

第
四
部

輔助生育技術中心
電話：2632 3199
傳真：2636 0008

遠程醫學中心
電話：2632 3337；2145 5215
傳真：2647 2763；2635 2521
電郵：telemed@med.cuhk.edu.hk
網址：tele.med.cuhk.edu.hk

確進糖尿專科中心
電話：8201 2380；2868 6020；3607 7800
傳真：2868 6849；2501 0295
電郵：enquiry@qualigenics.com
網址：www.qualigenics.com

鄭孫文淑肝炎研究中心
電話：2632 1298
傳真：2648 4326
網址：www.cuhk.edu.hk/centre/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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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科中心
電話：2632 2876
傳真：2632 2811
電郵：ccf193chow@cuhk.edu.hk

諾和諾德糖尿病治療研究小組
電話：2632 3221
傳真：2647 3859
電郵：ccf193chow@cuhk.edu.hk

戲曲資料中心
電話：2603 5098
傳真：2603 5273
電郵：corp@cuhk.edu.hk
網址：corp.mus.cuhk.edu.hk

第
四
部

營養研究中心
電話：2252 8831
傳真：2637 3852；2606 3500
電郵：healthy_life@cuhk.edu.hk
網址：www.sph.cuhk.edu.hk/nhnph/

環境政策與資源管理研究中心
電話：2609 6643
傳真：2603 5174
電郵：ceprm@cuhk.edu.hk
網址：ceprm.grm.cuhk.edu.hk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進修培訓中心
電話：2632 3483
傳真：2647 7432
電郵：olc@ort.cuhk.edu.hk
網址：www.olc-cuhk.org

臨床及健康心理學中心
電話：2609 6501
傳真：2603 5019
電郵：chpc@psy.cuhk.edu.hk
網址：www.psy.cuhk.edu.hk/b5/research/cpcen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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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試驗中心

電話：2252 8865
傳真：2646 7297
電郵：cct@cuhk.edu.hk
網址：www.cct.cuhk.edu.hk

翻譯科技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685
傳真：2696 1774
電郵：ctt@arts.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tra/

職業及環境健康教研中心
電話：2252 8791
傳真：2145 8517
電郵：coehs@cuhk.edu.hk

第
四
部

醫療體系研究中心
電話：2252 8707
傳真：2145 8517
電郵：carrieyam@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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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癡呆症研究中心
傳真：2667 1255
電郵：psychiatry@cuhk.edu.hk

藥物及毒藥諮詢中心
電話：2632 6209
傳真：2145 7160
電郵：dpib@med.cuhk.edu.hk
網址：dpib.med.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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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發展檢定中心
電話：2649 1747
傳真：2649 5514
電郵：pharmacy@cuhk.edu.hk
網址：www.pharmacy.cuhk.edu.hk

第
四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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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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9/6001
傳真：2603 5022/7155
電郵：ecbrc@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ecbrc/

第
四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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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藥物與毒理學研究聯合實驗室
電話：2609 6359
傳真：2603 7732/5123
電郵：kpfung@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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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e.cuhk.edu.hk/~jcbme/

地球信息科學聯合實驗室
電話：2609 6538
傳真：2603 7470
電郵：jlgis@cuhk.edu.hk
網址：www.jlgis.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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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企業互聯網運作聯合研究項目
電話：2609 8215/8313
傳真：2603 5505
電郵：dept@se.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與南京大學脊柱側彎聯合研究中心
電話：2632 2515
傳真：2637 7889
電郵：jackcheng@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與浙江大學先進光子學聯合研究實驗室
電話：2609 8370
傳真：2603 5032
電郵：chinlon@ie.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與暨南大學再生醫學聯合實驗室

第
四
部

電話：2609 6839/6001
傳真：2603 7155/5022
電郵：ecbrc@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ecbrc/

草藥研究中心
電話：3163 4370
傳真：2603 5248
電郵：icm@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i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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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ee.cuhk.edu.hk/j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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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uhk.edu.hk/bio/

聯合研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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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文獻研究中心
電話：2609 7074
傳真：2603 6048

微軟—香港中文大學利群計算及界面科技聯合實驗室
電話：2609 8304
傳真：2603 5505
電郵：ms-cu-jl@se.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ms-cu-jl/

腦研究中心
電話：2609 6853/6869
傳真：2603 5031
電郵：anatomy@cuhk.edu.hk
網址：www.ana.cuhk.edu.hk

第
四
部

滬港化學合成聯合實驗室
電話：(86) 21 5492 5365
傳真：(86) 21 5492 5383
電郵：hncwong@cuhk.edu.hk；hncwong@pub.sioc.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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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uhk.edu.hk/shk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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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門、服務單位及
教職員組織

行政部門及服務單位
校長辦公室
電話：2609 7344
傳真：2603 6197
電郵：vcoffice@uab.cuhk.edu.hk

副校長室
電話：2609 6271/7041/8631/8687
傳真：2603 5252/5249/6889/5697

第
五
部

協理副校長室
電話：2609 8548/8937
傳真：2603 6975/5121

崇基學院
電話：2609 6451/6441
傳真：2603 5440
網址：www.cuhk.edu.hk/ccc/

新亞書院
電話：2609 7609
傳真：2603 5418
網址：naweb.na.cuhk.edu.hk

聯合書院
電話：2609 7042
傳真：2603 5412
電郵：unitedcollege@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uc/

行政部門、服務單位及教職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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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書院
電話：2609 2363
傳真：2603 5427
電郵：shaw-college@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shaw/

新書院籌劃處
電話：2696 1801
傳真：2696 1802

文學院
電話：2609 7107
傳真：2603 5621
電郵：afo@arts.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arts/

工商管理學院
電話：2609 7785
傳真：2603 5917
電郵：bafac@cuhk.edu.hk
網址：www.baf.cuhk.edu.hk

教育學院
電話：2609 6937
傳真：2603 6129
電郵：edu@fed.cuhk.edu.hk
網址：www.fed.cuhk.edu.hk

第
五
部

工程學院
電話：2609 8446；3163 4294
傳真：2603 5701
電郵：facultyoffice@ie.cuhk.edu.hk
網址：www.erg.cuhk.edu.hk

醫學院
電話：2609 6834/6806/6891
傳真：2603 5821
網址：www.med.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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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電話：2609 6327/6250
傳真：26035156
電郵：sfo@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sci/

社會科學院
電話：3163 4096
傳真：2603 6774
電郵：ssinfo@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ssc/

法律學院
電話：2696 1095；3163 4316
傳真：2994 2505
電郵：law@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law/

教務長室
電話：2609 8986
傳真：2603 5121

教務處
電話：2609 8971
傳真：2603 5197

第
五
部

學務及素質組
電話：2609 8992/8956
傳真：2603 6409
電郵：aas@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aas/

註冊及考試組
電話：2609 8964/8981
傳真：2603 5129
電郵：ugadmin@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rgs/

入學及學生資助處
電話：2609 8947/8951
傳真：2603 5184
電郵：ugadm@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adm/

行政部門、服務單位及教職員組織

Admin Units & Others.p65

151

10/30/07, 3:04 PM

151

學生事務處
電話：2609 7300
傳真：2603 5894
網址：www.cuhk.edu.hk/osa/

研究院
電話：2609 8976/8977
傳真：2603 5779
電郵：pgstudent@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gss/

學術交流處
電話：2609 7597
傳真：2603 5402/5045
電郵：oal@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oal/

學術交流處（國內事務）
電話：2609 8729/8727
傳真：2603 5266
電郵：oalc@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oalc/

大學圖書館系統

第
五
部

電話：2609 7301/7302
傳真：2603 6952
電郵：library@cuhk.edu.hk
網址：www.lib.cuhk.edu.hk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電話：2609 8762/8765
傳真：2603 5030
網址：www.usc.cuhk.edu.hk

研究事務處
電話：2696 1839/1840
傳真：2603 7414
電郵：rao_contact@cuhk.edu.hk

科技授權處
電話：2609 8884/8885
傳真：2603 5451
電郵：tech_license@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t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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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電話：2609 7338
傳真：2603 5503

財務處
電話：2609 7227
傳真：2603 5074
電郵：bursary@uab.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bursary/

人事處
電話：2609 7179/7335
傳真：2603 5026
電郵：personnel-1@cuhk.edu.hk；personnel-2@cuhk.edu.hk
網址：perntc.per.cuhk.edu.hk/personnel/

拓展及籌募處
電話：2609 8648
傳真：2609 8647
電郵：oia@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oia/

內部審核處
電話：2609 8796
電郵：internalaudit@cuhk.edu.hk

第
五
部

專責項目處長室
電話：2609 8684
傳真：2603 7594

傳訊及公共關係處
電話：2609 8899
傳真：2603 5115/5828

資訊處
電話：2609 8584/8681
傳真：2603 6864
電郵：iso@cuhk.edu.hk；pub2@uab.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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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發展處
電話：2609 6181/6697
傳真：2603 5415
電郵：cdo@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cdo/

物業管理處
電話：2609 6172
傳真：2603 7728
電郵：emo@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emo/

資訊科技服務處
電話：2609 8801/8802
傳真：2603 5001
網址：www.cuhk.edu.hk/itsc/

大學出版社
電話：2946 5300
傳真：2603 6692/7355
電郵：cup@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cupress/

大學保健處

第
五
部

電話：2609 6416
傳真：2603 5598
電郵：uhs@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uhs/

校友事務處
電話：2609 7861/7863
傳真：2603 6226/6979
電郵：alumni@cuhk.edu.hk
網址：www.alumni.cuhk.edu.hk

保安及交通事務處
保安組
電話：2609 7999
傳真：2603 5095
電郵：security_unit@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security_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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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組
電話：2609 7990/7992
傳真：2603 5499
電郵：transport_unit@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transport_unit/indexc.htm

視聽服務組
電話：2609 6061
傳真：2603 5301
電郵：avsu@cuhk.edu.hk
網址：www.avsu.cuhk.edu.hk

大學安全及環境事務處
電話：2609 7958
傳真：2603 6862
電郵：uls@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useo/

邵逸夫堂
電話：2609 7852
傳真：2603 5141
電郵：cuoaa@cuhk.edu.hk
網址：https://www.srrsh.cuhk.edu.hk

第
五
部

教職員組織
香港中文大學教師協會
電話：2609 8997

香港中文大學職員協會
電話：2603 6600
傳真：2603 6363
電郵：staff-association@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cusa/

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電話：8117 4594
傳真：3016 8834
電郵：cuegu@cuhk.edu.hk
網址：www.cuhk.edu.hk/cue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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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及雜費
（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學年）

各項課程費用
本科課程
學費

港元

全日制（每年）................................................................................. 42,100
於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入學之非本地本科生
以中六學歷入學之學生（每年）................................................ 60,000
以中七學歷入學之學生（每年）................................................ 42,100
內地本科生獎學金計劃之學生（每年）.................................... 42,100
於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及其後入學之非本地本科生（每年）......... 80,000
雙學位之首個學位之課程
本地本科生（每年）.................................................................... 42,100
非本地本科生（每年）................................................................ 80,000
雙學位之第二個學位之課程
本地本科生（每年）.................................................................... 80,000
非本地本科生（每年）................................................................ 80,000
兼讀課程（每年）............................................................................. 28,066
兼讀制教育學士（幼兒教育）課程（每年）..................................... 51,000
特別生（每年）................................................................................. 42,100
重讀生（每學期每學分計）....................（費用以所修學分數目之成本計算）
兼讀課程重讀生（每學期每學分計）....（費用以所修學分數目之成本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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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費用
全日制 ..............................................................................................
兼讀課程 ..........................................................................................
特別生 ..............................................................................................

400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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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費用
留位費（每學期）
全日制課程 ................................................................................
兼讀課程 ....................................................................................
＊
保證金 ............................................................................................
†
中大學生會會費 ............................................................................
畢業費 ..............................................................................................
學歷證明書/學業成績表（每張）...................................................
學位證書/文憑副本加簽證明費（每張）.......................................
查列科目簡介費（每次申請之首份）.............................................
其後每份 ....................................................................................
過期繳費罰款 .................................................................................
補領「中大通」學生證（每張）.........................................................
申請豁免科目及學分費 .................................................................
恢復學籍費 ......................................................................................
資訊科技能力測試逾期考試費（每學期）.....................................

300
200
450
87
450
40
40
120
30
200
130
160
430
500

研究院課程
學費

港元

全日制博士與碩士課程及一年制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
（每年） ....................................................................................... 42,100
非本地研究生入讀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修課式課程
（每年） ....................................................................................... 80,000
兼讀制博士課程（每年）................................................................. 31,575
兼讀制哲學碩士課程（每年）......................................................... 28,066
兼讀制文學、音樂、社會科學、理學碩士及文憑課程
（每年） ....................................................................................... 21,050
二年制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兼讀課程（每年）................................. 21,050
全日制教育博士課程
第一至三年（每年）.................................................................... 66,600
第四年及其後（每年）................................................................ 40,000
兼讀制教育博士課程
第一至四年（每年）.................................................................... 50,000
第五年及其後（每年）................................................................ 40,000
兼讀制社會醫學哲學博士課程（每年）......................................... 34,000
兼讀制心理學博士（臨 心理學）課程（每年）............................. 60,000
兼讀制高級財會人員專業會計學碩士課程〔上海〕
（每年）.............................................................................. 人民幣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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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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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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讀制會計學碩士課程（每科）.....................................................
全日制人類學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人類學文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兼讀制中國語言及文學文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兼讀制中國語文教育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全日制中國研究文學碩士課程（整個課程）.................................
全日制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全日制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全日制電腦輔助翻譯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電腦輔助翻譯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全日制文化管理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文化管理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通識教育科課程發展與教學文學碩士課程
（整個課程）................................................................................
兼讀制幼兒教育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東西戲劇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全日制英文（應用英語語言學）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英文（應用英語語言學）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英語教學文學碩士課程（整個課程）.................................
兼讀制家庭輔導及家庭教育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全日制性別研究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性別研究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全日制全球傳播文學碩士課程（每科）.........................................
兼讀制資訊科技教育應用文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全日制文化研究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文化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全日制日語研究與教學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10,800
52,000
30,000
28,066
36,000
32,500
35,000
80,000
52,000
26,000
24,000
58,000
26,000
24,000
60,000
30,000
60,000
30,000
80,000
36,000
24,000
60,000
30,000
90,000
39,000
52,000
32,00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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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讀制日語研究與教學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全日制新聞學文學碩士課程（每科）.............................................
兼讀制新聞學文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科）................................................................................
舊生（每科）................................................................................
全日制語言學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語言學文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兼讀制音樂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家長教育文學碩士課程（整個課程）.................................
兼讀制哲學文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兼讀制普通話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全日制宗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宗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兼讀制學校諮商與輔導文學碩士課程（整個課程）.....................
兼讀制學校改善及領導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社會服務管理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全日制社會學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社會學文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兼讀制體育學文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兼讀制學生活動教育文學碩士課程（整個課程）.........................
全日制神學研究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神學研究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全日制翻譯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翻譯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創傷心理學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價值教育文學碩士課程（整個課程）.................................
全日制視覺文化研究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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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
9,000
9,000
8,000
70,000
35,000
32,500
43,000
68,000
26,004
24,000
42,000
50,000
52,000
26,000
24,000
90,000
44,000
35,000
54,000
27,000
24,000
40,000
39,000
68,000
52,000
26,000
60,000
30,000
35,000
68,000
60,000

兼讀制視覺文化研究文學碩士課程（每年）................................. 30,000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四學期制）
第二年第四學期（舊生）............................................................ 15,850
第一年第一學期（新生）............................................................ 52,500
其後每學期（舊生）.................................................................... 31,700
其後每學期（新生）.................................................................... 35,000
兼讀制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亞太）碩士課程
（整個課程）........................................................................ 台幣660,000
兼讀制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西安）
（整個課程）.................................................................... 人民幣200,000
全日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整個課程）......................................... 237,600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晚間制及週末制）
（整個課程）..................... 211,200
兼讀制金融財務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北京〕
（整個課程）.................................................................... 人民幣128,000
兼讀制金融財務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深圳〕
（整個課程）.................................................................... 人民幣128,000
全日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醫療）
（每學分計）............................. 4,400
兼讀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醫療）
新生（每學分計）........................................................................ 4,400
舊生（每學分計）........................................................................ 4,180
兼讀制環球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整個課程）................. 398,400
全日制中醫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80,000
舊生（每年）................................................................................ 75,000
兼讀制臨 藥劑學碩士課程（每學分計）..................................... 2,700
全日制教育碩士課程（每學分計）................................................. 2,500
兼讀制教育碩士課程（每學分計）................................................. 2,500
兼讀制家庭醫學碩士課程（每年）................................................. 45,000
全日制健康科學碩士課程（整個課程）......................................... 70,000
兼讀制健康科學碩士課程（整個課程）......................................... 70,000
全日制中國商業法法學碩士課程（每年）..................................... 80,000
兼讀制中國商業法法學碩士課程（每年）..................................... 40,000
全日制普通法法學碩士課程（每年）............................................. 80,000
兼讀制普通法法學碩士課程（每年）............................................. 40,000
全日制國際經濟法法學碩士課程（每年）..................................... 80,000
兼讀制國際經濟法法學碩士課程（每年）..................................... 40,000
兼讀制護理碩士課程（每年）......................................................... 46,000
兼讀制職業醫學碩士課程（每年）................................................. 60,000
兼讀制社會醫學哲學碩士課程（每年）.........................................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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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公共衛生碩士*課程（每年）............................................... 130,000
兼讀制公共衛生碩士*課程（每年）............................................... 65,000
兼讀制高級管理人員物流和供應鏈管理理學碩士課程
（整個課程）..................................................................... 人民幣 98,000
全日制針灸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80,000
兼讀制針灸學理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40,000
舊生（每年）................................................................................ 36,000
兼讀制應用流行病學理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65,000
舊生（每年）................................................................................ 60,000
兼讀制生物化學及生物醫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40,000
兼讀制生物醫學工程科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42,500
全日制中醫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80,000
兼讀制中醫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40,000
兼讀制中藥及草藥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40,000
兼讀制臨 老人學理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40,000
舊生（每年）................................................................................ 35,000
兼讀制計算機科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40,000
兼讀制數據科學及商業統計理學碩士課程（整個課程）............. 66,000
全日制地球系統科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70,000
兼讀制地球系統科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40,000
全日制電子商貿與物流技術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90,000
兼讀制電子商貿與物流技術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45,000
兼讀制電子工程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35,000
兼讀制內分泌及糖尿治理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40,500
兼讀制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60,000
全日制運動科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80,000
兼讀制運動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40,000
舊生（每年）................................................................................ 39,000
兼讀制財務學理學碩士課程（每科）............................................. 9,000
全日制地理信息科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70,000
兼讀制地理信息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40,000
舊生（每年）................................................................................ 35,000
兼讀制資訊與科技管理理學碩士課程（整個課程）..................... 90,000
兼讀制訊息工程學理學碩士課程
新生（整個課程）........................................................................ 82,000
舊生（整個課程）........................................................................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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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讀制市場學理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全日制數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數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數學教育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全日制新媒體理學碩士課程（每科）.............................................
兼讀制新媒體理學碩士課程（每科）.............................................
兼讀制食品營養與科技理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兼讀制職業環境衛生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全日制眼科及視覺科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眼科及視覺科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全日制物理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物理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院前及急救護理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風險管理科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運動醫學及健康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兼讀制中風及臨床神經科學理學碩士課程（整個課程）.............
全日制可持續與環境設計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可持續與環境設計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全日制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理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兼讀制婦女健康理學碩士課程（每年）.........................................
全日制廣告社會科學碩士課程（每科）.........................................
兼讀制廣告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科）................................................................................
舊生（每科）................................................................................
全日制應用社會研究社會科學碩士課程（每年）.........................
兼讀制應用社會研究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全日制企業傳播社會科學碩士課程（每科）.................................
兼讀制企業傳播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新生（每科）................................................................................
舊生（每科）................................................................................

47,500
45,000
52,000
30,000
34,000
8,000
8,000
42,000
40,000
50,000
68,000
34,000
60,000
30,000
55,000
44,000
45,000
40,000
65,000
110,000
55,000
90,000
45,000
44,000
42,000
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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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0
7,500
54,000
27,000
24,000
9,000
9,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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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讀制通識教育社會科學碩士課程（每年）.................................
全日制社會工作社會科學碩士課程（整個課程）.........................
兼讀制社會工作社會科學碩士課程（整個課程）.........................
兼讀制社會工作碩士課程（每年）.................................................
全日制法律博士課程
新生（每學分計）........................................................................
舊生（每學分計）........................................................................
兼讀制法律博士課程
新生（每學分計）........................................................................
舊生（每學分計）........................................................................
全日制法律博士/工商管理碩士雙學位課程（整個課程）...........
兼讀制法律博士/工商管理碩士雙學位課程（整個課程）...........
兼讀制學位教師高級教育文憑課程（學生輔導）
（整個課程）.....
兼讀制應用地理信息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兼讀制中國語言及文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兼讀制臨 老人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兼讀制臨 藥劑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學分計）.........................
兼讀制社區老年醫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全日制文化人類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整個課程）.........................
兼讀制文化人類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整個課程）.........................
兼讀制寧養關顧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兼讀制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兼讀制傳染病流行病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兼讀制體育運動科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兼讀制家庭醫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兼讀制健康科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兼讀制醫療管理學及公共衛生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兼讀制職業健康護理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兼讀制職業環境衛生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兼讀制職業醫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兼讀制院前及急救護理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兼讀制專業會計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全日制心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兼讀制心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兼讀制家庭暴力心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整個課程）.................
兼讀制逆境心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整個課程）.........................
兼讀制運動醫學及健康科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新生（每年）................................................................................
舊生（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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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
105,000
104,000
39,000
3,000
2,600
3,000
2,600
364,800
338,400
42,500
40,000
30,000
40,000
35,000
2,700
40,000
36,000
36,000
35,000
56,000
52,000
40,000
50,000
40,000
37,000
33,000
33,000
36,000
55,000
43,000
60,000
30,000
32,000
32,000
45,000
40,000

兼讀制婦女健康學士後文憑課程（每年）..................................... 40,000
††
特別生（每年）.................................................................................
††
延續生（每學期）.............................................................................

申請入學費用
理學及醫學博士課程（二零零七至零八學年）.............................
其他研究院課程
1. 文憑課程 ...............................................................................
2. 碩士課程 ...............................................................................
3. 哲學博士課程 .......................................................................

180
180
180
180

其他費用
留位費（每學期）
三年制工商管理碩士兼讀課程 ................................................
200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
150
其他研究院課程 ........................................................................
300
延期費（每學期或其後每一部分）....................... Δ（本年度學費之四分一）
全日制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小學及中學）之學生會會費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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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申請之首份）.............................................
120
其後每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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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復學籍費 ......................................................................................
430
資訊科技能力測試逾期考試費（每學期）.....................................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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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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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個別課程之收費
如所修讀科目之編號並非‘R’字尾或‘T’字尾，則須繳交該學期之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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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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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費及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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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論文口試重考費
博士課程 ..........................................................................
＃＃
4. 課程筆試及/或實驗考試重考費（每卷）
博士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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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研究式碩士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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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
200
1,000
750
8,000

中國語文研習所課程
學費

港元

個別授課每節五十分鐘 .................................................................
二人班每節五十分鐘 .....................................................................
三人班每節五十分鐘 .....................................................................
程度一至三的班
每週十五節（每學期）................................................................
每週十五節（暑期班）................................................................
程度四或以上的班
每週十五節（每學期）................................................................
每週十五節（暑期班）................................................................

980
490
330
19,000
15,200
23,700
18,960

亞洲課程
學費

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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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生（本科生）
每學年（兩學期─九月至五月）..............................................
春季或秋季每一學期 ................................................................
＊＊
特別生（研究生）
每學年（兩學期─九月至五月）..............................................
春季或秋季每一學期 ................................................................

149,300
96,200

申請入學費用 ..............................................................................................

400

申請延長留校費 ..........................................................................................

400

88,500
44,250

＃＃ 不適用於二零零零年八月一日及以後入學之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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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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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新生輔導、各種文娛活動及核准中文課程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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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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

港元

崇基學院宿舍
二至五人房 ................................................................................ 7,716
新亞書院宿舍
雙人房及三人房 ........................................................................ 7,716
聯合書院宿舍
雙人房及三人房 ........................................................................ 7,716
逸夫書院宿舍
雙人房及三人房 ........................................................................ 7,716
國際生舍堂一及二座
單人房 ........................................................................... 7,716至10,032
雙人房及三人房 ........................................................................ 7,716
何善衡夫人醫科生宿舍（宿期十二個月）
單人房 ....................................................................................... 11,724
雙人房 ....................................................................................... 9,782
賽馬會研究生宿舍（每月）
單人房 ....................................................................................... 3,035
雙人房及三人房 ........................................................................ 2,025
研究生宿舍四至六座（每月）
單人房 .......................................................................... 1,815至2,070
雙人房 .......................................................................... 1,215至1,430
曙光樓 — 研究生宿舍二座（每月）
單人房 ....................................................................................... 2,480
雙人房 ....................................................................................... 1,160
博文苑 — 研究生宿舍三座（每月）
雙人房 .......................................................................... 1,075至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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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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費及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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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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學生資助辦事處統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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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現時由本校學生事務處管理之獎助學金
及學生工讀計劃之分類及名稱概列如後。

全日制本科課程
任何學院
獎學金
友邦慈善基金獎學金
Chan Ho Family 獎學金
陳麗雲博士社會服務紀念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獎學金
中華旅行社獎學金
廠商會獎學金
大學婦女香港協會本科生獎學金
豐香港獎學金
豐傷健同學獎學金
香港賽馬會獎學金
江貽孫紀念獎學金
李寶椿本科生獎學金
申銀萬國（香港）有限公司獎學金
香港機場領袖獎學金
杜月澧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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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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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獎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傑出服務及創意學生獎
高雄先生紀念文學獎
伍絜宜先生語文獎及伍絜宜先生書卷獎
尤德爵士紀念獎

內地學生獎學金
香港賽馬會獎學金

內地/國際學生獎學金
豐內地/國際學生香港獎學金

海外留學及交換計劃獎學金
美國銀行（亞洲）交換生計劃獎學金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交換生計劃獎學金
大和銀行集團獎學金
Dharmasiswa 獎學金計劃
香港潮州商會獎學金
豐香港學生內地交流獎學金
豐海外獎學金計劃
香港日本文化協會獎學金
朗文交流計劃獎學金
國際扶輪社大使獎學金

國際會議、文化交流學習獎
Business Today 國際會議獎
內地文化考察計劃獎學金
日航獎學金計劃

學生旅費貸款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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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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之部分旅費，供其前往外地修讀短期課
程、實習，或出席會議。下列為供學生申請之貸款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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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助學金及經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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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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本地非畢業班本科生，紓解
他們因要在暑假期間完成必修之實習課程或其他學習計劃，又或要經常
返校籌辦校內暑期活動等而出現的經濟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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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達與陳蔡 卿慈善基金助學金
捷和鄭氏基金助學金
裘槎基金會緊急援助金
豐香港助學金
新昌 — 葉庚年教育基金助學金
許黎碧雯助學金
許愛周助學金
郭謝碧蓉基金助學金
李鈞洪教育基金助學金
東方日報慈善基金緊急援助金
悟宿基金會獎助學金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助學基金
香港大學（共濟）分會金禧紀念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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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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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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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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學生
申請，貸款額視乎個別需要而定。
香港扶輪社貸款助學金
香港蘇浙同鄉會緊急貸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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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工讀計劃
捷和鄭氏基金學生工讀計劃
周氏基金學生工讀計劃
新昌 — 葉庚年學生工讀計劃
上海總會教育基金學生工讀計劃

文學院
獎學金
東亞銀行金禧紀念獎學金
成龍獎學金
捷和鄭氏基金獎學金
生銀行獎學金
香港翻譯學會震雄集團獎學金
香港日本文化協會獎學金 — 日本研究
繼昌堂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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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祖祐醫生紀念獎學金
溝口獎學金
太古獎學金
曾瑞龍教授紀念獎學金
黃繼持教授紀念獎學金
Yamaha Music 獎學金
楊冠鏘先生紀念獎學金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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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餘生繪畫創作獎
張氏香港藝術創作獎
張氏藝術創作獎
朱氏創作獎
文苑藝術創作獎
嘉圖藝術創作獎
何少庵紀念獎
高美慶教授藝術史獎學金
呂立勛藝術創作獎
丁衍庸紀念藝術獎及學業成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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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學及交換計劃獎學金
日航優異交換留學生獎
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獎學金（日本語及日本文化研修）
東京學藝大學文部科學省推薦大學獎學金（日本語及日本文化研修）

海外活動、文化交流獎學金
張 昌博士英文系獎學金
詹雲白夫人紀念中國書畫獎

助學金
九龍總商會助學金

暑期學生工讀計劃
文物館館友會暑期工讀計劃

工商管理學院
獎學金
酒店及旅遊管理學諮詢委員會獎學金
無名氏酒店及旅遊管理學生獎學金
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獎學金
東亞銀行金禧紀念獎學金
法國巴黎銀行獎學金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 香港中文大學獎學金
陳秀蘭紀念獎學金
捷和鄭氏基金獎學金
CPA Qualification Programme 獎學金
中大商學院舊生1991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校友會獎學金
蔡永禧紀念基金獎學金
大新銀行獎學金
英皇集團獎學金
Ernst & Young Young Fellow 獎學金
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獎學金
FTA Excellence as a Humanitarian 獎學金
均富會計師行獎學金
生銀行獎學金
保險業聯會獎學金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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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酒店業協會獎學金
香港會計師公會獎學金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獎學金
香港洲際學人計劃
繼昌堂獎學金
郭靖堂獎學金
郎咸平教授基金會獎學金
李炳紀念獎學金
馬爾登紀念獎學金
Marriott International Asia Pacific 獎學金
萬豪國際酒店集團獎學金
吳嘉寧先生獎學金
海洋公園獎學金
人事管理研究社獎學金
羅兵咸永道獎學金
信興蒙民偉獎學金
蕭志傑獎學金
麗星郵輪獎學金
太古獎學金
香港稅務學會獎學金
游應森獎學金
楊怡凱教授紀念獎學金

優異獎
陳立德會計師事務所獎金
澳洲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卓越表現獎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科目獎
司徒新教授學業優異獎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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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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igroup 交流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康乃爾酒店及旅遊管理學生交換計劃呂志和博士獎學金

助學金
九龍總商會助學金
Mizuho and Wing Hang Bank 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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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獎學金
教育出版社獎學金
生銀行獎學金
繼昌堂獎學金
汾陽體育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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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精獎學金
雅田獎學金
中環電腦系統獎學金
高錕教授獎學金
震雄工業獎學金
捷和鄭氏基金獎學金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新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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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獎學金
電子工程學系獎學金
Epson 基金會獎學金
協益獎學金
香港日立有限公司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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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資訊科技管理研究社獎學金
香港科技園公司獎學金
香港寬頻獎學金
孔安道紀念獎學金
繼昌堂獎學金
金德獎學金
茂森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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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牛牛獎學金
寶惠獎學金
寶力獎學金
信興萃青工程學會獎學金
信興科技獎學金
新瑪德慈善基金獎學金
Solomon Systech 獎學金
生祥獎學金
勝美達八幡一郎基金獎學金
太古獎學金
萬順貿易有限公司陳景福獎學金
力嘉獎學金
吳仲亞基金獎學金
余瑞昌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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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學生獎學金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新生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系校友會獎學金
訊息工程學系學術獎
電子工程系獎學金
Winbridge 獎學金

交換計劃獎學金
蔣震海外交流獎學金
訊息工程學系學術獎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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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議、文化交流學習獎
加州理工學院香港本科生研究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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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廷驊基金獎學金
捷和鄭氏基金獎學金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謝婉雯醫生抗炎紀念獎學金

獎助學金及經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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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校友會謝婉雯醫生紀念獎學金
生銀行謝婉雯醫生紀念獎學金
繼昌堂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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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永佳紀念獎學金
梁佩嫻獎學金
李樹培醫生獎學金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獎學金
彩虹行動鄭夏恩獎學金
彩虹行動張錫憲獎學金
彩虹行動劉大鈞獎學金
彩虹行動謝婉雯獎學金
孫瑪琍醫學獎學金
宋鄭佩蘭女士紀念獎學金
鄧兆初先生紀念獎學金
吳仲亞基金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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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雷覺雲獎學金
余道生紀念獎學金

優異獎
美國胸肺學院獎
顏諾德爵士內科最佳論文獎
博卓智夫人紀念獎
香港微生物及傳染病學會微生物科書金獎
心胸外科優異獎
牛欄牌產期學獎
院長醫學科學增插學年學士學位課程傑出成績獎
院長綜合醫學科學傑出成績獎（醫學一年級）
院長綜合醫學科學傑出成績獎（醫學二年級）
院長綜合醫學科學傑出成績獎（醫學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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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部

178

第六部 • 學費及獎助學金

香港家庭醫學院家庭醫學獎
香港兒科醫學院獎
香港醫學會獎
香港氧氣有限公司獎
香港病理學會獎
香港藥理學學會獎
香港臨床生化學會書金獎
香港社會醫學會獎
香港兒童呼吸病學會獎
黃潘慧仙病理解剖及細胞學選修課獎
羅仲雲伉儷內科優異獎
醫學一年級筋肌骨骼學科傑出成績獎
醫學二年級筋肌骨骼學科傑出成績獎
醫學三年級筋肌骨骼學科傑出成績獎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醫學三年級傑出成績獎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醫學五年級傑出成績獎
雀巢婦產科學獎
雀巢兒科學獎
那打素護士學校校友會獎
社會與健康學科傑出成績獎（醫學一年級）
社會與健康學科傑出成績獎（醫學二年級）
人體結構學科傑出成績獎
社區及家庭醫學研究選修傑出小組獎
婦產科研究選修傑出小組獎
兒科研究選修傑出獎
精神科研究選修傑出小組獎
傑出臨床護理獎（一、二年級）
兒童成長研究報告（小組）傑出獎（醫學一年級）
健康護理資料分析（小組）傑出獎
人體構造選修研究傑出小組獎
醫學研究選修傑出小組獎
內科研究選修傑出小組獎（醫學五年級)
外科研究選修傑出小組獎（醫學五年級）
主題性選修研究傑出小組獎（醫學一年級）
醫學期刊分析傑出獎
醫學技能傑出表現獎（醫學二年級）
醫學技能學科傑出表現獎（醫學一年級）
飛利浦醫療系統獎
羅氏研究基金獎
賽諾菲安萬特集團腫瘤學系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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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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集成文化教育基金會獎（外科）
伍集成傑出學科獎（矯形外科及創傷學醫學三年級）
伍集成傑出學科獎（矯形外科及創傷學醫學五年級）
第四年兒童成長研究報告獎

獎狀及金章獎
初級臨床內科學成績優異獎狀
初級外科成績優異獎狀
高級外科成績優異獎狀
第三期學業考試內科成績優異獎狀
城市獅子會金章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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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選修訓練獎學金
鄭植之紀念獎學金
輝凌海外選修獎學金
香港老人科醫學會海外進修獎學金
香港微創外科學會獎學金
孔安道紀念獎學金
郭靖堂獎學金
潘婉明紀念獎學金
黃達威獎學金
余兆麒醫療基金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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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理工學院香港本科生研究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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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金
招福申夫人助學金
李炳紀念助學金

理學院
獎學金
愛德統計系獎學金
1973 屆校友數學獎學金
1982 屆校友數學獎學金
東亞銀行金禧紀念獎學金
生物化學舊生會獎學金
曹熊知行博士數學獎學金
捷和鄭氏基金獎學金
招福申獎學金
蔡陳群英女士獎學金
朱如堂數學獎學金
數學系尖子獎學金
Epson 基金會獎學金
香島教育基金數學獎學金
香港金屬表面處理學會獎學金
繼昌堂獎學金
郭靖堂獎學金
林健忠數學獎學金
利錦桓岑淑婉獎學金
柳愛華教授紀念獎學金
柳愛華教授優先錄取計劃紀念獎學金
馬健南博士紀念獎學金
數學系校友獎學金
新亞生物系一九六六年淼社校友獎學金
「綠養坊」保健專方中醫獎學金
潘恩鼎先生數學獎學金
Professor Salaff 數學獎學金
太古獎學金
唐良宜獎學金
田家炳中醫獎學金
1970 屆聯合數學系校友獎學金
任氏存安堂紀念獎學金
楊振寧獎學金
余道生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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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獎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校友獎
羅蔭權教授物理獎
吳瑞昌先生夫人紀念獎
「綠養坊」保健專方中醫獎
物理獎
杜祖貺商業統計學獎

國際會議、文化交流學習獎及交換計劃獎學金
加州理工學院香港本科生研究獎學金
柳愛華教授海外交流紀念獎

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學生貸款
理學院設有多項免息貸款，資助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之本地生前往內地
完成指定的無薪實習課程。

社會科學院
獎學金
東亞銀行金禧紀念獎學金
法國巴黎銀行獎學金
「書節」獎學金
萬順行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
捷和鄭氏基金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夏威夷校友會獎學金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尖子獎學金
富美家獎學金
生銀行獎學金
香港房屋協會獎勵計劃
豐社會工作獎學金
熊葵樹獎學金
捷成獎學金
繼昌堂獎學金
九龍總商會獎學金
郭靖堂獎學金
劉張桂蘭社會學紀念獎學金
利錦桓岑淑婉獎學金
李沛華伉儷新聞獎學金
梁黎少珍紀念獎學金
梁樹藩最佳寫作獎學金
讀者文摘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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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 Hong Kong 獎學金
RTCL 獎學金
新聞與傳播學院四十周年院慶獎學金
中國及香港新聞史獎學金
傳媒操守研究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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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章獎
富爾敦勳爵紀念獎

內地學生獎學金
生銀行內地本科生獎學金

旅遊獎學金
利希慎旅遊獎學金

助學金
香港房屋協會獎勵計劃
九龍總商會助學金
東方日報慈善基金大專學生助學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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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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
獎學金
貝克．麥堅時獎學金
Johnson Stokes & Master in Law of Contract獎
林德施法律學獎學金
信德獎學金

優異獎
Bloomsbury Bookshop 書券獎
Criminal Law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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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讀制本科課程
獎學金
林安行先生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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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要經濟援助之本地學生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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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寶珊貸款助學金
王孟雄學生貸款

研究院課程
研究獎學金
鄭翼之研究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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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旅行社獎學金
企業傳播校友獎學金
CPA Qualification Programme 獎學金
教育出版社獎學金
何海天紀念獎學金
大學婦女香港協會研究生獎學金
香港電腦學會獎學金
豐社會工作獎學金
法律博士銅獎
法律博士金獎
法律博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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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博士銀獎
Johnson Stokes & Master in Jurisprudence獎
金銀證券交易所獎學金
黎尚雄及黎陳佩昂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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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靜窗紀念獎學金
莫慶鏘獎學金
新法書院獎學金
新法書院王定一歷史博士生獎學金
新晉科研獎（研究生）
電訊盈科基金獎學金
Peter Curzon Oram 慈善基金獎學金
潘光迥博士獎學金
天主教研究獎學金
歷史系卓越文學碩士生獎學金
中國語言及文學碩士生獎學金
學術傑出法學碩士獎學金
勝美達八幡一郎基金獎學金
司徒欣博士紀念獎學金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傳播獎學金
田家炳中醫獎學金
王董建築師事務所獎學金
胡李筱參女士紀念獎學金
楊彩榴女士紀念獎學金
圓玄遙感科技獎學金
育群教育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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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學生獎學金
利希慎基金會中國學生研究獎學金
王少娟獎學金

學生工讀計劃
捷和鄭氏基金學生工讀計劃
周氏基金學生工讀計劃
新昌 — 葉庚年學生工讀計劃
金馬倫山獅子會學生工讀計劃
上海總會教育基金學生工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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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學生工讀計劃
文物館館友會暑期工讀計劃

研究助學金
互聯通網絡獎學金
文物館館友會研究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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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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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家炳基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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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晉科研獎（研究生）
尤德爵士紀念獎

國際會議、文化交流學習獎
日航獎學金計劃
詹雲白夫人紀念中國書畫獎
悟宿基金會有限公司海外訓練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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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
獎學金
學術獎學金
美國總商會慈善基金獎學金
無名氏獎學金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 香港中文大學獎學金
法國巴黎銀行獎學金
艾詩伯教授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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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森美孚獎學金
香港女財政人員協會獎學金
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獎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獎學金
蒙民偉獎學金
NSHMBA 獎學金
OneMBA 獎學金
新鴻基地產獎學金
司徒新教授紀念獎學金
葉于貺獎學金

優異獎
司徒新教授學業優異獎
唐天燊律師行學業成績獎

內地學生獎學金
信和置業有限公司獎學金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晚間制及週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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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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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升學計劃
獎學金
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獎學金（留學研究生）
利黃瑤璧千禧獎學金
立命館大學（京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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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波旅港同鄉會內地留學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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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助學金及經濟援助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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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獎學金
ASIA 研究員獎
比利時香港協會獎學金
志奮領留英獎學金
Dharmasiswa 獎學金計劃
德國 Chancellor 獎學金
香港日本文化協會獎學金
日本 IMF 深造獎學金
利銘澤百年紀念獎學金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海外深造及專業培訓獎學金
國際扶輪社大使獎學金
國際扶輪社世界和平獎學金
Sauve 學人計劃
英國 East Anglia 大學國際獎學金計劃
英國伯明翰大學研究生香港獎學金
英國伯明翰大學國際獎學金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研究生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殘疾學生海外研究生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海外研究生獎學金

學術交流處
大學認可交換計劃之交換生，可獲申請下列獎學金之機會：
聯博交換生獎學金
關愛校友學術交流獎學金
卡爾蔡司交流獎學金
鄭明訓國際交流獎學金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交換生計劃獎學金
思捷環球學術交流獎學金
香港潮州商會獎學金
黎尚雄及黎陳佩昂學生交流獎學金
劉亮紅交換生獎學金
利豐獎學金
朗文交流計劃獎學金
康本國際交流獎學金
楊明標及區寶琪學術交流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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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震海外交流獎學金
共設兩項獎學金，供已獲接納前往非亞洲地區參與學生交換計劃的
工程學院學生申請。
豐香港學生內地交流獎學金
獲學術交流處選派前往內地之交換生，可申請此獎學金。
學術交流助學金
大學認可交換計劃之交換生，可申請此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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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麟獎學金
巴色差會及香港崇真會獎學金
張雄謀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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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校友獎學金
陳特紀念哲學獎
鄭曹芬紀念獎學金
程天固博士紀念獎學金
陳勳先生夫人紀念獎學金
陳佩喬紀念獎學金
程天固文化交流紀念獎
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教育基金獎學金
趙燊霖傑出服務紀念獎學金
周慶麟數學獎學金
崇基校友至善獎學金
崇基學院班級獎
崇基學院宗教教育/宗教研究論文獎
崇基學院數學獎學金
崇基學院數學系優先錄取生獎學金
崇基學院科學獎學金
崇基學院優先錄取計劃博宏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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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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基學院優先錄取計劃卓越新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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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基學院優先錄取計劃優異新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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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及李傅獎學金
何輝錐社會工作學紀念獎學金
何朋紀念獎學金
何添先生紀念獎學金
夏鵬紀念獎學金
許剛良醫生夫人紀念獎學金
胡格非畢業生海外深造紀念獎學金
胡格非紀念獎學金
胡秀英中醫學優異新生獎學金
胡秀英學業優異獎學金
江譽鏐紀念獎學金
九龍表行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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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約翰龐萬倫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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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協堂中國音樂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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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愛華學業優異紀念獎
李謙獎學金
李文錦獎學金
利國偉獎學金
李樹勳、李尹艷芳紀念獎學金
李榮典紀念獎學金
李應林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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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富昌地理學獎學金
盧幹庭紀念獎學金
盧巨川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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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大江紀念獎學金
傑出運動員獎學金
關康材夫人獎學金
基督教研究獎學金
沈宣仁通識教育獎學金
聖公會教友教育獎學金
宋 鄖獎學金
杜秉祺紀念獎學金
唐太平醫生醫學會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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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雷詩獎學金
汪長智汪陳煜雯獎學金
屈武圻均衡教育紀念獎學金
黃池仲、李銀煥紀念獎學金
黃福鑾紀念獎學金
黃金倖博士紀念獎學金
黃鄧潔蘭化學紀念獎學金
黃宣平紀念獎學金
黃英姿醫學獎學金
黃英姿社會學獎學金
伍俶紀念獎學金
伍歐陽慧真紀念獎學金
任白中國戲曲獎學金
容 東博士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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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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宜坤紀念助學金
畢業生旅費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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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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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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學術創作獎
校友會優秀運動員獎
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教育基金獎勵計劃
崇基學院臨床醫學選修獎
崇基學院數學宿生獎
崇基學院榮譽獎狀
崇基學院交換生獎
崇基數學旅費獎
優秀隊制獎
學生活動傑出服務獎
健康工房胡秀英中醫學獎
何馨琪紀念交流獎
林毅伯夫人獎
彭展南、張佩琴紀念獎
體育服務優異獎
瑞熊社會服務獎
宋常康創意獎
黃壽林中國服務及學習獎勵金
玉鑾室創作獎
優異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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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觀鳳中國語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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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觀鳳社會學獎
邱良榮工商管理學獎
崇基學院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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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保羅臨床前期醫學獎
曹維英生物學獎
聯合長老會哲學獎
黃鳳翎居士醫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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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三化學系校友獎學金
一九七四校友獎學金
一九七五校友獎學金
一九七七工管獎學金
二零零五年畢業班獎學金
奮進獎
俞周雅珊女士紀念獎學金
怡安亞洲保險集團獎學金
樂群獎
㝱星獎學金
㝱星學生交換計劃助學金
時富投資集團獎學金
陳知浩先生紀念獎學金
陳富全先生及夫人獎學金
陳家樂律師獎學金
張雍臨先生夫人獎學金
誠明獎
錢穆歷史獎學金
北美新亞校友紀念錢穆先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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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研究生獎學金
趙冰博士及夫人獎學金
周文軒獎學金
孔子學術獎學金
瑞華行獎學金
優異生獎狀
傑出服務獎狀
馮漢榮、褟偉英伉儷紀念獎學金
馮國綸博士獎學金
博厚基金獎學金
香島教育基金獎學金
何冰姿女士紀念獎學金
何耀光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獎學金
何添博士紀念獎學金
何耀 先生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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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江獅子會獎學金
熊十力先生紀念獎學金
徐士浩、沈玉紀念獎學金
許讓成先生紀念獎學金
許讓成先生研究生獎學金
人文獎學金
Mr. James Ivy 紀念獎學金
陳章天教授韓國交換計劃獎學金
關百豪獎學金
關徐幗英女士獎學金
郭少明伉儷獎學金
鄺馨貴女士紀念獎學金
林張麗瓊女士獎學金
林耀明校董學生傑出服務獎
劉小春校友基金獎學金
李彩桂女士紀念獎學金
李金鐘校友獎學金
李金鐘校友傑出社會服務獎
李瓊好女士紀念獎學金
李梁淑英女士獎學金
利國偉博士獎學金
李國賢基金會獎學金
梁榮光先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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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英偉先生獎學金
梁何穎君女士獎學金
梁子江先生紀念獎學金
李胡紫霞博士數學獎
李達三獎學金
林泗維先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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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五新亞工管校友獎學金
一九七八新亞工管校友獎學金
長原彰弘先生獎學金
長原彰弘先生學生交換獎學金
新亞國文獎
新亞書院校友基金獎學金
新亞書院校友獎學金
新亞書院校友會獎學金
新亞書院中六生優先錄取計劃獎學金
新亞書院內地本科生獎學金
吳家望、孫經文校友紀念獎學金
吳蔡嘉慧女士獎學金
伍華先生紀念獎學金
優秀體育隊伍書券獎
華德匡成會計師事務所獎學金
體育書券獎
莎莎國際獎學金
逯耀東教授史學論文紀念獎學金
精進獎學金
中國文化論文獎
唐君毅哲學獎學金
鄧 揚先生學生交換計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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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衍庸紀念藝術獎
丁衍庸紀念學業成績獎
杜月澧傑出運動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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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蘭獎學金
蔡明裕紀念獎學金
亞洲聯合財務獎學金
黃炤傳先生紀念獎學金
黃鳳翎女士獎學金
王寶儀先生紀念獎學金
王 華先生紀念獎學金
黃偉慶先生紀念獎學金
翁凌宇藝術創作獎
胡世榮先生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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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錦江先生及夫人獎學金
圓滿獎學金

貸款及其他資助
學生緊急貸款
校園服務獎勵計劃
學生外訪資助計劃
暑期研究資助計劃

聯合書院
獎學金
陳浩賢會計師事務所獎學金
陳南昌獎學金
鄭棟材獎學金
鄭袁慧珠紀念獎學金
張祝珊獎學金（十二項）
捷和鋼鐵廠有限公司獎學金
蔡永業醫生紀念獎學金
方樹泉獎學金
方潤華獎學金
馮秉芬紀念獎學金（三項）
馮秉芬獎（兩項）
封燕芸女士獎學金
生銀行獎學金
何裕光明德新民校友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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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貴榮夫人最傑出學生獎（兩項）
何貴榮獎學金
何萬森明德新民校友獎學金
何善衡獎學金
何添博士紀念獎學金（四項）
高可寧獎學金（五項）
顧莉蘭獎學金
劉鎮國獎學金
李國忠明德新民校友獎學金
利國偉獎學金（兩項）
李榮基明德新民校友獎學金
梁昌獎學金（三項）
林百欣獎學金
廖寶珊獎學金
陸炯鉀明德新民校友獎學金
馬兆 紀念獎學金
麥煒然獎學金
南針製造廠獎學金
吳多泰博士紀念獎學金
太平洋保險獎學金（三項）
彭禎祥獎學金（三項）
潘國柱伉儷經濟學獎學金
岑才生獎學金
戴麟趾爵士獎學金（五項）
曾肇添獎學金（十二項）
聯合書院謝婉雯醫生紀念獎學金（三項）
王德昭紀念獎學金
黃梓林獎學金
黃仲安獎學金
黃李碧恥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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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巧兒明德新民校友獎學金
丘育娟女士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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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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學業優異獎
陳晉英紀念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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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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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寶玄博士紀念學業優異獎（兩項）
蔡冠深書院服務優異獎（兩項）
周芝女士紀念學業優異獎
朱炳南博士才學優異獎
鍾汝江學業優異獎（四項）
香港城市獅子會學業優異獎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安省校友會學業優異獎
明我教育機構麥雪光神父紀念學業優異獎
電子工讀學業優異獎
方潤華學業優異獎（十項）
福意助學金（二十項）
前得獎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馮秉芬紀念學業優異獎
何耀棣體育優異獎
何建陽校友傑出運動員獎（兩項）
何路德學業優異獎
何萬森學業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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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冠文校友明德新民學業優異獎
許友竹化學金章獎
華僑工商學院校友會學業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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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工商學院校友會王淑陶院長紀念學業優異獎
張裕光伉儷紀念學業優異獎
高福申生物化學獎
高福申學業優異獎（兩項）
林偉雄校友學業優異獎
劉偉民學業優異獎
利錦桓學業優異獎（兩項）
梁國安書院服務優異獎
梁國安通識專題研究論文獎
羅黃潔華紀念學業優異獎
陸炯鉀書院服務優異獎
半群學社數學獎
明德新民傑出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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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文珠校友明德新民學業優異獎
邵逸夫爵士學業優異獎
岑才生學業優異獎
岑淑婉學業優異獎（兩項）
岑維休新聞與傳播學業優異獎（三項）
天運洋行傑出運動員獎（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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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東聯合書院校友會明德新民學業優異獎（兩項）
聯合書院傑出體育服務獎（五項）
聯合書院優秀體育隊伍獎（三項）
聯合書院刷新運動紀錄獎（十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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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世榮最有價值運動員獎
甄盈安學業優異獎
楊書家博士紀念獎（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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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元章學業優異獎（六項）
余基祥學業優異獎（三項）
1957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58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60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61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68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69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70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71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72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73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74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75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76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77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78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79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80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81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83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85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86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87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88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1986聯合書院社會工作系校友社會關懷獎

內地學生獎學金
太平洋保險獎學金
太平洋人壽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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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地進修及研究獎學金
鄭棟材研究獎學金
威廉士獎學金
梁鶴年留學獎學金
邵逸夫爵士留學獎學金
周紹棠博士研究獎學金
黃桂林伉儷海外進修獎學金（五項）
陳曾燾博士中國內地考察獎學金（兩項）
蔡冠深中國就業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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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銘泉伉儷非本地進修獎
利錦桓岑淑婉非本地進修獎（兩項）
譚華正博士非本地進修獎（七項）
非本地進修考察計劃
中國海洋石油交換計劃獎學金（十項）
聯合書院海外交換計劃獎學金（六十項）
長江澳洲毅進獎學金

學生活動獎
聯合書院創意學生活動獎勵計劃
聯合書院創新與創業獎
院長創作獎
院長多媒體製作獎
全年最佳學生團體獎
社會服務獎勵計劃
全人發展獎勵計劃

貸款及其他資助
書院緊急貸款
黃鳳翎學生貸款
聯合書院非本地學習旅費貸款計劃
學生校園培訓及服務獎勵計劃
聯合書院非本地短期學習計劃
聯合書院校內住宿助學金

逸夫書院
獎學金
校友會校友服務獎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獎學金
學系/課程獎
陳麗雲博士紀念獎學金
陳守仁交換生獎學金
卓越獎
學院獎
語文獎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獎
余乒強伉儷紀念社區服務獎
余乒強伉儷紀念學院獎
余乒強伉儷紀念一年級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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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乒強伉儷紀念交換生獎學金
余乒強伉儷紀念學生活動獎
傑出運動員獎
優秀運動院隊獎
Pharmacia Upjohn of Sweden 獎學金
傑出一年級生獎
邵逸夫爵士一年級生獎
邵逸夫爵士金牌
教職員聯誼會學生服務獎
才藝獎
修德講學校友獎學金

助學金
龔念祖助學金
利國偉助學金
彭松喬助學金

貸款
陳廷驊貸款基金
書院交換計劃貸款
邵氏基金學生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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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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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書院
及善衡書院訂定條文，以及就相關事宜訂定條文。
（由1986年第59號第4條修訂；由2007年第18號第5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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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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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1986年第59號第4條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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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
書院及善衡書院為香港中文大學的成員書院；（由1986年第59號
第4條增補。由2007年第18號第5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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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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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乃“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dinance”之
譯名。
#
“《崇基學院法團條例》”乃“Chung Chi College Incorporation Ordinance”之譯名。
+ “《香港聯合書院託管董事局法團條例》”乃“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ted College
of Hong Kong Incorporation Ordinance”之譯名。
@
“《新亞書院法團條例》”乃“New Asia College Incorporation Ordinance”之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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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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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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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版）；
“大學校董會”
（Council）、“教務會”
（Senate）、“校友評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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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評議
會、學院、專業學院及學務委員會；（由2005年第10號第21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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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86年第59號第４條代替。由2007年第18號第5條修訂）
“香港中文大學”
（Un i v e r si t y）指根據第 4 條而延續的香港中文大學（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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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86年第59號第4條增補）
“書院校董會”
（Board of Trustees）指任何原有書院的或逸夫書院的校董會；
（由1986年第59號第４條修訂；由2007年第18號第5條修訂）
“院長”
（Head）就原有書院或逸夫書院而言，指有關書院的院長；（由2007
年第18號第5條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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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86年第59號第４條修
訂）
“院務委員會”
（Assembly of Fellows）指成員書院的院務委員會；（由1986年
第59號第４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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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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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
（graduates）、“學生”
（students）分別指香港中文大學的畢業生及
學生；
* “《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乃“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dinance”之
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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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課程”
（approved course of study）指經教務會認可的課程；
“監督”
（C h a n c e l l o r）、“副監督”
（P r o - C h a n c e l l o r）、“校長”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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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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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86年第59號第４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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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86年第59號第４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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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986年第59號第４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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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與《2002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
（2002年第23號）所作的修訂相關的過渡
性條文見於該條例第6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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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原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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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86年第59號第４條修訂；由2002年第23號第56條修訂；
由2007年第18號第5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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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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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乃“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dinance
1963”之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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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監督由行政長官出任。（由2000年第53號第3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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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02年第23號第56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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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02年第23號第56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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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大學校董會、教務會及校友評議會的設立

香港中文大學設有大學校董會、教務會及校友評議會，其各別的章
程、權力及職責為本條例及規程所訂明者。（由2005年第10號第22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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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書院或逸夫書院
的任何不動產行使上述控制及管理權時，如沒有有關書院
的書院校董會事先同意，則不得更改任何該等財產的用
途；（由1986年第59號第４條修訂；由2007年第18號第5條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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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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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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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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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校友評議會的組成人員及職能

在符合本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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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05年第10號第23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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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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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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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校友評議會；（由2005年第10號第24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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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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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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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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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稅
附註：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2000年第53號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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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以每
年總額 $10 為限。（由2000年第53號第3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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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已失時效而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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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雜項條文（由2007年第18號第5條修訂）
#
1081 章，1964年版）、《香港聯合書院
（1）《崇基學院法團條例》（第
+
託管董事局法團條例》（第 1092 章，1964年版）及《新亞書院法團條
例》@（第 1118章，1967年版），現予廢除。

（2） 附表 3 列出各原有書院的書院校董會的章程及權力。（由2007年
第18號第5條代替）
（3） 附表 4 列出逸夫書院的書院校董會的章程及權力。（由2007年第
18號第5條代替）

21.《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及規程的廢除
《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第1109 章，1965年版）及《香港中文大學規程》Δ
（第1109章，附屬法例，1968年版），現予廢除。

22. 保留條文及過渡性條文
附註：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2000年第53號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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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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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86年第59號第4條增補。由2000年第53號第3條
修訂）

“《崇基學院法團條例》”乃“Chung Chi College Incorporation Ordinance”之譯名。
+ “《香港聯合書院託管董事局法團條例》”乃“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ted College
of Hong Kong Incorporation Ordinance”之譯名。
@
“《新亞書院法團條例》”乃“New Asia College Incorporation Ordinance”之譯名。
* “《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乃“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dinance”之
譯名。
Δ
“《香港中文大學規程》”乃“Statut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之
譯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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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第2 及 13（2）條〕

香港中文大學規程
附註：與《2002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
（2002年第23號）所作的修訂相關的過渡
性條文見於該條例第6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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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第
101號法律公告）
“書院”
（College）指第 3 條所規定的香港中文大學成員書院；（1986年第59
號第4條；2007年第18號第5條）
“研究院”
（Graduate School）指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院；（1995年第101號法
律公告）
“條例”
（Ordinance）指《香港中文大學條例》
（第1109章）；
“單位”
（unit）指大學校董會根據條例第 12 條設立或成立的機構；（2002年
第25號法律公告）
“新增書院”
（additional College）指除原有書院或逸夫書院外的成員書院；
（2007年第18號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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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

規程 2
大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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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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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第23號第5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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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原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2007年第18號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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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2 年第2 3 號第
58條）
（ka）大學輔導長；（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1981年第114號法律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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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有權名列校友評議會名冊的人士；
（2005年第10號第25條）
（n） 學生。

規程 4
監督
1.
2.

監督如出席香港中文大學的大會，則須主持該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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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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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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條例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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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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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2002年第23號第5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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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原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
（2007年第18號第5條）
1A. 本則規程僅適用於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並僅就該等書院適用。
（2007年第18號第5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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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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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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長──（2002年第23號第6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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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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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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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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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第31號法律公告）
（e）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每一書院的書院校董會從其校
董當中所選出的校董2名；（2007年第18號第5條）
（f） 各原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2007年第18號第5條）
（g） 每一學院的院長及研究院院長；
（h）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每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所選出
的院務委員1名；（2007年第18號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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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第481號法律公告）
（l） 由立法會議員（官守議員除外）互選產生的人士3名；（1987年第
67號第2條；2000年第53號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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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第481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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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在大學校董會指定的日期後，由校友評議會按大學校董會決定
的方式選出的校友評議會成員，人數由大學校董會不時決定，
但不得超逾3名。（2005年第10號第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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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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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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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23號
第6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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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第438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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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第438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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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第20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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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第20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257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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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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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代香港中文大學訂立、更改、履行和取消合約；
（g）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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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18號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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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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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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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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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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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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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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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23號第6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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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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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4 年第
452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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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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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第256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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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
新增書院的章程
1.

每一新增書院須有各自的章程，而該章程須經大學校董會批准。

2.

每一新增書院的名稱、結構及組織須由大學校董會決定。（2007年第
18號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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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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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司庫，為該委員會的主席；
（b） 校長或其代表；
（c） 各原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及（2007年第18號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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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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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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
書院或逸夫書院，則須經有關書院的院長認許，但該等調撥須符合
財務委員會所發出的規則及指示。（2007年第18號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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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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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原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2007年第18號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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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23號第62條）
（h） 大學輔導長。（1999年第103號法律公告）
委員會秘書由秘書長或其代理出任。（1999年第103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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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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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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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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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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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原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2007年第18號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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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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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
（fa）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2000年第257號法律公告；
2007年第38號法律公告）
（g）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每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所選出
的院務委員2名；（1987年第25號法律公告；2007年第18號第5條）
（h） 教務長；
（i） 圖書館館長；（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
（j） 大學輔導長；（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k）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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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第175號法
律公告；2000年第357號法律公告）
（m）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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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年第3 5 7 號法律公
告；2007年第18號第5條）

2.

教務會成員（根據第1（g）段選出的院務委員及根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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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57號法律
公告；2007年第18號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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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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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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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57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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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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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第
251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57號法律公告）
（d） 任何學生成員，如不再是香港中文大學的註冊學生，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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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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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
第452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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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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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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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第25號法律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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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
25號法律公告）

第
七
部

（k） 向大學校董會推薦校外專家出任敘聘諮詢委員會成員；（1984年
第100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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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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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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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名教務會成員提出書面要求時，隨時舉行額外會議。（1988年第251
號法律公告）

5A. （a） 教務會可決定──
（i） 是否容許教務會的學生成員及教務會所設立的委員會及其
他團體的學生成員參與會議中審議保留事項的部分；及
（ii）（如他們被容許參與）他們參與的方式。（2006年第5號法律
公告）
（aa）被容許參與會議中審議保留事項的部分的該等學生成員，可在
教務會決定的條件規限下，取用和閱讀與該等事項有關的文
件。（2006年第5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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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
6.

第
七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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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第251
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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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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

規程 15
學院及研究院
1.

校長為每一學院的成員。（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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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25號法律公告）

3. （1） 除第（2）節另有規定外，每一學院的院長須由大學校董會委任，
而——
（a） 該項委任須根據校長在收納由按照大學校董會不時通過的
規例選出或指定的成員所組成的有關遴選委員會的意見後
作出的推薦而作出；
（b） 該項委任的任期為5 年或由大學校董會決定的一段較短時
間；
（c） 該項委任須按大學校董會所決定的條款及條件作出；及
（d）在不抵觸（a）、（b）及（c）分節的條文下，該項委任須按照大
學校董會不時通過的規例作出。
（2） 新設立的學院的首任院長須由大學校董會根據校長作出的推薦
而委任，首任院長的任期為5年或由大學校董會決定的一段較短
時間，該項委任須按大學校董會所決定的條款及條件作出。
（3） 每一學院的院長如獲校長推薦，均有資格再獲大學校董會委
任，而每次再獲委任的任期為5年或由大學校董會決定的一段較
短時間，但每名院長的任期（院長根據被《2007年香港中文大學
規程（修訂）
（第2號）規程》
（2007年第109號法律公告）
（“《修訂規
程》”）廢除的第3及4段被選出而擔任院長的任期，不計算在內）
的總長度不得超逾10年。（2007年第109號法律公告）
4.

根據被《修訂規程》廢除的第3或4段選出並在緊接《修訂規程》生效前
仍擔任學院院長的學院院長須繼續留任，直至他現行的任期屆滿，
或直至他在現行任期屆滿之前離任。（2007年第109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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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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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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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
（f） 學院內其他講座教授、教授及學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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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每一院務委員會的代表1名，該
人須為學院的成員；（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2007年第18號
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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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 （1） 學院院務會可酌情提名一名其認為適合的學院學生出任學生成
員，任期由學院院務會行使其絕對酌情決定權決定。
（2） 教務會可決定——
（a） 是否容許學院院務會的學生成員參與會議中審議保留事項
的部分；及
（b）（如他們獲容許參與）他們參與的方式。
（3） 該等獲容許參與會議中審議保留事項的部分的學生成員，可在
教務會決定的條件的規限下，取用和閱讀與該等事項有關的文
件。
（4） 就本則規程而言，保留事項即以下各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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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影響個別學生的取錄及學業評核的事宜；
（c） 開支預算及其他與香港中文大學財政有關的事宜。
如對某項事宜是否屬保留事項有疑問，可由學院院務會主席決
定，而其決定為最終決定。
（5） 教務會可——
（a） 將該會在第（2）及（3）節下的權力轉授予學院院務會；及
（b） 施加規限行使被轉授的權力的條件。
（6） 學院院務會可為妥善處理其事務而訂立常規。（2007年第38號法
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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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
（a） 學位課程的內容；及
（b） 修課範圍的細節。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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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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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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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研究院各學部的主任；
（d） 圖書館館長；
（e） 研究院宿舍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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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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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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18號
第5條）
2B. 就各新增書院而言，每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由根據第1 段委任的有關
書院的院務委員組成。（2007年第18號第5條）
3.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主席由有關書院
的院長出任。（2007年第18號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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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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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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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18號第5條）

6A. 每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須負責——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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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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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監管有關書院內為某些學生而設的宿舍；及
（c） 維持有關書院的紀律。（2007年第18號第5條）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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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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第101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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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25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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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第478號法律
公告；2006年第5號法律公告））
（4） 教務會可決定──
（a） 是否容許系務會的學生成員參與會議中審議保留事項的部
分；及
（b）（如他們被容許參與）他們參與的方式。（2006年第5號法律
公告）
（5） 被容許參與會議中審議保留事項的部分的該等學生成員，可在
教務會決定的條件規限下，取用和閱讀與該等事項有關的文
件。（2006年第5號法律公告）
（6） 就本則規程而言，保留事項即以下各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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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影響個別學生的取錄及學業評核的事宜；
（c） 開支預算及其他與香港中文大學財政有關的事宜。（2006年
第5號法律公告）
如對某項事宜是否屬保留事項有疑問，可由系務會主席決定，
而其決定為最終決定。
（7） 教務會可──
（a） 將該會在第（4）及（5）節下的權力轉授予學系系務會；及
（b） 施加規限行使被轉授的權力的條件。（2006年第5號法律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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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學系系務會可為妥善處理其事務而訂立常規。（2006年第5號法律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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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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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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

規程 18
校友評議會
（2005年第10號第27條）
1.
2.

香港中文大學設有校友評議會，由所有名列校友評議會名冊的人士
組成。
香港中文大學的所有畢業生均有權名列校友評議會名冊︰
但獲頒授榮譽學位的人士不得僅憑此而成為校友評議會成員，惟他
們可獲校友評議會選舉出任校友評議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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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權名列校友評議會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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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將其姓名載入校友評議會名冊。（1993年第167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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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將其姓名載入校友評議會名冊。（1993年第167號法律公告）
4.

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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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各別的任期由校友評議會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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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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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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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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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該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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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出的校
友評議會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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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該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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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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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而出任大學校董，則該校友評議會成員得繼續出任大學校
董並有資格再被選舉。（1996年第327號法律公告；1997年第481
號法律公告）
8.

在大學校董會決定的某個日期後，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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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星期送抵校友評議會秘書，並以動議形
式列明擬提交審議的議題或各項議題。（1994年第548號法律公告）

9.

校友評議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大學校董會於校友評議會作出報告
後所訂明者。

10. 校友評議會的章程、職能、特權及其他與校友評議會有關的事宜，
須經大學校董會批准。（2005年第10號第2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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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原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2007年第18號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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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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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如受聘者將被編入的書院是任何原有書院或是逸夫書院）有關
書院的院長；（2007年第18號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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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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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該敘聘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及（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
2002年第25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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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受聘者將被編入的書院是任何原有書院或是逸夫書院）有關
書院的院長；（2007年第18號第5條）
（e） 作出有關聘任的學系的系主任或單位的主管；及（1994年第452
號法律公告；2002年第25號法律公告）
（f） 如大學校董會認為有需要或合宜，校外專家1名。（1993年第267
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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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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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受聘者將被編入的書院是任何原有書院或是逸夫書院）有關
書院的院長；及（2007年第18號第5條）
（e） 作出有關聘任的學系的系主任或單位的主管。（1994年第452號
法律公告；2002年第25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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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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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第23號第63條）
（a） 校長或其委任的代理，為該委員會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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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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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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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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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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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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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原
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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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23號第64條；2007年第18號
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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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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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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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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部 • 大學條例及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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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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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任何學位─ （1981年第31號法律公告；1989年第121號法律
公告；2006年第6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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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第31號法
律公告；1989年第121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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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中文大學可頒授的學位名稱如下──
（1）（a）（2006年第6號法律公告）
工商管理學士（B.B.A.）
工程學士（B.Eng.）
（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內外全科醫學士（M.B., Ch.B.）
文學士（B.A.）
中醫學學士（B.Chi.Med.）
（1999年第2號法律公告）
社會科學學士（B.S.Sc.）
法學士（LL.B.）
（2006年第6號法律公告）
建築學士（B.Arch.）
（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教育學士（B.Ed.）
理學士（B.Sc.）
醫學科學學士（B.Med.Sc.）
（1990年第55號法律公告）
藥劑學士（B.Pharm.）
（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護理學士（B.Nurs.）
（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b）（2006年第6號法律公告）
工商管理碩士（M.B.A.）
工程碩士（M.Eng.）
（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文學碩士（M.A.）
中醫學碩士（M.Chi.Med.）
（2000年第357號法律公告）
社會工作碩士（M.S.W.）
社會科學碩士（M.S.Sc.）
法學碩士（LL.M.）
（2006年第6號法律公告）
音樂碩士（M.Mus.）
（1994年第453號法律公告）
建築碩士（M.Arch.）
（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城市規劃碩士（M.C.P.）
（1994年第453號法律公告）
家庭醫學碩士（M.F.M.）
（2003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哲學碩士（M.Phil.）
神道學碩士（M.Div.）
（2006年第43號法律公告）
教育碩士（M.Ed.）
產科護理碩士（M.Mid.）
（1999年第103號法律公告）
健康科學碩士（M.H.Sc.）
（2007年第38號法律公告）
專業會計學碩士（M.P.Acc.）
（2002年第97號法律公告）
理學碩士（M.Sc.）
預防醫學碩士（M.P.H.）
（1995年第573號法律公告）
會計學碩士（M.Acc.）
（1997年第481號法律公告）
臨 藥劑學碩士（M.Clin.Pharm.）
（1997年第481號法律公告）
職業醫學碩士（M.O.M.）
（2003年第213號法律公告）
藝術碩士（M.F.A.）
（1994年第453號法律公告）
護理碩士（M.Nurs.）
（1995年第323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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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法律博士（J.D.）
（2006年第6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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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06年第6號法律公告）
工商管理博士（D.B.A.）
心理學博士（Psy.D.）
（2006年第6號法律公告）
文學博士（D.Lit.）
社會科學博士（D.S.Sc.）
（1989年第121號法律公告）
音樂博士（D.Mus.）
（1994年第453號法律公告）
哲學博士（Ph.D.）
教育博士（Ed.D.）
（1997年第481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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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第121號法
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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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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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1994年
第453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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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1994年第453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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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第453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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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第453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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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第453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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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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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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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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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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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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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第31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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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第31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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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原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2007年第18號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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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務會成員互選產生的成員4名。（2007年第18號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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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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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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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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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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第282號法律公告）

規程 28
引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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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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3
〔第 20（2）條〕
（2007年第18號第5條）

原有書院的書院校董會的
章程及權力
（2007年第18號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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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
第59號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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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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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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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
第59號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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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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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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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第59號第4條）

附表4
〔第 20（3）條〕

逸夫書院的書院校董會的
章程及權力
（2007年第18號第5條）

1.

釋義
在本附表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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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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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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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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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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按照第（1）
（a）及（b）節作出的通知，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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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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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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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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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第59號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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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規則

凡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必須遵守大學所訂之一切規則與條例，如需詳細
了解各項規則，請瀏覽下列網址：
www.cuhk.edu.hk/adm/handbook/cindex.htm
•全日制本科課程入學規則
www.cuhk.edu.hk/adm/local/ptus/
•兼讀學士學位課程入學規則（英文版）
www.cuhk.edu.hk/aqs/studenthandbook0708/chi/c_reg.pdf
•全日制本科生總學則
•醫科本科生學則
•護理學課程本科生學則
•中醫學課程本科生學則
•四年全日制教育課程本科生學則
•四年全日制英文研究與教育課程本科生總學則
•法律課程本科生學則
•兼讀制本科生總學則
•特別生學則
•版權
•學術著作誠信
•科目考試試場規則
www.cuhk.edu.hk/gss/pgshdbk/B03_GRGP.pdf
•研究生總學則（英文版）
www.cuhk.edu.hk/gss/Reg_MD.html
•醫學博士學位規則（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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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uhk.edu.hk/gss/Reg_DSc.html
•理學博士學位規則（英文版）
www.lib.cuhk.edu.hk/Common/Reader/Channel/ShowPage.jsp?
Cid=149&Pid=18&Version=0&Charset=big5_hkscs&page=0
•大學圖書館系統規章

學業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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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部門

（中文姓名按筆劃序排列：「教師」一欄兼附各人職稱及所屬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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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貝爾
物理學獎得獎人; 中國科學院院士;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逸夫〕
Mirrlees, James Alexander, MA（Edin.）; BA, PhD（Cantab）; 榮譽社會科學
博士（中大）;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人
丘成桐, PhD（UC, Berkeley）; 榮譽理學博士（中大）; Hon MA（Harv.）; 榮譽
理學博士（交通, 清華, 澳門, 浙江, 中央, 科大, Polytech. Univ. Brooklyn）;
MAMS; FNYAS; MSIAM; MAPS; FAAAS; MNAS; Foreign Member,
Russian Acad. of Sc.; Foreign Member, Natnl. Acad. of Lincei, Italy; 中國
科學院院士;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崇基〕
姚期智, 理學士（台大）; AM, PhD（Harv.）; PhD（Ill.）; 榮譽理學博士（城大）;
榮譽工程學博士（科大）; 榮譽理學博士（中大）; FACM; MNAS; FAAAS;
中國科學院院士;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文學院
院長
李熾昌, 文學士及神學碩士（中大）; PhD（Edin.）

副院長
黃國彬,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Tor.）
（研究）
鄭宗義,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學生事務）
賴品超, 文學士及神學碩士（中大）; PhD（Lond.）
（教育）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查良鏞, OBE; 榮譽博士（港大, Br. Col., 理大, Soka, 公開, Cantab, 政治）;
Commandeur of the 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 Chevalier de la Legion
d'Honn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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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務處主任
陳明潔,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副主任
何潔儀,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GradDipBA（Monash）; 語言學深造文憑
（城大）; 社會科學碩士（港大）; MHK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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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
Dorairajoo, Saroja, BSocSc（NU Singapore）; MA（Ohio State）; MA（C'nell.）;
PhD（Harv.）; 助理教授〔新亞〕
Mathews, Gordon Clark, BA（Yale）; MA（Sch. for Intnl. Training, USA）;
MA, PhD（C'nell.）; 教授〔新亞〕
呂烈丹, 文學學士（中山）; 文學碩士（北大）; PhD（ANU）; 副教授〔新亞〕
張展鴻, CertJapLang（Tokyo Univ. of Foreign Stud.）; BA（Chiba）; MA,
PhD（Osaka）; 教授〔新亞〕
陳志明, BSocSc（Sains Malaysia）; MA, PhD（C'nell.）; 教授〔新亞〕
費保羅, BS（Conn.）; MPPM/MBA, MA, MA（Yale）; MA, PhD（C'nell.）;
助理教授〔逸夫〕
譚少薇, BA（Indiana）; MA, PhD（Hawaii）; 副教授〔新亞〕

名譽教學人員
Holland, Maximilian Piers, BPhil, MPhil, PhD（Lond.）; 客座助理教授
Palmer, David Alexander, BA（McG.）; MPhil（Paris VIII）; PhD（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Sorbonne）; 客座助理教授
Tabac, Lara Bonham, BA（Col.）; MA, PhD（McG.）; 客座助理教授

顧問
丁新豹,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名譽顧問
吳志華,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顧問

導師
王丹凝, 文學學士（北大）; MS（NY State）; PhD（CUNY）
〔新亞〕
吳科萍, 文學學士（北大）; MA, PhD（Boston）
〔新亞〕

研究人員
O'Donnell, Mary Ann, BA（Middlebury Coll.）; MS（Purdue）; PhD（Rice）;
名譽副研究員
傅憲國, 歷史學學士（中山）; 歷史學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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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系主任：陳雄根教授）

教師
Dudbridge, Glen, BA, MA, PhD（Cantab）; MA（Oxon）; FBA; 中國社會科學院
名譽院士; 中國文化研究所訪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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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
危令敦, 文學學士（暨大）; 哲學碩士（中大）; MA, PhD（Wis.-Madison）; 助理
教授〔逸夫〕
何志華,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教授〔聯合〕
何杏楓,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Br. Col.）; 副教授〔逸夫〕
周建渝, 文學學士（昆明師範學院）; 文學碩士（四川師大）; 文學博士（中國
社會科學院）; MA, PhD（Prin.）; 教授〔崇基〕
華瑋, 文學士（台大）; MA, PhD（UC, Berkeley）; 訪問教授〔崇基〕
張洪年,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中大）; PhD（UC, Berkeley）; 中國語言及文學
講座教授〔新亞〕
張健, 文學學士（安徽師大）; 文學碩士及文學博士（北大）; 教授〔新亞〕
張雙慶,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中大）; 教授〔聯合〕
陳平原, 文學學士及文學碩士（中山）; 文學博士（北大）; 中國語言及文學
講座教授〔聯合〕
陳尚君, 文學碩士（復旦）; 訪問教授〔逸夫〕
陳雄根, 文學士、哲學碩士、教育文憑及哲學博士（中大）; 教授〔崇基〕
黃念欣,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崇基〕
黃坤堯, 文學士（台灣師大）;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教授〔聯合〕
黃耀 , 文學士（中大）; MLet, DLet（Kyoto）; 教授〔新亞〕
潘銘基,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聯合〕
萬波, 文學學士（江西師大）; 文學碩士（福建師大）; 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
教授〔崇基〕
樊善標,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副教授〔新亞〕
蔣英豪,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UCLA）; 教授〔聯合〕
鄺可怡,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BA, MFA（Paris VIII）; DEA, PhD（Paris
IV）; 助理教授〔崇基〕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何文匯, JP;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Lond.）
余靄芹, 文學士（港大）; MA（Texas）; PhD（Ohio State）
柳存仁, AO; 文學學士（北大）; BA, PhD, DLitt（Lond.）; Hon DLitt
（Yeungnam, Korea）; 榮譽文學博士（港大）; Hon DLitt（ANU）; Hon DLitt
（Murd.）

高級導師
丁國偉, 文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哲學碩士（理大）
張詠梅,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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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丘寶怡, 文學士（中大）; MA（Ruprecht-Karls-Univ-Heidelberg）
〔崇基〕
孫賽珠,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逸夫〕
徐霞,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學位教師教育文憑（中大）
〔崇基〕
袁燕萍,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逸夫〕
張錦少,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新亞〕
郭素娥, 文學士、教育文憑及哲學碩士（中大）
〔新亞〕
陳寧,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學位教師教育文憑（中大）
〔聯合〕
曾志雄, 文學士及文科碩士（台大）; 哲學博士（港大）
〔新亞〕
程中山,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新亞〕
楊利成,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崇基〕
歐陽偉豪,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哲學博士（科大）; MIL〔逸夫〕
謝曉虹, 文學士（中大）; 哲學碩士（科大）
〔聯合〕
羅奇偉,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逸夫〕

研究教學人員
張光裕, 文學士、文科碩士及哲學博士（台大）; 研究教授〔逸夫〕

研究人員
莊初升, 文學學士及文學碩士（福建師大）; 文學博士（暨大）; 副研究員
熊志琴,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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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系主任：賴品超教授）

教師
Grace, Helen Mary, AssoDip（RMIT）; BA, PhD（Syd.）; 副教授〔逸夫〕
Valpey, Kenneth R., BA（UC, Santa Barbara）; MA（Grad. Theol. Union,
Berkeley）; MSt, DPhil（Oxon）; 助理教授〔新亞〕
吳梓明, 文學士、神學碩士及教育文憑（中大）;MA, PhD（Lond.）; 教授〔崇基〕
李熾昌, 文學士及神學碩士（中大）; PhD（Edin.）; 教授〔崇基〕
邢福增,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副教授〔崇基〕
陳少紅,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MA（S. Calif.）; PhD（UC, San Diego）;
助理教授〔逸夫〕
陳南芬, BBSt（Asian Theol. Ctr. for Evang. & Missions, Singapore）; MA（Asian
Pacific Theol. Sem., Philippines）; MTheol（Trinity Theol. Coll., Singapore）;
PhD（Durh.）; 助理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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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麗君, BA, MA（San Francisco State）; PhD（Wash.）; 副教授〔聯合〕
游子安,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逸夫〕
黃根春, 文學士及神學碩士（中大）; DTh（Heidel.）; 教授〔崇基〕
黃慧貞, 文學士（中大）; BDiv（SE Asia Grad. Sch. of Theol.）; MA, PhD
（Chic.）; 副教授〔崇基〕
葉菁華, 社會科學學士及神學碩士（中大）; ThD（Harv.）; 助理教授〔崇基〕
黎志添, 文學士（中大）; BD（SE Asia Grad. Sch. of Theol.）; MA, PhD（Chic.）;
教授〔崇基〕
黎明茵,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MA, PhD（Wis.-Madison）; 助理教授〔新亞〕
學愚, 文學士（中國佛學院）; Dip, MA, MPhil（Kelaniya）; Dip（Paramadhamma
Buddhist Inst., Sri Lanka）; PhD（Iowa）; 助理教授〔聯合〕
（兼任
盧龍光, 理學士（中興）; 神學碩士（中大）; PhD（Durh.）; 教授〔崇基〕
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及教牧事工部主任）
賴品超, 文學士及神學碩士（中大）; PhD（Lond.）; 教授〔崇基〕
譚偉倫, 文學士（中大）; MA, PhD（McM.）; 教授〔崇基〕
關瑞文,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哲學博士（中大）; 副教授〔崇基〕
龔立人, BTh（Lutheran Theol. Sem., HK）; MPhil（St. And.）; PhD（Glas.）;
副教授〔崇基〕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Goossaert, Vincent Joseph, PhD（EPHE, France）; Habilitation（Paris VII）
徐洸善, BA（Rocky Mt. Coll.）; MA（Ill.）; MDiv（Union Theol. Sem.）; PhD
（Vanderbilt）

名譽教學人員
Meyer, Christian Friedrich Andreas, DipTheol（Georg-August-Univ. Gottingen）;
PhD（Friedrich-Alexander Univ. Erlangen-Nurnberg）; 客座助理教授
Park, Choong Koo, BTh, ThM（Methodist Theo. Sem., Korea）; MPhil, PhD
（Drew）; 名譽訪問學人
Scholz, Susanne, STM, MPhil, PhD（Union Theol. Sem., NY）; 名譽訪問學人
Verellen, Carl Franciscus, BA, MA（Hamburg）; PhD（Paris VII）; 客座教授
Yifa, 文學士（台大）; MA（Hawaii）; PhD（Yale）; 名譽訪問學人
李向平, 歷史學學士（廣西師範）; 歷史學碩士（河南）; 歷史學博士（華東
師大）; 名譽訪問學人
陳榮超, BS（Oregon）; MDiv, DMin（Fuller Theol. Sem.）; 客座助理教授
謝品然, BSc（Sask.）; MDiv（Can. Theol. Sem.）; STM（Dallas Theol. Sem.）;
PhD（Sheff.）; 客座副教授

專業顧問
何慶基, BFA, AdvCertEngLit（Sask.）; MFA（UC, Davis）
〔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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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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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成, BA（Portsmouth Polytech.）; MA, PhD（Lanc.）
〔聯合〕
張歷君,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新亞〕
陳澤蕾,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崇基〕
麥海珊, 社會科學學士（浸會）; 哲學碩士（港大）
〔聯合〕
鄧瑞強, 文學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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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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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yer, Christian Friedrich Andreas, DipTheol（Georg-August-Univ. Gottingen）;
PhD（Friedrich-Alexander Univ. Erlangen-Nurnberg）; 名譽副研究員
Yee, Tet Lim, 文學士（台大）; MDiv（China Evangelical Sem., Taiwan）; ThM
（Trinity Evangelical Div. Sch.）; PhD（Durh.）; 名譽副研究員
王濤, 文學學士及文學碩士（陝西師大）;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任志強, 英語語文文憑（浸會）; MA（Gordon-Conwell Theol. Sem.）; 名譽
副研究員
何心平, 歷史學學士及歷史學碩士（北大）;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何榮漢,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副研究員
何慶昌, 文學士（浸會）; 文科碩士（港大）;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吳真, 文學學士及文學碩士（中山）;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吳業立, BA（Great Union Coll.）; MLS（Hawaii）; 文科碩士, CertArch&RecMgt,
PGCertArchStud（港大）; PGDipAdmin（Aust. Cath.）; FHKLA; 名譽
副研究員
吳義雄, 歷史學學士（安徽）; 歷史學碩士（復旦）; 歷史學博士（中山）; 名譽
副研究員
吳昶興, 文學士（蘇州）; 神學碩士（台灣浸信會神學院）; MTh（S.E. Asia
Grad. Sch. of Theol.）; 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副研究員
李少秋, BDiv, PhD（Aberd.）; ACIB; 名譽副研究員
沙湄, 哲學碩士（西南民族學院）; 哲學博士（北大及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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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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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工, 文學學士（北京師大）; 文學碩士（南開）; 名譽副研究員
莫樹堅, BA（Tor.）; CertBibleStud（Ont. Theol. Sem.）; MDiv（Trinity
Evangelical Div. Sch., USA）; DMin（Fuller Theol. Sem., USA）; 名譽
副研究員
陳偉強, 文學士、神學碩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副研究員
陳路, 理學學士及理學博士（武漢）; 名譽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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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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曉東, 文學士（台大）; 神學碩士（中國神學研究院）; STM（Andover Newton
Theol. Sch.）; 名譽副研究員
馮蔭坤, 文學士（港大）; BD（Lond.）; AssoDip（Lond. Bible Coll.）; ThM（Fuller
Theol. Sem.）; PhD（Manc.）; 名譽高級研究員
黃錫木, BA（Alta.）; MA, MTh（Westminster Theol. Sem.）; DLitt（Pret.）; 名譽
副研究員
楊陽,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MA（Yale）;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劉宗迪, 理學學士（南京）; 文學碩士（四川）; 文學博士（北京師大）; 名譽
副研究員
潘乃昭, BSc, MSc（Br. Col.）; MDiv（Tor.）; DPhil（Oxon）; 名譽副研究員
謝任生, 神學文憑（中華神學院）; 神學士（東南亞神學研究院）; DMin（Alliance
Bible Sem.）; 名譽副研究員
謝品然, BSc（Sask.）; MDiv（Can. Theol. Sem.）; STM（Dallas Theol. Sem.）;
PhD（Sheff.）; 名譽副研究員
韓大輝, BPhil（Lond.）; Doctoratus in Sacra Theologia（Univ. Pontificia
Salesiana, Rome）; Member, Pontifical Acad. of Theol.; 名譽副研究員
蘇遠泰, 理學士、哲學碩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MCS（Alliance
Bible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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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耀全, BSc, BEd（Manit.）; MDiv, MTh, MA（Br. Col.）; DMin（Western
Conserv. Baptist Sem., USA）

天主教研究中心
主任
賴品超, 文學士及神學碩士（中大）; PhD（Lond.）

名譽教學人員
劉賽眉, 教義學學士及教義學碩士（輔仁）; STM（JSTB, Berkeley）; PhD
（Beligum）; 客座助理教授
蔡惠民, BST, LicST, DST（Pontifical Gregorian）; 客座助理教授

研究教學人員
夏其龍, BPhil, MPhil, BTheol, LTheol（Pontifical Urbanian）; MSc（Col.）;
哲學博士（港大）; 研究助理教授〔聯合〕

研究人員
柯毅霖, BTh, MTh, DTh（Pontifical Theol. Fac. of S. Italy）; 名譽副研究員
譚永亮, BA, PhD（Leuven）; MA（Holy Spirit Sem.）; MA（Leiden）; 名譽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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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
（系主任：Prof. Parker, David Heywood）

教師
Braine, George Stanley, BA（Kelaniya）; MA（American）; PhD（Texas）; 副教授
〔崇基〕
Crisp, Peter Gerald, BA（Dub.）; PhD（Reading）; 高級講師〔逸夫〕
Gleckman, Jason Gawain, BA（Wesleyan）; MA（Virginia）; PhD（Wis.-Madison）;
副教授〔新亞〕
Hansen Edwards, Jette Gjaldbaek, BA（Wis.-Milwaukee）; MA（Purdue）; PhD（Ohio
State）; 副教授〔新亞〕
Huddart, David Paul, BA（Oxon）; MA（Lond.）; DPhil（Sus.）; 助理教授〔崇基〕
Jackson, Beverly Jane, BT, BA（St Thomas）; MEd（Calg.）; PhD（Tor.）; 教授
〔新亞〕
Lamb, Julian Mark Cho Lim, BA（ANU）; PhD（Cantab）; 助理教授
Parker, David Heywood, BA, DipEd（Adel.）; BA（Flin.）; DPhil（Oxon）; 英文
講座教授〔聯合〕
Skehan, Peter, BA（Keele）; MA（W. Ont.）; MA（Paris III）; PhD（Lond.）;
教授〔新亞〕
Weiss, Timothy Francis, BA（Colorado）; MA（Wis.-Madison）; PhD（New
Mexico）; 教授〔崇基〕
江 娟, BA, BA, MA（Mississippi）; PhD（Purdue）; 教授〔逸夫〕
李鷗, 文學學士及文學碩士（北京外國語學院）; MA（Wake Forest）; 哲學
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逸夫〕
張本梓, 文學學士（遼寧師大）; 文學碩士（廣州外國語學院）; PhD（Alta.）;
教授〔聯合〕
程月媚, 文學士（中大）; MA, PhD（Mich.）; 副教授〔聯合〕
鄭竹文, BA, MA（NU Singapore）; 哲學博士（港大）; 助理教授〔新亞〕

英語教學單位
主任
Curtis, Andrew, BEd（Sund.）; PGDipTESOL（Sheff. Hallam）; MA, PhD（York,
UK）

高級導師
Welsh, Aubrey Keith, HigherDipEd（Coll. of Ed. for Further Training）;
CertTESOL（Trin. Coll. Lond.）; PGDipLangTeach, MA（Auck.）
〔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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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基〕
馬冠芳, 文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港大）; MA, PhD（York, UK）
〔新亞〕
梁潔芝, 文學士（中大）; MA（NY）
〔崇基〕
甄寶嫦, BA（C'dia.）; 英語教學碩士（理大）
〔逸夫〕
賴陳秀卿, BA, MA（Syd.）; GradDipEd（Syd. Teachers Coll.）; PhD（Macq.）
〔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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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e, Peter George, BA（Oxon）; PhD（Durh.）; CChem MRSC〔崇基〕
Freeman, Danyal Jonathan, BEng（Coventry）; MSc（Aston）; TEFL Cert; IELTS
Exam Cert, BULATS ExamCert（UCLES）
〔新亞〕
Gram, Nicola Prio, BA, PGDip（S. Fraser）; BEd（Br. Col.）; MEd（Nfld.）
〔聯合〕
Jakubowicz, Peter Paul, BA（Sir George Williams）; CertTESL, MA（C'dia.）
〔崇基〕
Kenworthy, Roger Charles, BA, BEd, MEd（Brock）
〔崇基〕
Kings, Michael Alexander, BSc（Polytech. of S. Bank）; CertBusLangCompetGerman（RSA）
（Bromely Coll., Kent）; CertELTA, DipELTA（Cantab）; MA
（Lond.）; CEng〔崇基〕
Lewthwaite, Richard William, BA（Leeds）; PGCE（Sus.）; RSACert（Bournemouth
Sch. of Eng.）
〔聯合〕
Maule, Stephen Alan, BA（Sund.）; CertTEFLA（Cantab）; MA（Northumbria）
〔新亞〕
Muirhead, Charles Alexander, BA（Stir.）; MA（Lanc.）
〔崇基〕
Sharma, Neeraja, BA（Ranchi）; DipTEFLA（RSA）
〔新亞〕
Thomas-Szczypka, Alison, MA（Aberd.）; CertTEFL（RSA）; LicDipTESOL
（Trinity Coll. Lond.）; MEd（Sheff.）
〔崇基〕
朱麗霞, BA（York, Canada）; 教育文憑（中大）; MA（Wales）
〔逸夫〕
何志豪,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逸夫〕
何媚鳳, BEd（E. Anglia）; MA（Newcastle, UK）; BEdStud（S. Qld.）
〔新亞〕
李玉儀, BPhil（Birm.）; 英語教學碩士（理大）
〔聯合〕
李綺蓮, 英國語文文憑（浸會）; BA（Hull）; MEdStud（Leic.）; MA（Sur.）
〔新亞〕
張悅瑩, 文學士（港大）; MA（Birm.）
〔逸夫〕
黃淑珊, AB, AM（Stan.）; MSc（Middx.）; 哲學碩士（中大）
〔聯合〕
趙履明, 文學學士（安徽）; MA（C. Wash.）; MA（NY State）
〔逸夫〕
黎晴程, 文學士（中大）; MA（Col.）
〔聯合〕
譚寶儀, 社會科學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港大）; MEd（Tor.）
〔聯合〕

研究人員
何國杰, 文學士（中大）; 電子工程高級文憑及資訊科技專業文憑（理工）;
PhD（Empresarial）; 副研究員

藝術系
（系主任：蘇芳淑教授）

偉倫榮譽藝術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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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文學
博士（中大）; 榮譽文學博士（公開）; 榮譽文學博士（科大）

教學部門 • 文學院

255

第
八
部
教師
Vigneron, Frank Joseph Emmanuel, BA, MPhil（INALCO, France）; DEA,
MPhil（Bourgogne）; PhD（Paris VII）; DFA（RMIT）; 助理教授〔新亞〕
呂振光, 文學士（台灣師大）; MA（Lond.）; 副教授〔新亞〕
周 , 文學學士（浙江美術學院）; 文學碩士（中國美術學院）; 副教授〔新亞〕
唐錦騰,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副教授〔新亞〕
莫家良,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DPhil（Oxon）; 教授〔新亞〕
陳育強, 文學士（中大）; MFA（Cranbrook Acad. of Art）; 副教授〔新亞〕
蘇芳淑, BA（Swarthmore Coll.）; MA, PhD（Harv.）; 藝術講座教授〔新亞〕

教師（禮任）
何培斌, MA, DipArch（Edin.）; PhD（Lond.）; MRIBA; MSAH; 教授（禮任）
林業強, BA（Lond.）; 副教授（禮任）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黃永玉

名譽教師
王松基, BFA, MFA（Maryland Inst.）; 客座教授

導師
尹翠琪, 文學士（中大）; MA（Lond.）; DPhil（Oxon）
〔新亞〕
莫一新, 文學士（中大）; 文學碩士（廣州美術學院）
〔新亞〕

歷史系
（系主任：梁元生教授）

教師
朱鴻林,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台灣）; MA, PhD（Prin.）; 教授〔聯合〕
何佩然, 文學士（中大）; MA, Dip d'Etudes Linguistiques Françaises, Dip d'
Etudes Approfondies, PhD（Paris III）; 副教授〔逸夫〕
科大衛, 文學士（港大）; PhD（Prin.）; 歷史學講座教授〔新亞〕
張瑞威, 文學士及教育文憑（中大）; MSt, DPhil（Oxon）; 助理教授〔逸夫〕
張學明, 文學士（中大）; MA, PhD（UC, Santa Barbara）; 副教授〔新亞〕
梁元生,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UC, Santa Barbara）; 歷史學講座
教授〔崇基〕
梁治平, 法學學士（西南法政學院）; 法學碩士（中國人民）; 訪問教授〔聯合〕
葉漢明, 文學士（中大）; MA, PhD（UCLA）; 教授〔崇基〕
熊秉真, 文學士（台大）; MA, PhD（Brown）; SM（Harv.）; 訪問教授〔聯合〕
蒲慕州, 文學士（台大）; MA, PhD（Johns H.）; 訪問教授〔聯合〕
劉義章, 文學士（中大）; MA, PhD（UC, Santa Barbara）; 副教授〔聯合〕
蔡志祥, 文學士（台大）; 哲學碩士（中大）; DLitt（Tokyo）; 教授〔逸夫〕
鄧聰,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GDip（Osaka Foreign Lang.）; DLet
（Tokyo）; 副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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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釗,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AdvCertAsianStud（Pitt.）; PhD（Tor.）;
副教授〔新亞〕
蘇基朗,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ANU）; 歷史學講座教授〔崇基〕

教師（禮任）
Dirlik, Arif, BS（Robert Coll., Istanbul）; PhD（Roch.）; 教授（禮任）
夏其龍, BPhil, MPhil, BTheol, LTheol（Pontifical Urbanian）; MSc（Col.）;
哲學博士（港大）; 助理教授（禮任）
陸國燊, 文學士（中大）; PhD（Harv.）; 助理教授（禮任）

名譽教學人員
甘陽, 文學學士（黑龍江）; 文學碩士（北大）; 客座助理教授
合田美穗, BA, MA, PhD（Konan Women's）; 客座助理教授
朱福強, BA, MA（Calg.）; MLIS（W. Ont.）; PGDipLaw, LLB（Manc.
Municipal）; 客座副教授
吳志華,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客座助理教授
李培德, 文學士（中大）; MLitt, DLitt（Tokyo）; 客座助理教授
林和立, 文學士（港大）; MA（Minn.）; 經濟學博士（武漢）; 客座教授
倫熾標,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哲學博士（港大）; 客座助理教授
秦家德, BA, MA, PhD（Penn.）; 客座副教授
秦家驄, BA（Fordham）; MA（NY）; CertAdvInt'lReport（Col.）; 客座副教授
黃秀顏, 文學士（台大）; 哲學碩士（港大）; 哲學博士（中大）; 客座助理教授
蕭麗娟, 文學士（中大）; MA（York）; 工學碩士（清華）; 客座助理教授
譚永亮, BA, PhD（Leuven）; MA（Holy Spirit Sem.）; MA（Leiden）; 客座副教授

導師
Yamaguchi, Kiyoko, BA（UC, Berkeley）; PhD（Kyoto）
〔逸夫〕
卜永堅, 文學士（中大）; 哲學碩士（浸會）
〔逸夫〕
何偉傑,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港大）
〔逸夫〕
李漢英,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MSc（Exe.）
〔崇基〕
李曉康, 文學士（中大）;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港大）; 哲學碩士（城大）
〔新亞〕
胡芷妡, 文學士（台大）; MA（Lond.）; MPhil（Cantab）
〔新亞〕
張曉宇,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崇基〕
張靜雯,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新亞〕
蕭錦華,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Let（Kyoto）
〔聯合〕
鍾婉儀,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崇基〕

研究人員
Brophy, Thomas James, BSc（Boston）; MPhil, PhD（NUI）; 博士後研究員
Morley, Ian Brandon, BA（Humb.）; MA（Leic.）; PGCertHigherEd, PhD
（Sheff.）; 博士後研究員
Shodhan, Amrita, BA（Bombay）; MA（Pune）; PhD（Chic.）; 名譽博士後研究員
丁新豹,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名譽高級研究員
馬木池,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副研究員
張喜儀, 文學士（理大）; 文科碩士（港大）; 名譽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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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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新亞〕
大野和敏, BA（Intnl. Christian）; MA, PhD（Arizona）; 助理教授
水戶考道, BA（Intnl. Christian）; MIA, PhD（Tsukuba）; 教授〔聯合〕
何志明, 文學士（中大）; MLing, PhD（Tsukuba）; 助理教授〔崇基〕
吳偉明, 文學士（中大）; MIA（Tsukuba）; MA, PhD（Prin.）; 副教授〔逸夫〕
李活雄, BA（Tokyo Foreign）; MIA, PhD（Tsukuba）; 教授〔崇基〕
邱淑婷, 文學士（港大）; MA, PhD（Tokyo）; 助理教授〔逸夫〕

高級導師
井上由美, BA（Gustavus Adolphus Coll.）; 哲學碩士（港大）
〔聯合〕
兒島慶治, LLB（Komazawa）
〔新亞〕

導師
上田早苗, BA, MA（Osaka）
〔逸夫〕
方韻, 文學學士（暨大）; MA（Waseda）
〔崇基〕
西村友紀, BA（Nishogakusha）; MA（Tokyo Gakugei）
〔聯合〕
蔡穎心, 文學士（中大）; MJLE（Natnl. Grad. Inst. for Pol. Stud., Japan）
〔新亞〕

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
（系主任：鄧慧蘭教授）

教師
李行德, BA（Swarthmore Coll.）; 文科碩士（港大）; PhD（UCLA）; 教授〔新亞〕
葉彩燕, BA, MA（Texas）; MA, PhD（S. Calif.）; 教授〔崇基〕
葉鳳霞, BSc（SE Asia Union Coll., Singapore）; BA, MA（Loma Linda）; MA,
PhD（UCLA）; 助理教授〔逸夫〕
蔣平, 文學學士（華中師大）; 文學碩士（華中理大）; MA（Ohio State）; PhD
（Br. Col.）; 副教授〔逸夫〕
鄧慧蘭, 文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港大）; PhD（Edin.）; 教授〔崇基〕
顧陽, 文學學士（西安外國語學院）; MA（Arizona State）; MA, PhD（C'nell.）;
教授〔聯合〕

名譽教學人員
Woodward Jr, James Clyde, BS, MS, PhD（Georgetown）; 客座教授
白井恭弘, BA（Sophia）; CertEngLang&Lit（Waseda）; MA, PhD（UCLA）;
客座教授
陸儉明, 北京大學畢業; 客座教授
戴慶廈, 文學學士（中央民族）; 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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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導師
Wannagat, Ulrich Hermann, MA（Ruhr）
〔崇基〕
〔新亞〕
傅 寧, 文學學士及文學碩士（山東）; PhD（S. Fraser）
馮統照, Dip Sup d'Etudes Francaises（Lille）; Cert（Grenoble）; Lic des Sciences,
Maîtrise des Sciences, DEA（Franche-Comté）; Chevalier in the Order of
the Knighthood（France）
〔新亞〕

導師
Arriaga Agrelo, Nicolas, BA, CertEd, MA（La Laguna, Spain）
〔聯合〕
Carracedo Manzanera, Celia, BA, PGDE（Valladolid, Spain）; MA（Madrid）;
BA（Natnl. Univ. of Dist. Ed., Spain）
〔新亞〕
Iseli, Nathalie Christiane Georgette, BA, BA, MA（Humanities, France）
〔崇基〕
Joly, Christele Gisele Eugenie, BA, MA（Inst. for German Stud., Sorbonne
Nouvelle）; BA, MA（Open Univ. Sorbonne Nouvelle）
〔逸夫〕
Le, Xuan-thu, BML, MML（Paris VII）
〔崇基〕
馮安娜, Diplom-Ubersetzer（Mainz）
〔崇基〕

研究教學人員
王士元, BA（Col.）; MA, PhD（Mich.）;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研究講座教授
〔新亞〕

研究人員
Chan, Wing Shan Angel, 理學士（港大）; 哲學碩士（中大）; PhD（Leipzig）;
博士後研究員
莫碧琪, 文學士（中大）; MPhil, PhD（Cantab）; 博士後研究員
劉鴻勇, 文學學士及文學碩士（北大）;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音樂系
（系主任：Prof. McClellan, Michael Edward）

教師
McClellan, Michael Edward, BA（Minn.）; MA, PhD（N. Carolina）; 副教授
〔崇基〕
Olson, Greta Jean, BA, MA, PhD（S. Calif.）; 教授〔崇基〕
余少華, 文學士（中大）; MA（Qu.）; PhD（Harv.）; 副教授〔崇基〕
張惠玲, DipJapStud（Kyoto）; 文學士（中大）; MPhil, PhD（Cantab）; 教授〔崇基〕
陳守仁, 文學士（中大）; MA, PhD（Pitt.）; 教授〔崇基〕
陳偉光, 文學士（中大）; DPhil（York, UK）; LRSM; LMusTCL; 教授〔崇基〕
蔡燦煌, 文學士（文化, 台灣）; MMus（Sheff.）; MPhil, DPhil（Oxon）; 助理教授
〔崇基〕
羅炳良, 文學士（中大）; MMus, PhD（Northwestern）; 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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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Thompson, Brian Christopher, BFA（C'dia.）; MA（Vic.）; MLIS（McG.）;
哲學博士（港大）; MAMS; MASEN; MIMS; MSAM〔崇基〕
盧厚敏, 文學士、音樂碩士及音樂博士（中大）
〔崇基〕

研究人員
Witzleben, John Lawrence, BA（UC, Santa Barbara）; MA（Hawaii）; PhD（Pitt.）;
名譽高級研究員
曹本冶, BMus, MMus（Br. Col.）; PhD（Pitt.）; 名譽高級研究員

哲學系
（系主任：張燦輝教授）

教師
Fraser, Christopher James, BA（Yale）; 文學碩士（台大）; 哲學博士（港大）;
助理教授〔崇基〕
王啟義,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ANU）; 副教授〔新亞〕
王慶節, 文學學士（南京）; 文學碩士（北大）; PhD（Tulane）; 教授〔崇基〕
安樂哲, BA, MA（Br. Col.）; PhD（Lond.）; 訪問教授〔逸夫〕
李翰林, BA（Prin.）;BA, MA（Oxon）;法學研究生證書（港大）;MA, PhD（C'nell.）;
Barrister, Supreme Court of Hong Kong; 教授〔新亞〕
信廣來,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BA（Lond.）; BPhil（Oxon）; PhD（Stan.）;
哲學講座教授〔逸夫〕
姚治華, 哲學學士及哲學碩士（北大）; MTS（Weston Jesuit Sch. of Theol.,
USA）; PhD（Boston）; 助理教授〔聯合〕
張燦輝,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r.phil.（Freib.）; 教授〔崇基〕
勞榮瑋, 文學士（台大）;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唐君毅訪問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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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
劉國英, 文學士（中大）; DipAdvStud, PhD（Paris I）; 教授〔新亞〕
劉創馥, 工程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r.phil（Heidelberg）; 助理教授〔逸夫〕
鄭宗義,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教授〔崇基〕
關子尹,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r.phil（Ruhr-Universitat Bochum）;
教授〔崇基〕

教師（禮任）
劉國強,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Hawaii）; 副教授（禮任）

導師
王耀航,
高基存,
張政遠,
陶國璋,
鄧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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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崇基〕
文學士（台大）;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崇基〕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MA, PhD（Tohoku）
〔新亞〕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哲學博士（台灣）
〔聯合〕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Phil（Oxon）
〔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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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黃浩麒,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現象學與當代哲學資料中心
主任
關子尹,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r.phil（Ruhr-Universitat Bochum）

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
劉笑敢, 文學學士（內蒙古師大）; 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北大）

研究人員
李大華, 文學學士（陝西師範）;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武漢）; 訪問學人

翻譯系
（系主任：黃國彬教授）

教師
方梓勳,
王宏志,
何元建,
陳善偉,
童元方,
黃國彬,
蔡 春,

文學士（中大）; MA（York, Canada）; MA, PhD（Tor.）; 教授〔聯合〕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Lond.）; 教授〔崇基〕
文學碩士（蘭州）; MPhil（York, UK）; PhD（Lond.）; 副教授〔新亞〕
文學士（中大）; PhD（Lond.）; 教授〔逸夫〕
文學士（台大）; MA, MA（Oreg.）; PhD（Harv.）; 教授〔新亞〕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Tor.）; 翻譯學講座教授〔崇基〕
文學學士（南京師大）; MA（Alta.）; PhD（Tor.）; 助理教授〔聯合〕

名譽教學人員
Baker, Mona, BA（American, Cairo）; MA（Birm.）; DSc（Manc.）; 客座教授
Hermans, Theofiel J., BA（Grent）; MA（Essex）; PhD（Warw.）; 客座教授

導師
王凌, 文學學士及文學碩士（復旦）
〔逸夫〕
邱偉平,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哲學博士（浸大）
〔崇基〕
趙子美,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BA（Oxon）;MA（Syd.）; PhD（Macq.）
〔逸夫〕

研究教學人員
McDougall, Bonnie Suzanne, BA, MA, PhD（Syd.）; 研究講座教授〔崇基〕

研究人員
曹秀玲, 文學學士及文學碩士（延邊）; 文學博士（復旦）;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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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自學中心
主任
李潔連,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中大）; 教育證書及高級教育文憑（港大）; MEd
（Manc.）; EdD（Brist.）; MHKTS; MIL

高級導師
Pickard, Valerie, BA（Manc.）; PGCE（Nott. Coll. of Ed.）; MEd（Wales）
〔逸夫〕
Roskams, Timothy James, BE, MEngSc, MA（Qld.）; MBA（C. Qld.）
〔逸夫〕
陳燕遐, 文學士（浸會）;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科大）
〔聯合〕
譚彩鳳, 文學士（港大）; 教育文憑、教育碩士及教育博士（中大）
〔新亞〕

導師
Mackay, Mhairi Edith Dorothy, BA, PGDipSecLangTeach（Waik.）; MA
（Auck.）; MA（Brist.）
〔新亞〕
李瑋玲, BA（NU Singapore）; PGDipPhyEd（Inst. of Ed., Singapore）; MA
（Lanc.）; AdvCertTeach, CertITforTeach & Learn（Singapore Polytech.）
〔崇基〕
蔡玄暉, 文學學士（北大）; 哲學碩士（中大）
〔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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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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院長
Ferguson, Michael John, BSB, PhD（Minn.）
（研究學科）
陳志輝, JP; 工商管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MBA（UC, Berkeley）
（本科課程）
黃德尊, BA（Dickinson Coll.）; MBA, PhD（UCLA）
（研究）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任志剛,
成思危,
周小川,
趙純均,
劉明康,
劉鴻儒,

GBS; JP;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榮譽工商管理學博士（公開）
華東化工學院畢業; MBA（UCLA）; 榮譽工商管理學博士（理大）
哲學博士（清華）
清華大學畢業
MBA, Hon Doctorate（City, UK）
PhD（Moscow）

名譽教學人員
鄭明訓, Chevalier de l'order de la Couronne, Belgium; JP; BA（Lake Forrest）;
MBA（Penn.）; 客座教授

院務處主任
黃志榮, 商業專業文憑及理學碩士（理大）; BA（CUNY）; MHKIHRM; ISO
Certified Internal Quality Auditor

本科課程行政主任
姚美玲, BSc（W. Ont.）; BCom（Windsor）; 工商管理碩士（中大）

環球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行政主任
Hall, Michael John Anthony, MA（Lanc.）; MBA（Norwegian Sch. of Mgt. BI）

行政主任（對外事務）
鄭淑琴, 社會科學學士及文學碩士（中大）; MBA（Monash）; 公眾關係證書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行政主任（課程推廣及招生）
陳行健, 工商管理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中大）;DipMgtConsult&Change（港大）;
MCIM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行政主任（就業輔導）
蔣靜瑋, 公司秘書及行政專業文憑（理工）; MBA（Warw.）; ACIS; AMIHRM

高級學習輔導主任
盧嘉兒, 社會科學學士及社會工作碩士（中大）; 註冊社會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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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師
李偉文, 理學士（成功）; MSc（Manc.）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主任
陳志輝, JP; 工商管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MBA（UC, Berkeley）

會計學院
（院長：黃德尊教授）

教師
Ferguson, Michael John, BSB, PhD（Minn.）; 副教授〔新亞〕
王鑫, 經濟學學士及管理學碩士（清華）; PhD（Duke）; 助理教授〔新亞〕
吳毓武, 工學學士（華南理大）; MBA（C'dia.）; MSc, MPh, PhD（NY）; 教授
〔新亞〕
李華, 商學士（輔仁）; 商學碩士及商學博士（台大）; 助理教授〔新亞〕
李躍, 理學學士（華中理大）; MBA（Tor.）; PhD（Qu.）; 訪問學人
林自強,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MSc（Texas Tech.）; PhD（Tor.）; CMA; FCCA;
FCPA; 副教授〔崇基〕
姜兆東, DipUnivStud（Rennes）; 文學學士（南京）; LLM, SJD（Mich.）; JD
（Kensington）; 副教授〔聯合〕
洪明儀, 理學士（交通）; PhD（MIT）; 副教授〔逸夫〕
范博宏, 法學士（台大）; PhD（Pitt.）; 教授〔逸夫〕
唐吳友箴, 商學士（政大）; MPA（Texas）; 副教授〔逸夫〕
張英蕾, 經濟學學士（南開）; MA, PhD（Ohio State）; 助理教授〔聯合〕
曹穎, 經濟學學士（中國人民）; MAccSc（Ill.）; PhD（Texas A&M）; 助理教授
〔逸夫〕
黃德尊, BA（Dickinson Coll.）; MBA, PhD（UCLA）; 會計學講座教授〔崇基〕
楊勇, 經濟學學士及經濟學碩士（北大）; PhD（Northwestern）; 助理教授〔新亞〕
楊許丹青,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復旦）;MA, PhD（Connecticut）; 副教授〔新亞〕
劉志強, BEc, LLB, PGDipComLaw（Monash）; 法學碩士（港大）; Advocate &
Solicitor, Malaysia; 副教授〔崇基〕
謝家正, 理學碩士（上海交通）; PhD（Br. Col.）; 教授〔聯合〕
庄自力, 經濟學學士（中國人民）; MS, PhD（Carnegie Mellon）; AM（Harv.）;
助理教授〔聯合〕
芮萌, 經濟學學士（國際關係學院）; MSc（Oklahoma State）; MBA, PhD
（Houston）; CFA; 副教授〔聯合〕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夏大慰, 工學學士（長春工業）; 經濟學碩士（上海財經）
陳冠雄, 商學士（中大）; MS（Ill.）; PhD（Penn. State）; FCPA; CPA（USA）;
CMA（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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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博文, 工商管理碩士（中大）; FCCA; FICSA; FCPA; FCIMA; FAIA; CGA
（Canada）; 客座副教授
李家祥, OBE; GBS; BH; JP; BA, Hon LLD（Manc.）;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浸大）; FCPA; FCA; FCIS; CGA; FCS; Hon FCPA; Hon FHKAT; Hon
FHKIH; Hon RFP; 客座教授
陳茂波, 工商管理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中大）; FCPA; FCCA; FICSA; FTIHK;
FHKICS; MSCAA; CPA（Macau）; 客座副教授
羅廣就,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GradDipEd（Technol. Syd.）; MCom（NSW）;
FCCA; FCPA; CPA（Aust）; 客座副教授

特任導師
吳奕敏, BAdm, BCom, MBA（Ott.）; DipFinMgt（NE）; FCPA; FCPA（Aust）;
FTIHK〔逸夫〕
梁均立, BSc（Arizona State）; MBA（UC, Berkeley）; PhD（Arkansas）
〔聯合〕
鄺覺仕, 工商管理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中大）; CPA; ACIS; FCCA〔新亞〕

專業顧問
徐佩玲, BA（Liv.）; MA, PhD（Manc.）
〔崇基〕

高級導師
簡符美玉, 會計學高級文憑（理工）; MA（Lanc.）; 中國大陸經濟、貿易實務
及法律文憑（北京對外經貿）; 哲學博士（上海財經）; FCCA; FTIHK; FCPA;
MHKSI〔聯合〕

導師
王家樂,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工商管理碩士（科大）; CPA〔崇基〕
李嘉華, BS, MBA（San Francisco State）; CPA（USA）; AICPA; CPA; CISA
〔逸夫〕
莊允諾, BBus（S. Qld.）; MAcc（C. Sturt）; GradCertAduEdinTrain（Technol.
Syd.）; CPA（Aust）
〔崇基〕
黃建浩, BBA（Wis.-Madison）; 金融學碩士（港大）; Certified Risk Planner〔崇基〕
羅敏威, 法學士、法學研究生證書及哲學博士（港大）; LLM（NSW）; Barrister,
Supreme Court of Hong Kong〔逸夫〕

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
（系主任：張惠民教授）

教師
伍鳳儀, BS（N.W. Oklahoma State）; MS, PhD（Oklahoma State）; 教授〔崇基〕
李天生, 理學士及理學碩士（交通）; MBA, PhD（Missouri）; 教授〔聯合〕
李宏毅, 理學學士（清華）; 文學碩士（中國人民）; MA, PhD（Ohio State）;
副教授〔崇基〕
李慶琦, 文學士（東海）; MBA（Oklahoma City）; PhD（Penn. State）; 教授〔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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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志挺, 理學士（中興）; MSE, PhD（Arizona）; 教授〔崇基〕
周德明, 工學學士及管理學碩士（清華）; PhD（UCLA）; 助理教授〔聯合〕
姜波, 文學學士（復旦）; PhD（Duke）; 助理教授〔新亞〕
張國洪,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PhD（Mich. State）; 副教授〔崇基〕
張惠民, 理學士（台大）; MBA, PhD（Rensselaer Polytech. Inst.）; 教授〔崇基〕
曹雯, 工學學士（上海）; MBus, PhD（Indiana）; 助理教授〔新亞〕
梁志堅, BSIE（Northeastern）; MS, PhD（Virginia Polytech. Inst. & State Univ.）;
教授〔新亞〕
莫文光, 社會工作學文憑（浸會）; MA（Tor.）; MSW, MURP, PhD（Hawaii）;
教授〔新亞〕
陳偉光, 理學士、教育文憑及哲學碩士（中大）; MSc（Manc.）; PhD（NSW）;
副教授〔崇基〕
陳章天, BA（Korea）; MA（Mankato State）; PhD（Louisiana State）; 副教授
〔新亞〕
馮嘉耀,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 PhD（W. Ont.）; 教授〔逸夫〕
趙先德, 理學學士（南開）; MS, MBA, PhD（Utah）; 教授〔聯合〕
賴紹 ,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BA（Ohio）; MS（Arizona）; PhD（Texas）;
教授〔聯合〕
羅文鈺, BA, PhD（Texas）; 教授〔逸夫〕

名譽教學人員
伍步謙, 文學士（港大）; MBA（Calif. State）; PhD（Oklahoma）; 榮譽工商
管理學博士（公開）; 客座教授
朱崇志, BS（Utah State）; MS, PhD（Virg. Polytech. Inst. & State Univ.）; 客座
副教授
段樵, 理學士（中興）; MSc, PhD（Ohio State）; 客座教授
梁定澎, 理學士（成功）; 工商管理碩士（中山）; MA, PhD（Penn.）; MAIS;
MINFORMS; MACM; MDSI; MAAAI; MIEEE; 客座教授
彭定中, 理學士（成功）; MEng（Rhode Island）; PhD（Kentucky）; 客座教授

專業顧問
楊海仁, 理學士（成功）; MSc（Houston）; PhD（Qld. UT）
〔逸夫〕

高級導師
Young, Suzanne Lee, BA, MA（Cant.）; TeachDip（Christchurch Teachers'
Train. Coll.）
〔聯合〕
王偉婷, 工商管理學士（輔仁）;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崇基〕
周立基,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PhD（Texas A&M）
〔新亞〕
張偉華, BA（E. Wash.）; MS, PhD（S. Ill.）
〔崇基〕
許宏量, BA（Swarthmore Coll.）; MA, PhD（Northwestern）
〔聯合〕

導師
黃 倫, BCom（Br. Col.）; 工商管理碩士（科大）
〔崇基〕
陳俊偉, 工商管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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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吳家寧, BBA（Hawaii Pacific）; 理學碩士（中大）; 哲學博士（理大）; 博士後
研究員
周令宇, 理學士及理學碩士（台大）;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財務學系
（系主任：Prof. McGuinness, Paul Brian）

教師
McGuinness, Paul Brian, BA（Newcastle, UK）; MPhil（Cantab）; PhD（Leeds）;
教授〔逸夫〕
Nguyen, Dang Bang, BA（Hanoi Foreign Trade Coll.）; MBA（Fran-Viet Ctr.
for Mgt.）; MA（Delta, Paris）; MPhil（HEC Paris Sch. of Mgt.）; 助理教授
〔聯合〕
Nielsen, Kasper Meisner, BSc, MSc, PhD（Copenhagen）; 助理教授〔聯合〕
Thomas, Hugh Alun Lloyd, BA（Alta.）; 工商管理碩士（中大）; MPhil, PhD
（NY）; 副教授〔崇基〕
方偉明,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 PhD（Ohio State）; 副教授〔崇基〕
王琰, 理學學士及理學學士（上海交通）; MS, PhD（Arizona State）; 助理教授
〔崇基〕
王叢, 管理學學士（北大）; MBus（Nan. Tech.）; PhD（Vanderbilt）; 助理教授
〔聯合〕
伍卓賢,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Iowa）; 助理教授〔新亞〕
何佳, 理學學士（黑龍江）; 理學碩士（上海交通）; PhD（Penn.）; 教授〔新亞〕
李濤, 理學學士（復旦）; MS, PhD（Wash.）; 助理教授〔聯合〕
周玉清, 理學碩士（北大）; PhD, PhD（Col.）; 副教授〔聯合〕
周應峰, BSc, MA, PhD（Tor.）; 副教授〔逸夫〕
范建強,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 PhD（NY State）; 副教授〔新亞〕
范博宏, 法學士（台大）; PhD（Pitt.）; 教授〔逸夫〕
郎咸平, 文學士（東海）; 文科碩士（台大）; MA, PhD（Penn.）; 財務學講座
教授〔崇基〕
張華, 工學學士（天津）; MBA, PhD（McG.）; 教授〔新亞〕
陳偉森, 工商管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MSc, PhD（Temple）; FRSS; FSA;
C. Stat.; 教授〔崇基〕
黃鎮山,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DipMathStat（Cantab）; FSOA;
副教授〔聯合〕
楊瑞輝, BSc, MSc（Well.）; DPhil（Oxon）; 財務學講座教授〔崇基〕
葉家興, 理學士及文科碩士（台大）; PhD（Wis.-Madison）; 副教授〔逸夫〕
劉民, 理學學士（中國科技）; MS, PhD（Duke）; 副教授〔聯合〕
鄭會榮, BBA, MBA（S. Fraser）; PhD（Maryland）; 副教授〔逸夫〕
韓麗明, 理學士（輔仁）; 理科碩士（台大）; PhD（Texas）; 教授〔新亞〕
蘇偉文, 工商管理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中大）; PhD（Louisiana State）;
副教授〔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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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史怡中, 文學士（台灣師大）; MA（Ohio State）; PhD（S. Ill.）

名譽教學人員
Dickens, Mark Francis, JP; BEc, LLB（ANU）; Barrister & Solicitor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Solicitor Attorney &
Proctor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Barrister & Solicitor of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Barrister & Solicitor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Victoria; 客座教授
Franklin, Laurence Craig, BA, JD, MBA（Stan.）; CPA（Ill.）; 客座教授
周文耀, 工程學士、管理學文憑及工商管理碩士（港大）; 財務學文憑（中大）;
客座教授
潘耀堅,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MBA（Lond.）; 客座教授

專業顧問
Chang, Randall Oliver, BA, MA（Calif. State）; PhD（Claremont Grad. Sch.）;
Cert（Wash.）
〔逸夫〕
雷志強, 理學士及文學碩士（城大）; MS（Georgia State）; 工商管理學博士
（理大）
〔新亞〕

高級導師
姜耀玲, MBA, PhD（Houston）; CFA〔新亞〕
陳業輝, BSc（Birm.）; MSc（Lond.）; MBA（Hull）; MAcc（Curtin）; MCMI;
MCIM; FCIS; FCS; CPA（Aust.）; CFPCM; FCPA〔聯合〕
譚永華, BA（Carroll. Coll.）; 工商管理碩士（中大）; MA（Exe.）
〔崇基〕

研究教學人員
趙孟昕, 文學學士（北大）; MA（NY State）; MBA, PhD（Pitt.）; 研究助理教授
〔崇基〕

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
（院長：李金漢教授）

教師
Tuleja, Elizabeth Ann, BA（New Mexico）; MS, PhD（Penn.）; MNCA; MCCA;
MABC; MMCA; 助理教授〔新亞〕
李金漢, 商學士及商學碩士（中大）; PhD（Northwestern）; 市場學講座教授
〔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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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
翁喜明, 工學士（理工）; MBA（CUNY）; 哲學博士（中大）; FRM; 助理教授
〔新亞〕
梁偉堅,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文學碩士（復旦）; PhD（Texas）; 副教授〔新亞〕
陳櫻芬, BS, MS（Ohio State）; PhD（Kansas State）; CHE; 助理教授〔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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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南,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Georgia State）; PhD（Purdue）; 教授〔聯合〕
謝靜憶, BS（Utah State）; MS, PhD（Virg. Polytech. Inst. & State Univ.）; 教授
〔聯合〕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王訶, 法學士（文化, 台灣）; MS, MBA, PhD（Texas）

名譽教學人員
Lettenbichler, Mark Fredrick, 客座副教授
吳高賢, MA（Macq.）; AMIA; ACA（Aust）; FCPA; FCA; 客座副教授
許漢忠, 理學士（中大）; 客座教授
陳南祿, 文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港大）; FRAS; 客座教授

專業顧問
Coggins Jr, Andrew Oscar, BA（NY）; MSM（Boston）; PhD（Virginia Tech.）
〔聯合〕
Pirie, William Scott, BSc（Edin.）; MSc（Lond.）; PhD（S. Aust.）; FCMA; FCMC
〔逸夫〕

導師
司徒嘉善, 文學士（中大）; 哲學碩士（港大）
〔崇基〕

研究人員
何昳, 工商管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MSc（UMIST）; 副研究員

管理學系
（系主任：牧野成史教授）

教師
Ahlstrom, David Christopher, BA, MPhil, PhD（NY）; MBA（Hawaii）; 教授
〔聯合〕
Nathan, Maria L., BA, MA（Akron）; MA（Missouri）; PhD（S. Calif.）; 訪問
教授〔崇基〕
王譽龍, BA（Qu.）; MBA（York, Canada）; FLMI; CGA（Canada）; CMA;
副教授〔逸夫〕
呂源, 工學學士（北京工業）; MBA（China-EEC Mgt. Inst.）; PhD（Aston）;
教授〔逸夫〕
周巧笑,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MBA, PhD（Georgia State）; 教授〔聯合〕
牧野成史, BA, MBA（Keio）; PhD（W. Ont.）; 教授〔逸夫〕
姚詠儀, 工商管理學士（科大）; 哲學碩士（中大）; PhD（Oklahoma）; 助理
教授〔崇基〕
馬旭飛, 工學學士（西安交通）;MBA（Sask.）;PhD（NU Singapore）;MINFORMS;
MIACMR; MAAM; MAIB; MAM; 助理教授〔新亞〕
區玉輝, 工商管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Br. Col.）; 副教授〔聯合〕

教學部門 • 工商管理學院

269

第
八
部
張偉雄,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PhD（Virg. Polytech. Inst. & State Univ.）;
教授〔逸夫〕
敖恆宇,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 PhD（Chic.）; 教授〔新亞〕
許濬, BA（Greenville Coll.）; MA, PhD（Indiana）; 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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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崇基〕
黃熾森,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PhD（Purdue）; 教授〔聯合〕
劉忠明, 社會科學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中大）;PhD（Texas A&M）;教授〔崇基〕
劉芷申,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MBA（S. Fraser）; PhD（Br. Col.）; 助理教授
〔崇基〕
錢共鳴, 文學學士及文學碩士（廈門）; PhD（Lanc.）; 副教授〔崇基〕
羅勝強,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PhD（Iowa）; Member, Acad. of Mgt.; MSIOP;
MAHRI; MAPA; MHKIHRM; FAmPsS; 管理學講座教授〔聯合〕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Mobley, William H, BA（Denison）; PhD（Maryland）; Hon LLD（Akron）; FAPA;
FSIOP; FAPS

名譽教學人員
李鵬飛, CBE; JP; BS（Mich.）; 榮譽工學博士（理大）; 榮譽法學博士（中大）;
FHKIE; 客座教授
林家禮, BSc, MSc, MBA（Ott.）; DipPublicAdm（Car.）; 客座教授
陳錦勝,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MBA（Ivey Bus. Sch., Canada）; 客座教授

專業顧問
阮少娟, BBA（Hawaii）; DipPubAdm（Lisbon）; 工商管理碩士（東亞）; 工商
管理博士（理大）
〔新亞〕
蔡舒恆, BSc（C'nell.）; MSc（Harv.）; PhD（Cantab）
〔新亞〕

高級導師
徐寶容, 理學士、文科碩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人事管理文憑（理工）;
MHKIHRM〔新亞〕
趙志明, BSc, MA（Minn.）; 哲學碩士（中大）
〔崇基〕

導師
翟敏娟,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城大）
〔逸夫〕
劉柏能, 文學士（政大）; 理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理大）
〔新亞〕
賴漢榮, BA（Wash. State）; 理學碩士（理大）; MHCIMA; FRSH; CHE;
MAHRD〔聯合〕

研究人員
Fuller, Douglas Brain, BA（Swarthmore Coll.）; MA（UC, Berkeley）; PhD（MIT）;
名譽副研究員
簡曼萍, 文學士（港大）; MBA（Newport）; 哲學碩士（理大）;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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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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
李金漢, 商學士及商學碩士（中大）; PhD（Northwestern）; 市場學講座教授
〔崇基〕
林小苖, BSc（Chulalongkorn）; CMIM（Thammasat）; PhD（Texas）; 副教授
〔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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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
張萌, 經濟學學士（對外經貿）; MSc（Guelph）; PhD（Tor.）; 助理教授〔逸夫〕
許敬文,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CAAE（d'Aix-Marseille）; PhD（Lond.）; 市場學
講座教授〔新亞〕
陳克先,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MBA, PhD（Wis.-Madison）; 助理教授〔新亞〕
陳志輝, JP; 工商管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MBA（UC, Berkeley）; 教授
〔逸夫〕
董何淑貞,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MBA（Indiana）; 教授〔新亞〕
賈建民, 理學學士（西南交通）;理學碩士（上海交通）;PhD（Texas）;教授〔崇基〕
劉建南,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Georgia State）; PhD（Purdue）; 教授〔聯合〕
霍廣賢, 文憑及文學士（浸會）; MSc（Stir.）; DipMkt（Chartered Inst. of Mkt）;
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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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SocSc, PhD（Massey）; 教授〔聯合〕
蘇麗文, BSc, MBA（Aston）; 副教授〔崇基〕
冼日明,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MBA（Texas）; PhD（Br. Col.）; 教授〔崇基〕
鄺玉儀, 社會科學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副教授〔逸夫〕

名譽教學人員
王冬勝, BA, MBA, MSc（Indiana）; JP; 客座教授
張永霖, 社會科學學士及管理學文憑（港大）; 客座教授

專業顧問
陳河鋒, BA（San Francisco State Coll.）; BS, MS, MBA（Col.）
〔聯合〕

導師
郭慧儀, 歷史學文憑及哲學博士（浸大）; BA（Polytech. of E. Lond.）;
HigherCertComAdvert&Mkt（理工）; 哲學碩士（中大）
〔逸夫〕

研究人員
高充彥, 農學學士（東北農業）; 工商管理碩士及管理學博士（西南交通）;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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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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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務處主任
劉潔萍,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專業顧問
區婉儀, 文學士（中大）;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及教育學碩士（港大）
〔崇基〕
張月茜, 教育學士及教育碩士（中大）
〔崇基〕
馮潔皓,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DipEarlyChildEd（Seneca Coll., Canada）; MEd
（York, Canada）
〔新亞〕
劉煒堅, 理學士、教育文憑、高級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港大）;MPhil（Cantab）;
MA（Aust. Cath.）; EdD（Brist.）; 名譽專業顧問

學校發展主任
吳家傑, 文學士（浸會）;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中大）
林寶英, 文學士及教育文憑（中大）; 文科碩士及教育碩士（港大）
馬慶堂, 物理學文憑（浸會）; BPhil（Ed）
（Birm.）; 工商管理文憑（理工及香港
管理專業協會）; 文學碩士（教育）
（中大）
梁一鳴, 文學士及教育證書（港大）; MA, PhD（Sus.）
陳麗君, 理學士（浸會）; 教育文憑（中大）; 教育碩士（港大）
曾秀芬, BS（MIT）; MS（Dartmouth Coll.）; PhD（Boston）
鄭堅義, 教育學士（港大）
盧竹青, 社會科學學士、哲學碩士及教育文憑（中大）

研究人員
尹弘 , 教育學學士（河南）; 教育碩士（西南師大）;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周曉燕, 教育學學士及教育學碩士（浙江師大）; 教育學博士（北京師大）;
副研究員
陳偉文, BSc（Lanc.）; MBA（Nott.）; 副研究員
歐月瑩,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副研究員

電算師
林展強, 理學士（輔仁）; 哲學碩士（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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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學系
（系主任：Prof. Coniam, David John）

教師
Coniam, David John, BA（S'ton.）; PGCE（Leic.）; MA, PhD（Birm.）; 教授〔逸夫〕
文綺芬, 文學士（港大）; PGCE, DipEd, MA（Lond.）; PhD（Tor.）; 副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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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
余迺永, 文學士及哲學博士（台灣師大）; 哲學碩士（中大）; 副教授〔逸夫〕
吳本韓, 理學士、教育證書、CertFundDigitComp、哲學博士（港大）;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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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
李芳樂, 理學士、教育文憑、文學碩士（教育）及哲學博士（中大）; 副教授
〔逸夫〕
李潔冰, 文學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教育文憑（中大）; MA（Sur.）; 副教授
林智中, 文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港大）; MA, PhD（Lond.）; 教授〔新亞〕
麥陳淑賢, 文學士（中大）; PGDipSLT, MA（Massey）; PhD（Hull）; 助理教授
〔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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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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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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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
黃顯華, 社會科學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教育）
（中大）; EdD（UCLA）;
教授〔逸夫〕
鄧麗 , FinalDipEng（Inst. of Linguists）; MA（Newcastle, UK）; PhD（Warw.）;
GradCertTSL（S. Qld.）; MIL; 助理教授〔聯合〕
楊秀珠, 文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教育）
（中大）; MA, PhD（UCLA）;
副教授〔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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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D（Nott.）; 副教授〔逸夫〕
劉潔玲, 文學士、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
〔崇基〕
練美兒,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Tor.）; 教授〔崇基〕
賴靈恩, 文學士、學位教師教育證書、高級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港大）;PhD
（Br. Col.）; 助理教授
霍秉坤, 文學士、教育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及當代中國
研究證書（港大）; 管理學文憑（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助理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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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禮任）
Curtis, Andrew, BEd（Sund.）; PGDipTESOL（Sheff. Hallam）; MA, PhD（York,
UK）; 副教授（禮任）
林建平, 文學士（港大）; 教育文憑及哲學博士（中大）; 文學碩士（浸大）; 文學
碩士（暨大）; 助理教授（禮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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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D（Macq.）; 助理教授（禮任）
趙志成, BA（Kent）; 高級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港大）; EdD（Durh.）; 助理
教授（禮任）

名譽教學人員
Dodge, Bernie, BS（Worcester Polytech. Inst.）; MA, PhD（Syr.）; 客座教授
Lock, Graham, BA（Lond.）; DipTeachEngOverseas（Manc.）; PhD（Syd.）; 客座
副教授
阮枝賢, 教育學士（台灣師大）; MA（E. Tenn. State）; PhD（Penn. State）; 客座
教授
周昭和, BEd（Liv.）; 教育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客座助理教授
周漢光,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文學博士（台灣）; FRSA; 客座副教授
麥思源, 理學士及教育文憑（中大）; MSc, PhD（Brown）; 客座教授
程李穎, 文學學士（西安交通）; MA（Reading）; 哲學博士（港大）; 客座副教授
陳爾崗, BSc, MSc, PhD（Brigham Young）; 客座助理教授
陳錦榮, 文學士及文科碩士（港大）;教育文憑（中大）;Cert（Manc.）;PhD（Nott.）;
客座副教授
馮以浤, 文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教育）
（港大）; 客座副教授
黃艷 , 文學士及教育文憑（中大）; MA（Exe.）; PhD（Georgetown）; 客座
副教授
楊浩, 理學學士（湘潭）; MBE（Flor. A&M）; EdD（Flor. Intn'l.）; 客座教授
楊熾均, 文學士（台灣師大）; 教育文憑（中大）; 中國哲學文憑（新亞研究所）;
客座助理教授
黎鳳娟, Final Dip（Inst. of Linguists）; DipTESOL（Manc.）; MA（Lanc.）;
哲學博士（港大）; 客座副教授
蕭麗萍,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BA（Lond.）; 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教育）
（中大）;
客座副教授

專業顧問
王啟淞, 理學士、教育文憑、高級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港大）; EdD（Durh.）;
名譽專業顧問
王碧霞, BPhil（Birm.）; DipTranslat（Inst. of Ling.）; 教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港大）; 名譽專業顧問
何燕萍, 文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港大）;教育碩士（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余漢裔, 理學士、教育文憑及教育學碩士（港大）;PGCertInfTech, PGDipInfTech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PGCertComm&Econ（港大/NSW）; MSc（Lond.）; 名譽
專業顧問
吳丹, 教育學士及教育碩士（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吳潔慈, 教育學士及教育碩士（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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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強, BEd（Nott.）; 文學碩士（教育）
（中大）; CertInfTech（Cantab）; PhD
（Exe.）; MBA（Birm.）; 名譽專業顧問
周志良, 文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港大）; 名譽專業顧問
林浣心, BEd（Nott.）; 名譽專業顧問
胡國賢, 文學士及文科碩士（港大）; 教育文憑（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徐俊祥, 中國文學文憑（樹仁）; 教育學士及教育碩士（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袁梅芳, 文學士、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張紀嬡, BSc（Manit.）; DipTESL,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梁一鳴, 文學士及教育證書（港大）; MA, PhD（Sus.）; 名譽專業顧問
梁滿榮, 教育學士及教育碩士（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許慧貞, 理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港大）; 名譽專業顧問
郭志泰, 理學士（港大）;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健康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
（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郭偉祥, BSc（S. Fraser）;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及教育行政證書（港大）; 文學
碩士（教育）
（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陳森泉, 理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港大）;教育碩士（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陳德 , 社會科學學士、哲學碩士、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中大）; 名譽
專業顧問
陳麗芬, 文學士、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麥劍儀, 文學士（港大）; 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馮德芳, 教育學士及教育學碩士（港大）; 名譽專業顧問
黃錦輝, 文學士（港大）; 教育文憑（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楊錦泉, 社會科學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教育）
（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葉劍威,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教育文憑、高級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港大）;
名譽專業顧問
葉賜添, 理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教育）
（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劉煦元, 教育學士（中大）;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浸大）; 名譽專業顧問
潘步釗, 文學士（浸大）; 文學碩士（中山）; 教育文憑（中大）; 哲學碩士及哲學
博士（港大）; 名譽專業顧問
潘啟祥, 社會科學學士、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鄭景亮, 教育學士及教育碩士（港大）; 名譽專業顧問
鄧佩玉, 教育學士（浸大）; 教育碩士（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鄧美愉, 理學士及教育文憑（中大）; MA（Lond.）; 名譽專業顧問
鄧薇先, 輔導文憑（樹仁）; 教育學士及教育博士（中大）; 教育碩士（港大）;
名譽專業顧問
鍾偉東,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教育文憑（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羅仲光, CertEngforTESOLProfPurp（Qld.）; 名譽專業顧問

高級導師
李玉珍, 英國語言及文學文憑（浸會）; BPhil（Exe.）; MA（Lond.）; MA, PhD
（Reading）
〔逸夫〕
施敏文, 文學士（中大）; LTCL; 英語教學文憑及文學碩士（城市理工）; MEd
（Qld. UT）; CertEngPhon（IPA）; EdD（Nott.）; ISR; FCIL〔崇基〕
潘世榮, 理學士及教育文憑（中大）; MEd（Georgia）; 理學碩士（城大）
〔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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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well Reid, Corinne Rhona, BA（Birm.）; DipTEFLA（RSA/Cantab）; 學位
教師教育證書（港大）; MEd（Manc.）
〔崇基〕
朱嘉穎, 文學學士（華東師大）;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教育碩士及教育博士
（中大）
〔新亞〕
吳茂源, 文學士、教育文憑、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新亞〕
崔晶盈, 文學士（中央）; 教育文憑（中大）; 文學碩士（北大）
〔新亞〕
陳濤, 理學士（城大）; 哲學碩士（中大）
〔聯合〕
羅浩源, LCP（Coll. of Preceptors）; 教育文憑及哲學碩士（中大）
〔聯合〕

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
（系主任：Prof. Walker, Allan David）

教師
Walker, Allan David, BEd（NE）; MEd, PhD（Ill.）; 教育行政與政策學講座
教授〔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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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D（Syd.）; 助理教授〔崇基〕
何瑞珠, 理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教育）
（中大）; PhD（Br. Col.）; 副教授
〔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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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castle, NSW）; 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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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
劉國強,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Hawaii）; 副教授〔新亞〕
蔡寶 ,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DPhil（Oxon）; 副教授〔逸夫〕
黎萬紅, 文學士（中興）; 教育文憑、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
〔逸夫〕
盧乃桂, BA（Oreg.）; Cert（East Asian Inst., Col.）; MIA, EdD（Col.）; 教育行政
與政策學講座教授〔新亞〕
謝均才,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Warw.）; 副教授〔逸夫〕
鍾宇平, JP; BA（Oreg.）; MA（Mich. State）; MA, PhD（Stan.）; 教授〔逸夫〕
譚偉明, BSc（Andrews）; MSc（Br. Col.）;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港大）; 哲學碩士
及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聯合〕

名譽教學人員
Day, Christopher Walter, MA, DPhil（Sus.）; PhD; Hon Doctorate（Linkoping,
Sweden）; FRSA; 客座教授
Punch, Keith Francis, BA, BEd（W. Aust.）; PhD（Tor.）; 客座教授
Shive, Glenn Landes, BA, MA, PhD（Temple）; 客座副教授
譚萬鈞, BBS; BH; JP; 文學士（港大）; 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教育）
（中大）;
PhD（Lond.）; 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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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顧問
何玉芬, 理學士、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余惠萍, 理學士、教育文憑、教育碩士及教育博士（中大）; PGDipAppSocStud
（理工）; 名譽專業顧問
吳仰明, BPhil（Ed）
（Birm.）; GradDipAdm（Aust. Cath.）; BSc（C&GCHE）;
MEd（Nott.）; PhD（Qu. Univ. of Brighton）; 名譽專業顧問
張文彪, 社會學文憑（浸會）; 教育文憑、教育碩士及教育博士（中大）; 文科
碩士（港大）; MIL; 名譽專業顧問
陳榮光, 工商管理文憑（樹仁）; 法學學士及法學碩士（北大）; BEd（C&GCHE）;
教育碩士（港大）; 名譽專業顧問
鄭漢文,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Lond.）
〔崇基〕
戴希立, BBS; BH; JP; 理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教育）
（中大）; 名譽
專業顧問
關譽綱, 工商管理學士及教育博士（中大）; MBA（City, UK）; AdvCertPractEd
（Sur.）
〔新亞〕

高級導師
林嘉嘉, 文學士、教育文憑、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CertSchCounsel&Guid
（港大）
〔新亞〕

導師
陳霜 , 文學學士、經濟學學士及教育學碩士（北大）; 哲學博士（中大）
〔新亞〕

研究人員
占盛麗, 文學學士及教育學碩士（北京師大）;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
研究員
雷萬鵬, 教育學學士及教育學碩士（華中師大）;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
研究員
操太聖, 教育學碩士（華中師大）;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鍾碧珊,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副研究員

教育心理學系
（系主任：侯傑泰教授）

教師
成子娟, 教育學學士及文學碩士（東北師大）; 哲學博士（中大）; 副教授
〔逸夫〕
李雅言, BSc（Lond.）; MA , PhD（P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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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心理學講座教授〔逸夫〕
倪玉菁, 文學學士（北京師大）; MA, PhD（UCLA）; 副教授〔聯合〕
張雷, 文學學士（河北）; MS, PhD（S. Calif.）; 教授〔聯合〕
梁湘明, BS, MS, PhD（Ill.）; 教授〔崇基〕
陳莉莉, BEd（W. Aust. Coll. of Adv. Ed.）; MA, PhD（Lond.）; GMBPsS; 副教授
〔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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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維鄂, BA（Brock）; MA, PhD（W. Ont.）; 教授〔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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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
趙明明, BS（Col.）; EdM（Harv.）; PhD（UC, Berkeley）; 副教授〔新亞〕
劉兆瑛, 理學士、教育文憑、文學碩士（教育）及哲學博士（中大）; 副教授
〔新亞〕
鄭佩芸, 文學士（中大）; MA（McG.）; MEd, DipEd, PhD（Alta.）; 副教授〔崇基〕
蕭寧波,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MA, PhD（UC, San Diego）; 副教授
〔聯合〕
蕭鳳英, 社會科學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DCS（Tor.）;Reg.Psychol.
（Clin）
（HKPS）; CPsyAssoc（Ontario）; CPT（IBECPT）: Theraplay Therapist
（TTI）; 助理教授〔崇基〕

名譽教學人員
梁子勤,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教育）
（港大）; DipEdPsy, CertDiagTest&RemedEd
（Qld.）; PhD（Alta.）; Hon DSocSc（Umea）; DLitt（Sask.）; FAPA; FCPA;
FAmPsyS; 客座教授

專業顧問
李柏雄, 文學士、文科碩士、ProfCertSupChainMgt（港大）; 教育文憑及文學
碩士（教育）
（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陳寶安, 文學士（港大）; 教育文憑、文學碩士（教育）及教育博士（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藍芷芊,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CH（Lond.）; MRCP（UK）;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FRCPEd; 名譽專業顧問

研究人員
李 , 教育學學士及教育學碩士（北京師大）;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學校發展主任
招麗儀, 社會科學學士及教育文憑（中大）; 社會科學碩士（港大）
陳靜 ,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社會科學碩士（港大）
陸秀霞, 文學士（浸大）;心理學學士後文憑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中大）;理科
碩士（港大）

體育運動科學系
（系主任：洪友廉教授）

教師
王香生, BEd（Liv.）; MSc, PhD（Lough.）; FACSM; R.Nutr.; 教授〔聯合〕
洪友廉, 文憑（清華）;教育學碩士（北京體育學院）;DSpSc（Deutsche Sporthochschule
Koeln）; 教授〔新亞〕
夏秀禎, 文學士（輔仁）; MPE（Springfield）; PhD（Walden）; 教授〔聯合〕
梁啟思, BSc, MA（Vic.）; PhD（Otago）; 助理教授〔逸夫〕
許世全, BPE, MSc（Springfield）; EdD（Houston）; FACSM; FAAHPERD;
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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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禮任）
李大拔, MB BS（Lond.）; DCH（I.）; 家庭醫學文憑、預防醫學碩士及醫學
博士（中大）; FRACGP;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FRIPHH;
FFPH; FRCPI; FRSH; 教授（禮任）

名譽教學人員
王清, 北京師範學院畢業; 教育學碩士（北京體育學院）; PhD（Freiburg）; 客座
教授
黃漢升, 體育學博士（北京體育）; 客座教授
鄧樹勳, 華南師範學院畢業; 客座教授

專業顧問
Whitby, Dennis George, CertEd（Nott.）; DipPhyEd（Lough. Coll. of Ed.）; BPE
（Alta.）; DipAdvEdStud（Leic.）; MSc, MA, PhD（Oreg.）; 名譽專業顧問
朱福榮, DMS（N. Lond. Polytech.）; MSc（Leic.）; 名譽專業顧問
周桂香, 學校紀律證書（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陳鉅賢, 教育學士（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馮敏兒, 教育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名譽專業顧問
蘇志雄, 理學士、CertSp&HealthSc（港大）; 哲學碩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CertStreng&CondSp（Natnl. Strength & Cond. Assn., USA）; 名譽專業顧問

高級導師
陳運家, 教育學士（台灣師大）; MEd, PhD（Manc.）
〔崇基〕

導師
沈劍威, 教育學士（台灣師大）; MPE（Springfield）
〔逸夫〕

研究人員
陳亞軍, 理學學士（曲阜師大）; 教育學碩士（華南師大）;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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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伯仁,
梁鳳蓮,
陳德有,

BEd（Liv.）
〔逸夫〕
BPE, MS（Springfield）
〔崇基〕
BPE（Springfield）; 理學碩士（中大）
〔新亞〕
MEd, PhD（Hull）
〔聯合〕

導師
江曾碧珠, 教育學士（台灣師大）
〔崇基〕
李志良, 教育學士（港大）; 理學碩士（城大）
〔逸夫〕
林建榮, 教育學士、教育碩士及學位教師教育文憑（中大）
〔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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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永強, BEd（Wolv.）
〔崇基〕
張偉傑, BEd（Liv.）; GradCertRecreat&SportsMgt（Victoria UT/港大）; MA
（Victoria UT）; 理科碩士（港大）
〔新亞〕
郭永昌, 教育學士（台灣師大）; MPE（Springfield）
〔逸夫〕
陳志明, BEd（Liv.）; MSc（Brist.）; MA（Victoria UT/港大）
〔新亞〕
湯遠明, 教育學士及教育碩士（中大）
〔新亞〕
馮錦輝, 教育學士、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中大）
〔新亞〕
黃安東, 教育學士、學位教師教育證書及教育碩士（中大）
〔聯合〕
雷陳麗子, 教育學士（台灣師大）
〔逸夫〕
鄭毓全, 教育學士及教育碩士（台灣師大）
〔逸夫〕
鄧麗華, 教育學士及教育碩士（中大）
〔聯合〕
韓雪, 教育學士及教育碩士（中大）; MPE（Springfield）
〔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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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學院
院長
任德盛, BS, MS, MPh, PhD（Col.）; SMIEEE

副院長
何浩培, BEng, PhD（Nott.）; CPhys; CEng; MIEEE; MSPIE; MOSA（學生事務）
陳麗雲, BA, MA, PhD（Cantab）
（教育）
黃錦輝, BSc, PhD（Edin.）; CEng; EurEng; MIEE; MIEEE; MACM（外務）
蒙美玲, SB, SM, PhD（MIT）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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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NAE; 中國科學院院士;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徐冠華, 北京林學院畢業; 榮譽理學博士（城大）; 中國科學院院士
馬頌德, 理學學士（清華）; PhD, Doctorat es Science d'Etat（Paris VI）; SMIEEE

院務處主任
羅朱秀蘭, 文學士及社會科學碩士（港大）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
（系主任：呂自成教授）

教師
Baniassad, Elisa Ladan Anahita, BSc（Tech. UNS）; MSc, PhD（Br. Col.）;
助理教授〔聯合〕
王文漢,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UC, Santa Barbara）; 副教授〔聯合〕
王平安, BS（NU Singapore）; MSc, MA, PhD（Indiana）; 教授〔逸夫〕
吳有亮, BS（Flor. Intnl.）; MS（Miami）; PhD（UC, Santa Barbara）; MIEEE;
MIEICE; 教授〔新亞〕
吳錦榮, MSc, PhD（Brad.）; MBCS; CEng; 教授〔聯合〕
呂自成, BSEE, MS（IIT）; PhD（UCLA）; SMIEEE; MACM; 教授〔新亞〕
呂榮聰, 理學士（台大）; MSc（UC, Santa Barbara）; PhD（UCLA）; FIEEE;
FAAAS; 教授〔逸夫〕
李浩文, BMath, MMath（Wat.）; PhD（Vic.）; 教授〔新亞〕
李健康, BSc, MSc（Manc.）; MBCS; MIEE; CEng; SMIEEE; 副教授〔逸夫〕
李滿全, BSc, MSc, DIC, PhD（Lond.）; 副教授〔聯合〕
金國慶, BSc（Caltech）; MSc, PhD（S. Calif.）; MACM; MIEEE; MINNS;
MAPNNA; 副教授〔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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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漢秋,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華中理大）; MSc（Br. Col.）; PhD（Alta.）;
副教授〔逸夫〕
徐強,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北京郵電）; PhD（McM.）; 助理教授〔崇基〕
徐雷, 工學學士（哈爾濱工業）; 工學碩士及工學博士（清華）; FIEEE; FIAPR;
Member, European Acad. of Sc.; MAAAS;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講座教授
〔逸夫〕
梁浩鋒,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DIC, PhD（Lond.）;CEng; MACM; SMIEEE;
CSci; FBCS CITP; 教授〔崇基〕
梁廣錫, BSc（Eng）, PhD（Lond.）; Distinguished Fellow, HKCS; FHKIE;
SMIEEE; MIEE; CEng;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講座教授 [聯合〕
梁 惠, BSc, BE, PhD（Syd.）; 教授〔崇基〕
陳麗雲, BA, MA, PhD（Cantab）; 教授〔崇基〕
陶宇飛, 理學學士（華南理大）; 哲學博士（科大）; 助理教授〔新亞〕
傅慰慈, 理學士（中大）; MSc, PhD（S. Fraser）; 副教授〔聯合〕
黃田津,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MACM; MIEEE; 教授〔崇基〕
黃健康, BSc（Birm.）; PhD（Cantab）; 副教授〔崇基〕
楊鳳如,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MSc, PhD（Texas）; 副教授〔逸夫〕
賈佳亞, 理學學士（復旦）; 哲學博士（科大）; 助理教授〔新亞〕
蒙耀生, BSc（Manit.）; MSc, PhD（Tor.）; 教授〔聯合〕
劉立志, 理學士（中大）; MSc, PhD（Tor.）; 助理教授〔新亞〕
蔡雷震, 理學學士（浙江）; MSc（Vic.）; PhD（Tor.）; 教授〔崇基〕

導師
阮征軍,
柯兆恆,
馮炳富,
黃子洋,
黃德霖,
羅日昭,

BA, BSc, PhD（Kentucky）
〔聯合〕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新亞〕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崇基〕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崇基〕
工程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新亞〕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逸夫〕

研究人員
Huang, Kaizhu, 工學學士（西安交通）; 工學碩士（中國科學院）; 哲學博士
（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王德峰, 工學學士（吉林）; 工學碩士（西安電子科技）; 哲學博士（理大）;
博士後研究員
王震源, 理學學士（復旦）; PhD（NY State）; 研究員
吳雯, 工學學士（北京航空航天）; 工學碩士（中國科學院）;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屈穎歌, 工學碩士（南京理大）;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張坤, 工學學士（中國科技）;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張浩翔, BSc, MSc（Tor.）; 副研究員
梁勇,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西安交通）; 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副研究員
陳 , 工學學士（南京理大）;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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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生,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清華）;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楊海宣, 理學學士及理學博士（蘭州）; 理學碩士（曲阜師大）; 副研究員
蔡敏, 理學學士及工學碩士（南京）; 副研究員

電算師
尤漢熙, 理學士（港大）; 理學碩士（中大）
林南, 數學、統計及電腦高級文憑（理工）; MSc（Essex）
徐嚴濱, 工程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羅漢文,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蕭德泰, 工程學士（港大）; 理學碩士（城市理工）

電子工程學系
（系主任：顏慶義教授）

教師
Elnaggar, Mohammed Ismail, BSc, MSc（Cairo）; PhD（Manit.）; FIEEE; RegEng
（Manit.）; 訪問教授〔崇基〕
MacPherson, Emma, BA, MSc, MA, PhD（Cantab）; 助理教授〔聯合〕
何浩培, BEng, PhD（Nott.）; CPhys; CEng; MIEEE; MSPIE; MOSA; 教授
〔崇基〕
吳克利, 理學學士及工學碩士（南京理大）; PhD（Laval）; SMIEEE; 教授〔新亞〕
李丹,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MIEEE; MISCA; 副教授〔聯合〕
孟慶虎, 理學學士（洛陽工學院/Ministry of Machinery, China）; 工學碩士
（北京工學院）; PhD（Vic.）; MIEEE; 教授〔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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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教授〔逸夫〕
張元亭,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山東）; PhD（New Br.）; FIEEE; 教授〔新亞〕
梁加能, 工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科大）; MIEEE; 助理教授〔崇基〕
許正德, 理學士（港大）; MS, PhD（Col.）; SMIEEE; 教授〔新亞〕
許建斌,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南京）; Dr.rer.nat（Konstanz）; MAPS; MAAAS;
SMIEEE; MMRS; MHKMRS; MHKIS; MHKPS; 教授〔新亞〕
陳昌發, BT（NY State）; MSEE, PhD（Lehigh）; MIEEE; 副教授〔新亞〕
陳錦泰, 理學士（港大）; PhD（C'nell.）; MIEEE; 教授〔聯合〕
曾漢奇, BA, MA, PhD（Cantab）; CEng; MIEE; MHKIE; SMIEEE; 教授〔逸夫〕
湛偉權, 理學士（中大）; MSc, PhD（Lough.）; CEng; MIEE; MHKIE; SMIEEE;
教授〔聯合〕
程伯中, BEng, PhD（Liv.）; CEng; FIEE; FHKIE; SMIEEE; 電子工程學講座
教授〔逸夫〕
潘江鵬, 工程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Instituto Superior Tecnico,
Portugal）; MIEEE; 助理教授〔崇基〕
蔡潮盛, BSc, MSc, PhD（Manc.）; CEng; MHKIE; MIEE; SMIEEE; 教授〔逸夫〕
鄭國強, BSc, PhD（Lond.）; SMIEEE; MIEE; CEng; 教授〔崇基〕
顏慶義, BSc, PhD（Lough.）; CEng; FIEE; FIEAust; CPEng（Aust.）; FIEEE;
電子工程學講座教授〔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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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洪小文, 理學士（台大）; MS, PhD（Carnegie Mellon）; SMIEEE
陳之藩, BS（Pei-yang）; MS（Penn.）; PhD（Cantab）; FIEE
廖約克, BSc（Caltech）; MA, PhD（Harv.）; MIEEE; MIEE; CEng; MSID

名譽教學人員
Franca, Jose, LicElectEng, Agregado（IST, Portugal）; DIC, PhD（Lond.）;
FIEEE; 客座教授
Gothenberg, Ib Andreas, MSc, PhD（KTH-Royal Inst. of Tech., Sweden）;
客座副教授
Tenhunen, Aarne Hannu Kristian, DipEng（Helsinki Univ. of Tech.）; PhD
（C'nell.）; Dr.h.c.（Tallinn Tech., Estonia）; 客座教授
王維基, 理學士（中大）; 名譽講師
宋 平, MSEE（Rhode Island）; PhD（Stan.）; SMIEEE; 客座教授
李世鵬,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中國科技）; PhD（Lehigh）; 客座教授
周鴻奇, 工程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Strath.）; 客座教授
夏香根, 理學學士（南京師大）; 理學碩士（南開）; MS（Cincinnati）; PhD
（S. Calif.）; SMIEEE; 客座教授
徐孔達, 工程學士（港大）; MSc（Manc.）; PhD（Birm.）; MIEE; CEng; MIEEE;
客座教授
張樹榮, 工程學士、電視工程證書及管理學文憑（港大）; CEng; MHKIE;
MIEE; MIERE; MIEEE; 名譽講師
麥福達, BS（Ill.）; MS, PhD（Northwestern）; MA（Westminster Theol. Sem.,
USA）; 客座教授
黃榦, BSc（Eng）, DIC, PhD, DSc（Eng）
（Lond.）; CEng; FIEE; FIEEE; CPhys;
FInstP; FSS; PEng; 客座教授
廖秋棋, BSc, MSc（Manit.）; PhD（McM.）; MIEEE; 客座教授
鍾寶璇, BSEE, MSEE（Ill.）; PhD（Cantab）; FREng; CEng; FIEE; FHKIE;
SMIEEE; 客座教授
甯德雄, BA（Reed Coll.）; MS, PhD（Ill.）; FIEEE; FAPS; 客座教授

專業顧問
陳國建, 理學士（中大）; FIEE; CEng; FHKIE; 名譽專業顧問

研究教學人員
王士元, BA（Col.）; MA, PhD（Mich.）;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研究講座教授
〔新亞〕
梁禮勤, 工程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哲學博士（科大）; 研究助理教授〔崇基〕

研究人員
Minett, James William, BSc（Leeds）; MSc（Claremont）; 哲學博士（城大）;
博士後研究員
尹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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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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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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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娜, 工學學士（清華）; 工學碩士（中國科學院）;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
研究員
李宏亮, 工學碩士（合肥工業及機械科學研究院）; 工學博士（西安交通）;
博士後研究員
李超,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清華）; 哲學博士（科大）; 博士後研究員
金欣, 工學學士、工學碩士及工學博士（華中科技）; 博士後研究員
金雷, 工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清華）; 訪問學人
徐禮勝, 工學學士、工學碩士及工學博士（哈爾濱工業）; 博士後研究員
張冬冬, 工學學士（吉林工業）; 工學碩士（吉林）; 工學博士（上海交通）;
博士後研究員
張榮耀, 理學士（浸會）; MSc（Lanc.）; 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研究員
梁華為, 工學學士（合肥工業）; 工學碩士（安徽）; 工學博士（中國科技）;
博士後研究員
陳霏, 理學學士及工學碩士（南京）;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陳禮賢, 理學士（城市理工）;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研究員
霍美寶, 工程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舒海燕, 工學學士（西南交通）; 工學碩士（西北工業）; PhD（Nan. Tech.）;
博士後研究員
楊文嫻, 工學學士（浙江）; PhD（Nan.）; 博士後研究員
滕曉菲,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哈爾濱工業）;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鄭能 ,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南京）;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薛坤,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清華）;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顏永生,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南京）;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羅玉輝, 工學碩士（電子科技）;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顧文濤, 工學學士、工學碩士及工學博士（上海交通）; 副研究員

電算師
丘漢光, BSc（CNAA）; MSc（Brun.）; MIEEE; MHKCS
李千秋, 理學學士（北大）; 理學碩士（氣象科學研究院）; MS（Hawaii）
江國基, BAppSc（W. Aust.）; MFin（RMIT）

訊息工程學系
（系主任：劉紹強教授）

教師
Jaggi, Sidharth, BTech（IIT Bombay）; MS, PhD（Caltech）; 助理教授〔聯合〕
Madhavan Nair, Chandrasekhar, BTech（IIT Madras）; MS, PhD（Stan.）;
助理教授〔逸夫〕
任德盛, BS, MS, MPh, PhD（Col.）; SMIEEE; 訊息工程學講座教授〔逸夫〕
吳偉賢, BA, PhD（Cantab）; MIEEE; 副教授〔聯合〕
李東, 理學士（成功）; MS（Cleveland State）; MS, PhD（Polytech. Inst. of NY）;
FIEEE; FHKIE; 訊息工程學講座教授〔逸夫〕
李碩彥, 理學士（台大）; PhD（UC, Berkeley）; FHKIE; FIEEE; 訊息工程學
講座教授〔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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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斌, 工程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SMIEEE; MACM; 副教授〔崇基〕
阮風光, BA, MSc（The Ecole Normale Superieure de Lyon）; PhD（Paris VII
& Ecole Normale Superieure）; 教授〔逸夫〕
邱達民, BSc（Lond.）; PhD（Harv.）; SMIEEE; MACM; 教授〔新亞〕
張國偉, 工程學士（港大）; MS（Yale）; PhD（Caltech）; SMIEEE; 教授〔逸夫〕
張穎珺, 工學學士（復旦）; 哲學博士（科大）; MIEEE; 助理教授〔新亞〕
陳名華, 工學學士及理學碩士（清華）; PhD（UC, Berkeley）; 助理教授〔新亞〕
陳亮光, 理學士（台大）; MS, PhD（Col.）; SMIEEE; MOSA; 教授〔逸夫〕
陳俊傑, 工程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SMIEEE; 副教授〔逸夫〕
湯曉鷗, 理學學士（中國科技）; MS（Roch.）; PhD（MIT）; SMIEEE; 教授〔崇基〕
黃永成, BA, MS（Yale）; MS, PhD（Harv.）; FHKIE; FIEEE; 訊息工程學講座
教授〔崇基〕
黃建偉, 工學學士（東南）; MS, PhD（Northwestern, USA）; MIEEE; 助理教授
〔崇基〕
黃寶財,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SMIEEE; MACM; MH;
教授〔新亞〕
楊偉豪, BS, MEng, PhD（C'nell.）; FIEEE; FHKIE; 訊息工程學講座教授〔崇基〕
劉永昌, 理學士（港大）; MSc, PhD（Texas）; SMIEEE; 副教授〔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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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EEE; 助理教授〔聯合〕
劉紹強, SB, SM, PhD（MIT）; SMIEEE; FIEE; FHKIE; 教授〔崇基〕
駱達明, 理學士（中大）; MSc, PhD（Purdue）; SMIEEE; 副教授〔聯合〕
魏克為, 理學士（台大）; PhD（Hawaii）; FIEEE; 教授〔聯合〕

教師（禮任）
張明遠, BSc（Lond.）; PhD（Cantab）; SMIEEE; 副教授（禮任）

名譽教學人員
Chou, Philip A., BSE（Prin.）; MS（UC, Berkeley）; PhD（Stan.）; FIEEE;
客座教授
余安正, BEE（Cooper Union, NY）; MSEE（Roch. Inst. of Tech.）; PhD（UC,
San Diego）; SMIEEE; FHKIE; 客座教授
許如藝, BS, MS, PhD（MIT）; FIEEE; 客座教授
湯復基, BA（UC, San Diego）; MA（UC, Santa Barbara）; PhM, PhD（Col.）;
SMIEEE; CEng; FIEE; 客座教授

研究人員
成慧, 工學學士（燕山）; 哲學碩士（科大）; 哲學博士（港大）; 博士後研究員
朱鍵,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中國電子科技）;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何國城, 工程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屈代明, 工學學士（中國科技）; 工學博士（華中科技）; 名譽博士後研究員
陳浩良,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MIEEE; 副研究員
霍力, 工學學士、工學碩士及工學博士（清華）; 副研究員
譚雪松, 工學學士（四川聯合）; 工學碩士（電子科技）;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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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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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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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系主任：任揚教授）

教師
王昌凌, 工學學士（華中理大）;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科大）;MIEEE; MASME;
MACM; 助理教授〔新亞〕
王鈞,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大連工學院）; PhD（Case W. Reserve）; FIEEE;
教授〔崇基〕
王煜, 理學學士（西安交通）; ME（Penn. State）; PhD（Carnegie Mellon）;
FASME; FHKIE; FIEEE; 教授〔新亞〕
任揚, 理學士（中大）; MSc（Akron）; MSc, ScD（MIT）; 教授〔逸夫〕
李文榮, BS, MS（S. Calif.）; PhD（UCLA）; MIEEE; MASME; MAAAS; 教授
〔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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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
徐揚生,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浙江）; PhD（Penn.）; FHKIE; FIEAS; FIEEE;
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講座教授〔逸夫〕
許健泉, 工程學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CEng; MBCS; MHKCS; MIMech;
MHKIE; 教授〔聯合〕
黃捷, 文憑（福州）; 工學碩士（南京理大）; PhD（Johns H.）; FIEEE; 教授〔新亞〕
廖維新, 理學士（中興）; MS, PhD（Penn. State）; MIEEE; MASME; 副教授
〔崇基〕
劉雲輝, 工學學士（北京工業學院）; MEng（Osaka）; PhD（Tokyo）; SMIEEE;
教授〔聯合〕
鍾志杰, 工程學士（港大）; MSEE, PhD（S. Calif.）; SMIEEE; CEng; MHKIE;
MBCS; 教授〔新亞〕
鄺重平, MSc（Lough.）; 哲學博士（中大）; 哲學博士（城大）; SMIEEE; FHKIE;
FIEE; 教授〔崇基〕

導師
王德培, 理學士（中大）
〔新亞〕
江啟明, BEng, PhD（NSW）; MAPESMA〔崇基〕
李奕陽,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福州）; 哲學博士（理大）
〔聯合〕

研究教學人員
江爭, BS, MS, PhD（UCLA）; 研究助理教授〔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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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曲艷麗,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沈陽工業）; 工學博士（中國科學院）; 博士後
研究員
李家強, BInfTech, BEng（ANU）;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陳光華, 工程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程灝波, 工學學士、工學碩士及哲學博士（長春光學精密機械）; 副研究員
劉彤,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哈爾濱工業）;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劉聖軍,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中南）; 哲學博士（浙江）; 訪問學人
關明杰,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廈門）;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魏鵬,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大連理大）;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電子工程師
莫偉傑, BEng, MSc（Belf.）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系主任：李端教授）

教師
Caliskan Demirag, Ozgun, BSc（Middle East Tech. Univ., Turkey）; MS, MS,
PhD（Georgia Inst. of Tech.）; 助理教授〔聯合〕
Wallace, Stein William, BSc, MSc, PhD（Bergen）; MINFORMS; 訪問教授
〔崇基〕
于旭, BE, ME, PhD（Tsukuba）; MACM; MIEEE; 教授〔逸夫〕
王啟南, 理學學士（湖南師大）;醫學碩士（南開）;PhD（McM.）; 訪問學人〔逸夫〕
李端, 理學學士（復旦）; 工學碩士（上海交通）; PhD（Case W. Reserve）;
SMIEEE;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講座教授〔聯合〕
周迅宇, 理學學士及理學博士（復旦）; FIEEE;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講座
教授〔聯合〕
周翔, 理學學士（浙江）; MOR, PhD（N. Carolina State）; 助理教授〔崇基〕
林偉,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Wat.）; 教授〔新亞〕
林啟沛, 理學士（港大）; 哲學碩士（中大）; DPhil（Oxon）; 教授〔崇基〕
姚大衛, MASc, PhD（Tor.）; FIEEE;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講座教授〔新亞〕
張樹中,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復旦）; PhD（Erasmus）; 教授〔逸夫〕
梁美兒, BS（Harv.）; BA（Oxon）; PhD（MIT）; MINFORMS; 教授〔逸夫〕
陳友華, 工學學士（清華）; MA（Wat.）; PhD（Tor.）; 副教授〔新亞〕
陳南,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北大）; MPhil, PhD（Col.）; 助理教授〔逸夫〕
馮有翼,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南京）; MS, PhD（Col.）; 副教授〔聯合〕
黃錦輝, BSc, PhD（Edin.）; CEng; EurEng; MIEE; MIEEE; MACM; 教授〔崇基〕
楊傳智, BS, MS, PhD（Arizona）; MIEEE; MASIST; MAAAI; MACM; MSPIE;
副教授〔新亞〕
蒙美玲, SB, SM, PhD（MIT）; 教授〔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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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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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進雄,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BA, MS, PhD（Iowa）; MACM; MDSI;
MINFORMS; 副教授〔崇基〕
嚴厚民,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清華）; PhD（Tor.）; MINFORMS; 教授〔新亞〕
蘇文藻, BS（Prin.）; MS, PhD（Stan.）; 助理教授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洪小文, 理學士（台大）; MS, PhD（Carnegie Mellon）; SMIEEE

名譽教學人員
于剛, 理學學士（武漢）; MS（C'nell.）; PhD（Penn.）; MINFORMS; MMPS;
客座教授
方述誠, 理學士（台灣清華）; MS（Johns H.）; PhD（Northwestern）; SMIIE;
MINFORMS; 客座教授

高級導師
伍志剛, 理學士、理學碩士及哲學碩士（浸大）; 哲學博士（中大）;MINFORMS;
MPOP; MIEEE; MSIAM〔崇基〕

研究人員
王小青, 理學學士（山東）;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副研究員
白延琴, 理學學士（延安）; 理學博士（上海）; 訪問學人
何倩璋, BSc, MSc（Stavanger）; PhD（Bergen）; 博士後研究員
吳志勇, 工學學士、工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清華）; 博士後研究員
李仲飛, 理學學士（蘭州）; 理學碩士（內蒙古）; 管理學博士（中國科學院）;
訪問學人
李志鋒, 工學學士（中國科技）;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李勇建,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山東工業）; 工學博士（南開）; 訪問學人
李英傑, 工學學士、工學碩士及工學博士（清華）; 高級研究員
李軍, 工學學士、工學碩士及管理學博士（西南交通）; 訪問學人
官振中, 管理學碩士及管理學博士（西南交通）; 訪問學人
姚京, 經濟學學士、經濟學碩士及經濟學博士（中山）; 博士後研究員
姚奕榮, 理學學士（上海師大）; 理學碩士（上海科技）; 理學博士（上海）;
訪問學人
孫小玲, 理學學士（宜昌師範學院）; 理學博士（上海）; 研究員
徐小林, 理學學士及經濟學碩士（南京）;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徐美彩, 理學士（浸大）; 哲學碩士（科大）;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許左權, 理學學士（南開）; 理學碩士（北大）;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許明輝,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武漢）; 博士後研究員
陳旭, BA（Wis.-Madison）; 工學學士、工學碩士及管理學博士（西南交通）;
訪問學人
黃永偉, 理學學士（重慶建築）; 理學碩士（重慶）;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
研究員
魏瑩,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華中科技）;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譚思彤, 工學學士、工學碩士及工學博士（南開）;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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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師
吳道賓, BS, MS, PhD（Ariz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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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及工業聯絡經理
梁國耀, 電子工程學高級文憑（理工）; 工商管理碩士（中大）; MIERE ; CEng;
MH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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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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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CP

副院長
吳浩強, MB ChB（Edin.）; 醫學博士（中大）; FRCPath; FRCPA; FCAP;
FFPathRCPI; FHKAM（Pathology）; MIAC; FHKCPath（教育）
沈祖堯, SBS;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PhD（Calg.）; 醫學博士（中大）; FRCP;
FRCPEd; FHKAM（Medicine）; FHKCP（常務）
林順潮, JP;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O（I.）; DO（Glas.）; 醫學博士（中大）;
FRCSEd; FRCOphth; FHKAM（Ophthalmology）; FCSHK; FCOphthHK
（外務）
盧煜明, BA, MA（Cantab）; BM BCh, DPhil, MD（Oxon）; MRCP（UK）;
FRCPEd; FRCPath; FRCP（研究）
鍾國衡, MB BS（Syd.）; 醫學博士（中大）; FRA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RCOG（臨 ）
譚兆祥, BSc, MSc, PhD（Tor.）
（學生事務）

助理院長
吳國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FRCSEd; FCSHK; FRCSEd
（Gen Surg）; FHKAM（Surgery）
（臨 ）
李子芬, RN; RM; 護理教育專修文憑（理工）; MSc（Edin.）; 哲學博士（中大）
（學生事務）
林偉基, PhD（S'ton.）; FRSC; FACB; Hon FHKCPath; Hon FRCPath（研究）
（研究）
徐仲 , BSc, MSc（Manit.）; PhD（Pitt.）
陳重娥, MB ChB, MD（Liv.）;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FRCP; FRCPGlas（教育）
陳家亮,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M R C P（U K）; F H K C P ;
FHKAM（Medicine）; FRCPI; FRCPEd; FACG; FRCP（常務）
陳新安,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Phil（Oxon）
（教育）
陳德章, MB BS（Lond.）; 醫學博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外務）
黃聿, 理學學士（上海第一醫學院）; MPhil, PhD（Cantab）
（研究）
榮潤國,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學生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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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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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榮譽講座教授
Ignarro, Louis J., BA（Col.）; PhD（Minn.）; Hon Doctorates（Madrid, Lund,
Gent, N. Carolina）; 諾貝爾醫學獎得獎人
簡悅威, 內外全科醫學士、理學博士及榮譽理學博士（港大）;Hon MD（Cagliari）;
榮譽理學博士（中大）; 榮譽理學博士（公開）; 中國科學院院士; 台北中央
研究院院士; 開發中世界科學院院士

教師
Hazlett, Clarke Blaine, BEd, MEd, PhD（Alta.）; 醫學教育講座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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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M;
Hon FRACS ; 中國科學院院士; 外科講座教授〔聯合〕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Gallo, Robert Charles, BA（Rhode Island）; MD（Jefferson Med. Coll., USA）
袁國勇, JP;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港大）; FRCSGlas; FHKAM（Surgery）;
FHKAM（Pathology）; FRCPath; FHKCP; FIDSA; FACP
羅國洪,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ACS; FCSHK; FHKAM（Surgery）;
FRACS; FHKCCM

名譽教學人員
司馬晶, 醫學學士（瀘州醫學院）; 名譽訪問學人
辛風, 醫學學士（哈爾濱醫科）; MD（Asahikawa Med. Coll.）; 名譽訪問學人
張海鷹, 醫學學士（中山醫科）; 醫學碩士（暨大）; 名譽訪問學人
黃文耀, BCom（Qu.）; CA（Ontario）; 客座副教授
鄭崢, 醫學學士（中山醫科）; 名譽訪問學人
賴銘瑩, 醫學學士（江西醫學院）; 醫學碩士（中山醫科）; 醫學博士（中山）;
名譽訪問學人
餘崢, 醫學學士（湛江醫學院）; 名譽訪問學人

專業顧問
張志偉, MD（Br. Col.）; FRCA; FRCPC;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臨 專業顧問〔崇基〕

顧問
陳耀墉, 文學士（港大）; CertEdMgt（Harv.）; 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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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
莫詠儀, 社會科學學士及文學碩士（中大）; 公共行政學碩士（港大）
陳慧青, 理學士（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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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處
行政經理
黎月荃,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MPA（Monash）; CPA（Aust.）

教習醫院院務室
主任
周瑤慧, 理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中大）

副主任
何嘉珮,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那打素護理學院
（署理院長：Prof. Twinn, Sheila Frances）

教師
Courtney, Mary Denise, RN（Aust.）; RM（Aust.）; BCom（Griff.）; MHP（NSW）;
PhD（NE）; 教授
Goggins III, William Bernard, BA（Brandeis）; MSc, ScD（Harv.）; 助理教授
〔崇基〕
Twinn, Sheila Frances, RGN; RSCN; DipHealthVisit; PGCEA（Sur.）; BA
（CNAA）; PhD（Lond.）; 教授〔新亞〕
余秀鳳, RN; 理學士（護理學）
（港大）; 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新亞〕
呂孝蓮, RN; 護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副教授〔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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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
李鳳琴, RN; RM; RTN; 護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副教授〔聯合〕
車錫英, RN; BSN（Houston Baptist）; MBA（Dubuque）; MSN（Phoenix）; PhD
（Colorado）; 助理教授〔逸夫〕
周柏珍, RN; 護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副教授〔聯合〕
邵德英, RN; RMN; DipHealthEd&HealthPromot, MSc（Leeds Polytech.）;
理學碩士（理大）; PhD（S'ton.）; 副教授〔崇基〕
孫桂萍, RN; RM; RN（USA）; SRN（UK）; RN（NSW）; BN, MPH（Syd.）;
哲學博士（理大）; 副教授〔聯合〕
徐英瑜, BNurs（La Trobe）; MNurs（Syd.）; GradDipAdm（Aust. Cath.）; PhD
（Technol. Syd.）; RMN; RMN（UK）; RGN（UK）; RN（NSW）; 助理教授
〔逸夫〕
康慧蓮, RN; RN（NSW）; RTN; BAppSc（Syd.）; MHA（NSW）; 流行病學與
應用統計學文憑及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崇基〕
陳葉詠嫻, RN; BSN（Missouri）; 哲學碩士（中大）; PhD（Lond.）; 副教授〔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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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逸夫〕
黃潔兒, RN; RM; RGN; 護理學士及護理碩士（中大）; 助理教授〔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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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儀, BSN（Br. Col.）; 預防醫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RN（Canada）;
RN; 助理教授〔聯合〕
葉雲艷, RN; RM; 護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副教授〔新亞〕
鄭健芳, RN; 護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聯合〕
錢惠堂, RPN; 護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Lond.）; 副教授〔逸夫〕

名譽教學人員
尹鍾翠蘭, RN; RM; 護理行政文憑（中大）;RGN（UK）;RN（NZ）;RN（Canada）;
CertMgtHealthcareforSrMgr（Birm./理工）; 客座副教授
李玉蓮, RN; RGN（UK）; RM（UK）; RM; BNurs（La Trobe）; MHA（NSW）;
客座副教授
林崇綏, RN; RGN（UK）; MBA（Hull）; DNurs（La Trobe）; FRCNA; 客座
副教授
張群友, 護理證書（澳門）; BNurs（Ballarat）; RN; 客座助理教授
梁瑞琪, RN; RM; MHA（NSW）; 客座副教授
陳月桂, RN; RM; RGN（UK）; 護理行政文憑（理大）; 客座副教授
陳磊石, RN; DipAppSc（Qld. IT）; BA（Qld.）; GradDipSc（ANU）; MBA（Int.
Mgt. Ctr.）; DMgt（Int. Mgt. Ctr./Oxf. Brookes）; AFCHSE; FAIM; FRCNA;
客座副教授
曾區慧蓮, RN; RN（Eng & Wales）; RM; OphthalNurDip（UK）; 護理教育
專修文憑（理大）; MBA（Hull）; 客座副教授
黃周少芳, BA（Open, UK）; PCEd（Lond.）; MSc（HealthCareMgt）
（Wales）;
RN（UK）; 客座助理教授

專業顧問
林麗華, RN; 護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聯合〕
羅佩麗, RN; RGN（UK）; BN（Liv.）; 哲學碩士（理大）
〔聯合〕

導師
方少娟, RN; RM; RGN（UK）; RN（Canada）; BSN（Tor.）; 護理碩士（中大）;
IBCLC〔新亞〕
余莉 , RN; 護理學士及護理碩士（中大）; GradDipHumanResMgt&IndRelat
（Griff.）
〔崇基〕
李玉雯, RN; 理學士（護理學）
（台大）; 護理碩士（中大）
〔新亞〕
倪飛雲, RN; RM; RTN; BHS（W. Syd.）; 護理碩士（中大）
〔崇基〕
張詠妍, RN; BNurs（La Trobe）; 管理學（醫療服務）深造文憑（理大）; MHA
（NSW）
〔逸夫〕
梁淑貞, 神學士（建道神學院）; 護理學進修文憑、護理學理學士及醫療
護理學理學碩士（理大）; RN（Sweden）; RN〔崇基〕
許嘉蒂, RN; DipAppSc, BHS（Nurs）
（Newcastle）; PGDipHealthSc（Syd.）;
MHS（Nurs）
（Deakin）
〔逸夫〕
陳秀雯, RN; RN（NSW）; BNurs（W. Syd.）; 護理學學士後文憑及護理碩士
（中大）
〔新亞〕
陳美鳳, RN; 理學士（護理學）
（港大）; 護理碩士（中大）
〔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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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抱弟, RN; RM; DipHealthSc（Newcastle, Aust.）; BHS, GradDipMidwifery,
MNurs（W. Syd.）; 教育碩士（理大）; 理學碩士（中大）
〔逸夫〕
陳惠敏, RN; 護理學士、DipOccupHealthPract（中大）; 理學碩士（護理學）
（理大）
〔崇基〕
陳惠嬌, RN; RM; BHS（Nurs）
（W. Syd.）; GradDipHealthInfMgt（Syd.）;
MHA（NSW）; 中醫護理專業文憑（城大專業進修學院/北京中醫藥）
〔聯合〕
陳慧儀, BNurs（Monash）; MNurs（Newcastle, NSW）; RN〔逸夫〕
黃珮珊, RN; 護理學士及護理碩士（中大）
〔新亞〕
黃蝶貞, RN; RM; 護理學士（公開）; 產科護理碩士（中大）
〔逸夫〕
楊清梅, RN; RM; RN（NSW）; BASc（Nurs）, MNurs（Syd.）
〔新亞〕
熊淑茹, RN; RTN; 護理學進修文憑及護理學士（理大）; 護理碩士（中大）;
ProfDipFirstLineMgr（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聯合〕
劉麗兒, 護理學學士（港大）; 理學碩士（中大）; RN〔新亞〕
潘玉芬, RN; BNurs（Monash）; MNurs（Newcastle, NSW）
〔聯合〕
鄧穎琪, 護理學學士及護理學碩士（港大）; RN〔聯合〕

研究教學人員
談維新,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哲學博士（中大）; 研究助理教授〔逸夫〕

藥劑學院
（院長：李漢良教授）

教師
左中, 理學學士（華西醫科）; PhD（Alta.）; 副教授〔新亞〕
何綺萍, BSc, PhD（Lough.）; CChem MRSC; 副教授〔聯合〕
李 前, BSc（Wash.）;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教授〔聯合〕
李詠恩, BSc（UCLA）; PharmD（S. Calif.）; 助理教授〔聯合〕
李漢良, BS（Ferris State Coll.）; MS, PhD（Wis.-Madison）; Hon DSc（Lond.）;
MAAAS; MNYAS; MAACP; MARVO; MAAPS; MAOPT; MCRS; MISER;
藥劑學講座教授〔新亞〕
周喜林, BPharm（Brad.）; MSc, PhD（Tor.）; MRPharmS; 教授〔逸夫〕
姚凱詩, PharmD（Ill.）; BCPS; 副教授〔崇基〕
劉碧珊, BPharm, PhD（Lond.）; MPharmS; 助理教授〔逸夫〕

名譽教學人員
印綺平, 理學學士、醫學碩士及理學博士（上海醫科）; 客座副教授
朱家榮, 藥劑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客座助理教授
李成章, BPharm（Wales）; PhD（S'ton.）; MRPharmS; 客座副教授
李伯偉, BPharm（Qld.）; 工商管理文憑（中大）; MHA（NSW）; MRPharmS;
客座副教授
李德晃, BS（Pharm）
（Houston）; PharmD（Kentucky）; 客座助理教授
周檉森, PharmD（UC, San Francisco）; FCCP; FCP; 客座教授
崔俊明, BPharm（Wales）; MSc（Lond.）; MRPharmS; 客座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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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潤成, 藥劑學士、醫療經濟學與醫療政策文憑及哲學博士（中大）; 註冊
藥劑師; 客座助理教授
陳榮光, BS, PharmD（USC）; 客座助理教授
陳漢儀,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Med（NU Singapore）; 客座助理教授
曾遠和, BSc（Pharm）
（Aston）; PhD（Syd.）; MRPharmS; 客座助理教授
黃錦燊, PharmD（UC, San Francisco）; LLB（Lond.）; 客座副教授
蔣秀珠, BPharm（Brad.）; MHA（NSW）; MRPharmS; 客座助理教授
鄭香郡, BPharm, PhD（Brad.）; MRPharmS; 客座副教授
鄭陳佩華, BSc（Pharm）
（Wis.）; 客座助理教授

特任導師
何淑珊, BScPhm（Tor.）; MS（St. John's）; 流行病學與應用統計學學士後
文憑（中大）; PharmD（Union）
〔新亞〕

導師
李翠萍, PharmD（Rhode Island）; RegPharm〔崇基〕
歐陽綺雯, PharmD（Mich.）; RegPharm（USA）; RegPharm（Canada）;
RegPharm（HK）
〔新亞〕

研究人員
王雁峰,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南開）;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徐自升, 文學學士（安徽）; 醫學博士（南京中醫藥）; 副研究員
常琪, 醫學學士（西安醫學院）;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彭紹光, 理學士（浸大）; 哲學碩士（港大）;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公共衛生學院
（院長：Prof. Griffiths, Sian Meryl）

教師
Goggins III, William Bernard, BA（Brandeis）; MSc, ScD（Harv.）; 助理教授
〔崇基〕
Griffiths, Sian Meryl, OBE; BA, MB BChir（Cantab）; MSc（Lond.）; FFPHM;
FRCP; FDSRCS; HonFRSH; FRCPEd; HonFRSPH; FHKCCM; 公共衛生學
講座教授〔崇基〕
Kim, Jean Hee, AB（UC, Berkeley）; SM, ScD（Harv.）; 助理教授〔崇基〕
Mercer, Stewart William, BSc, MSc（Aberd.）; PhD（Cantab）; MB ChB（Brist.）;
MRCGP; 訪問教授〔聯合〕
徐仲 , BSc, MSc（Manit.）; PhD（Pitt.）; 教授〔逸夫〕
張新華, 醫學學士（新疆醫學院）; 醫學碩士及醫學博士（協和醫科）; DMedSc
（Katholiek Univ. Leuven, Belgium）; 助理教授〔新亞〕
陳允健, 內外全科醫學士、預防醫學碩士及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助理教授
陳英凝, BS（Johns H.）; MS（Harv.）;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助理教授〔聯合〕
黃麗儀, BSN（Br. Col.）; 預防醫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RN（Canada）;
RN; 助理教授〔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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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永強, OBE; JP;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RCPEd; FHKCP;
FRCP; FRCPGlas; FHKAM; FRACP; FHKCCM; FFPH; 公共衛生學
講座教授
劉德輝,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 PhD（UC, Berkeley）; 教授〔新亞〕
謝立亞, 醫學學士（上海醫科）; 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逸夫〕

教師（禮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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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Med）; 副教授（禮任）
康南, AB（Prin.）; MPhil（Cantab）; MPH, MD（Johns H.）; 教授（禮任）
麥穎思, BA（UCLA）; MA, PhD（UC, Santa Barbara）; 助理教授（禮任）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何兆煒, JP;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HA（NSW）; FRCSEd; FHKAM
（General Surgery）; FHKCCM; FFPHM; FRACMA; HonFACHSE
李立明,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北京醫科）
杜祖貽, BBS; MA（Wash.）; PhD（S. Ill.）
林秉恩, JP;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FPHM; FHKAM（Community Medicine）;
FHKCCM
梁 賢, MB BS（NSW）; MSc（NU Singapore）; FHKCCM; FHKAM（Community
Medicine）; FFPHM
姜慶五, 醫學碩士（上海醫科）
胡永華, 醫學博士（北京醫學院）
馮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HP（NSW）; DipPaedSurg（Lond.）;
CertHealthEcon（Aberd）;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FHKAM
（Community Medicine）; FFPHM

名譽教學人員
Abdullah, Abu Saleh Md.,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廣西醫科）; 哲學博士（港大）;
FHKCCM; FHKAM（Community Medicine）: FFPH; 名譽臨 副教授
Corrigan, Paul David, BSc（Lond.）; PhD（Durh.）; 客座教授
方積乾, 理學學士（復旦）; PhD（UC, Berkeley）; 客座教授
吳凡, 醫學學士（上海醫科）; 醫學碩士（復旦）; 客座教授
吳錦祥,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PH, DPH（Col.）; 客座副教授
李國棟,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Hon FRACGP; 名譽臨 副教授
曾浩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PH（Johns H.）; FHKAM（Communit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陳智軒, 職業治療專業文憑（理大）; MSc（Hull）; BSc, PhD（Alta.）; 客座教授
程錦泉, 醫學學士、醫學碩士及醫學博士（同濟醫科）; 客座副教授
黃遠邦, BS（Arizona）;MS（Carnegie-Mellon）;MS, ScD（Pitt.）;FAC Epidemiology;
客座教授
劉水騰, 醫學碩士（西安醫科）; 名譽訪問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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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秀玲, BA, MBA（UCLA）; CA（Canada）; 客座副教授
羅思偉, MB ChB（Wales）; MRCP（UK）; FHKCCM; FHKAM（Community
Medicine）; FRCPEd; FFPHM; FRACMA; 名譽臨 副教授

顧問
李紹鴻, ISO;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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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顧問

專業顧問
梁志明, BA, MA, PhD（W. Ont.）
〔新亞〕

導師
余浩欣, 理學士（科大）;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學士後文憑及哲學博士（中大）;
CCD〔聯合〕
余素娟, 理學士、健康促進及健康教育專業文憑（中大）;MPH（Emory）;CHES;
Certified Trainer for Distance Education〔聯合〕

研究人員
王衛中, 醫學碩士（哈爾濱醫科）; MHSM（NSW）;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
研究員
任浩君,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副研究員
高楊, 醫學學士（山東醫科）; 醫學碩士（中山醫科）;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
研究員
蔡繼洲, BSc（Bath）; 哲學博士（理大）; 副研究員

醫生
左倩儀,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副主任
周凱欣, 金融學學士及經濟學碩士（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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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 Berkeley）; GMIS

臨 實驗中心
主任
徐仲 , BSc, MSc（Manit.）; PhD（P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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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鴻燊防治傳染病研究中心
主任
沈祖堯, SBS;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PhD（Calg.）; 醫學博士（中大）; FRCP;
FRCPEd; FHKAM（Medicine）; FHKCP

教師
丁春明, 理學學士（復旦）; MS（Brandeis）; PhD（Boston）; 助理教授〔逸夫〕
孔祥復, 理學士（中興）; PhD（Vanderbilt）; 中國科學院院士; MFASEB;
MAAAS; 病毒學講座教授〔聯合〕
何明亮, 理學學士（四川）; 理學博士（中國科學院）; MAAAS; MASCB; 副教授
〔崇基〕
李瑞山, JP;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港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A; FRCPGlas; FRCPEd; MFPH; FHKCCM;
傳染病學講座教授〔逸夫〕

名譽教學人員
馬紹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流行病學及生物統計學學士後文憑（中大）; 社區
老年學深造文憑及醫療科學碩士（港大）; MFPH; 客座助理教授

研究教學人員
田林瑋, 醫學學士（山西醫學院）; 醫學碩士（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 PhD（UC,
Berkeley）; 研究助理教授〔聯合〕
李芷琪,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研究助理教授〔逸夫〕

研究人員
王路, 醫學學士（中山）; 訪問學人
吳國清, 醫學學士（浙江醫科）; 醫學碩士（重慶醫科）; 訪問學人
梁兵, 醫學學士（華北煤炭醫學院）; 醫學碩士（青島）; 訪問學人
陳主恩, 理學士（理大）; PhD（Cardiff）; 博士後研究員

流行病學及生物統計學中心
主任
劉德輝,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 PhD（UC, Berkeley）

研究人員
于肖楠, 理學學士及教育學碩士（東北師大）;理學博士（中國科學院）;博士後
研究員
徐喜兒,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副研究員
程瑜, 法學碩士（中南民族學院）; 法學博士（中山）; 訪問學人

中國考科藍中心香港分中心
主任
唐金陵, 醫學學士（北京醫科）; MSc, PhD（L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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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
主任
李大拔, MB BS（Lond.）; DCH（I）; 家庭醫學文憑、預防醫學碩士及醫學
博士（中大）; FRACGP;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FRIPHH;
FFPH; FRCPI; FRSH

導師
李淑雯, RN; RM; RN（UK）; RN（NSW）; BNurs（Monash）; 健康教育專業
文憑及理學碩士（中大）
〔崇基〕

名譽教學人員
方乃權, PGDipBiomech（Strath.）; BSc（Paisley）; PDip（OT）, 理學碩士（理大）;
PhD（Hull）; PDip（OSH）
（浸大）; 客座助理教授
梁兆麟, GradDipAdvManiTherapy（S. Aust. Inst. of Tech.）; 管理學文憑（理工
及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MAppSc（S. Aust.）; PGDipBiomech（Strath.）; 哲學
博士（港大）; 客座副教授

電算師
王國強,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營養研究中心
主任
胡令芳, BA, MB BChir, MA, MD（Cantab）; FRCP; FRCPEd; FRACP;
FHKAM（Medicine）

導師
游頌輝, 理學士（中大）; 哲學碩士（港大）
〔聯合〕

經理
史曼媚,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婦女健康促進及研究中心
主任
何陳雪鸚, BA（UC, Berkeley）; MSc（Brown）; MPH（Col.）; PhD（NU Singapore）;
FACE

名譽教學人員
李德誠,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客座教授

臨

主任

蘇杏儀,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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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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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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
Gomersall, Charles David, BSc, MB BS（Lond.）; MRCP（UK）; FRCA;
FFICANZCA; FHKCA（Anaesthesiology）; FHKAM（Anaesthesiology）;
FHKCA（Intensive Care）; 副教授〔崇基〕
Joynt, Gavin Matthew, MB BCh（Witw.）; FFA（SA）; FHKAM（Anaesthesiology）;
教授〔新亞〕
Karmakar, Manoj Kumar, MB BS（Madr.）; MD（Pondicherry）; DA; FRCA;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副教授〔崇基〕
何名熙, BSc（Union Coll., USA）; MSc（Stan.）; MD（McM.）; FRCPC;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FCCP; 教授〔聯合〕
李煥坤, BPharm, MPH（Syd.）; PhD（NSW）; RegPharm; 副教授〔逸夫〕
許金山, MB BS（Lond.）; FRCA; DA（UK）;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副教授〔逸夫〕
陳德威, MB BS（NSW）; FANZCA;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教授〔新亞〕
顏傑, BHB, MB ChB, MD（Auck.）;FANZCA;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教授〔聯合〕

教師（禮任）
張志偉, MD（Br. Col.）; FRCA; FRCPC;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教授（禮任）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洪秀治, MB BS（Rangoon）; 醫學博士（中大）; FRCA;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FANZCA

名譽教學人員
Buckley, Thomas Anthony, MB ChB（Otago）; FANZCA; FFICANZCA;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FHKCA（Intensive Care）; 名譽臨
副教授
Derrick, James Lachlan, MB BS（Syd.）; FANZCA;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Law, Cheuk Wah Bassanio, MB BS（NSW）; FANZCA;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Mainland, Phoebe-Anne, MB BS（Melb.）; FANZCA;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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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p, Jacqueline Claire Chooi Ma, MB BS（W. Aust.）; FANZCA;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文群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FANZCA;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朱銘知,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A; FANZCA;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吳兆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ANZCA;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吳嘉麗,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助理
教授
李美明, MB BS（Melb.）; FANZCA;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素敏,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ANZCA;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錦旋,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ANZ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李靜芬,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AM（Anaesthesiology）; FHKCA;
FANZCA;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應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Sc（Wales）; FFARCSI; FHK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李聲濤,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宏略, 醫學科學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Anaesthesiology）;
FANZCA;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冠毅,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國基,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ANZ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名譽
臨 副教授
俞瑞昌, BSc, MB ChB（Leeds）;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徐宇玉, MB BS（NSW）;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徐寶堂, MB BS（W. Aust.）; MHA（NSW）; FHKCA; FANZ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張寧,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ANZ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曹敏慧,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HKCA; FANZ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郭永康,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FANZCA;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建昌, MB BS（NSW）; FANZCA; FHKCA; FHKAM（Anesthesiology）; 名譽
臨 副教授
陳嘉麗,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HKCA; FANZ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遠馨, MB BS（Sing.）; FANZCA;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FFICANZCA; FHKCA（Intensive Care）; FJFICM;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曾可詩,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FHKCA; FANZ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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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煥彬, MB BS（Melb.）; FANZCA;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葉曉怡, 內外全科醫學士, PDipID（港大）; MRCP（UK）; FFICANZCA; 名譽
臨 副教授
樊德仁, MB BS（Syd.）; FANZ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潘可欣,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蔡玉生, MB BS（NSW）;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鄭明益, MB BCh（Wales）; FFARCSI; FHKAM（Anaesthesiology）; FHKCA;
DipPainMgt; DABAnaes;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鄭愛瑜, MB BS（Qld.）; FHKCA; FHKAM（Anaesthesiology）; MRCP（UK）;
FANZCA; FFICANZCA; FHKCA（IC）; FJFICM; 名譽臨 副教授
蘇慶餘,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ANZCA; FFICANZCA; FHKAM
（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蘇靜儀,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FHKCA; FANZCA; FHKAM（Anaesthes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研究人員
Khan, Robyna Irshad, MB BS（Punjab Med. Coll.）; MHSc（Tor.）; FCPS;
訪問學人
田奇, 醫學學士（山東醫科）; 醫學碩士（山東省醫學科學院）; 訪問學人
陳廣俊, 醫學學士（協和醫科）; 訪問學人
趙延華,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濰坊醫學院）; 醫學博士（上海交通）; 訪問
學人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
（系主任：吳浩強教授）

教師
王昭春, BSc, MSc（Lond.）; DPhil（Oxon）; 教授〔新亞〕
吳香玲,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MBA（Warw.）;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FRCPath; 教授〔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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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
呂智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PA;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助理教授〔聯合〕
杜家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PA; FHKAM（Pathology）; FHKCPath;
教授〔逸夫〕
柯子斌,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助理教授〔崇基〕
劉建盟, 理學士（港大）; 哲學碩士（中大）; PhD（Mass.）; 助理教授〔新亞〕
黎永祥, MD（Lyons）; MSc（Leic.）; FRCPA;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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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業, 醫學科學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PhD（Melb.）; 助理教授
〔聯合〕
羅國煒,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AIBMS; RegMLT; MAACR;
教授〔聯合〕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李川軍,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PhD（Roch.）; FRCPC; FCAP; FRCPA;
FRCPath; FHKAM（Pathology）; FIAC

名譽教學人員
Thomas, Teresa Mary Margaret, BSc, MB BS（Lond.）; DipRCPath; MRCPath;
FHKCPath; 名譽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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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副教授
余美融,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PA;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吳維富,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RCPA;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FRCPath; 名譽臨 副教授
沈瑞楓,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MJ（Path）
（Lond.）;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DMJ（Clin）
（Lond.）; 名譽臨 副教授
周俊昌,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ath; FRCPA; 名譽臨 副教授
林永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FRCPath;
名譽臨 副教授
侯港龍,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MJ（Path）
（Lond.）;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DMJ（Clin）
（Lond.）; 名譽臨 副教授
孫宏明, MB BCh（NUI）; MSc（Birm.）; LRCP&SI; MIAC;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FRCPath; 名譽臨 副教授
馬國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PA;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FRCPath; FRCPC; DABPath; FIAC;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連智傑,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PA;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陳碧雲, 醫學科學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HKCPath;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國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FRCPath;
名譽臨 副教授
陳鉅發, 醫學科學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FRCPA; FHKAM（Path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麥江寧,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FRCPath;
名譽臨 副教授
曾金時, DipTransfusionSc（UK）;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BSc（Macau）;
客座助理教授
黃慧珊,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DipRCPath; MRCPath;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溫淑 ,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PA;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FIAC; 名譽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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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德俊, BSc（Lond.）; 哲學博士（港大）; 客座副教授
蒙海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MJ（Clin）
（Lond.）; DMJ（Path）
（Lond.）;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潘雪冰,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MGEMS;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FIAC; FRCPath;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蔡偉超,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PA;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蔡祥龍,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PA;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鄭智強,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Br. Col.）; 客座助理教授
黎建宗,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FRCPA;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謝文杰,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PC; DABPath; FCAP; FRCPath; 名譽
臨 副教授

研究人員
周淑雅,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博士後研究員
許碧瑜, BSc（Tor.）;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RegMLT; 名譽副研究員

臨

主任

馬童麗麗, 醫學文憑（天津醫科）;哲學博士（港大）;FRCPA; FHKAM（Pathology）;
FHKCPath
魏玲玲, MB BS（Inst. of Med. I, Rangoon）; FRCPA; FRCPath;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蘇 薇, MB BS（Rangoon Med. Coll.）; FRCPA; FCAP; FRCPath

解剖學系
（系主任：陳活彝教授）

教師
左雨鵬,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副教授〔逸夫〕
李嘉豪, BSc（Aberd.）; PhD（Glas.）; 教授〔崇基〕
沈秀媛, BSc（Glas.）; DPhil（Oxon）; 副教授〔崇基〕
周白菡,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教授〔逸夫〕
姚大衛, 理學士（中大）; PhD（Wayne State）; DSc, DrMed（habil）
（Rostock）;
CBiol; FIBiol（UK）; FRSH（UK）; FZS（Lond.）; 解剖學講座教授〔新亞〕
陳良, 理學士（中大）; 哲學博士（港大）; 教授〔新亞〕
陳活 ,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教授〔逸夫〕
陳新安,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Phil（Oxon）; 教授〔新亞〕
廖永強,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rRerNat（Dusseldorf）; 教授〔崇基〕
鄺詠衡,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Lond.）; 副教授〔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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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Guillery, R.W., BSc, PhD（Lond.）
Randall, David John, BSc, PhD（S'ton.）; FRSCan
Schumacher, Gert-horst, StateDipDent, StateDipMed, Dr.med., Dr.med.dent.,
DipSpAnat, Dr.med.habil.（Ernst-Moritz-Arndt-Univ. Greifswald）; Dr.sc.med.
（Rostock）
姚新生, 理學學士（中國醫科）; PhD（Tokyo）; 中國工程院院士

名譽教學人員
張秀祥,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醫學博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名譽臨 副教授

導師
Forster, Elizabeth Lucy, BSc（Alta.）; MSc（W. Ont.）
〔新亞〕
衛善敏,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Dr.rer.nat.（Rostock）; 理學碩士（理大）;
CBiol; MIBiol〔新亞〕
鄧美娟, BVM（台大）; 哲學碩士（浸大）; 哲學博士（中大）; RegVetSurg〔崇基〕

研究人員
James, Anthony Edward, BVSc（Melb.）; GradCertMgt（NSW）; MRepSc
（Monash）; GradCertEd（Tas.）; MACVSc; MAIM; MRCVS; RegVetSurg;
副研究員（禮任）
Riggs, Christopher Michael, BSc, BVSc（Brist.）; PhD（Lond.）; MRCVS; 名譽
研究員
于珊,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華中科技）;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朱永紅, 醫學學士（安徽醫科）; 醫學碩士及醫學博士（中山醫科）; 名譽
副研究員
朱祖蔭, 理學士（中大）; MS（Car.）; PhD（Wayne State）; 名譽副研究員
余孟鍾, BS（St. Edward's）; MS, PhD（St. Louis）; 名譽訪問副研究員
金力堅, DDS（浙江醫科）; 哲學博士（北京醫科）; MMedSc, Odont.Dr.
（KarolinskaInst. Stockholm）; 名譽研究員
呂蘭海,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蘭州醫科）; 理學博士（浙江）; 訪問學人
徐杰, 醫學學士（蚌埠醫學院）; 醫學碩士（中山醫科）; 名譽副研究員
梁耀輝, 視光學專業文憑及視光學學士（理大）;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FAAO; 名譽副研究員
陳主恩, 理學士（理大）; PhD（Cardiff）; 博士後研究員
麥英達,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副研究員
應希,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第三軍醫）; 訪問學人

生物化學系
（請參閱「理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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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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
林青雲,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FAACB; 副教授〔逸夫〕
林偉基, PhD（S'ton.）; FRSC; FACB; Hon FHKCPath; Hon FRCPath; 教授
〔逸夫〕
洪之韻, MA（Cantab）;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CH; DCH; 助理
教授〔新亞〕
陳君賜,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 FRCPath; 助理教授〔新亞〕
黃振國,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CBiol; MIBiol; MAAAS;
MEAACI; 副教授〔崇基〕
趙慧君, MB BS（Qld.）; 哲學博士（中大）;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教授〔聯合〕
鄧亮生,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FRCPA; 教授〔聯合〕
盧煜明, BA, MA（Cantab）; BM BCh, DPhil, MD（Oxon）; MRCP（UK）;
FRCPEd; FRCPath; FRCP; 李嘉誠醫學講座教授〔崇基〕

名譽教學人員
石志忠,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PA;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FRCPath; 名譽臨 副教授
何宗信, BSc, MSc（Regina）; 哲學博士（中大）; 客座助理教授
張志強, BSc（Sur.）; 哲學博士（中大）; 客座助理教授
陳浩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PA;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麥永禮,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中大）; MRCPath; FRCPA;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羅立基,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FRCPath; 客座助理教授
譚志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AM（Medicine）; FRCPA;
FHKAM（Pathology）; FRCPEd; 名譽臨 副教授

研究人員
王芷君,
金勝男,
倫慧敏,
徐寶賢,
劉綺雯,

BS（Tufts）;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理學學士（復旦）; PhD（Brandeis）; 博士後研究員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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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學系
（系主任：陳德章教授）

教師
呂偉欣, 理學士（中大）; PhD（Pitt.）; 助理教授〔聯合〕
馬碧如, MB BS（Monash）; FRACP; FHKCP; FHKAM; 副教授〔逸夫〕
梁承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副教授〔崇基〕
莫樹錦, BMSc, MD（Alta.）; FRCPC; FHKAM（Medicine）; FHKCP; 教授
〔新亞〕
陳德章, MB BS（Lond.）; 醫學博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腫瘤學講座教授〔聯合〕
陶謙, 理學學士（湖南）; 理學碩士（廈門）; 哲學博士（港大）; 副教授〔新亞〕
黃思銓, BAppSc, MAppSc（C. Sturt）; 哲學博士（科大）; 助理教授〔逸夫〕
楊明明, MB BS（Lond.）; 醫學博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
（Medicine）; 教授〔崇基〕

教師（禮任）
徐仲 , BSc, MSc（Manit.）; PhD（Pitt.）; 教授（禮任）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Johnson, Philip James, MB ChB, MD（Manc.）; FRCP
張文龍,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 M R T（R C R）; 醫學博士（中大）;
PGCertHospMgt（Birm.）;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曾益新, 醫學學士（衡陽醫學院）; 醫學博士（中山醫科）
黃文林, PhD（Prin.）; MAAAS

名譽教學人員
Chung Thorsen, Anne Berit, MB BCh（NUI）; LRCPI; LRCSI; BAO（Ire.）;
DipPalliativeMed（Wales）;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丘德芬, MB BS（NSW）;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DipPalliatMed;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甘冠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何永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何慶豐,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ipDerm（Lond.）; MRCP（UK）; FHKAM
（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余國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AM（Radiology）; FHKCR;
名譽臨 副教授
吳廷英,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AM;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吳惠敏,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英傑,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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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齊,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周倩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招國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CR; FHKAM（Clinical
Onc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偉民,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DipPalliatMed（Wales）;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國智,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AM（Medicine）;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邱秀嫻,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DipPalliatMed（Wales）; MRCP（UK）;
FR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施永健,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唐志聰,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徐成之,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FRCPC; DABR; DABHPM;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袁家慧, BA（Minn.）; MA, PhD（S. Ill.）; 客座副教授
袁國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DipPalliatMed（Wales）;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區國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Sc（Sheff. Hallam）; FRCR; FHKAM
（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張建賢, PhD（Lanc.）; 客座副教授
張寬耀,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Sc（Sheff. Hallam）;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梁就茂,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許斌,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AM（Medicine）;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陳健生,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 FHKAM; FRCPGlas; 名譽臨
副教授
陳德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勞思傑, MB BS（Lond.）; 醫學博士（中大）; MRCP（UK）; DipGerMedRCPS
（Glas.）; DipPalliatMed（Wales）; 名譽臨 副教授
黃志成,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梓明, MB BS（Syd.）; MRCP（UK）;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
教授
黃舜雯,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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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洪,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楊永基,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R; FHKAM（Clinical Oncolog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潘智文, MB BS（Adel.）; FR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潘雅瑩, MB BS（Melb.）; FHKCP;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蔡浩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蔡添成,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Sc（Sheff. Hallam）; FRCR; FHKAM
（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鄭海清,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CR; FHKAM（Clinical
Oncology）;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魯勝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羅志清, 理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關永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CR; FHKAM; 名譽臨 副教授
關仲江,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蘇炳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研究人員
林玉松, LicMed（Rotterdam）; 訪問學人

副主任
雷翠芝,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社區及家庭醫學系
（系主任：Prof. Griffiths, Sian Meryl）

教師
Griffiths, Sian Meryl, OBE; BA, MB BChir（Cantab）; MSc（Lond.）; FFPHM;
FRCP; FDSRCS; HonFRSH; FRCPEd; HonFRSPH; FHKCCM; 公共衛生學
講座教授〔崇基〕
Kim, Jean Hee, AB（UC, Berkeley）; SM, ScD（Harv.）; 助理教授〔崇基〕
Mercer, Stewart William, BSc, MSc（Aberd.）; PhD（Cantab）; MB ChB（Brist.）;
MRCGP; 訪問教授〔聯合〕
王曉蓉, 醫學學士、醫學碩士及醫學博士（華西醫科）; 副教授〔新亞〕
何陳雪鸚, BA（UC, Berkeley）; MSc（Brown）; MPH（Col.）; PhD（NU Singapore）;
FACE; 社區及家庭醫學講座教授〔崇基〕
余德新,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PH（Texas）; FAFOM; FHKCCM;
FHKAM（Community Medicine）; MErgS; FACOEM; CIME; FFPH; 教授
〔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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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拔, MB BS（Lond.）; DCH（I）; 家庭醫學文憑、預防醫學碩士及醫學
博士（中大）; FRACGP;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FRIPHH;
FFPH; FRCPI; FRSH; 教授〔新亞〕
唐金陵, 醫學學士（北京醫科）; MSc, PhD（Lond.）; 教授〔聯合〕
徐仲 , BSc, MSc（Manit.）; PhD（Pitt.）; 教授〔逸夫〕
張新華, 醫學學士（新疆醫學院）; 醫學碩士及醫學博士（協和醫科）; DMedSc
（Katholiek Univ. Leuven, Belgium）; 助理教授〔新亞〕
陳允健, 內外全科醫學士、預防醫學碩士及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助理
教授
陳英凝, BS（Johns H.）; MS（Harv.）;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助理教授〔聯合〕
黃子惠,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Sc（NU Singapore）; FAFOM; FFPHM;
FHKAM（Community Medicine）; FRCPGlas; 教授〔逸夫〕
黃仰山, BSc, MD（Tor.）; CCFP; FRACGP; 助理教授〔新亞〕
黃志威, MB ChB（Edin.）; DipFamPlan（RCOG）; DCH; DipHCL（Wales）;
MA（Lond.）; MRCGP; 副教授〔崇基〕
楊永強, OBE; JP;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RCPEd; FHKCP;
FRCP; FRCPGlas; FHKAM; FRACP; FHKCCM; FFPH; 公共衛生學
講座教授
謝立亞, 醫學學士（上海醫科）; 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逸夫〕

教師（禮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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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Med）; 副教授（禮任）
曾廣加, 醫學學士（中國醫藥學院）; DPDerm（Wales）; MPhil（Edin.）; 導師
（禮任）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Henry, Christiani Jeya, BSc（Bombay）; MSc, PhD（Lond.）
杜祖貽, BBS; MA（Wash.）; PhD（S. Ill.）
阮中鎏, JP; MB BS, MD（Q'ld.）; DTM&H（Syd.）; 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FRACGP; FHKCGP; MICGP; FHKAM（Family Medicine）; HonFRACGP

名譽教學人員
Foster, Jonathan Charles, MB ChB（Leeds）; DCH（Lond.）; DTM&H（James
Cook）; FRCGP; FHKCFP; FRACG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Huang, Hsin Yang, MB BS（Rangoon）; 名譽臨 副教授
Lam, Kai Cheong,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Lau, Ho Lim,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ACGP; FHKCFP; 名譽臨 助理
教授
Lee, Kok Beng, MB BS（Rangoon）; 名譽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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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 Peng Yew Arthur, BSc（W. Aust.）;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名譽臨
助理教授
Tong, Siu Man Philip,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CH（Lond.）; DCH（I.）;
FRACGP;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Xu, Song Ci Alice, 醫學學士（上海）; LMCHK; 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卞子方, MB BS（NSW）; FHKCFP; FRACGP; DCH（I.）;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石俊超,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GP; FRACG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江炎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CH（I.）; DCH（Glas.）; MRCP（UK）;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FRCPEd; FRCPGlas; 名譽臨 副教授
何玉賢, MB BS（Melb.）; MSc, LSHTM（Lond.）; MFPHM; FHKAM
（Community Medicine）; 客座副教授
何仲平,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RCPEd; FRCPGlas;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何健生,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家庭醫學文憑（中大）;MRCP（UK）;FHKCP;
FHKAM（Medicine）; FHKCGP; FRACG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何漢明, MB BS（NSW）; DipObst, CertNutr（Auck.）; DCH（I.）; DipDerm
（Wales）; FRNZCG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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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BStJ; 名譽臨 副教授
吳天柱, 醫學士（台北醫學院）; LMCHK; DCH（Dub.）; DCH（I.）; 家庭醫學
文憑, DDME（中大）; 名譽臨 副教授
吳同德, 理學士（中大）; MB BS（Vellore）; LRCP; MRCS; 名譽臨 副教授
吳重氨,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FRCSGlas;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吳梓江,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CFP; FRACGP;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吳蓮蓮, MRCP（UK）; FHKCFP; FRACGP; DCH（Lond.）;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山河,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P（UK）;DCH（I.）;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名譽臨 副教授
李少隆,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Glas; FRCPEd; FACP; FESC; FACC;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永堅,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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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副教授
李長智,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李國棟,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Hon FRACGP;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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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啟源,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DME（I.）; DCH（I.）; FRACGP;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周振軍,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DCH（I.）; DCH（Glas.）;
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FRCPGlas; 名譽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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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副教授
林大鈞,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FRCPGlas; FRCPCH; 名譽臨 副教授
林娟,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理學碩士（中大）; MRCP（UK）; FHKAM
（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祚興,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林超奇, BMedSc, MD（Alta.）; FRACGP; DCH（Lond.）; FHKCP; FHKAM
（Medicine）; FCFPC; FRCPI; 名譽臨 副教授
林漢民,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FP; FRACGP; FHK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林璨,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ACGP; FHKCFP; FHK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金卓慧, 醫學學士（中山）; 家庭醫學文憑及家庭醫學碩士（中大）; LMCH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俞宗岱,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Env（UCLA）; 客座副教授
柯偉鵬,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FRACS; FRCSEd;
FHKAM（Surgery）; DPDerm（Wales）; 持續醫學進修證書（香港醫學會）;
優質保證證書（香港家庭醫學院）;延續醫學進修證書（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名譽臨 副教授
范婉雯,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ACGP;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唐少芬, MB BS（NSW）; MPH（Johns H.）; DipTM&H（Liv.）; FRACG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孫耀江,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馬正興, MB BS（Syd.）;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馬炳坤, MB BS（Syd.）; DCH; FRACGP;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高志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Surgery）;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區志立, MB BS（Qld.）; FRACGP;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區華昌,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O（I.）; CCFPC; DCH（Intnl.）; FHKAM
（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張潔影,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CH（Lond.）; 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MSocSc（S. Aust.）; FHKCFP; FRACGP; FHKAM（Family Medicine）; 客座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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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燕芬,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FP; FRACG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郭國義,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DCH（Lond.）; FHKCFP; FRACGP;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陳元坤, MB BS（Melb.）;職業醫學文憑及家庭醫學文憑（中大）;MFM（Monash）;
PGDipSEM（Bath）; 名譽臨 副教授
陳兆淙,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名譽臨 副教授
陳育寤,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DCH（Glas.）; DCH（Lond.）;
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名譽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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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H K C F P ;
FRACGP; 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FHKAM（Family Medicine）; DCH（Lond.）;
DPDerm（Wales）; 名譽臨 副教授
陳國維,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MMPhysMed（Syd.）;
MICGP; FRACGP;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FRCGP;
客座副教授
陳培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Sc（Sing.）; MFPHM; FHKCCM;
FHKAM（Community Medicine）; LMCC;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景康, MB BS, DipPaed（NSW）; MRCGP; FRACG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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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副教授
陳鍾煜,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DCH（I.）; 社區老年學深造文憑（港大）;
DipMedUltrasound（HKCFP/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FRACGP;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鴻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CH（I.）; FHKCFP; FRACGP; 名譽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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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副教授
陸建亮,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家庭醫學文憑、職業醫學文憑及內科醫學
文憑（中大）;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麥倩屏, JP;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Sc（Public Health）
（NU Singapore）;
FHKCCM; FHKAM（Community Medicine）; FFPH（UK）; 客座教授
麥展聲, MB BS（Lond.）; MRCGP; DRCOG; DipObst; DCH; 名譽臨 助理
教授
傅秀雅,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家庭醫學碩士（中大）; FHKCFP; FRACG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傅鑑蘇,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FHKCFP; HonFRACGP; HonFAFPM; 名譽臨 副教授
單松柏, BSc（W. Ont.）; MD（Tor.）; MCPS（Manit.）; 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名譽臨 副教授
曾昭義, MB BS（NSW）; 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CertHealthEcon（Monash）;
FRACG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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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慶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FP; 名譽臨 副教授
湯惠驄, MB ChB（Edin.）; FRCSEd; FCSHK; FRCSEd（Orth）;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湯滿堂,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CH（Lond.）; 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湯儒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名譽臨 副教授
馮旭焜,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CH（I.）; FRACGP; FHKCF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馮啟平, BSc（Newcastle, UK）; MSc（Lond.）; CIH; ROH（Canada）; 客座
副教授
馮憲國,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RCSGlas; DLO（Lond.）;
FHKCORL（1993）;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乃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社區精神醫學深造文憑（港大）;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DipPractDerm（Wales）; FRACGP; FHKCFP;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健華, 醫學學士（暨大）; LMCHK; 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名譽臨 助理
教授
黃國豪, MB ChB（Edin.）; MRCG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黃婉冰, MB BS（Syd.）; 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FRACGP; FHKCFP;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麗君, MB BS（Med. Inst. I, Rangoon）; 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名譽臨
副教授
楊道寧,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社區老年醫學深造文憑（港大）;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FRACGP; FHKCFP; DAB（Family Practice）; 名譽臨 副教授
葉世彥,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DABIM; DCH（Lond.）; FHKCFP; FRACGP;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葉玉鵬,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 DCH（Lond.）; FHKAM（Paediatrics）;
FHKCP; FRACGP; 名譽臨 副教授
葉汝立,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HKAM（Surgery）; FICS;
MIBiol; CBiol; FCSHK; 名譽臨 副教授
葉傑權,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職業醫學文憑（中大）;DCH（Lond.）;FHKCFP;
FRACG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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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副教授
葉耀民, MD（Louvain）; 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MRCS; LRCP; 名譽臨
副教授
趙根銘,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P（UK）;FHKCF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劉大維, MB BS（Qld.）; FRACGP;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劉天驥,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家庭醫學碩士（中大）; 名譽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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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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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鈺棠,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歐陽肇興,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ACGP; FHKCFP; DCH（Lond.）;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蔡乃滔, BScPharm, MD（Manit.）; 職業醫學文憑及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PDCG, 社區精神醫學深造文憑（港大）; FRACGP; FHKCFP; 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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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副教授
蔡鎮華, 醫學士（台北醫學院）; LMCHK; DCH（Lond.）; 名譽臨 副教授
衛向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DLO（UK）;家庭醫學文憑及理學碩士（中大）;
名譽臨 副教授
鄭萃,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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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鄭鐘平,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DCH（Lond.）; DipGerMed
（RCP Lond.）;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盧志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AM（Medicine）;
FHKCP;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盧乾剛,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ipDerm（HK）; FHKAM（Medicine）;
FRCPGlas; 名譽臨 副教授
蕭成民,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CH（Lond.）; MRCP（UK）;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名譽臨 副教授
蕭炳昌, LMCHK; 職業醫學文憑（中大）;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錢棣華, BSc（Lond.）; MSc（Newcastle, UK）; CChem MRSC; CIH;
FHKIOEH; RSO; RPH; 客座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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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謝英培,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社區老年醫學深造文憑（港大）; 家庭醫學文憑
（中大）; FRACGP; FHKCFP; DCH（Lond.）;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謝國基, MB BS（Syd.）; 職業醫學文憑（中大）; FHKCFP; FRA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謝翔,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HKAM（Surgery）; FCSHK; 名譽
臨 副教授
鍾偉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Med（Sing.）;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Glas;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鍾逸基,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鍾錦文,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Surgery）;
FCAS; 名譽臨 副教授
羅鷹瑞, MD（Chic.）; FRCPC; FRCPGlas; DABIM; FHKAM（Medicine）;
FACC; FRCPEd; FAHA;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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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卓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Sc（Lond.）; MRCP（UK）; FHKAM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關浩然, 內外全科醫學士, DipComPsychMed, 社區老年醫學深造文憑（港大）;
內科醫學文憑（中大）; FRACGP; FHKCFP;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關繼祖, BA, MPH（UC, Berkeley）; MClinLabSc（UC, San Francisco）; DEnv
（UCLA）; 客座副教授
蘇平, MB BS（NSW）; FHKCGP; FRACGP; DCH（Syd.）;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鄺碧綠,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CH（Lond.）; FHKAM（Paediatrics）;
FRCPEd; FRCPGlas; FRCPI; 名譽臨 副教授

專業顧問
張潔影,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CH（Lond.）; 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MSocSc（S. Aust.）; FHKCFP; FRACGP; FHKAM（Family Medicine）; 臨
專業顧問〔逸夫〕
陳國維,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MMPhysMed（Syd.）;
MICGP; FRACGP;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FRCGP; 臨
專業顧問〔聯合〕

導師
蕭志康, 理學士（港大）; 理學士（理大）; 預防醫學碩士（中大）; 註冊職業
治療師〔崇基〕

研究人員
陳裕明, 醫學學士（湖南醫科）; 醫學碩士（同濟醫科）; 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
副研究員

臨

主任

馮兆璋,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ipPractDerm（Cardiff）; DCH（I.）; 家庭
醫學文憑（香港家庭醫學會）
黃至生, 醫學科學學士、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預防醫學碩士（中大）; MBA（HeriotWatt）; DCH（I）; MSc（NUI）; FHKCFP; FRACGP

副主任
周凱欣, 金融學學士及經濟學碩士（港大）

放射診斷學系
（系主任：Prof. Ahuja, Anil Tejbhan）

教師
Ahuja, Anil Tejbhan, MB BS, MD（Bom.）; DMRD; FR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放射診斷學講座教授〔逸夫〕
Antonio, Gregory Ernest, BSc, MB BS（NSW）; FRANZ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教授〔崇基〕
Bhatia, Kunwar Suryaveer Singh, BMedSc, MB BS（Nott.）; DLO; MRCS;
FRCR; 助理教授〔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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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ffith, James Francis, MB BCh, BAO（NUI）; MRCP（UK）;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教授〔聯合〕
King, Ann Dorothy, MB ChB（Sheff.）; MRCP（UK）;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教授〔新亞〕
王毅翔, 醫學碩士（浙江醫科）; 醫學博士（上海醫科）; 助理教授〔逸夫〕
朱昭穎,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教授〔新亞〕
林慧雯,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醫學博士（中大）;FRCR; FHKAM（Radiology）;
FHKCR; 教授〔聯合〕

名譽教學人員
王琪,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伍永鴻,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何倩儀, 放射診斷專業文憑（理大）;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ARDMS;
RVT（ARDMS）; 客座助理教授
何施明, BSc, MB BS（Lond.）; MRCP（UK）; FRCR; FHKCR; FHKAM
（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余俊豪,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AM（Radiology）; FHKCR;
名譽臨 副教授
李醒芬,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周海倫,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梁懿芳, BAppSc;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ARDMS; RVT（ARDMS）;
客座助理教授
陳寶年,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麥嘉豐,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彭麗雯,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AM（Radiology）; FHKCR;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美娟,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婉兒,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嘉德,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楊家威, MSc, PhD（Aberd.）; 客座副教授
楊諦岡,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葉梓斌, BMedSc, MB ChB（Sheff.）;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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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健鴻, 放射診斷專業文憑（理工）;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客座助理
教授
蔡柏達,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P（UK）;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藍昭瑩,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R; FHKCR; FHKAM（Radi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研究人員
周華, 醫學學士（廣州醫學院）; 醫學碩士（浙江）; 訪問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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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 San Diego）; 助理教授
〔新亞〕
Cockram, Clive Stewart, BSc, MB BS, MD（Lond.）; FRCP; FRCPEd; FHKAM
（Medicine）; FHKCP; FRACP; 內科講座教授〔新亞〕
Tomlinson, Brian, BSc, MD（Lond.）; FRCP; FRCPEd; FHKCP; FHKAM
（Medicine）; FCP; FACP;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講座教授〔聯合〕
司徒卓俊,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教授〔新亞〕
伍楚賢,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新亞〕
江碧珊,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Glas; 副教授〔新亞〕
余卓文,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ECFMG（USA）; MRCP（UK）;
FRACP; FHKCP; FHKAM（Medicine）; FHKCC; FRCPEd; MHRS; 教授
〔聯合〕
李國銘, BS（Loma Linda）; MD（Philippines）; FRCP; FRCPEd; FRCPC; FACP;
FHKCP; FHKAM（Medicine）; 教授〔聯合〕
李禮舜,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副教授〔逸夫〕
沈祖堯, SBS;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PhD（Calg.）; 醫學博士（中大）; FRCP;
FRCPEd; FHKAM（Medicine）; FHKCP;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講座教授〔逸夫〕
胡令芳, BA, MB BChir, MA, MD（Cantab）; FRCP; FRCPEd; FRACP;
FHKAM（Medicine）; 內科講座教授〔逸夫〕
胡志遠,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MRCP（UK）; FHKAM（GI&H）;
FHKAM（AIM）; FHKCP; 副教授〔崇基〕
唐俊業, BPharm（Brad.）; MB BS, PhD（Newcastle, UK）;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FRCP; 副教授〔崇基〕
徐剛,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中國醫科）; PhD（Shimane Med., Japan）; MADA;
MISSCR; 助理教授〔新亞〕
梁偉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M R C P（U K）; F H K C P ;
FHKAM（Medicine）; FRCPEd; 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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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仲棠, MB BS（Syd.）; 醫學博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
（Medicine）; 副教授〔崇基〕
許樹昌, MB BS, MD（NSW）; MRCP（UK）; FRACP; FCCP;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 FRCPGlas; FRCPEd; 教授〔聯合〕
郭志銳, MB ChB, MD（Leic.）; MRCP（UK）; FHKAM（Medicine）; FHKCP;
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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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CPEd; 教授〔逸夫〕
陳重娥, MB ChB, MD（Liv.）;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FRCP; FRCPGlas;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講座教授〔逸夫〕
陳家亮,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M R C P（U K）; F H K C P ;
FHKAM（Medicine）; FRCPI; FRCPEd; FACG; FRCP;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
講座教授〔逸夫〕
陳恩強, MB ChB, MD（Glas.）; 哲學博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FRCP; FRCPGlas; 教授〔新亞〕
黃家星, MB BS, MHA, MD（NSW）; MRCP（UK）; FHKAM（Medicine）;
FRCP;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講座教授〔崇基〕
黃煒燊,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 R C P（U K）; F H K C P ; F H K A M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副教授〔崇基〕
葉維國, MB ChB, MD（Sheff.）; MRCP（UK）; FHKAM（Medicine）; 副教授
〔新亞〕
潘全威,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MSc（Manc.）; 助理教授〔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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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
譚麗珊,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M R C P（U K）; F H K C P ;
FHKAM（Medicine）; 副教授〔逸夫〕
嚴鐘琪, BA, MD（Tor.）; MPH（George Wash.）; FCFP; 助理教授〔聯合〕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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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錦滔,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醫學博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FACP; FRCP
林秉恩, JP;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FPHM; FHKAM（Community
Medicine）; FHKCCM
祁理治, BA, MB BChir, MA, MD（Cantab）; MRCP（UK）; FRCP
梁 賢, MB BS（NSW）; MSc（NU Singapore）; FHKCCM; FHKAM
（Community Medicine）; FFPHM
陳恩和, MB ChB（Glas.）; 醫學博士（中大）;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FRCPGlas; FHKCP; FRCPath
馮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HP（NSW）; DipPaedSurg（Lond.）;
CertHealthEcon（Aberd）;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FHKAM
（Community Medicine）; FFP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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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永強, OBE; JP;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RCPEd; FHKCP;
FRCP; FRCPGlas; FHKAM; FRACP; FHKCCM; FFPH
賴奇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M（S'ton.）;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FRCPGlas; FRCP

名譽教學人員
Lee, Stephen, MB BS, DipDermMed（Syd.）; FACD; 名譽臨 副教授
Limquiaco, Jenny Lim, BSc（Cebu Velez Coll.）; MD（Cebu Inst. of Med.）;
名譽訪問學人
Ozaki, Risa, MB ChB（Sheff.）; MRCP（UK）;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Wei, Jianming, MB（Jiangxi Med. Coll.）; MM（Soochow）; 名譽訪問學人
王烘忠,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PEd; FACC; FA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王紹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M R C P（U K）; F H K C P ;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古惠珊,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何湘霜,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何韻施,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何耀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名譽臨 副教授
余惠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ABIM; DABIM（Nep.）;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余衛祖,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FRCPEd; 名譽臨
副教授
吳炳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吳繩綱, BA, MB BChir（Cantab）;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巫家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李少隆,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Glas; FRCPEd; FACP; FESC; FACC;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文寶,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Sc（Lond.）;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李玉棠,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M R C P（U K）; F H K C P ;
FHKAM（Medicine）; FRCPEd; 名譽臨 副教授
李家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AM（Medicine）; FRCPEd;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舜華, BA（UC, San Diego）;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理學碩士（中大）; MRCP
（UK）;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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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頌基,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 FRCPEd; FRCP; 名譽臨 副教授
李錦燕,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杜建宏,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汪育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周振中,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FRCP; 名譽臨 副教授
周啟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AM（Medicine）;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林光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PEd; 名譽臨 副教授
林紫芬,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楚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AM（Medicine）; FRACP;
名譽臨 副教授
林澤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PGlas; FCCP; DipThoMed（Lond.）;
名譽臨 副教授
柯加恆, MB BS（NSW）;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
臨 副教授
浦政,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上海交通）; 名譽訪問學人
翁祖耀,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公共行政學碩士（港大）; MHA（NSW）; MRCP
（UK）; FCCP; FHKCP; FHKAM（Medicine）; MIHSM; DipGerMed
（RCPGlas）; FRCPGlas; FRCPEd; FRCP; 名譽臨 副教授
馬青雲, BA, MB BChir, MA（Cantab）; MRCP（UK）;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馬漢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流行病學與應用統計學文憑（中大）; MSc（Lond.）;
MBA（Adel.）; DTM&H, DCH, DipGerMed, DMR（Lond.）; DipPalliatMed
（Wales）; MRCP（UK）; FCCP;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I;
FRCPEd; FRCPGlas;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高天才,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I; FHKCP;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高拔陞,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高貴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FRCPGlas; 名譽臨 副教授
高德謙, MD（Alta.）; FRCPC（Int. Med.）; DABIM; FRCPC（Cardiol.）; DABIM
（Cv）; FACC; FACP;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梁守中, MB BS（Lond.）; DipVen（LAS）; DipDerm（Lond.）;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FRCP; 名譽臨 副教授
梁志仁,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ipDerm（Lond.）;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FRCPGlas; 名譽臨 副教授
梁浩然,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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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深建,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名譽臨 副教授
梁萬福,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公共行政學碩士（港大）; 流行病學證書（中大）;
MRCP（UK）; FHKAM（Medicine）; FRCPEd; 名譽臨 副教授
梁誌邦,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梁慧儀, BSc, MB BS, MSc, MD（Lond.）; FRCPEd; FRCP; 名譽臨 副教授
梅中和,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Glas; DipPalliatMed（Wales）; 名譽臨 副教授
莫恩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 名譽
臨 副教授
游 , 醫學學士（衡陽醫學院）; 醫學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南）; 名譽訪問學人
莊禮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ipG-UM（LAS）; DipDerm（Lond.）;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FRCPGlas; 名譽臨 副教授
許志輝, MB BS（Lond.）; MRCP; FHKCP;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許祖紳,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AM（Medicine）;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許鷗思, BSc, MB BS（Lond.）;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日新,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志堅,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衍里, MB BS, MSc（Lond.）;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Glas;
名譽臨 副教授
陳弘, 醫學科學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Sc（Lond.）; MRCP（UK）;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偉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FRCPGlas; 名譽臨 副教授
陳惠文, BM（S'ton.）;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
臨 副教授
陳銘洪,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名譽臨 副教授
陳學深,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CCP; FRCPEd; 名譽臨 副教授
陳穎斌,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諾, MB ChB（Liv.）; MD（Lond.）; MRCP（UK）; DCH（Lond.）;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Glas;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陸乃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DipDerm（Lond.）;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陸銘志,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AM（Medicine）;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傅溢鵬,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AM（Medicine）;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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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思傑, MB BS（Lond.）; 醫學博士（中大）; MRCP（UK）; DipGerMedRCPS
（Glas.）; DipPalliatMed（Wales）; 名譽臨 副教授
彭志剛, MB, BChir, MD（Cantab）; FR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曾文和,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曾昭志,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曾德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TH（Qld.）; MRCP（UK）; FHKAM
（Medicine）; DTM&H（Lond.）;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馮永康,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馮貽邦, MB BS, MSc（Lond.）;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光照,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鉅民, MB ChB（Birm.）; DTM&H（Lond.）; FRCPEd;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楊俊業,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楊漢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葉惠昌,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姚志謙,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C（UK）; 流行病學及生物統計學
學士後文憑（中大）;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雷兆輝, MB ChB（Manc.）; FHKCP; FRCPEd; FHKAM（Medicine）; FRCPGlas;
FRCP; 名譽臨 副教授
劉家豪,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Sc（Lond.）; DipG-UM;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劉國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劉錦標,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蔡健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鄭玉麟,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ACP;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鄧旭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鄧穎思,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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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則堯,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 FRCPEd;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黎錫滔,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PEd; FRCPGlas; FHKCP; FHKAM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盧冠文,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DipDerm（Wales）;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盧國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錢劍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A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戴建文,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戴樂群,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MRCPI;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Glas; FRCPI; 名譽臨 副教授
謝立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DipGerMed（RCP Lond.）;
DipGerMed（RCP Glas.）;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
教授
謝建基,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PI;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關國良, BMedSc（Nott.）; MB, BChir（Cantab）; PhD（Glas.）;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關煒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PEd;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蘇詠儀,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靳惠蓮,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ACP;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
臨 副教授
鄺樹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I; FHKCP; FHKAM（Medicine）;
FHKCC;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導師
謝達之, 醫學博士（中山醫學）; 醫療科學碩士及針灸學進修文憑（港大）
〔逸夫〕

研究教學人員
于君,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河北醫學院）; 醫學博士（同濟醫科）;研究副教授
〔新亞〕
張慶, 醫學學士（華西醫科）; 醫學碩士（四川）; 哲學博士（中大）; 研究助理
教授〔聯合〕
陳揚超, 醫學學士（湖南醫學院）; 醫學碩士（廣東醫學院）; 醫學博士（中山）;
研究助理教授〔聯合〕
楊西林, 畢業證書（承德醫學院）; 工學碩士（天津輕工業學院）; PhD（Melb.）;
研究助理教授〔逸夫〕
趙海潞, 醫學學士（第三軍醫）; 醫學碩士（解放軍軍醫進修學院）; 哲學博士
（中大）; 研究助理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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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 Patricia Jane, BSc（Ulster）;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SRN;
名譽副研究員
王穎, 醫學學士（瀋陽醫學院）; 醫學碩士（中國醫科）;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朱天華, 理學士（港大）;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朱少康,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科大）;流行病學及生物統計學學士後文憑（中大）;
副研究員
何亮興, BS（Boston）; MS（Stan.）; 名譽副研究員
李淑娟,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副研究員
房芳, 醫學學士、醫學碩士及醫學博士（首都醫科）; 訪問學人
馬春燕, 醫學學士、醫學碩士及醫學博士（中國醫科）; 訪問學人
梁潤成, 藥劑學士、醫療經濟學與醫療政策文憑及哲學博士（中大）; 註冊
藥劑師; 名譽副研究員
莊偉星, 理學士（科大）; 哲學碩士（中大）; 副研究員
陳淑薇,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黃沛霖, BSc（McM.）;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黃艷萍,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RegMLTgt; 副研究員
劉立忠, 理學學士（吉林）; 理學碩士（軍事醫學科學院）; 理學博士（中國醫學
科學院及協和醫科）; 博士後研究員
謝志恆, 理學士（浸大）; 哲學碩士（港大）; 副研究員
韓璟浩,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復旦）;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藍蔚, 醫學學士（中山醫科）; 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副研究員
關國良, BMedSc（Nott.）; MB BChir（Cantab）; PhD（Glas.）;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研究員
冼念慈,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博士後研究員

臨

主任

王靜嫻,
李佩霞,
李靄恩,
沃嘉樂,
張嘉琳,
葉慶龍,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醫學學士（暨大）; 社區老年學深造文憑（港大）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內科醫學文憑（中大）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副主任
林恬在, 社會科學學士及理學碩士（中大）; 文學碩士（浸大）

微生物學系
（系主任：陳超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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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
許明媚,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DipRCPath; MRCPath;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副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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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志, BA, MA（Cantab）; PhD（Aberd.）; MB ChB（Sheff.）; MRCP（UK）;
MRCPath;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助理教授〔新亞〕
陳基湘,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Sc, DipVirology（Lond.）; 醫學博士（中大）;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FRCPath; 教授〔聯合〕
陳超揚, BSc, PhD（Calg.）; 高級講師〔逸夫〕
葉碧瑤, BM（S'ton.）; MSc（Lond.）; MRCP（UK）; DTM&H（Lond.）;
DipRCPath（Lond.）; MRCPath; FRCPA;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FRCPGlas; 教授〔崇基〕

名譽教學人員
Humphries, Michael John, MB BS（Lond.）; MRCP（UK）;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FRCP; 客座副教授
伍德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ath;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何鈺瑩, 哲學博士（中大）; 客座助理教授
吳景祥,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PA;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周芷瑩,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 MRCPath;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潔宜,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ath; FHKAM（Patholog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姚榮衛,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RCPEd; FHKCP; FHKAM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凌健華, BSc（Dund.）; 哲學博士（中大）; MIBiol; CBiol; 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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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副教授
梁永昌,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醫學博士（中大）; MRCP（UK）; FHKCP;
FRCPEd; FRCPGlas; FACG; FRCP; FACP; FHKAM（Medicine）; FASGE;
名譽訪問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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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副教授
陸衛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DipRCPath;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馮秀珍,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Sc（Lond.）;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賴偉文,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PA;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謝詠詩,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Sc（Lond.）; FRCPA; FHKCPath; FHKAM
（Path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鍾林薇玲, MB BS（NSW）; FRCPA;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FRCPath; 名譽臨 副教授
羅懿之,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PA; FHKCPath; FHKAM（Path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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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學人員
陳維智, BSc, MSc（Lond.）; PhD（Syd.）; 研究助理教授〔新亞〕

研究人員
朱耀威, BSc, PhD（Westminster）; 名譽研究統籌員
李雪兒, BSc, MSc, PhD（Lond.）; 博士後研究員
林偉業,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區大綱, 應用生物學高級文憑（理工）; BSc（Portsmouth）; 哲學博士（港大）;
博士後研究員
梁東耀, BSc（McG.）; 哲學博士（港大）; 博士後研究員
魏莉嘉,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寶詠恩, 理學士（城大）; 哲學博士（港大）;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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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
Rogers, Michael Scott, MB ChB（Birm.）; 醫學博士（中大）; FRCSGlas;
F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HKCOG; 教授〔逸夫〕
Sahota, Daljit Singh, BEng, PhD（Nott.）; AMIEE; 副教授〔崇基〕
黃志超, 醫學學士（暨大）; 哲學博士（中大）; MRSC; 副教授〔新亞〕
詹兆 , BSc（Mich.）; 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崇基〕
劉子建,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MMed（NU Singapore）;
MRCOG; MHK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HKCOG;
教授〔逸夫〕
蔡光偉, BSc（Brad.）; MSc（Med）
（Birm）; 哲學博士（中大）; FIBMS; 助理
教授〔逸夫〕
駱紅, BSc（Med）, MB BS（NSW）; MD（CUHK）; MRCOG; FHK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副教授
鍾國衡, MB BS（Syd.）; 醫學博士（中大）; FRA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RCOG; 婦產科講座教授〔新亞〕
韓毅冰,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東北農業）; 助理教授〔新亞〕
譚永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HKCOG; 副教授〔聯合〕

名譽教學人員
王世芬,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古聰敏,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暨大）; 醫學博士（中山）; 名譽訪問學人
何樓章,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ACOG; FRA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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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信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RCOG;
名譽臨 副教授
余啟文,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OG; FHK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吳珮珊,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吳榮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志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李杰,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HKCOG;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啟雲,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OG;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漢章,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RCOG;
FHKCOG; 名譽臨 副教授
李錚, 醫學碩士（山東中醫藥）; 醫學博士（上海第二醫科）; 名譽訪問學人
杜榮基,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阮邦武,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MHK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周鑑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范德忠,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范瑩孫,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公共行政碩士（港大）; DCH（I）; MRCOG; 名譽
臨 副教授
徐行悅, MB BS（Qld.）; 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張啟斌,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RCOG; FHKCOG; 名譽臨 副教授
張惠恩, MB ChB（Liv.）; 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張德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張麗冰,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Med, MMed（NU Singapore）; 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HKCOG; 名譽臨 副教授
梁子昂,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DCH（I.）;MMed（NU Singapore）;
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HKCOG; 名譽臨 副教授
梁國齡,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梁德楊,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莫嘉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RCOG;
FHKCOG;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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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仕奇,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HKCOG;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郭燕芳,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丞智,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亮國,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D（NU Singapore）; MRACOG; F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HKCOG; FRANZCOG; 名譽臨
副教授
陳健浩,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RCOG; FHKCOG; 名譽臨 副教授
陳連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陳運鵬,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憶仕, MB BS（Syd.）; 醫療科學碩士（港大）; 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HKCOG;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樹武,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OG;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權鼎, MB ChB（Manc.）; D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RCOG; FHKCOG; 名譽臨 副教授
彭松沛,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彭敏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馮子敏,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HKCOG;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馮德源,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楊轉至, MB BS（Rangoon）; 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葉承楷, BSc（Portland）;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HKCOG; FRCOG; 名譽臨 副教授
趙德如, MSc（Melb.）; 哲學博士（中大）; 客座助理教授
歐陽錦全,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蔡明欣, MB ChB（Edin.）; 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HKCOG;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蔡照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盧永傑,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盧光琇, 醫學學士（湖南醫學院）; 名譽臨 教授
蕭成信, BSc（Med）, MB BS（NSW）;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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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詠儀,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FHK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韓瑾,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西安交通）; 名譽訪問學人
藍寶梅,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MRCOG; FHKCOG; FHKAM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羅善清,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OG; MHKCOG;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嚴素芬,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冼世源,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科碩士（港大）; 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HKCOG;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專業顧問
丁婉霞,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OG;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HKCOG; 臨 專業顧問〔聯合〕

研究教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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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教授〔逸夫〕

研究人員
朱靜欣,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副研究員
黎佩儀,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臨

主任

Pandian, Radha, MB BS（B'thiar.）; DGO（Dr MGR）; MRCOG

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
（系主任：林順潮教授）

教師
Cui, Qi, 醫學學士（山東醫科）; PGDipSc, PhD（W. Aust.）; 副教授〔聯合〕
任顯輝,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逸夫〕
吳倩儀,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SEd; FRCSGlas;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助理教授〔新亞〕
李佑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OphthHK; FCSHK; FHKAM
（Ophthalmology）; 助理教授〔新亞〕
林順潮, JP;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O（I.）; DO（Glas.）; 醫學博士（中大）;
FRCSEd; FRCOphth; FHKAM（Ophthalmology）; FCSHK; FCOphthHK;
眼科及視覺科學講座教授〔逸夫〕
范舒屏,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理學碩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教授〔聯合〕
康南, AB（Prin.）; MPhil（Cantab）; MPH, MD（Johns H.）; 教授〔逸夫〕
梁啟信, 醫學科學學士、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MSc（Lond.）;
MRCSEd; AFCOHK; MAAO; MARVO; 助理教授〔新亞〕
莊金隆,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SEd; AFCOphthHK; 助理教授〔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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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智培, BSc（Lond.）; DPhil（Oxon）; 教授〔聯合〕
黃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Med（NU Singapore）; MRCSEd; 助理
教授〔聯合〕
賴旭佑, MB BS（Syd.）; 醫療科學碩士（港大）; MRCSEd;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FRCSEd（Ophthalmology）; 副教授〔崇基〕
羅偉基, 理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CH（I.）; FRCSGlas; FCOphthHK;
FCSHK; FRCSEd; FHKAM（Ophthalmology）; 副教授〔崇基〕
譚智勇, BA, MA（Cantab）; BM BCh（Oxon）; FRCSGlas; FCSHK;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教授〔新亞〕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Chan, Nongnart Romayananda, BSc（Chulalongkorn）; MD（Siriraj）; DABOph
Lim, Siew Ming Arthur, BBM; MB BS, Hon MD（NU Singapore）; FRCS;
FAMS; FRACO; FRACS; FAAC; FRCSEd; Hon FICS; FRCOphth; DO
王寧利, 醫學學士（青海醫學院）; 醫學碩士及醫學博士（中山醫科）
古洵清, 畢業文憑（中山醫學院）
成洪波, 臨 醫學博士（湖南醫科）
宋躍, 醫學學士（白求恩醫科）; 醫學碩士（吉林）
李玉光, 醫學碩士（哈爾濱醫科）
周忠夏, 上海第一醫學院畢業
孫興懷, 醫學學士及醫學博士（上海醫科）
徐小虎, 法醫學碩士及醫學博士（中山醫科）
張卯年
張銘志, 醫學碩士（內蒙古醫學院）
曾溢滔, 文憑及哲學博士（復旦）
曾鍵, 畢業證書及進修證書（中山醫學院）
黃天蔭, MB BS, MMed（NU Singapore）; MPH（Ophth）, PhD（Johns H.）;
FRCSEd; FRANZCO
黃淑幀, 醫學博士（上海第二醫科）
黃麗娜, 醫學學士（廣東醫學院）; 臨 醫學博士（中山醫科）
黎曉新, 理學學士（北京醫科）
褚仁遠, 醫學博士（上海醫科）
劉耀南,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港大）; GMC（UK）; MRCP（UK）;
ECFMG（USA）; FHKCP; FHKAM; FLEX（Penn.）
戴虹, 醫學學士（上海醫科）

名譽教學人員
Cheng, Pak Man George,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COphthH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Cheung, Tze On Benson,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CSHK;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Rao, Srinivas Kamalakara, MB BS（Madras）; DO（Dr MGR Med., India）;
DNB; FRCSEd; 名譽臨 副教授
Yeung, Yat Ming Barry,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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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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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于秉安, MB BS（Lond.）; FRCOphth;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王日榮, MB ChB（Birm.）; DO（Lond.）; DO（I.）; FRCS（UK）; DABOph;
FRCOphth;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王建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王震宇,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Ophthalmology）;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甘定洸,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O（I.）; FRCSEd;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伍偉聰, MB BS（Syd.）; FRCSEd;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
教授
池中齊,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RCSGlas; FRCOphth;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何思遠,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Ophthalmology）;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何啟傑,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Ophth; FRCSEd（Ophthalmology）;
DO（I.）; FHKAM（Ophthalmology）; FCSHK; FCOphthH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何誌健,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RCSEd; FRCOphth;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吳少 ,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 R C S E d ; F C O p h t h H K ; F H K A 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吳永浩,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Ophthalmology）; FCOphthHK;
FCS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少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SEd;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李永康,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Glas;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李志康, 醫學科學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致祥, MB BCh, BAO（NUI）; MRCS（UK）; LRCP（Lond.）; LLMRCPI;
LLMRCSI; FRCOphth;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啟煌, MB ChB（Glas.）;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紫霞, MB ChB（Edin.）;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維達, MD（UCLA）; MCPS（Manit.）; DABOph; FHKAM（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名譽臨 副教授
沈偉翹,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O（I.）; FRCSEd;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FCSHK; FCOphthH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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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才生, DDM（East）; DipGDP（RCS, UK）; 牙科進修文憑（港大）;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卓華, 理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ath; FRCPA; FHKAM
（Pathology）; 名譽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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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副教授
周國安, MB ChB（Edin.）; DO（Glas.）; FRCS（UK）;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周國治, LRCPI; LRCSI; DO（RCP Lond./RCS UK）; FRCSI; FRCOphth;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屈詩琪,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
教授
易惠芳,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
教授
林乃文,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RCSEd;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思泳,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
教授
林傑人,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O（I.）; FRACS; FRACO; FHKAM
（Ophthalmology）; FCSHK; FCOphthH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耀武,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DCH（Edin.）;FRCSEd; FCSHK; FCOphthH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邵志遠,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OphthHK; FCSHK;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胡偉君,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Ophthalmology）;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唐柏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RCOphth;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袁尚清, MB BS（Monash）;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袁國禮,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
教授
袁淑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CSHK; FCOphthHK; FRCSEd（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馬志南,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O（Dub.）; DO（Glas.）; FRCSGlas;
FRCOphth;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張叔銘, MB BCh（Ire.）; DABOph; FCSHK;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張明權,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RCSEd; FRCOphth; FHKAM（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張銘, 醫學學士（內蒙古醫學院）; 工商管理碩士（廈門）; 名譽訪問學人
張錫康, MB BChir, MA（Cantab）; DO（Glas.）; FRCSGlas; FRCOphth;
FHKAM（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梁大成,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FRCSEd;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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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苑珊, MB BS（Syd.）;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梁展聰,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RCSEd;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梁裕龍, 醫學科學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SEd;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梁榮隆, MB BS（Qld.）; FCSHK; FRCSGlas（Ophthalmology）;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梁麗珍,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SEd（Ophthalmology）;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莊義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Ophthalmology）; FCS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許少萍,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Ophthalmology）; FRCOphth;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許德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O（I.）; FRCSGlas（Ophthalmology）;
FCSHK; FHKAM（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郭坤豪,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學士後文憑及醫學
博士（中大）; FRCSEd; FCSHK;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陳建強, BDS（Adel.）; FFGDP; 名譽臨 副教授
陳浩然, BA, MB BChir, MA（Cantab）; FRCOphth;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偉民,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LLB（Lond.）; MRCP（UK）; FRCSEd;
FCOphthHK; FCSHK; FHKAM（Ophthalmology）; FRCPEd; 名譽臨
副教授
陳偉能,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RCSEd; FRCOphth; FHKAM（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名譽臨 副教授
陳鼎鼐,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Glas;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嘉敏, BA, MB BChir, MA（Cantab）; MRCP（UK）; MRCOphth;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陳寶珍,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O（I.）; FRCSEd; FCSHK;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焯鴻, MB BS, BSc（MedSc）
（NSW）; MRCSEd（Ophthalmology）;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陸家柱, MB BS（Lond.）; FRCSEd;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曾志鈞, MB BS, MMed（Syd.）; FRACO; FRACS; FCOphthHK; FCS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曾智偉, 醫學科學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SEd;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曾雁,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O（I.）; FRCSEd;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曾滿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Ophthalmology）; DO（I）;
FCSHK; FHKAM（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名譽臨 副教授

教學部門 • 醫學院

335

第
八
部
程展鵬,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Ophthalmology）;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名譽臨 助理教授
賀澤烽,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Ophthalmology）;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黃永昌,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
教授
黃俊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SEd;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黃德洪,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Ophthalmology）; FCOphthHK;
FCS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穎兒,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SEd（Ophthalmology）;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楊日山,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Ophthalmology）;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楊珍珍,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SEd;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楊鳳儀, MB BS（NSW）; FRCSEd（Ophthalmology）; FCOphthHK; FCSH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楊樂旼, MB BCh, BAO, MMedSc（NUI）; FRCSI（Ophthalmology）; FRCSEd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葉偉權, 醫學科學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葉國富,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廖景如, MB BS, PhD（Lond.）; FRCSEd（Ophthalmology）; FRCOphth;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趙懿行,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
教授
劉大立, 醫學科學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歐陽健初,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DO（Lond.）;FCSHK; FHKAM（Ophthalmology）;
FRCSEd; FCOphthH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潘俊梅,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O（I.）; FRCSGlas（Ophthalmology）;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潘雪茵,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蔡敬翰,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OphthHK; FCSHK;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鄭路, 醫學科學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鄭澤鈞, MB BS（Syd.）; MRCSEd（Ophth）;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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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少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Med（Sing.）; DO（Glas.）; DO（UK）; 醫學
博士（中大）; FRCSEd; FRCOphth; FHKAM（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名譽臨 副教授
黎匡怡,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SEd;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謝偉業,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Ophthalmology）;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謝國璣,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O（I.）; FRCSEd;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FCSHK; FCOphthHK; 名譽臨 副教授
謝道欣,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RCSGlas;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鍾創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SEd;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韓正宇, FRCSEd; FRCSGlas;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韓尚 ,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龐朝輝, MB ChB（Auc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譚秀雯, BSc, MB ChB（Brist.）; FRCSEd（Ophthalmology）; FCSHK;
FCOphthHK;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譚德祐,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SEd; FCOphthHK; FHKAM
（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關永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RCSGlas; FRCOphth; FHKAM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鄺沅瑩,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AM（Ophthalmology）; 名譽臨 助理
教授

研究人員
李志偉, 醫學學士（濱州醫學院）; 醫學碩士（山東）; 訪問學人
張艷蕾,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Birm.）; 副研究員
黃育強, 醫學學士（汕頭）; 訪問學人
黃楚開, 醫學學士（中山）; 訪問學人
黃瑤,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重慶醫科）; 訪問學人
賈力蘊, 醫學學士（承德醫學院）; 醫學碩士（首都醫科）; 訪問學人
賈紅艷,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哈爾濱醫科）; 訪問學人
羅岩, 醫學學士（同濟醫科）; 醫學博士（協和醫科）; 訪問學人

藥物臨 試驗組
主任
林子顥,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O（I.）; FRCOphth; FCSHK; FHKAM
（Ophthalmology）; FCOphthHK; FRC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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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系主任：熊良儉教授）

教師
Kumta, Shekhar Madhukar, MB BS, MS（Bom.）; 哲學博士（中大）; 教授〔逸夫〕
王韻娜,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ipBiomech（Strath.）; FRCSEd; FCSHK;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副教授〔逸夫〕
秦嶺, 教育學士及教育碩士（北京體育學院）; PhD（German Sports Univ.
Cologne）; 教授〔逸夫〕
梁國穗,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醫學博士（中大）; FRCSEd;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講座教授〔新亞〕
陳啟明, OB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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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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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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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SE;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講座教授〔崇基〕

教師（禮任）
梁秉中, SBS; OB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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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講座教授（禮任）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Frassica, Frank John Peter, BS（U.S. Naval Acad.）; MD（Med. Univ. of
S. Carolina）; MS（Mayo Grad. Sch. of Med.）
邱勇,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蘇州醫學院）
裴福興,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華西醫科）
趙以甦, BSc（台大）, MSc（Virg. Poly. Inst.）, PhD（Iowa）

名譽教學人員
Suleiman, Haidir, MB（Maranatha Christian）; MD（Indonesia）; 名譽訪問學人
王榮祥,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CSHK;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司徒佩玉, BSc（Tor.）; MAppSc, PhD（Curtin）; 客座助理教授
江志聰,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RCSEd（Orth）;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何百昌,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何遠芳,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名譽臨 副教授
吳健華, MB ChB（Brist.）; FRCSEd; FRCSEd（Orth）;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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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步前,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RACS;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李威儀,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RCSGlas;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建邦,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CSHK; FRCSEd; FRCSEd（Orth）;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偉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RCSEd;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名譽臨 副教授
沈允堯,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周志平,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PC; DABPM&R; DABEM;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周育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RACS（Orth）;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周鴻奇, 工程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Strath.）; 客座教授
吳賢發, MPhty（Qld.）; PhD（Monash）; 客座教授
林祖怡,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名譽臨 副教授
俞江山,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Sc（Birm.）; GDipMed（Syd.）; FRCSEd;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胡永祥,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RAC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倪偉傑,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RAC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名譽臨 副教授
莫永旭,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RCSEd（Orth）;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容樹 ,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Orthopaeic
Surgery）; FHKCOS; FRCSEd（Orth）;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高兆祺, 理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張堅穎,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RCSEd（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張啟然,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CSHK; FRCSEd; FRCSEd（Orth）;
FHKCOS; FHKAM（Orthopae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張運波,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梁少文,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SEd; FRCSEd（Orth）;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梁蔭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Ch（Orth）
（Liv.）; FRCSEd; FRCSGla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符少娥, PRCertSpinalManip, 哲學博士（理大）; 流行病學及應用統計學證書
及哲學碩士（中大）; 客座助理教授
許源昌,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Ch（Orth）
（Liv.）; FRCSEd; FRACS;
FHKCOS;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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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迪官,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郭健安,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志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陳求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陳惠成,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章浩敏,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麥勤興,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麥福達, BS（Ill.）; MS, PhD（Northwestern）; MA（Westminster）; 客座教授
曾偉男, PGDipBiomech（Strath.）; 流行病學及應用統計學文憑及哲學碩士
（中大）; 哲學博士（理大）; 客座助理教授
湯惠驄, MB ChB（Edin.）; FRCSEd; FCSHK; FRCSEd（Orth）;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馮貴游,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RCSEd; FRACS（Orth）;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黃國全,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FRCSEd; FRCSEd（Orth）;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學良,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CSHK; FRCSEd（Orth）;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楊世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RCSI;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楊 世 模 , 物 理 治 療 專 業 文 憑（理 工）; 哲 學 碩 士 及 哲 學 博 士（中 大）;
GradDipErgonomics（La Trobe）; 客座副教授
楊慧, BAppSc, MAppSc（S. Aust.）; 哲學博士（港大）; 客座副教授
葉少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葉卓倫, BSc, MB BS（Lond.）; FCSHK; FRCSEd; FHKCO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葉富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廖保龍, 醫學學士（暨大）; 哲學碩士（中大）; LMCHK; FRCSEd（Orth）;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廖敬樂, 醫學科學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FRCSEd（Orth）; FHKCOS;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趙國慶,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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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森洪,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Sc（Birm.）; FRCSEd;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名譽臨 副教授
鄭仲傑, MB BS（NSW）; FRCSEd; FRACS;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鄭誠功, 理學士（成功）; MS, PhD（Iowa）; 客座教授
鄧寧,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錢平,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RCSGlas; FRAC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謝永廉,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謝潤鈿,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RCSEd; FRACS; FHKAM
（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名譽臨 副教授
羅永年,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RCSEd（Orth）;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羅尚尉,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研究教學人員
張穎愷,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研究助理教授〔聯合〕

研究人員
王達輝, 醫學學士（復旦）; 訪問學人
付軍, 醫學碩士（第四軍醫）; 訪問學人
呂紅斌, 醫學學士（同濟醫科）; 醫學碩士（湖南醫科）; 哲學博士（中大）; 訪問
學人
李德強, BSc（Dub.）;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SRD; 名譽副研究員
張戈, 醫學學士、醫學碩士及臨 醫學博士（上海中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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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apore）; RegMLT; 名譽副研究員
郭霞, 醫學學士（北京醫科）; MD（Essen）; 名譽副研究員
楊曉恩, BSc（Alta.）;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潘瑋敏, 醫學學士（第四軍醫）; 理學碩士（西安）; 訪問學人
鄔吉吉華, 工學學士（浙江工學院）; 工學碩士（哈爾濱建築）; 工學博士（浙江）;
副研究員
鄧育明, 工程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譚錦輝,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理大）;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臨

主任

林子平,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CCFP

電算師
蘇偉權, 工程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教學部門 • 醫學院

341

第
八
部

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學系
（系主任：Prof. van Hasselt, Charles Andrew）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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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
甘志珊, 理學士及理科碩士（聽覺學）
（港大）; 工商管理碩士（科大）; MAAA;
Member, H.K. Society of Audiology; 助理教授〔逸夫〕
李月裳,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理學士（港大）; MHKAST; 助理
教授〔聯合〕
洪致偉, BA, MB BChir, MA（Cantab）; FRCSGlas; FRCSEd; FRCS（ORLHNS）; 助理教授〔聯合〕
唐志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流行病學與應用統計學文憑及醫學博士（中大）;
DLO（I.）; FRCSEd; FCSHK; FHKCORL;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教授〔崇基〕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蔡永善, GBS; CBE; OBE; K.St.J.; JP;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榮譽法學博士（港大）;
FRCSEd; DLO; FACS; FRACS; FHKAM（ENT）; Hon FHKAM（ENT）

名譽教學人員
Kodiya, Aliyu Mohammed, MB BS（Maid.）; FMCORL; FWACS; 名譽訪問
學人
王日橋, MB ChB, MSc（Birm.）;FRCS（UK）;FRCSC;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王家昌, 理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港大）; MSc（S'ton.）; 客座助理教授
王賜豪,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RCSEd（ORL）; DLO（UK）;
FRCS; FCSHK; FHKAM（Surgery）; FRCSGlas; FHKCORL;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客座副教授
王翰騫,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SEd;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白威,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CORL; FRCSEd;
FHKAM（Otorhinolaryn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石偉棠, BSc, MB BS（Lond.）;FRCS（UK）;FCSHK;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FHKCORL; 名譽臨 副教授
朱君令,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朱家文,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朱業新,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CORL; FRCSEd
（ORL）;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朱權國,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ORL）; DLORCS;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FHKCORL;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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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峰,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FRCSEd; FHKCORL; FRCSEd（Otolaryngology）;
FCSHK;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何偉祺,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何雅兒,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FRCSEd; FCSHK;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吳少君,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CORL;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吳港生,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DLO（Lond.）;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宋家 ,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SEd; FRCSEd（ORL）;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岑卓倫,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 R C S E d ; F R C S G l a s ; F H K A M
（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李立言,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 R C S E d ; D O - H N S ; F H K A M
（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明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 L O（U K）; F R C S G l a s ; F H K A M
（Otorhinolaryngology）; FHKCORL; 名譽臨 副教授
李偉宗, BM（S'ton.）; FRCS（UK）; FRCS（ORL）
（UK）; FCSHK; 名譽臨
副教授
李國祥, MB BS（Newcastle, UK）; FRCS（ENT Surgery）; FCSHK;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FHKCORL; 名譽臨 副教授
杜守英,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 L O（L o n d .）; F C S H K ; F H K A M
（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周佐治,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LO（I.）; FRCSGlas; FCSHK; FHKAM
（Otorhinolgaryngology）; FHKCORL; 名譽臨 副教授
周順傑,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LO; FRCSGlas; FRCSEd; FHKAM
（ORL）; 名譽臨 副教授
林傳廣,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CORL; FRCSEd; FCSHK; FHKAM;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唐富民,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RCSEd; FCSHK;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FHKCORL; 名譽臨 副教授
張杰, 醫學學士（濱州醫學院）; 醫學碩士（山東）; 名譽訪問學人
張美詞, BSc（Lond.）; 理科碩士（港大）; 客座助理教授
張國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DLO（UK）; DLO（I.）;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梁國信, 理學士（港大）; MSc（Audiology）
（S'ton.）; 客座助理教授
莫兆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CORL; FRCSEd; FCSHK;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郭子明, MB BCh（Belf.）;FRCSEd; DLO（Lond.）;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FHKCORL; 名譽臨 副教授
袁志彬, 理學士及理科碩士（聽覺學）
（港大）; 客座助理教授
陳希立,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FHKCORL;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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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韻, BA（Br. Col.）; 理科碩士（聽覺學）
（港大）; 客座助理教授
陳建強, BDS（Adel.）; FFGDP; 名譽臨 副教授
陳慶生,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 R C S E d ; F H K C O R L ; F H K A M
（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熠,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SEd;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陸佩淇, 理學士（港大）; MA（Audiology）
（Iowa）; 客座助理教授
陸偉成,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 R C S G l a s ; D L O（U K）; F H K A M
（Otorhinolaryngology）; FHKCORL; 名譽臨 副教授
勞兆聲,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 L O R C S ; F R C S G l a s ; F H K A M
（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曾崇山,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FRCSEd; FCSHK;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曾敬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馮啟賓,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RCSC（Otolaryngology）;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馮紹基,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LO（UK）;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FCSHK; FHKCORL; 名譽臨 副教授
馮憲國,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RCSGlas; DLO（Lond.）;
FHKCORL;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令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RCSEd（ORL）; FHKCORL;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雅信,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LO（UK）; FRCSGlas; FCSHK;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黃漢威, MB BS（Syd.）; FRCSEd; FCSHK; FRCSEd（ORL）; FRCSGlas; DLO
（UK）; FHKAM（Surgery）; FHKCORL;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溫耀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 L O R C S ; F R C S G l a s ; F H K A M
（Otorhinolaryngology）; FHKCORL; 名譽臨 副教授
葉寶天,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FHKCORL; 名譽臨 副教授
虞瑋翔,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FRCSEd（ORL）;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廖國忠, MB ChB（Birm.）; FRCSEd; DLO（Lond.）; FCSHK; 名譽臨 副教授
趙潔儀,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RCSEd（ORL）;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蔡德佳, BA, MB BChir, MA（Cantab）; FRCSI; FRCSEd; FCSHK;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FHKCORL; 名譽臨 副教授
衛向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DLO（UK）;家庭醫學文憑及理學碩士（中大）;
名譽臨 副教授
衛建 ,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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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從本, MD（Br. Col.）; FRCSC; FCSHK;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鄭曼怡, BSc（Speech Path & Therapy）, MSc（Audiology）
（Manc.）; 客座助理
教授
鄧文圻,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理科碩士（港大）;FRACS;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FHKCORL; 名譽臨 副教授
鄧樹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LO（RCS, UK）; FRCSEd;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FHKCORL; 名譽臨 副教授
黎顯宏,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ORL）; DLORCS;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盧國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LORCS; FRCSGlas; FCSHK;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關敏怡,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蘇明順, MB BS（Lond.）; FRCSGlas; FCSHK; FHKCORL;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羅世傑, BSc（Qu.）; MClinSc（W. Ont.）; 客座助理教授
顧家銘,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RCSEd（ORL）; FHKAM
（Otorhinolaryngolog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專業顧問
伍凱怡,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理科碩士（聽覺學）
（港大）
〔崇基〕
余家燕, RN; 理學士（護理學）
（理大）; 理科碩士（聽覺學）
（港大）; AuD（Penn.
Coll. of Optometry）; Member, H.K. Society of Audiology〔新亞〕

研究人員
高

,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大連醫科）; 醫學博士（首都醫科）; 訪問學人

兒科學系
（系主任：伍百祥教授）

教師
Nelson, Edmund Anthony Severn, MB ChB（Cape T.）; DCH（SA）; MD
（Otago）; MRCP（UK）; FHKCPaed; 教授〔逸夫〕
伍百祥, MB ChB（Dund.）; MD（Leeds）; DCH（Lond.）; MRCP（UK）;
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FRCPEd; FRCPCH; FRCP; 兒科
講座教授〔聯合〕
宋銀子, 醫學士（台大）; MSc, MD（Wales）; FRCP; FRCPCH;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教授〔逸夫〕
李民瞻, BSc, MB BCh（Wales）; MRCP（UK）; MRCPCH;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教授〔新亞〕
李桂霞, BSc, PhD（NSW）; 副教授〔崇基〕
梁廷勳,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MRCP（UK）;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FRCPCH; 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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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堅, BMSc, MD（Alta.）; 醫學博士（中大）; DipAmBd（Paed）; FAAP;
FRCPC; 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教授〔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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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CP;
兒科講座教授〔新亞〕
韓錦倫, MB BS（W. Aust.）; DCH, DipAvMed（Otago）; CertAppNutr（Auck.）;
DABPed; DABPed（CritCareMed）; DipPractDerm（Wales）; FAAP;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副教授〔聯合〕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李志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CH（Lond.）; 流行病學與應用統計學
文憑及醫學博士（中大）; MRCP（UK）;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FRCPEd; FRCPCH
阮文賓, MD（Sask.）; DABPed; FRCPC
梁乃江,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PEd;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陳作耘,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Med（Singapore）; DCH（I）; DCH（Lond）;
FRCPEd; FRCPI; FHKCPaed; FRCP; FRCPGlas; FHKAM（Paediatrics）;
FRCPCH

名譽教學人員
Chui, Kit Man Kitty,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I;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王偉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 FHKAM（Paediatrics）; FRCPEd;
名譽臨 副教授
任文青,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aed; FHKAM
（Paediatrics）; FRCPEd;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成明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AM（Paediatrics）;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江志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名譽臨 副教授
何誌信,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AM（Paediatrics）; FRCPGlas; 名譽
臨 副教授
余則文,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aed; FRCPCH; 名譽臨 副教授
吳國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醫科碩士及醫學博士（港大）; M R C P（U K）;
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FRCPGlas; 名譽臨 副教授
吳綺華, MB ChB（Aberd.）; MRCP（U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志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FRCPGlas; FRCPEd; FRCPCH; 名譽臨 副教授
李卓漢,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偉生,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AM（Paediatrics）;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李敏尤,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AM（Paediatrics）;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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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鎮邦,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CH（Lond.）; MRCP（UK）; FRCPGlas;
FRCPEd; FHKCP; FHKAM（Paediatrics）; FRCPCH; 名譽臨 副教授
林大鈞,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FRCPGlas; FRCPCH; 名譽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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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副教授
邱徽道,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Med（Sing.）; MRCPI; DCH（Lond.）;
FHCPaed; FHKAM（Paediatrics）; FRCPEd; FRCPSGlas; 名譽臨 副教授
容立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MRCP（UK）;DCH（I.）;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名譽臨 副教授
高耀森, MB BS（NSW）; MMed（NU Singapore）; DCH（Lond.）; FRCPGlas;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名譽臨 副教授
張錦流,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DCH（Glas.）;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名譽臨 副教授
唐志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P（UK）;DCH（I.）;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名譽臨 副教授
戚其威,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DCH（I.）;MRCP（UK）;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名譽臨 副教授
梁志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FRCPCH;
FRCPEd; 名譽臨 副教授
梁赤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梁宗存, MB BS, MD（Melb.）; FRACP; FCCP; FHKCP; FHKAM（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梁英傑,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ABPed; DABIM（Ge）; FAAP; 名譽臨
副教授
莫子慈, MB BS（Lond.）; MRCP（UK）; DCH（Lond.）; 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莫子楓,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許漢琳, BA, MB BChir, MA（Cantab）; FRCPC; DABPed; DABPed（Paediatric
Pulmonology）;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許鍾妮, MB BS（NSW）; MRCP（UK）; FRACP;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衍里, MB BS, MSc（Lond.）;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Glas;
名譽臨 副教授
陳衍標,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aed; FHKAM
（Paediatrics）; FRCPEd; FRCPCH; 名譽臨 副教授
陳國超,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FRCPCH; FRCPEd; 名譽臨 副教授
陳國燕,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Paed; FHKAM
（Paediatrics）; FRCPEd; FRCPCH; 名譽臨 副教授
陳國興,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CH（Lond.）; FRCPEd; FHKAM
（Paediatrics）; FHKCPaed; 名譽臨 副教授
勞樂聲,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CH（I.）; FRCPGlas;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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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麗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AM（Paediatrics）;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楊慧蘭,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HKCPaed; FHKAM
（Paediatrics）;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葉佩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葉麗嫦, MB BS（Syd.）; FHKAM（Paediatrics）; 名譽臨 副教授
趙孟準,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PEd; FRCPGlas; FHKAM（Paediatrics）;
FRCP; 名譽臨 副教授
劉進源, MB BS（NSW）; MRCP（UK）; 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鄭偉才,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MRCPCH;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謝麗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Sc（Sing.）; FHKCCM; FHKAM（Communit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藍芷芊,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CH（Lond.）; MRCP（UK）;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FRCPEd; 名譽臨 副教授
羅榮兒,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DCH（I.）; DCH（Glas.）; MRCP（UK）;
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FRCPEd; 名譽臨 副教授
羅鳳翔,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Paediatrics）;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邊毓秀, MB ChB（Glas.）; DCH（I.）; MRCPI; 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蘇景桓,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AM（Paediatrics）;
FHKCPaed;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蘇樂儀,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FRCPEd;
名譽臨 副教授
禤桂芬,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療科學碩士（港大）; DCH（Glas., Lond., I.）;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FRCPGlas; FRCPCH; 名譽臨 副教授

研究人員
向平,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重慶醫科）; 訪問學人
周利剛,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重慶醫科）; 訪問學人
李景耀,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博士後研究員
張磊, 醫學學士（濟寧醫學院）; 訪問學人
蘇鴻鈞, 醫學學士（暨大）;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涂柳, 醫學學士及理學碩士（重慶醫科）; 訪問學人

藥理學系
（系主任：曹之憲教授）

教師
Rudd, John Anthony, BSc（Sund.）; PhD（Brad.）; 副教授〔崇基〕
Wise, Helen, BSc（Brist.）; PhD（Bath）; 教授〔聯合〕
林革, 理學學士（中國藥科）; MSc（Alta.）; PhD（Sask.）; 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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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富源, BSc（Sunderland Polytech.）; PhD（Strath.）; 副教授〔新亞〕
曹之憲, 藥劑學士（國防醫學院）; 哲學博士（港大）; RegPharm（Canada）;
藥理學講座教授〔聯合〕
楊鶴強, BSc, PhD（Liv.）; CBiol; MIBiol; EurBiol; 教授〔逸夫〕
劉行榕, BSc, PhD（Lond.）; 副教授〔聯合〕
關耀華, BSc（Liv.）; PhD（Strath.）; 副教授〔逸夫〕

名譽教學人員
王殷厚, BSc（Lond.）; MPhil, PhD（Cantab）; 客座教授
楊子江, BSc, PhD, CertTeach&LearnInHigherEd（Brad.）; CBiol; MIBiol; 客座
助理教授

研究人員
朱潔雯,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副研究員
岑詩穎,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副研究員
周昕, 醫學學士（江西中醫學院）; 醫學碩士及醫學博士（上海中醫藥）; 名譽
博士後研究員

生理學系
（系主任：譚兆祥教授）

教師
姚曉強, 理學學士（杭州）; 理學碩士（中國科學院）; PhD（NY State）; 教授
〔新亞〕
柯亞, 醫學學士（蘇州醫學院）; 哲學博士（理大）; 助理教授〔聯合〕
容永豪,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Phil（Oxon）; 教授〔逸夫〕
高永雄,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副教授〔崇基〕
梁寶成, 理學士（台灣師大）; PhD（Belf.）; 教授〔逸夫〕
陳小章, BS, PhD（Ill.）; 李嘉誠生理學講座教授〔新亞〕
黃聿, 理學學士（上海第一醫學院）; MPhil, PhD（Cantab）; 教授〔聯合〕
譚兆祥, BSc, MSc, PhD（Tor.）; 教授〔逸夫〕

名譽教學人員
周文良, 理學學士（中山）; 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訪問學人
黃振祥, 理學士（台灣師大）; 哲學碩士（中大）; Dr.rer.nat（Hanover）; 客座
教授

特任導師
歐澤樑,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Monash）
〔崇基〕

導師
陳凱鳴,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MRCSEd〔聯合〕
黃水珊, BSc, MSc（Lond.）; 哲學博士（港大）
〔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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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學人員
李明,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哈爾濱醫科）; DMedSc（Hokkaido）; PhD（Wales）;
研究副教授〔逸夫〕
周震, 理學學士（華東理大）; MS, PhD（Mich.）; 研究助理教授〔崇基〕
黃宜定, BA, MA, PhD, ScD（Cantab）; BSc, DSc（Lond.）; FRSC; FIBiol;
研究講座教授〔聯合〕

研究人員
沈敏, 醫學博士（第四軍醫）; 副研究員
徐紀榮,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山西醫學院）; 醫學博士（重慶醫科）; 名譽
博士後研究員
梁志挺, 理學士（浸會）;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梁鳳萍,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科大）; 博士後研究員
曾麗玲,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副研究員
程蕾, 醫學學士（濰坊醫學院）; 醫學碩士及醫學博士（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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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MRCPsych; 教授〔逸夫〕
李誠,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sych; FHKAM（Psychiatry）; 教授〔逸夫〕
林翠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CertAspectMentalHealth（Cantab）;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CertIHMS; 教授〔新亞〕
陳秀雯,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MRCPsych; FHKAM（Psychiatry）;FHKCPsych;
副教授〔崇基〕
榮潤國,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教授〔新亞〕
趙鳳琴,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Psych; FHKAM（Psychiatry）; 精神科
講座教授〔逸夫〕
鄧偉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教授〔聯合〕
黎以菁, MB BS（Newcastle, UK）; MRCPsych; FHKAM（Psychiatry）; 副教授
〔崇基〕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于欣, 醫學學士（北京醫科）; 醫學博士（北大）
李凌江, 醫學學士（衡陽醫學院）; 醫學碩士及醫學博士（湖南醫科）
陳佳鼐, OBE; 醫學士（台大）; DPM, MSc（Lond.）; FRCPsych; FRANZCP;
FHKAM（Psychia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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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教學人員
孔志航,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方日旭, MB BS（Syd.）;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左思賦,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左美約,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sych; MIHM;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余其倬,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余枝勝,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Pscy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副教授
吳基安, BSc（Brun.）; MPsych（Liv.）; 客座副教授
吳蓬盛,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社會科學碩士（港大）; MRCPsych; FHKAM
（Psychiat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吳賢國,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
臨 副教授
李子超,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MRCPsych; 名譽臨 副教授
李兆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sych; FHKCPsych; 名譽臨 副教授
周樂怡, 理學士及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中鍵,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sych;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美玲, MB BS, BSc（Med）
（NSW）; MR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偉忠,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金偉幗,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姚家聰,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
臨 副教授
張復熾,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張鴻堅,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FRCPsych;
名譽臨 副教授
梁志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sych; 名譽臨 副教授
梁佩瑤,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梁崇斌,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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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座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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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芬,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sych;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偉智,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sych;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葆雯,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陳暢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勞振威,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副教授
黃以謙, MB BS（NSW）; MRCPsych;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熾榮, 文學士（港大）; MPhil（Lond.）; PsychD（Sur.）; MAPS; AFBPsS; FHKPS;
RegPsy（S. Aust.）; RegClinPsy; CClinPsy; 客座副教授
葉恩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ipPsych（Lond.）; FHKCPsych; FHKAM
（Psychiatry）; FRCPsych; 名譽臨 副教授
葉嘉池,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副教授
雷永昌,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Sc（Birm.）; 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熊思方,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ipPsych（Lond.）; FHKAM（Psychiatry）;
FRCPsych; 名譽臨 副教授
趙學民,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潘佩璆,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副教授
盧德臨,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副教授
蕭慧敏,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錢明年, BSc（Central Military Acad.）; DipSocSc（Sophia）; MSW（Denver）;
MPH, PhD（Harv.）; 客座副教授
鍾維壽,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社會科學碩士（港大）; M R C P s y c h ;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副教授
羅允堂,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副教授
顧國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鄺保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Psych;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名譽臨 副教授

研究人員
項玉濤,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首都醫科）;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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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學系
（系主任：Prof. van Hasselt, Charles Andrew）

教師
Bower, Wendy Fiona, BAppSc, MAppSc, PhD（Syd.）; 助理教授〔逸夫〕
Burd, David Andrew Ross, MB ChB, MD（Aberd.）; FRCSEd; FHKAM（Plastic
Surgery）; 教授〔崇基〕
Underwood, Malcolm John, MB ChB, MD（Leic.）; FRCSEd; FRCSEd（CTh）;
教授〔崇基〕
吳兆文,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RCSEd（Gen）;
FHKAM（Surgery）; 副教授〔崇基〕
吳志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RCSEd（Urol）;
FHKAM（Surgery）; 副教授〔逸夫〕
吳國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FRCSEd; FCSHK; FRCSEd
（Gen Surg）; FHKAM（Surgery）; 教授〔聯合〕
辛光耀, BA, MB BChir, MA（Cantab）; FRCS（Clin Surg）; FRCS（CTh）; 助理
教授〔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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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聯合〕
黃國柱,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副教授〔崇基〕
楊重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DCH（I.）; DCH（Lond.）; DipPaedSurg
（Lond.）; 醫學博士（中大）; FRCSEd; FRCSGlas; FCSHK; FRACS; FACS;
FHKAM（Surgery）; 外科講座教授〔新亞〕
葉錦洪,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HKCS; FHKAM（Surgery）;
FAMS（Urology）; 教授
萬松, 醫學學士及醫學博士（北京醫科）; PhD（Libre de Bruxelles, Belgium）;
FRCS; FCSHK; 副教授〔逸夫〕
趙多和, BA, BM BCh, MA（Oxon）; FRCSGlas; FCSHK; 助理教授〔聯合〕
趙偉仁,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RCSEd（Gen）;
FHKAM（Surgery）; 副教授〔新亞〕
劉潤皇, BMedSc, MB BS（NSW）;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教授〔聯合〕
潘偉生, MB ChB（Glas.）; FRCSGlas; 外科講座教授〔新亞〕
鄭偉, MB BS（NSW）; 外科碩士（港大）; FRCSEd; FRCSGlas; FRCSI;
FCSHK; FHKAM（Surgery）; 副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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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新亞〕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Cocks, Robert Anthony, MB BS, MD（Lond.）; FRCSEd（A&E）; FFAEM;
FCSHK; FHKCEM;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金永強, BA（Wis.）; MD（Vanderbilt）; FRCSC（Gen Surg）; FACS; FCSHK;
DABS; FRCSEd; FHKAM（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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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兆歡, MB ChB（Leeds）; FRCS; FCSHK; FHKAM（Surgery）; FRCSEd
鍾尚志, MB BCh, BAO（NUI）; 醫學博士（中大）; LRCPI; LRCSI; FRCSEd;
FRCSGlas; MRCP（UK）; FCSHK; FHKAM（Surgery）; FRCPEd

名譽教學人員
Aung, Tin Htun, MB BS（Rangoon）; FRCSGlas; FRCSEd; FRACS;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Boet, Ronald, MB ChB（Stell.）; FCS（SA）;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
臨 副教授
King, Juliet Elizabeth, BM, MD（S'ton.）; DA; FRCS（C-Th）; 名譽訪問學人
Mann, Darren Vivian, MB BS, MS（Lond.）; FRCS（UK）; 名譽臨 副教授
Paulose, N. M., MB BS（Kerala）; FRCSEd; FRCS; FHKAM（Surger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Velayudhan, Venu, MB BS, MS（Kerala）;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文志衛,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DipUrology（Lond.）; DCH
（Lond.）;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司徒達燕, BMedSc, BMBS（Nott.）; FCSHK; FRCSEd（Paed）;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司徒耀桂,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DipUrol（Lond.）;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伍梓奇,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RCSEd（Gen）;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朱獻倫, 醫學學士（暨大）; 哲學碩士（中大）; LMCHK;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江志群,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何亮誠,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Surgery）;
FCCP; 名譽臨 副教授
何偉成,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何維新,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吳 志,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SEd; FRCSEd（Gen）;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吳永杰, BSc（Med）, MB BS（NSW）;FRCSEd（SN）;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吳有晶, MB BS（NU Singapore）;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FAMS; 名譽臨 副教授
吳偉達,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RCSEd; FRACS; FHKAM（Surgery）; 名譽
臨 副教授
李大任, BSc, MB BS（NSW）;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李少敏,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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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兆奇, MB BCh, BAO（NUI）; FRCSEd; FRCS（UK）; FCSHK;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志毅,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CSHK; FRCSEd; FHKAM（Surgery）;
名譽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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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副教授
李建運,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李家驊, MB BS（Lond.）; LRCP（Lond.）; FRCS（UK）;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李偉倫,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Gen）;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偉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FRCSEd（Gen）; 名譽臨 副教授
李傑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李渭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劍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李德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樹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DipUrol（Lond.）; 名譽臨 副教授
李澤民,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SEd; FRACS; FCSHK;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燿基,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SEd; FRCSEd（Gen）;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杜仁廉, MB BS（Rangoon）; FRCSEd; FRACS;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周譚連,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少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RACS; FHKAM（Surgery）;
FCSH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少豪,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林永芳,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CSHK; FRCSEd; FRCSEd（Gen）; FRACS;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亦泓,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旭開,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貞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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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仕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姚英翔, BA, MB Chir（Cantab）; FRCS（U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姚添福,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柳漢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流行病學及應用統計學文憑、預防醫學碩士（中大）;
FCSHK; FRCSEd; FRCSEd（Gen）; FRCPath; FHKAM（Surger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胡漢榮,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范健,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I; FRCSGlas;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范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范寧,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RCSEd（Gen）;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孫天峰,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孫育文, MB BS（NSW）; FRCSEd;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孫偉浩,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徐景耀,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ACS; FCSHK; 名譽臨 副教授
高志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I; FCSHK; FRCSEd（Gen）;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張世傑,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RCSEd（Gen）;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張志 ,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張浩然,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Surgery）;
FRCSEd（Gen）;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張皓琬,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張嘉妍,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SEd; FRCSEd（Gen）;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張滿棠,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FACS; 名譽臨 副教授
張耀軍,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中山）; 名譽訪問學人
梁立志,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梁知行, MB BS（Lond.）;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梁金豐,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RCSEd（Gen）;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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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騮,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梁廣義, MB BS（Syd.）; MHA（NSW）;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梁慶達,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梁顯信, MB ChB（Edin.）;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梅力文,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Gen）; FHKAM（Surgery）;
FRACS; FCSHK;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莫碧添,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RACS; FCSHK; FACS;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許堅樑,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許錦煌, MB BS, MMed（NU Singapore）; FRCSGlas;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郭文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郭永堅,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郭寶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FRCSEd; FCSHK; FRACS; FHKAM（Surgery）;
名譽臨 教授
陳永昌,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CSHK; FRCSEd;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陳自覺,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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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副教授
陳志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陳東飛,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娟儀,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Gen）; FHKAM（Surgery）; FRACS;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祖鈞,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LRCPEd; LRCSEd; LRCPGlas; LRCSGlas;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達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鏡聰, MB BS（Qld.）; FCSHK; FRCSEd; FRCSEd（Gen）; FRACS;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樹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龍威,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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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洪滔,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RCSGlas; FCSHK;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麥思源,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麥肇敬,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Urol）;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勞文超,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彭志宏,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FCSHK（Plastic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彭佳源,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馮明杰,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FRCSEd（Gen）;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志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黃海東,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SEd;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偉生,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RACS; FHKAM（Surgery）;
FRACS（Urology）; 名譽臨 副教授
黃健鴻,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國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RCSEd; FCSHK;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創,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Sc（Calg.）; MRCSEd;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德慶,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DipUrology（Lon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黃樹德,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溫郁培,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CSHK; FRCSEd;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葉維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RCSEd; FRACS; FHKAM
（Surgery）; FACS; 名譽臨 副教授
葉錦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廖鑑榮, MB BCh, BAO（NUI）; LRCPI; LRCSI; FRCSGlas; FRACS;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蒙家興,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劉波, 醫學學士（北大）; 醫學碩士（北京巿創傷骨科研究所）; 名譽訪問學人
劉飛龍,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MRCP; FRCSEd（A&E）;FHKAM（Emergenc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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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威,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劉智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歐永 ,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RCSEd（Urology）;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歐鑫濤, MD（Jefferson Med. Coll.）; DAB Plastic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潘志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鄭志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鄧立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鄧宗毅,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鄧耀聰,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RCSEd（Gen）;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蕭永泰,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應純原,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戴玉平, MB BS（Lond.）;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謝豪華, MB ChB, BAO（NUI）; FRCSI;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鍾志超,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GenSurg）; FCSHK;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鍾沛清, MB ChB（Sheff.）; FRCSI; FCSHK; FRCSEd;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鍾廣槐,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鍾錦文,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Surgery）;
FCAS; 名譽臨 副教授
藍明權,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魏來祥,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ACS;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羅嘉寶,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譚煜謙,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CSHK; FRCSEd;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關添樂,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CSHK; FRCSEd;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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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秉泉, BA, MA（Cantab）; BM ChB, MA, MD（Oxon）; DABS; FACS; FRCS;
FRCSEd; FICS; FRCSGlas; FCCP; FHKAM（Surgery）; FCSHK; FIBA;
名譽臨 教授
龔詩仁, LRCP; MB BS（Lond.）; FRCSEd; FRACS; FCSHK; FHKAM
（Surgery）; 名譽臨 副教授
鄺國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專業顧問
Vlantis, Alexander Chris, MB BCh（Witw.）; DA（SA）; FCS（SA）ORL; FCSHK;
臨 專業顧問〔崇基〕

研究教學人員
Bailly, Yan Paul Andre, ME（Paul Verlaine）; PhD（Paris）; 研究助理教授〔聯合〕
伍儒敬,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Pitt.）; 研究助理教授〔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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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c（Monash）; MAATS; MSTS; MAPS; FAHA; MISHR; MAAAS;
MASCTS; FHKCC; 外科研究講座教授〔新亞〕
黃琳, 醫學學士（中國醫科）; 醫學博士（中山醫科）; 研究助理教授〔逸夫〕
楊沁,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安徽醫科）; 哲學博士（中大）; 研究助理教授
〔崇基〕

研究人員
Bhat, Satish Pelathadka, MB BS, MS（Pune）; DNB（GenSurg）, DNB
（PlasticSurg）
（New Delhi）; MCh（Mumbai）; MRCSEd; 訪問學人
Emano-elazegui, Natasha Beja, BS, MD（Xavier, Philippines）; 訪問學人
Shakib, Ahmed Khalil Mahmood, MB BS（Karachi）; FRCSI; 訪問學人
Sreedhar, Biji, BSc, MSc, PhD（Kerala）; 副研究員
刁美, 醫學學士（首都醫科）;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石益民, 醫學學士（武漢醫學院）; 醫學碩士（解放軍軍醫進修學院）; PhD
（Aarhus）; 博士後研究員
向波, 醫學學士（重慶醫科）; 醫學碩士（華西醫科）;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
究員
何陽, 醫學學士（西安醫科）; 哲學碩士（港大）; PhD（Pitt.）; 副研究員
宋剛, 理學學士（ 台師大）; 農學碩士（福建農林）; 理學博士（廈門）; 副研
究員
李明月, 理學學士（吉林）; 理學碩士（中國協和醫科）;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辛來華, 工學士（科大）; 哲學碩士（中大）; 哲學博士（理大）; 博士後研究員
邱志兵, 醫學學士（重慶醫科）; 訪問學人
張志軍,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西安交通）;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張笑 , 理學士（科大）; 哲學碩士（中大）; 臨 研究方法學深造證書（港大）;
副研究員
許詠詩,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科大）; 副研究員

360

第八部 • 教職員名錄

第
八
部
曾玉珊,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理大）; 副研究員
路鋼, 醫學學士（山東醫科）; 醫學博士（昆明醫學院）; 名譽博士後研究員
趙茹, 醫學學士（中國醫科）; 醫學碩士（協和醫科）; 訪問學人
劉安民, 醫學學士（江西醫學院）; 醫學碩士（中山醫科）; 訪問學人

臨

主任

王小圓, MB ChB（Glas.）; MRCSGlas
岑松年,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DCH（I.）

意外及急救醫學教學單位
（主任：Prof. Rainer, Timothy Hudson）

教師
Graham, Colin Alexander, MB ChB, MPH（Glas.）; DipIMCRCSEd; FRCSEd;
FRCSGlas; FIMCRCSEd; FFAEM; FHKCEM;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教授〔崇基〕
Rainer, Timothy Hudson, BSc, MB BCh, MD（Wales）; MRCP（UK）;
FHKCEM;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FFAEM; 教授〔逸夫〕

名譽教學人員
Murphy, Bernard Joseph, MB ChB（Aberd.）; GDipL（CPE）
（MMU）; 法學
研究生證書（港大）; 客座助理教授
Poon, Wai Kwong, RN; MA（Farington）; 客座助理教授
Shum, Kwok Leung, 文學士及公共行政學碩士（港大）; 客座助理教授
Yeung, Sai Him John, DipEd（Br. Col.）; MSc（Leic.）; BA（Murd.）; MIPA
（港大）; PGCertHealthEcon（Aberd.）; 客座助理教授
文志賢,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UK）; FRCSEd（A&E）; FHKCEM;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王金蓮, MB BS（Sing.）; FRCSEd; FCSHK;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伍華山,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FRCSEd（A&E）; FHKCEM;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FFAEM;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吳民豪,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SocSc（S. Aust.）; FRCSEd; FRCS（A&E）;
FACEM; FHKCEM;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名譽臨 副教授
岑健,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SEd; DPDerm（Wales）; FHKCEM;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李立業, BSc（Med）, MB BS（NSW）; MRCSEd; FHKCEM; FHKAM
（Emergency 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林美怡,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DCH（Lond）; MRCSEd;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胡永強,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HKCEM;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袁卓斌, MB ChB（Leeds）; FRCSEd;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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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乃光,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A&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張子峰,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PI; FRCSEd; FHKCEM; FHKAM
（Emergency 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陳德勝,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 FCSHK; FHKAM（Surgery）;
FHKCEM;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名譽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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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黃大偉,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工商管理碩士（中大）; MHA（NSW）; 文學
碩士（城大）; FRCSEd;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FFAEM; 客座教授
黃汝達, BSc（Houston Baptist）;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楊世達, MB BCh, BAO（NUI）; MRCP（UK）; MRCPI; FHKCEM; FHKAM
（Emergency 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楊曉紅, RN; BHSc（W. Syd.）; MNurs（W'gong.）; 教育碩士（港大）; 危重病
護理學文憑（中大）; 客座助理教授
萬善仁,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FHKCEM;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蔡振興,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預防醫學碩士（中大）; MRCP（UK）; FRCSEd;
FHKCEM;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鄭志雄,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SEd;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FHKCEM;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鄧志安,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SEd;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鄧耀鏗,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FRCSEd; FHKCEM;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名譽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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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臨
副教授
鍾展鴻,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Glas; FCSHK; FHKAM（Surgery）;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FHKCEM; FACS; FRCSEd; FFAEM;
名譽臨 副教授
羅金亮,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RCSEd（A&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譚民傑,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UK）; FHKCEM; FHKAM; 名譽
臨 助理教授
嚴為定,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MRCSEd; FHKCEM; FHKAM（Emergency
Medicine）; 名譽臨 助理教授

研究人員
杜鐵寬, 醫學碩士（中國醫科）; 訪問學人
陳穎欣,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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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免疫學組
主任
林偉基, PhD（S'ton.）; FRSC; FACB; Hon FHKCPath; Hon FRCPath

教師
林柏良, BSc, PhD（Adel.）; FASM; 教授〔崇基〕
崔耀隆, BSc, PhD（Lond.）; 副教授〔聯合〕

研究人員
譚志

, BTech（Macq.）;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繼昌堂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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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健康情緒中心
主任
李誠,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sych; FHKAM（Psychiatry）

研究人員
馮淑貞, BA（Br. Col.）;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博士後研究員

賽馬會骨質疏鬆預防及治療中心
主任
梁秉中, SBS; OB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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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導師
陳一香, 醫學學士（暨大）; 哲學碩士（中大）; Certified Clinical Densitometrist
〔崇基〕

研究人員
馬婷, 理學學士、文學學士及工學碩士（哈爾濱工業）;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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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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HSE; MAPA; MHKPA; MHKES;
MESA; MSIA; MASMF; 中國國家二級資格企業培訓師

醫生
左倩儀,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實驗動物中心
主任
James, Anthony Edward, BVSc（Melb.）; GradCertMgt（NSW）; MRepSc
（Monash）; GradCertEd（Tas.）; MACVSc; MAIM; MRCVS; RegVetS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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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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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信息技術中心
主任
方姜燕, 理學學士（山東）; MSc（Napier）

電算師
林仕勳, 理學士（港大）; 哲學碩士（中大）

教研服務部
處長
Hazlett, Clarke Blaine, BEd, MEd, PhD（Alta.）

助理主任
葉柏堯, BSc（McG.）; MSc（Melb.）; GradDip（RMIT）; GradDip（La Trobe）;
教師訓練證書（理工）; PhD（Deakin）; MACS

研究人員
陳永成,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 PhD（Mich. State）; 副研究員

病理學教學實驗室
主任
吳浩強, MB ChB（Edin.）; 醫學博士（中大）; FRCPath; FRCPA; FCAP;
FFPathRCPI; FHKAM（Pathology）; MIAC; FHKCPath

電子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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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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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院長
關海山,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ipMicrobiol&Biotech（Osaka & Kyoto）;
PhD（UC, Davis）

副院長
吳基培,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Phil（Oxon）; CChem FRSC; CSci
（學生事務）
陳漢夫, 理學士（中大）; MSc, PhD（NY）
（研究）
潘偉賢,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UCLA）
（教育）

助理院長
梁國南, 理學士（中大）; PhD（ANU）
許伯銘, 理學士（港大）; MS, PhD（Ohio State）

理學榮譽講座教授
Roberts, Richard J., BSc, PhD, Hon DSc（Sheff.）; Hon MD（Uppsala）; Hon
MD（Bath）; Hon DSc（Derby）; 榮譽理學博士（中大）; FRS; Foreign Fellow,
Natnl. Acad. of Med. Sc., Pakistan; FASAS; FAAM; 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得獎人
Wüthrich, Kurt, PhD（Basel）; Hon Doctorates（Univ. degli Studi Di Siena,
Zurich, Ecole Polytech. Federale de Lausanne, Univ. de Valencia, Sheff.,
King George's Med., Pecs）; Hon FRSEd; Hon FRSC; FIUPAC; FAAAS;
Hon FNI; 諾貝爾化學獎得獎人

導師
馬雪兒,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學位教師教育文憑（中大）
〔崇基〕

研究教學人員
封燕芸, 理學士（中大）; MSc（Tor.）; PhD（Guelph）; CBiol; MIBiol; 研究
助理教授〔聯合〕

院務處主任
楊何雅曼, BA（Alta.）

生物化學系
（系主任：馮國培教授）

教師
Guldan, Georgia Sue, BSc（Wis.-Madison）; MSc, PhD（Tufts）; 副教授〔新亞〕
方永平,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教授〔崇基〕
王駿, 畢業證書（無錫輕工業學院）; PhD（Wis.-Madison）; 教授〔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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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
何永成, BSc（Alta.）; MA, PhD（NY State）; 副教授〔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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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源遠, 理學士（台大）; MSc, PhD（Col.）; 助理教授〔聯合〕
吳子斌,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Nfld.）; 生物化學講座教授〔新亞〕
李秀端, 生物文憑（浸會）; MS, MS（Mississippi）; PhD（C'nell.）; 副教授〔新亞〕
邵鵬柱,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IC, PhD（Lond.）; 教授〔崇基〕
韋妙宜, BSc（W. Ont.）; PhD（Tor.）; 教授〔崇基〕
徐國榮, 理學士、教育文憑及哲學博士（中大）; 教授〔聯合〕
區詠娥, 應用生物學高級文憑（理工）; BSc（Portsmouth）; 哲學博士（港大）;
助理教授〔逸夫〕
張榮泰,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Cantab）; 副教授〔聯合〕
梁國南, 理學士（中大）; PhD（ANU）; 教授〔崇基〕
梁禮國, BSc（Alta.）; MS（Wyoming）; PhD（Kentucky）; 副教授〔新亞〕
郭添德,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Cantab）; 副教授〔逸夫〕
陳振宇, 理學學士（河南師大）; PhD（Mass.）; 教授〔新亞〕
陳浩然, 理學士（中大）; PhD（Cantab）; 助理教授〔崇基〕
陳竟明,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Nfld.）; 副教授〔逸夫〕
曾淑瑩,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聯合〕
馮國培,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哲學博士（港大）; 生物化學講座教授〔聯合〕
黃錦波,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Cantab）; 副教授〔新亞〕
溫志昌,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Melb.）; 副教授〔逸夫〕
劉國輝, 理學士（浸會）;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聯合〕
鄭漢其, 理學士（中大）; PhD（Lond.）; 教授〔聯合〕

教師（禮任）
楊樹英, BEng, PhD（Lond.）; 助理教授（禮任）
顏文慧, BSc（Qu.）; 副教授（禮任）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何淑薇,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FASEB; MAUA; MAACR

名譽教學人員
張錦賢, BS（Guelph）;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MBA（Hull）; CBiol;
MIBiol; 客座助理教授
曹宏威, BBS; 統一文憑（崇基）; MSc（Miami）; PhD（Wis.-Madison）; CChem
FRSC; 客座教授
黃炳鏐, BS（Taiwan）, MS, PhD（Tufts）; 客座教授
盧毓琳, BSc（Wat.）; 客座教授
蘇勉誠, 醫學學士、醫學碩士及醫學博士（成都中醫藥）; 名譽訪問學人

導師
魏雄鉅,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崇基〕

研究教學人員
何國強, AB, PhD（UC, Berkeley）; MASPET; MAACC; MACB; 生物化學
研究講座教授〔聯合〕
曾守焯, BSc, PhD（McG.）; 研究教授〔聯合〕
曾偉基,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研究助理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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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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灝,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麥雅絲,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陳少康,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曾詠佩,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黃希貴, 工學學士及理學碩士（西南師大）; 訪問學人
簡國偉,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葉秀娟, BAgr（Kyushu Tokai）; DEng（Kumamoto）; 副研究員
劉非燕,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浙江）; 訪問學人
蔡棉, 理學士（港大）; MSc（S. Fraser）; PhD（Br. Col.）; 名譽高級研究員
鄭旻,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生物系
（系主任：胡應劭教授）

教師
王保 ,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UC, Davis）; 教授〔聯合〕
伍澤賡, BSc, MSc（Philippines）; PhD（Br. Col.）; 副教授〔逸夫〕
朱利民,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Liv.）; 副教授〔聯合〕
朱嘉濠, BA（UC, Berkeley）; PhD（MIT）; 教授〔新亞〕
辛世文, 理學士（中大）; 理學士及理科碩士（港大）; PhD（Wis.-Madison）;
中國工程院院士; 生物學講座教授〔崇基〕
林漢明,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Northwestern）; 副教授〔新亞〕
姜里文, 理學學士（華南農業）; MSc（Br. Col.）; PhD（S. Fraser）; 教授〔崇基〕
胡應劭,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教授〔逸夫〕
倪世明, BSc（Wat.）; PhD（Alta.）; 助理教授〔逸夫〕
張志強, 理學士（港大）; MChem, PhD（NSW）; 副教授〔聯合〕
畢培曦, 理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中大）; MA, PhD（UC, Berkeley）; 教授〔逸夫〕
郭殿京, 理學學士及農學碩士（東北農業）; 理學博士（中國科學院）;助理教授
〔新亞〕
馮明釗,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ANU）; 教授〔新亞〕
黃創儉, BSc, PhD（Tor.）; MSc（Ott.）; 教授〔逸夫〕
黃蔭成,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UC, Davis）; 副教授〔聯合〕
葛偉, 理學學士（南京）; 理學碩士（中國科學院）; PhD（Alta.）; 教授〔崇基〕
趙紹惠,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GDipMicrobiol（Tokyo & Osaka）; PhD
（Manc.）; 副教授〔崇基〕
鍾厚賢, BSc, MSc（Hawaii）; PhD（Louisiana State）; 副教授〔崇基〕
關海山,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ipMicrobiol&Biotech（Osaka & Kyoto）;
PhD（UC, Davis）; 教授〔聯合〕
關健明,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助理教授〔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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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n, Ikhlas Ahmad, BSc, MSc（Alig.）; PhD（Ludwig-Maximilian Univ.
Munich）; 客座教授
Robinson, David Gordon, BSc, PhD（Leeds）; Dr.rer.nat.habil（Gottingen）;
客座教授
王光國,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客座副教授
周志輝, 理學士（中興）; MS（Texas A&M）; 哲學博士（中大）; 客座副教授
周達誠, BS（UC, Berkeley）; MS, PhD（UC, Davis）; 名譽訪問學人
崔武衛, 理學學士（北大）; 理學碩士（無錫輕工業）; PhD（Manit.）; 客座
副教授
梁世昌, 理學士（中大）; PhD（UC, Davis）; MASM; MAAAS; 客座副教授
陳偉傑, 理學士（中大）; PhD（Baylor Coll. of Med., USA）; JD（Col.）; 客座
副教授

高級導師
招志明,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哲學博士（港大）
〔聯合〕

導師
任君美,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逸夫〕
鍾偉祺,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Maine）; 職業健康及安全文憑（公開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崇基〕
鍾國昌,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新亞〕

研究教學人員
于為常, 理學學士（北大）; 理學碩士（中國科學院）; PhD（Missouri）; 研究
助理教授
何軍賢,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哲學博士（蘭州）; 研究助理教授〔聯合〕
黃家興,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研究助理教授〔聯合〕
張秀任, 文學學士（武漢）; MS（Auburn）; PhD（C'nell.）; 研究助理教授〔新亞〕

研究人員
Deane, Eddie Edward, BSc（Wales）; PhD（Nott.）; 高級研究員
Lindsay, Shona Elaine, BSc（Glas.）; PhD（Edin.）; 名譽博士後研究員
卜云萍, 理學學士（武漢）; 理學碩士（雲南）; 理學博士（南開）; 博士後研究員
王俊琦,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南開）;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王景雪, 農學學士（山西農業）; 理學碩士（山西）; 理學博士（中山）; 博士後
研究員
王漢潛, 理學學士（北京師大）; 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中國農業科學院）;
博士後研究員
余家燕,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博士後研究員
吳巍, 工學學士（中國藥科）; 醫學碩士（白求恩醫科）; 醫學博士（中國科學院）;
博士後研究員
李國亭, 理學士及理學碩士（鄭州）; 工學博士（中國科學院）; 訪問學人
李賢祉, 理學士（中大）; PhD（UC, Santa Cruz）; 名譽高級研究員
邵桂花, 農學學士（北京農業）;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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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佳,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中山）; 名譽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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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定陽, 農學學士（廣西農業）; 農學碩士（湖南農業）;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麥繼強, 理學士（浸會）; MA（UC, Berkeley）; PhD（Oreg.）; 名譽高級研究員
黃健 ,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黃詹秀美, 理學士（台大）; M S c（S a s k .）;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AIBMS; RegMLTechg; 副研究員
黃榮春, 理學士（台大）; MSc（Sask.）; PhD（Tor.）; 高級研究員
張文惠, 理學士（浸會）; 哲學碩士（中大）; 哲學博士（科大）; 研究員
廖佩珊,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研究統籌員
趙偉, 理學碩士（湖南師大）; 理學博士（復旦）; 訪問學人
劉文真, 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浙江）; 博士後研究員

化學系
（系主任：吳奇教授）

偉倫化學研究講座教授
麥松威, BSc, PhD（Br. Col.）; 中國科學院院士

教師
成公明, 理學士（港大）; MSc, PhD, DSc（Lond.）; DIC; CChem FRSC;
Chartered Scientist; 教授〔聯合〕
余濟美, BS（St. Martin's Coll.）; PhD（Idaho）; 教授〔聯合〕
吳奇, 理學學士（中國科技）; PhD（NY）; FAPS; 中國科學院院士; 化學講座
教授〔新亞〕
吳基培,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Phil（Oxon）; CChem FRSC; CSci;
教授〔崇基〕
李鴻基,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副教授〔聯合〕
周克勳,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Cantab）; CChem FRSC; 教授〔崇基〕
林錫樂,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新亞〕
梁永波, BSc（Kent）; MSc（Sus.）; PhD（W. Aust.）; CChem FRSC; 教授〔逸夫〕
陳文初, 理學士（中大）; PhD（Chic.）; 副教授〔崇基〕
陳建成, 理學士（港大）; PhD（Chic.）; 教授〔逸夫〕
陳德華, BSc, PhD（Warw.）; 教授〔逸夫〕
黃乃正, 理學士（中大）; PhD, DSc（Lond.）; CChem FRSC; 中國科學院院士;
開發中世界科學院院士; 化學講座教授〔新亞〕
劉志鋒, 理學學士（武漢）;理學碩士（中國科學院）;PhD（W. Ont.）;教授〔聯合〕
歐陽植勳, BSc（S. Fraser）; PhD（McM.）; 教授〔逸夫〕
鄭波, 理學學士（北大）; PhD（Duke）; 助理教授〔新亞〕
繆謙, 理學學士（中國科技）; MA, MPhil, PhD（Col.）; 助理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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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講座教授〔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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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陳長謙, BS, PhD（UC, Berkeley）;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名譽教學人員
包信和, 理學學士及理學博士（復旦）; 客座教授
田中群, 理學學士（廈門）; PhD（S'ton.）; 客座教授
張希,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吉林）; 客座教授
陳子樂, BSc（St. F.X.）; MSc（Missouri）; PhD（Tulane）; 客座教授
麻生明, 理學學士（杭州）; 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中國科學院）; 客座教授
傅賢智,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北大）; 客座教授
溫思明, BSc（Wis.-Madison）; PhD（MIT）; EurChem; CSci; CChem FRSC;
FAORC; 客座副教授
趙進才, 文學學士（內蒙古）; 理學碩士（北大）; PhD（Meisei）; 客座教授
蘇應雄, 理學士（中大）; PhD（Colorado State）; 客座副教授

特任導師
許加聰, BSc（Alta.）; PhD（Br. Col.）
〔逸夫〕

高級導師
陳永發,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Br. Col.）
〔逸夫〕
麥建華,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新亞〕

導師
張羽伸,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Iowa State）
〔聯合〕
楊力偉,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復旦）; PhD（Br. Col.）
〔崇基〕

研究教學人員
梁湛輝,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MACS; MAAAS; 研究助理教授〔崇基〕
魏濤,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研究助理教授〔新亞〕

研究人員
王江龍, 理學學士（河北）; 理學博士（中國科學院）; 博士後研究員
冷雪冰,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南開）;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沈灝,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蘭州）;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金帆, 理學學士（中國科技）;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洪良智, 理學學士（蘭州）; 理學碩士（中山）;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孫得彥, 理學學士（華中師大）; 理學博士（中國科學院）; 副研究員
陳旭東,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南開）;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葉曉東, 理學學士及理學博士（中國科技）; 博士後研究員
臧雙全,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河南）; 理學博士（南京）;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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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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澤波, 廣州中醫學院畢業; 訪問教授〔崇基〕
車鎮濤,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Ill.）; 教授〔新亞〕
林志秀, 廣州中醫學院畢業; PhD（Lond.）; PGCertHigherEd（Middlesex）;
助理教授〔崇基〕
孫外主, 畢業證書（天津第二醫學院）; 研究生證書（天津中醫學院）; 訪問
教授〔崇基〕
梁直英, 中山醫學院畢業; 醫學碩士（廣州中醫學院）; MMedSc（McM.）; 訪問
教授〔崇基〕
梁榮能, 理學士（中大）; PhD（Monash）; 中醫全科文憑及中醫研究院文憑
（菁華中醫學院）; 法律文憑（港大）; 教授
梁頌名, 北京醫科大學及北京中醫藥大學畢業; 訪問教授〔崇基〕

教師（禮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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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Med）; 副教授（禮任）
關海山,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ipMicrobiol&Biotech（Osaka & Kyoto）;
PhD（UC, Davis）; 教授（禮任）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佘靖, 首都醫科大學畢業
周榮漢, 華東藥學院畢業
孫漢董, 雲南大學畢業; PhD（Kyoto）
陳可冀, 福建醫科大學及中國醫學科學院畢業
陳重明, 浙江農業大學畢業
馮新送, 廣州中醫學院畢業
嚴世芸, 上海中醫學院畢業

名譽教學人員
李川軍,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PhD（Roch.）; FRCPC; FCAP; FRCPA;
FRCPath; FHKAM（Pathology）; FIAC; 顧問及客座教授
李捍東, 廣東中醫學院畢業; 客座助理教授
邱澤亮, 醫學學士（廣州中醫學院）; 客座副教授
金家華, 北京中醫學院畢業; 客座副教授
范家偉,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客座助理教授
張秀霞, 廣州中醫學院畢業; 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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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治忠,
陳柱林,
熊曼琪,
劉茂才,
蔡尚斌,
賴世隆,
謝秉忠,
謝國材,
譚吉林,
譚哲明,

醫學學士（廣州中醫學院）; 客座副教授
醫學學士（中山醫學院）; 廣州中醫學院畢業; 客座教授
廣州中醫學院畢業; 客座教授
廣州中醫學院畢業; 客座教授
客座教授
廣州中醫學院畢業; 客座教授
基礎醫學證書（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客座副教授
廣州中醫學院畢業; 客座教授
醫學學士（江西中醫學院）; 醫學碩士（廣州中醫學院）; 客座教授
理學士（港大）; 哲學博士（科大）; CChem MRSC; 客座助理教授

顧問
佘靖, 首都醫科大學畢業; 名譽顧問

專業顧問
刁杏芳, 廣州中醫學院畢業〔崇基〕
周克邦, 廣州中醫學院畢業〔新亞〕
符文澍, 醫學學士（北京聯合）; 醫學碩士（北京中醫藥）; 註冊中醫師〔逸夫〕
陳玉琨, 廣州中醫學院畢業〔崇基〕
溫淼祥, 廣州中醫藥大學畢業〔聯合〕
譚鴻彬, BPharm（Syd.）; 中醫證書及中醫研究證書（菁華中醫學院）;RegPharm
（NSW）; RegPharm; 註冊中醫師; 名譽專業顧問

導師
陳詩雅, 中醫學學士及理學碩士（中大）; 註冊中醫師〔新亞〕
黃仕達, 醫學學士（廣州中醫藥）
〔新亞〕
黃約愛, 醫學碩士（浙江中醫學院）; 哲學博士（中大）
〔新亞〕
趙利, 醫學學士（北京中醫學院）; 醫學碩士（中國中醫研究院）; 哲學博士
（浸大）
〔新亞〕
繆江霞, 醫學學士（南京中醫學院）; 臨 醫學碩士（廣州中醫藥）
〔新亞〕

研究教學人員
葉兆波, 理學士（中大）; 哲學博士（科大）; 研究助理教授〔聯合〕

研究人員
余滿堂, 南京大學畢業; 訪問學人
李春滿, 醫學學士（白求恩醫科）; 醫學碩士（協和醫科）;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林潔兒, BASc, MASc（RMIT）; 副研究員
陳燊鍵, BSc, BASc（Br. Col.）;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焦保衛,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西南師大）;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趙明, 理學學士（山東醫科）; 理學碩士（中國藥科）;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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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系
（系主任：劉家成教授）

教師
Hiptmair, Ralf, PhD（Augsburg）; Habilitation（Tubingen）; 訪問學人〔聯合〕
王嘉平,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華東師大）; PhD（UC, Irvine）; 教授
王曉瑋, 理學學士（武漢）; 理學碩士（北大）; PhD（Brandeis）; 助理教授〔新亞〕
辛周平, 理學學士（西北）; 理學碩士（中國科學院）; PhD（Mich.）; 蒙民偉
數學講座教授〔新亞〕
區國強, 理學士（中大）;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港大）; PhD（UC, San Diego）;
副教授〔逸夫〕
曹啟昇,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NY）; 教授〔新亞〕
梁 聰, MSc（UC, San Diego）; PhD（MIT）; 教授〔崇基〕
梁子威,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Vic.）; 副教授〔逸夫〕
陳漢夫, 理學士（中大）; MSc, PhD（NY）; 數學講座教授〔崇基〕
陸慶燊, 文學士（港大）; MA, MPhil, PhD（Col.）; 教授〔聯合〕
黃毅青,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MS, PhD（Purdue）; 訪問學人〔聯合〕
溫有 , 理學士（中大）; MSc, PhD（Stan.）; 教授〔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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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
劉家成, 理學士（中大）; PhD（Wash.）; 數學講座教授〔崇基〕
豐德軍, 工學學士（成都科技）; 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武漢）; 助理教授〔崇基〕
魏軍城, 理學學士（武漢）; PhD（Minn.）; 教授〔聯合〕

高級導師
張亮夫,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MPhil, PhD（Bonn）
〔崇基〕

導師
方穎聰, 理學士（港大）; MSc, DPhil（Oxon）
〔逸夫〕
李俊捷, 理學士（中大）; PhD（UCLA）
〔聯合〕

研究教學人員
吳恭孚, MSc, PhD, DSc（Wales）; 研究教授〔聯合〕
譚聯輝, 理學士（中大）; PhD（Stan.）; 研究教授〔逸夫〕

研究人員
陳俊清, 理學學士（北大）; 哲學博士（中國科學院）; 博士後研究員

物理系
（系主任：林海青教授）

物理學榮譽講座教授
楊振寧, 理學士（西南聯大）; PhD（Chic.）; 榮譽理學博士（中大）; 諾貝爾
物理學獎得獎人; 中國科學院院士;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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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王建方, 理學學士（中國科技）;理學碩士（北大）;PhD（Harv.）;助理教授〔崇基〕
王福俊, BA, PhD（Northwestern）; 助理教授〔聯合〕
朱明中, BSc, PhD（Caltech）; 教授〔逸夫〕
余建華, 理學士（中大）; MSc, PhD（UCLA）; 教授〔新亞〕
吳恆亮, BSc（McG.）; MSc（C'dia.）; PhD（Manit.）; MIP; CPhy; 副教授〔聯合〕
李泉, 理學學士（北大）; PhD（Northwestern）; 副教授〔逸夫〕
李榮基,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Cinc.）; 副教授〔崇基〕
肖旭東, 理學學士（中國科技）; MA, PhD（UC, Berkeley）; MAPS; 教授〔崇基〕
林海青, 理學學士（中國科技）; MS（Iowa State）; PhD（UC, San Diego）; 教授
〔新亞〕
夏克青, 理學學士（蘭州）; MSc, PhD（Pitt.）; 教授〔崇基〕
郝少康, 理學士（中大）; PhD（NY State）; 副教授〔崇基〕
梁培燈,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MS（Caltech）; 教授〔逸夫〕
許伯銘, 理學士（港大）; MS, PhD（Ohio State）; 教授〔逸夫〕
程淑姿, 理學士（港大）; 哲學碩士（中大）; PhD（Chic.）; 教授〔新亞〕
黃康權,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Northwestern）; 教授〔聯合〕
黃景揚, 理學士（中大）; PhD（Penn.）; 副教授〔聯合〕
楊綱凱, BS, PhD（Caltech）; 物理學講座教授〔聯合〕
廖國樑, 理學士（中大）; MSc, PhD（Tor.）; 教授〔新亞〕
趙朗生, BS（Miami）; ScD（MIT）; MAMS; MAGU; SMIEEE-GRSS; 教授
〔新亞〕
劉仁保, 理學學士（南京）; 理學博士（中國科學院）; 助理教授〔聯合〕
劉煥明, 理學士（中大）; PhD（Br. Col.）; 材料科學講座教授〔崇基〕
練立明,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Wash.）; 助理教授〔逸夫〕
瞿顯榮, BS（Caltech）; PhD（Harv.）; 教授〔逸夫〕
羅志光,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Roch.）; 助理教授〔逸夫〕
羅志輝, SB, PhD（MIT）; 副教授〔新亞〕

教師（禮任）
吳奇, 理學學士（中國科技）; PhD（NY）; FAPS; 中國科學院院士; 教授（禮任）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朱詩堯,
孫緯武,
陳方正,
趙忠賢,

理學碩士（山西）; 理學博士（上海交通）; FOSA; FIP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MA, PhD（Caltech）
BA（Harv.）; MA, PhD（Brandeis）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畢業; 榮譽理學博士（中大）

名譽教學人員
Gubernatis, James E., BS（Loyola Coll.）; MS, PhD（Case W. Reserve）; FAPS;
客座教授
江本一, BSc（Mt. All.）; MSc, PhD（McM.）; 客座教授
余聖麟, BS（Seattle Pacific）; MS, PhD（Wash.）; 客座教授
李炳華,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Texas）; 客座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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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利堅, BSc, MSc, PhD（City, UK）, CChem MRSC; Fellow, Inst. of Ceramics;
Fellow, Inst. of Metal Finishing; 客座教授
鄭楚明,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FRMS; FHKMS; 客座助理教授
龍振強, BS, PhD（Iowa State）; FAPS; 客座教授

高級導師
王永雄,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基督教研究碩士（信義宗
神學院）
〔崇基〕
湯兆昇,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新亞〕
鄭啟明,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崇基〕

導師
彭金滿, 理學士（港大）;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逸夫〕

研究教學人員
王立剛,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浙江）; 哲學博士（浸大）; 研究助理教授
〔逸夫〕
周生啟, 理學學士（蘭州）;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研究助理教授〔聯合〕
黃家偉,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研究助理教授〔崇基〕
溫子佳,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研究助理教授〔逸夫〕
顧世建,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浙江）; 研究助理教授〔新亞〕

研究人員
Liu, Zhenxing, 理學學士（中國科技）; 副研究員
江智淵, 理學學士（北大）; 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廈門）; 副研究員
宋宏偉, 理學學士（吉林）; 理學博士（中國科學院）; 副研究員
李嘉, 工學學士（山東建築材料工業學院）; 工學碩士（南京化工）; 工學博士
（山東）; 副研究員
周苑,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南京）; 博士後研究員
林超英, 理學士及特級理學士（港大）; MSc（Lond.）; DIC; 名譽副研究員
徐海陽,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東北師範）; 理學博士（中國科學院）; 博士後
研究員
高云,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北京師大）;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高雷,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蘇州）; 副研究員
郗 東, 理學學士（西北）;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張志華,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遼寧師大）; 理學博士（中國科學院）;副研究員
張擷秋, 文學學士（南京）; 理學碩士（北大）; 哲學博士（科大）; 副研究員
曹俊鵬,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西北）; 訪問學人
莫少華,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副研究員
郭昊, 工學學士（北大）; 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黃吉平,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蘇州）; 哲學博士（中大）; 訪問學人
楊志,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蘭州）; 博士後研究員
葉超, 畢業文憑（復旦）; 副研究員
雷軍, 理學學士及理學博士（上海交通）; 副研究員
潘海濤,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名譽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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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大昉,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華南師大）; 理學博士（復旦）; 副研究員
鄭直, 理學學士（華中師大）; 理學碩士（清華）;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盧庭碩,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龔靜鳴, 理學學士（Anqing Normal）; 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中國科技）;
副研究員
鄺豐鑾,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哲學博士（城大）; 副研究員
葉崇達,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副研究員（禮任）

電算師
陳茂威, 理學士（中大）

古文物科學測試中心
主任
郝少康, 理學士（中大）; PhD（NY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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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學系
（系主任：陳毅

教授）

教師
王海嬰, 理學士（浸大）;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科大）; 助理教授〔崇基〕
宋心遠, 理學學士（湘潭）;理學碩士（中山）;哲學博士（中大）;助理教授〔崇基〕
李俊文, BAppSc, BSc（Technol. Syd.）; PhD（Macq.）; SMIEEE; 教授〔聯合〕
李劍鏗,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MSc, PhD（Chic.）; 教授〔新亞〕
李錫欽, 理學士（中大）; MA, MS, PhD（UCLA）; FASA; 統計學講座教授〔新亞〕
林忠偉, BSc（Imperial Coll. of Sc. Tech. & Med., UK）; PhD（Stan.）; 訪問
學人〔新亞〕
胡家浩, 理學士（中大）; MSc（Dal.）; PhD（Alta.）; 副教授〔聯合〕
張紹洪, BA（C'dia.）; MA, MS（Georgia）; PhD（Temple）; 教授〔崇基〕
梁志英, 理學士（中大）; MSc, PhD（Tor.）; 副教授〔崇基〕
梁沛霖, 理學士（中大）; MA, PhD（Mich.）; 副教授〔崇基〕
陳炳城, BSc, MSc, PhD（McM.）; 副教授〔聯合〕
陳毅 , 理學士（中大）; PhD（Maryland-Coll. Park）; FIMS; FASA; 統計學
講座教授〔聯合〕
彭亮, 理學學士（浙江）; 理學碩士（北大）; PhD（Erasmus Univ. Rotterdam）;
MIMS; 訪問學人〔新亞〕
黃寶誠,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Stan.）; 助理教授〔聯合〕
潘偉賢,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UCLA）; 教授〔崇基〕
顧鳴高, 理學學士（復旦）; MA, MPhil, PhD（Col.）; 教授〔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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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禮任）
徐仲 , BSc, MSc（Manit.）; PhD（Pitt.）; 教授（禮任）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Hall, Peter Gavin, BSc（Syd.）; MSc（ANU）; DPhil（Oxon）; Docteur Honoris
Causa（Univ. Catholique de Louvain）; FIMS; FAAS; FASA; FRS

名譽教學人員
王永雄, BA（UC, Berkeley）; MS, MS, PhD（Wis.-Madison）; FIMS; FASA;
客座教授
何 永 , S B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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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
CertMgtStud（Henley Mgt. Coll., UK）; CertChinaSt（清華）; 客座教授
范劍青, 理學學士（復旦）; 文學碩士（中國科學院）; PhD（UC, Berkeley）;
MISI; FIMS; FASA; 客座教授

導師
何國華, 工商管理學士、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科大）
〔新亞〕

研究人員
王海斌, 理學學士（信陽師範）; 理學碩士及工學博士（東南）; 博士後研究員
張榮茂,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福建師大）; 理學博士（浙江）;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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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及營養科學課程
名譽教學人員
陳君石, 北京醫學院及中國醫學科學院畢業; Hon PhD（Lond. Met.）; 客座
教授
程義勇, 理學學士（第三軍醫）; 理學碩士（軍事醫學科學院）; 客座教授

導師
李沛慧, 理學士（港大）; 心理學學士後研究文憑（中大）; PGDipDiet（Ulster/
港大）; RegDiet〔聯合〕

研究人員
覃詠恩,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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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技術學課程
導師
黃志新,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逸夫〕

新穎功能分子研究中心
主任
周克勳,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Cantab）; CChem FRSC

研究教學人員
何振宇,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研究助理教授〔崇基〕
梁湛輝,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MACS; MAAAS〔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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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
院長
李少南,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Mich.）

副院長
馬麗莊, 社會科學學士、社會科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AAMFT Approved
Supervisor（學生事務）
張俊森, 理學學士（浙江）; MA, PhD（McM.）
（研究）
趙永佳,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MA, PhD（Prin.）
（教育）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蔣正華, 西安交通大學畢業; Grad（Bombay Intnl. Inst. of Demography,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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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
黃雪蘭, 文學士（城大）; 文科碩士（港大）

建築學系
（系主任：何培斌教授）

教師
Bertin, Vito Daniel, DiplArchETH（Swiss Federal Inst. of Tech.）; 副教授〔逸夫〕
Homsi, Eymen, BSc（S. Colorado）; BS（Arch）, MArch（Ohio State）; 助理
教授〔新亞〕
Markov, Ivan, BSc, MScArch（Belgrade）; MS, PhD（C'nell.）; Licensed Structural
Engineer, Serbia & Montenegro; 副教授〔聯合〕
Tieben, Hendrik, DipArch（Tech. Univ. Braunschweig, Germany）; MArch,
DrSc（ETH Zurich）; 助理教授〔新亞〕
朱競翔, 工學學士、工學碩士及工學博士（東南）; 助理教授〔聯合〕
何培斌, MA, DipArch（Edin.）; PhD（Lond.）; MRIBA; MSAH; 教授〔新亞〕
吳恩融, BA（Nott.）; BArch（Manc.）; PhD（Cantab）; MBA（Warw.）; RegArch
（UK）; RegArch（HK）; HKIA; RIBA; IESNA; MSLL; FRSA; 教授〔逸夫〕
李士橋, 工學學士（清華）; GradDip（AA Sch. of Arch., Lond.）; PhD（Lond.）;
副教授〔崇基〕
李以康, LHus（McG.）; AB, MArch（Harv.）; 副教授〔崇基〕
周志偉, BASc（Br. Col.）; BEDS（Tech. UNS）; MArch（Dalh.）; 助理教授〔逸夫〕
林雲峰, 文學士（建築）、建築學士及城市規劃理科碩士（港大）; RIBA; RAIA;
RegArch（HK）; A.P.（Architect）; FHKIA; 教授〔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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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佩玲, BArch（Sing.）; MSc, MCP（MIT）; 副教授〔聯合〕
鄒經宇, 工學士（文化, 台灣）; MArch, DArch（Mich.）; 教授〔逸夫〕
廖維武, BSc（City, UK）; AADipl（The Arch. Assn., UK）; RIBA; RegArch
（UK）; 副教授〔聯合〕
鄭炳鴻, 文學士（建築）及建築學士（港大）; MSc（ArchStud）
（MIT）; HKIA;
RegArch（HK）; RIBA; 副教授〔新亞〕
鍾宏亮, BA（Arch）, DipArch, MA, MPhil（Cantab）; RegArch（UK）; 助理教授
〔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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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Cole, Raymond John, BSc（City, UK）; PhD（Wales, UK）
Givoni, Baruch, BSc（Israel Inst. of Tech.）; MSc（Pitt.）; PhD（Jerusalem）
Hawkes, Dean Ullathorne, MA, PhD（Cantab）; RegArch; ARIBA; FRSA
Tregenza, Peter Roy, BArch（Durh.）; MBdgSc（Syd.）; PhD（Nott.）; RegArch;
RIBA; CEng; MCIBSE
Vale, Brenda, MA, DipArch（Cantab）; PhD（Sh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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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光燾, 工學碩士（同濟）
林棋波, BA（Arch）, BArch（Nott.）; PhD（Carnegie Mellon）; RegArch（UK）;
Chartered, RIBA
陳丙驊, BA, MArch（Harv.）; DipArch（Cantab）; CArch（UK）; RegArch
（USA）; RegArch（HK）; A.P.（List 1）; NCARB; AIA; RIBA; HKIA; MCSD

名譽教學人員
陳炳祥, BEng, MEngSc（NSW）; FIEAust; FHKIE; MAIRACH; MCASANZ;
MIAcoustics; RegProfEng; RegElectWkr; CProfEng（Aust.）; CEng; MIFE;
客座教授

專業顧問
Bolchover, Joshua Paul, MA（Cantab）; GradDipArch（Lond.）
〔新亞〕
Lonnman, Bruce Eric, BS, MCE, MArch（C'nell.）; BArch（Syr.）; RegArch
（Ohio）
〔聯合〕
Lorenz, Esther, DipArch（Tech. Univ., Austria）; LicArch（Austria）
〔逸夫〕
奧田真也, BEng, MEng（Kyoto Inst. of Tech.）; First Class Certified Architect
（Japan）; RegArch（Netherlands）
〔崇基〕

研究教學人員
Baniassad, Essy, BArch（Ill.）; MA, PhD（Manc.）; Hon FAIA; 建築學研究
講座教授〔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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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王雲豪, BA（Calif. State）; 理科碩士（城市規劃）
（港大）;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中大）; 副研究員
何心怡, 社會科學學士及建築學碩士（中大）; 文化遺產管理深造文憑（港大
專業進修學院）; HKIA; RegArch（HK）; 副研究員
張嵩, 建築學學士及建築學碩士（東南）; 訪問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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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
李多哲, 理學學士及經濟學碩士（復旦）; PhD（Boston）; 助理教授〔新亞〕
李宏彬, 經濟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北京農業）; PhD（Stan.）; 教授〔聯合〕
吳嘉豪, BComm, MA, PhD（Tor.）; 助理教授〔崇基〕
杜巨瀾, 經濟學學士及經濟學碩士（復旦）; PhD（Harv.）; 助理教授〔新亞〕
周文林, 文學士（輔仁）; MS, PhD（Ill.）; 教授〔新亞〕
孟慶來, 理學學士及文學碩士（武漢）; MA, PhD（NY）; 副教授〔聯合〕
姚丰, 經濟學學士（中國人民）; PhD（Oregon State）; Member, Econometric
Society; 助理教授〔逸夫〕
施康, 經濟學學士（浙江）; MA, PhD（Br. Col.）; 助理教授〔逸夫〕
崔啟源, BA, MA, PhD（Tor.）; 教授〔崇基〕
張俊森, 理學學士（浙江）; MA, PhD（McM.）; 經濟學講座教授〔崇基〕
張駿, 經濟學學士（復旦）; PhD（Vanderbilt）; 助理教授〔聯合〕
莊太量,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 PhD（Roch.）; 副教授〔新亞〕
黃錦就,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Minn.）; 副教授〔聯合〕
葉創基,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 MA, PhD（Penn. State）; 教授〔逸夫〕
廖柏偉, SBS; JP; AB（Prin.）; MA, MA（Ed）, PhD（Stan.）; 經濟學講座教授
〔聯合〕
楊濤, BA（UCLA）; PhD（Chic.）; MAEA; MCES; MPAA; 教授〔逸夫〕
趙志鉅, 商學士（政大）; 文科碩士（台大）; PhD（S. Ill.）; 教授〔崇基〕
劉遵義, BS（Stan.）; MA, PhD（UC, Berkeley）;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科大）;
HonDoc（Soka）; Hon LLD（Waseda）; Fellow, Econometric Society; 台北中
央研究院院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院士; 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藍饒富
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
關焯照, BA, MA, PhD（C'dia.）; 副教授〔新亞〕
鄺啟新,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PhD（Br. Col.）; 副教授〔逸夫〕

高級導師
容楚穎, BA（Wash.）; MA（UC, Santa Barbara）; 哲學博士（中大）
〔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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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胡偉潮,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Sc（Lond.）; PhD（Monash）
〔聯合〕
殷偉憲,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哲學博士（港大）
〔崇基〕
高君慧, BA（W. Ont.）; 教育文憑（港大）; 理學碩士（城大）; MA（York, Canada）;
PhD（McG.）
〔新亞〕
梁玉珍, BSocSc（Birm.）; MPhil（Cantab）
〔逸夫〕
鍾子毅,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Sc（Lond.）; MA, MBus, PhD（Indiana）
〔逸夫〕

研究人員
何濼生,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MA, PhD（Tor.）; 名譽研究員
葛玉好, 經濟學學士（寧波）; 經濟學碩士（山東）; 經濟學博士（北大）; 博士後
研究員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
（系主任：馮通教授）

教師
Delang, Claudio Oskar, BA（Portsmouth）; MSc（Warw.）; PhD（NU Singapore）;
MTES; MAERE; MISEE; MAAG; 助理教授〔逸夫〕
English, Alexander Francis, BA（La Trobe）; PhD（Melb.）; MACF; MASA;
MPACE; MIAG; Member, UK-CARE; 助理教授〔崇基〕
Marafa, Lawal Mohammed, MSc（Moscow Agri. Acad.）; PGDip（Cran. T.I.）;
哲學博士（中大）; 副教授〔崇基〕
伍世良,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W. Ont.）; 副教授〔逸夫〕
沈建法,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華東師大）; PhD（Lond.）; FRGS; 教授〔聯合〕
林健枝, SBS; JP;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NE）; Hon FCIWEM;
教授〔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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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
張力,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中山）; MSc（Lond.）; PhD（Wash.）; 助理教授
〔逸夫〕
梁怡,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 MS, PhD（Colorado）;地理學講座教授〔崇基〕
陳永勤,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中山）; PhD（Georgia）; 副教授〔崇基〕
馮通,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Wat.）; 教授〔崇基〕
黃波, 工學學士（武漢測繪科技）; MSc（ITC, Netherlands）; 理學博士（中國
科學院）; 副教授〔逸夫〕
鄒桂昌,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ANU）; 副教授〔聯合〕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汪集暘, 北京地質學院畢業; PhD（Moscow Geol. Prosp. Inst.）; 中國科學院
院士; 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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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教學人員
Heikkila, Eric J, BA（Lakehead）; MA（Dal.）; PhD（Br. Col.）; 名譽訪問學人
馮志強,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MTCP（Syd.）; 客座教授

專業顧問
李慧瑩, 社會科學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理科碩士（城市規劃）
（港大）; MRTPI; MHKIP; Registered Professional Planner〔聯合〕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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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逸夫〕

研究人員
王桂新,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華東師大）; 副研究員
米據生,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河北師大）; 理學博士（西安交通）; 副研究員
吳波, 工學學士（華東工學院）; 工學碩士（中國地質）; 工學博士（武漢）;
博士後研究員
吳偉志, 理學學士（浙江師大）; 理學碩士（華東師大）; 理學博士（西安交通）;
副研究員
李紅旮, 工學學士（武漢測繪科技）; 農學碩士（西南林學院）; 理學博士（中國
科學院）; 副研究員
馬勁松,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南京）; 副研究員
趙銀娣, 工學學士、工學碩士及工學博士（武漢）; 副研究員

政治與行政學系
（署理系主任：Prof. Preston, Peter Wallace）

教師
Davis, Michael Curtis, BA（Ohio State）; JD（UC, Hastings Coll. of the Law）;
LLM（Yale）; 教授〔聯合〕
Preston, Peter Wallace, BA, PhD（Leeds）; 教授〔新亞〕
王紹光, 法學學士（北大）; MA, PhD（C'nell.）; 政治與行政學講座教授〔新亞〕
吳啟漢,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York, UK）; PhD（Sheff.）; 助理教授〔聯合〕
吳逢時, 法學學士（北大）; PhD（Maryland）; 助理教授〔聯合〕
李連江, 哲學學士及哲學碩士（南開）; MA, PhD（Ohio State）; 教授〔新亞〕
周保松, 文學士（中大）; MA（York, UK）; PhD（Lond.）; 助理教授〔崇基〕
馬樹人, BA（Essex）; MA（McM.）; MA, PhD（Tor.）; 副教授〔新亞〕
馬嶽,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UCLA）; 副教授〔聯合〕
曹景鈞, 文學士（中大）; BA（UC, Santa Cruz）; MA, PhD（Chic.）; 副教授〔逸夫〕
黃偉豪,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PA, PhD（Syr.）; 副教授〔崇基〕
詹晶, 文學學士（中國外交學院）; MA, PhD（UCLA）; MAPSA; 助理教授〔逸夫〕

高級導師
蔡子強, 工商管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逸夫〕

導師
李家翹, 社會科學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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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與傳播學院
（院長：蘇鑰機教授）

教師
Kenny, James Francis, BA（Montclair State Coll.）; MS, PhD（Syr.）; 副教授
〔逸夫〕
Tierney, Sean Michael, BA（Rhode Island）; MA, PhD（Howard）; 助理教授
〔新亞〕
Witteborn, Saskia, MA（Mannheim, Germany）; PhD（Wash.）; 助理教授〔聯合〕
朱順慈,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Sus.）; 哲學博士（港大）; 助理教授
利嘉敏, BA, MA（W. Ont.）; 哲學博士（浸大）; 副教授〔聯合〕
李少南,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Mich.）; 教授〔逸夫〕
邱林川, 文學學士（武漢水利電力）; 法學學士（北大）; 哲學碩士（中大）; PhD
（S. Calif.）; 助理教授〔崇基〕
馬傑偉, BTh（Baptist Theol. Sem.）; BSc（Indiana State）; 哲學碩士（中大）;
PhD（Lond.）; 副教授〔崇基〕
梁永熾, BA, BS, MA, PhD（Texas）; 副教授〔新亞〕
梁偉賢, 文憑（浸會）; MA, PhD（Minn.）; 教授〔新亞〕
陳文, BS, PhD（Minn.）; 哲學碩士（中大）; 教授〔逸夫〕
馮應謙,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 PhD（Minn.）; 副教授〔聯合〕
黃懿慧, 文學士（輔仁）; MS, PhD（MaryLand）; 教授
蕭鑾韻,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Minn.）; 助理教授〔崇基〕
賴俊卿, BA（Houston）; MA, MA（Dallas Theol. Sem.）; PhD（N. Carolina）;
助理教授〔崇基〕
蘇鑰機,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Penn.）; 副教授〔新亞〕

名譽教學人員
何鳳君, BA, MEd（Hawaii）; 客座助理教授
袁 詩, 商業管理文憑（浸會）; MBA（W. Ill.）; 客座助理教授
陳景祥, 文學士、教育文憑及哲學碩士（中大）; CertMediaMgt（Poynter Inst.,
USA）; 客座助理教授

導師
胡梁麗娟, 文學士（港大）;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逸夫〕
張劍虹,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新亞〕
陳貝 ,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Tufts）
〔聯合〕
陳惜姿, 文學士及新聞學碩士（港大）
〔聯合〕
蕭諭禧, 社會科學文憑（嶺南）; MA（Essex）
〔新亞〕

副主任
陳寶琳,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公共行政學碩士（港大）

傳播研究中心
主任
梁永熾, BA, BS, MA, PhD（Texas）
教學部門 • 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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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系
（系主任：張妙清教授）

教師
Hamilton, Viola Lee, BA（Coll. of William & Mary）; PhD（Harv.）; 訪問學人
〔新亞〕
McBride, Catherine Alexandra, BA（Oberlin Coll.）; MA, PhD（S. Calif.）;
FAmPsyS; 教授〔新亞〕
王茜, 理學學士及教育學碩士（北大）; MA, MS, PhD（Ill.）; MAPA; 助理教授
〔聯合〕
區永東, BSc（Wis.-Madison）; MA, PhD（Ill.）; 副教授〔逸夫〕
張妙清, OBE; JP; BA（UC, Berkeley）; PhD（Minn.）; 心理學講座教授〔崇基〕
張學新,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中國科技）; MA, PhD（Prin.）; 助理教授〔新亞〕
張謙,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 PhD（Kansas）; 副教授〔逸夫〕
梁永亮, 社會科學學士及社會科學碩士（港大）; PhD（Sheff.）; 教授〔崇基〕
梁耀堅, BA, MA, PhD（C'dia.）; 副教授〔逸夫〕
蔡荔生,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MA, PhD（Hawaii）; FAPA; 訪問教授〔逸夫〕
陳鈞承, 理學士（中大）; MA, PhD（Ill.）; 副教授〔聯合〕
陳瑞燕, AB, MSW, AM（Mich.）; PhD（UC, San Diego）; 教授〔聯合〕
陳衛,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社會科學碩士（港大）; MA, PhD（UCLA）;
副教授〔聯合〕
陳烜之, 文學士（輔仁）; MA（Calif. State Coll.）; PhD（Kansas）; 心理學講座
教授〔崇基〕
麥穎思, BA（UCLA）; MA, PhD（UC, Santa Barbara）; 助理教授〔崇基〕
曹曾烈, BA（Ewha Women's, Seoul）; MA（Seoul Natnl.）; MA（Oregon）; PhD
（Louisiana State）; 訪問學人〔新亞〕
馮海嵐, BS（Wash.）; MA, PhD（Stan.）; 副教授〔聯合〕
黃力強,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浙江）; PhD（UC, San Diego）; 助理教授〔新亞〕
黃振能,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Vanderbilt）; MVSS; 助理
教授〔崇基〕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杜祖貽, BBS; MA（Wash.）; PhD（S. Ill.）

名譽教學人員
胡文詩, 社會科學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客座助理教授
梁莊麗雅, 文學士、社會科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RegClinPsy; CPsy;
客座助理教授
曾慶培, BA, MS, PhD（N. Texas）; 客座助理教授
黃熾榮, 文學士（港大）; MPhil（Lond.）; PsychD（Sur.）; MAPS; AFBPsS;
FHKPS; RegPsy（S. Aust.）; RegClinPsy; CClinPsy; 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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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顧問
Carey, Timothy Patrick, BA（Oreg.）; MPhil（Trinity Coll.）; MPhil, PhD
（S. Flor.）; MHKPS〔逸夫〕
黃美庭,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MHKPS（DCP）; RegClinPsy;
Certified Practitioner; Certified Hypnotherapist〔聯合〕

導師
張宇樂, 文學士（浸大）; 心理學學士後文憑、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新亞〕
談儉邦, 社會科學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新亞〕

研究教學人員
Bond, Michael Harris, BA（Tor.）; PhD（Stan.）; FHKPS; HonFIACCP; 心理學
研究講座教授〔崇基〕

研究人員
范為橋, 理學學士（山西師大）; 教育學碩士（西北師大）; 哲學博士（港大）;
博士後研究員

社會工作學系
（系主任：鄧廣良教授）

教師
王卓祺, 社會科學學士及社會工作學碩士（港大）; PhD（Sheff.）; 教授〔新亞〕
石丹理, BBS; JP;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教授〔新亞〕
李翊駿, BSc（Ill. State）; MSW, PhD（Ill.）; 副教授〔逸夫〕
林孟秋,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SW（Minn.）; PhD（S. Calif.）; 教授〔崇基〕
林靜雯,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SW（McG.）; PhD（W. Laur.）; 註冊社會
工作者; 助理教授〔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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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基〕
馬麗莊, 社會科學學士、社會科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AAMFT Approved
Supervisor; 教授〔逸夫〕
莫邦豪,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SW（Hawaii）; PhD（S. Calif.）; 教授〔崇基〕
黃洪,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 PhD（Warw.）; 註冊社會工作者; 助理教授
〔逸夫〕
劉玉 , 社會科學學士、社會工作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註冊社會工作者;
助理教授〔聯合〕
樓瑋群, 教育學士及教育碩士（華東師大）; 哲學博士及社會工作學碩士
（港大）; 註冊社會工作者; 助理教授〔新亞〕
鄧廣良, 社會科學學士及社會工作學碩士（港大）; MSc, LLB（Lond.）; LLM
（Cantab）; PhD（UC, Berkeley）; Barrister-at-law, Eng & Wales, Hong Kong;
RSW（Canada）; 社會工作學講座教授〔聯合〕
魏雁濱,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社會工作學碩士（港大）; 法學學士（北大）;
PhD（Sheff.）; 教授〔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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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兆愷, 法學士及法學研究生證書（港大）; Permanent Judge, Court of Final
Appeal; 客座教授

專業顧問
區初輝,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社會科學碩士（港大）; PhD（UCLA）
〔崇基〕
梁玉珍, 社會工作學士（港大）; MSW（McG.）; 註冊社會工作者〔新亞〕
梁玉麒,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社會工作學碩士（港大）; 註冊社會工作者;
Accredited Family Mediator〔新亞〕
黃美菁, 社會工作學士（港大）; PGCertChildProtStud（Northumbria）;
PGDipChrisStud（Regent Coll., Canada）; 文學碩士（中大）; 註冊社會
工作者〔崇基〕
溫淑芬, 社會工作學士（港大）; 社會工作學士後文憑及哲學碩士（中大）;
註冊社會工作者〔聯合〕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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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
社會工作者〔聯合〕
周秀芳,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社會科學碩士（港大）; 註冊社會工作者〔新亞〕
卓麗茵, 社會工作文憑及社會工作學士（理大）; 教育碩士（浸大）; 註冊社會
工作者〔新亞〕
林景怡,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理學碩士（理大）; 註冊社會工作者〔新亞〕
高倩婷, 社會工作學士（城大）; 文學碩士（中大）; 註冊社會工作者〔新亞〕
梁芷芳,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MA（York, UK）; 哲學博士（中大）; 註冊社會
工作者〔聯合〕
陳宏燕,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社會科學碩士（中大）
〔新亞〕
黃翠珊,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註冊社會工作者〔新亞〕
趙子卓, 工程學士（理大）; 理學碩士及社會科學碩士（中大）; 學位教師教育
文憑（香港教育學院）
〔新亞〕
盧吳美娟,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社會科學碩士（港大）; 註冊社會工作者
〔聯合〕

研究教學人員
施維恩, BSc, MSc, PhD（Tor.）; MA（Adler Sch. of Prof. Psy.）; MOACCPP;
MOAAPT; 研究助理教授〔崇基〕
孫翠芬,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研究助理教授〔新亞〕
高淑芬, 社會學文憑及文學士（浸會）; MSc（Stir.）; 哲學博士（中大）; 研究
助理教授〔逸夫〕

研究人員
馮可立, 社會科學學士及社會工作學碩士（港大）; 哲學博士（城大）; 名譽
副研究員

388

第八部 • 教職員名錄

第
八
部

社會學系
（系主任：李沛良教授）

教師
Kim, Doo Hwan, BA, MA（Korea）; PhD（Chic.）; 助理教授〔聯合〕
Spires, Anthony Jerome, AB（Occidental Coll.）; MA, MA, MPhil, PhD（Yale）;
助理教授〔逸夫〕
丁國輝,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N. Carolina）; 教授〔崇基〕
王淑英, BEd（Liv.）; DipEd（Lond.）; MA, MA, PhD（Stan.）; 副教授〔聯合〕
同鈺瑩, 文學學士及文學碩士（中國人民）;MA（N. Carolina）; 助理教授〔聯合〕
呂大樂,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MPhil, DPhil（Oxon）; 教授〔逸夫〕
李沛良, OBE; JP;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PhD（Pitt.）; 社會學講座教授〔崇基〕
金蕾, 文學學士（南京）; MA, MS, PhD（Chic.）; 助理教授〔崇基〕
張越華,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McM.）; PhD（Tor.）; 教授〔崇基〕
敖丹, 法學學士（北大）; MA, PhD（Duke）; 助理教授〔新亞〕
陳海文,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哲學碩士（中大）; MScPl, PhD（Tor.）; 副教授
〔新亞〕
陳健民,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 MPhil, PhD（Yale）; 副教授〔逸夫〕
陶林, 法學學士（北大）; MA, PhD（Harv.）; 助理教授〔聯合〕
趙永佳,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MA, PhD（Prin.）; 教授〔逸夫〕
蔡玉萍,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Warw.）; MSc, DPhil（Oxon）; 助理教授
〔新亞〕
鄭慧婷, 社會科學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助理教授〔聯合〕
鍾華, 法學學士（北大）; MA（Akron）; PhD（Penn. State）; 助理教授〔新亞〕

導師
林杰,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Sc（Lond.）; 園境建築碩士（港大）
〔逸夫〕
梁懿剛,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逸夫〕
劉紹麟,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逸夫〕

性別研究課程
導師
梁碧琪,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MA（Lond.）
〔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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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
主任及李福善法律學講座教授
McConville, Mike, LLB（Lond.）; PhD（Nott.）
〔逸夫〕

副主任
凌兵, 法學學士（北大）; LLM（Mich.）; Dip（The Hague Acad. of Int. Law,
The Netherlands）;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資格

法律學榮譽講座教授
Williams, Sir David G.T., QC; DL; MA, LLB（Cantab）; LLM（Calif.）; Hon
LLD; Hon DLitt; Emeritus Vice-Chancellor and Emeritus 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Woolf, Lord of Barnes, LLB（Lond.）; Hon LLD（Buckingham, Brist., Lond.,
Anglia PU, Manc. Met., Hull, Cran., Richmond, Cantab, Exe., Birm., Wolv.）;
Hon FBA; Hon Fellow,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香港終審法院法官;
President of the Court of the Financial Centre, Qatar
楊鐵樑, GBM; Order of Chivalry, SPMB of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JP;
LLB（Lond.）; 榮譽法學博士（中大）; 榮譽文學博士（港大）; 榮譽法學博士
（理工）; Called to the Bar at Gray's Inn; FCIArb

教師
Baker, Dennis, LLB, GradDipLegalPract（W. Syd.）; MPhil, PhD（Cantab）;
Barrister and Solicitor, 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助理教授
Ellis, Christopher Andrew, LLB（Lond.）; LLM（Cantab）; Called to the Bar at
Gray's Inn; Qualified Barrister, Eng & Wales; 訪問學人
Gaylord, Mark Stratton, BS（C. Mich.）; MA（Wayne State）; PhD（Missouri）;
MASA; MASC; 訪問學人〔崇基〕
Hall, Stephen John, LLB（Qld.）; LLM（Technol. Syd.）; DPhil（Oxon）; Admitted
as Barrister in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and Solicitor in Supreme of NSW;
教授〔崇基〕
Jhaveri, Swati Suryakant, BA Law, BCL（Dist.）
（Oxon）; 法律專業證書（港大）;
Solicitor, High Court of Hong Kong（non-practising）; Solicitor, Eng & Wales
（non-practising）; ACIArb; MCIArb; 助理教授〔逸夫〕
Kelly, Elsa Mary Anne, LLB（Wales）; Solicitor, High Court of Hong Kong;
Solicitor, Supreme Court of Eng & Wales（not currently in practice）; 副教授
〔新亞〕
Le Brun, Marlene Jean, BA（Manc.）; JD（Conn.）; MEd（Tas.）; LLM（Adel.）;
Attorney at Law, State of Connecticut; Attorney, Federal Bars; 教授〔逸夫〕
Lower, Michael Lewis Paul, LLB, MPhil（Manc.）; Solicitor of the Supreme
Court; Member, 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副教授〔崇基〕
Mercurio, Bryan Christopher, BA（Ohio Wesleyan）; JD（Case W. Reserve）;
LLM（NSW）; Attorney at Law, State Bar of California;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Bar;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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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itaratne, Dinusha Nihara, BA（Oxon）; LLM（Yale）; Attorney, Bar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助理教授〔逸夫〕
Pendleton, Michael Derek, LLB, Dip.Juris（Syd.）; LLM（Lond.）; Solicitor &
Barrister, Supreme Court of Western Australia &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Solicitor, Supreme Court of NSW, Eng & Wales, Hong Kong; Arbitrator,
Mediator & Domain Name Panelist,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Geneva; 教授〔崇基〕
Ramsden, Michael, DipSoc&PolSc（Oxon）; LLB（Lond.）; LLM（UC, Berkeley）;
Barrister-at-Law, Lincoln's Inn; 助理教授
Scully-Hill, Anne, LLB, LLM（Lond.）; 副教授〔新亞〕
Wolff, Lutz-Christian, Erste/Zweite Juristische Staatspruefung, Dr.iur., Dr.iur.
habil.（Passau）; Solicitor, Eng & Wales; Rechtsanwalt（Germany）; 教授〔聯合〕
王江雨, 法學學士（中國政法）; 法學碩士（北大）; LLM, SJD（Penn.）; MJuris
（Oxon）; 副教授〔聯合〕
艾華, Erste/Zweite Juristische Staatsprüfung（Heidelberg/Baden-Württemberg）;
Rechstanwaeltin（Germany）; LLM, PhD（Lond.）; 助理教授〔逸夫〕
於興中, 文學學士（蘭州）; LLM, SJD（Harv.）; 副教授〔新亞〕
凌兵, 法學學士（北大）; LLM（Mich.）; Dip（The Hague Acad. of Int. Law,
The Netherlands）;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資格; 教授〔新亞〕
崔永康, 社會工作學士（港大）; MPhil, PhD（Cantab）; 註冊社會工作者;
副教授〔崇基〕
習超, 法學學士（中山）; LLM, PhD（Lond.）; 助理教授〔聯合〕
趙宇紅, 文學學士及法學學士（北大）; MSL（Vermont Law Sch., USA）;
哲學博士（城大）; 助理教授〔聯合〕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Martin, Robyn Marie, BA, LLB, MURP（Adel.）
Redmond, Paul Murray, BA, LLM（Syd.）

名譽教學人員
Choongh, Satnam Singh, LLB（Warw.）; DPhil（Oxon）; FinalPractCert for the
Bar of Eng & Wales; Qualified Lawyers Transfer Exam; 客座教授

專業顧問
Barrington, Louise Irene, BA（York, Canada）; LLB（Tor.）; LLM（Paris II）;
Barrister & Solicitor, Ontario; Licensed Attorney, New York; FCIArb;
Solicitor, Eng & Wales; Accredited Mediator〔新亞〕
Carver, Anne Rosamunde, BA, MA（Cantab）; Solicitor, 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 of Eng & Wales; Attorney, High Court of Lesotho; Attorney,
High Court of Botswana; Solicitor, Supreme Court of Hong Kong〔聯合〕
Grady, Terence Michael, BA（Lond.）; Solicitor, Eng & Wales; Solicitor,
Hong Kong〔逸夫〕
Rhodes, Peter Frederick, LLB（Auck.）; LLM（Alta.）; LLM（Harv.）; Barrister
& Solicitor, High Court of New Zealand; Barrister & Solicitor, Saskatchewan,
Canada〔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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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學峰, 法律學學士及法律學深造證書（城大）; 法學碩士（港大）; Solicitor,
High Court of Hong Kong; Solicitor, Supreme Court of Eng & Wales〔逸夫〕
霍陸美珍, BA（Law）（Kent）; Solicitor, Eng & Wales; Solicitor, Hong Kong
〔崇基〕
羅德慧, 法律學士、法律專業證書及中醫全科學士（港大）; 法學學士（北大）;
法學碩士（城大）; Solicitor, Supreme Court of Hong Kong; Solicitor,
Supreme Court of Eng & Wales; 香港註冊中醫師〔崇基〕

籌劃處處長
英龍彩珠, 文學碩士及法學碩士（城大）; MIL; MIHRM

院務處主任
黃演行, 文學士（理工）; MBA（Henley Mgt. Coll., UK）; LLB（Lond.）; Certified
Risk Planner

院務處副主任
黃裕萍, 理學士（港大）; 管理學理學碩士（理大）; 專業會計學深造證書
（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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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通識教育部
大學通識教育主任
張燦輝,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r.phil.（Freib.）

副主任
梁美儀, 文學士（中大）; CertFrenchLang（Paris III）; MHist, DipAdvStud,
Docteur-en-Histoire（Paris I）
陳守仁, 文學士（中大）; MA, PhD（Pitt.）

訪問教授
陳天機, ScB（Brown）; MA, PhD（Duke）; FIEEE; MACM; FHK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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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袖培育組
領袖培育課程主任
張燦輝,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r.phil.（Freib.）

單元策劃主任
司徒阮明瑄, BBS; BA, BEd（Dal.）; MA（Alta.）
（領導才能—2007年度）
吳永祥,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MSc（Hull）; Chartered
Occupational Psychologist（領導才能—2006年度）
曹景鈞, 文學士（中大）; BA（UC, Santa Cruz）; MA, PhD（Chic.）
（公民
教育）
梁美儀, 文學士（中大）; CertFrenchLang（Paris III）; Mttist, DipAdvStud,
Docteur-en-Histoire（Paris I）
（倫理及美育）

通識教育研究中心
主任
張燦輝,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r.phil.（Freib.）

副主任
梁美儀, 文學士（中大）; CertFrenchLang（Paris III）; MHist, DipAdvStud,
Docteur-en-Histoire（Paris I）

暑期課程辦公室
主任
張偉雄,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PhD（Virg. Polytech. Inst. & State U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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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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t. Inst.）; PhD（Aston）

高級營運經理
譚區蘊儀, 商業證書（理工）; DipMgtforExecDev（中大）; MBA（Murd.）

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
主任
蘇基朗,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ANU）

名譽主任
Dirlik, Arif, BS（Robert Coll., Istanbul）; PhD（Roch.）
李歐梵, 文學士（台大）; MA, PhD（Harv.）;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香港癌症研究所
所長
陳德章, MB BS（Lond.）; 醫學博士（中大）; MRCP（UK）; FHKCP; FHKAM
（Medicine）; FRC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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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亞太研究所
所長
李少南,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Mich.）

副所長
宋恩榮,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PhD（Minn.）
趙永佳,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MA, PhD（Prin.）

研究教學人員
王家英, BA, MA, PhD（Manit.）; 研究副教授〔崇基〕
沈旭暉, BA, MA（Yale）; DPhil（Oxon）; 研究助理教授〔聯合〕
楊汝萬, OBE; SBS; JP; 文學士及教育文憑（港大）; MA（W. Ont.）; PhD
（Chic.）; 研究講座教授〔逸夫〕

研究人員
Michalos, Alexandros Charles, BA（W. Reserve）; BD, MA, PhD（Chic.）; 名譽高級
研究員
王友金, 法學學士（北京政法學院）; 名譽研究員
石齊平, 法學士及法學碩士（台大）; 名譽研究員
何永謙,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CP（UC, Berkeley）; 名譽研究員
何濼生,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MA, PhD（Tor.）; 名譽研究員
吳永輝, BSc（Reading）; MSc（Arch）
（Lond.）; 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文科碩士（港大）; MRICS; MHKIS; 名譽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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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HKPS; 名譽高級研究員
喬健, 文學士及文科碩士（台大）; PhD（C'nell.）; 名譽高級研究員
黃麗嫣, BA, BFA（Minn.）; MSocSc（Sing.）; PhD（ANU）; 名譽研究員
鄭海麟, 哲學學士（中山）; 歷史學博士（暨大）; 名譽研究員
雷競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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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研究員
羅尹寶珊,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研究統籌員
李錫欽, 理學士（中大）; MA, MS, PhD（UCLA）; FASA; 高級研究員（禮任）

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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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糖尿病及肥胖症研究所
所長
陳重娥, MB ChB, MD（Liv.）;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FRCP; FRCPGlas

副所長
唐俊業, BPharm（Brad.）; MB BS, PhD（Newcastle, UK）; MRCP（UK）;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FRCP

香港教育研究所
所長
盧乃桂, BA（O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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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A）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林孟平, 文憑（浸會）; MS（Wagner）; PhD（Ill.）

名譽教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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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座助理教授

專業顧問
伍美蓮,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崇基〕
宋欣橋, 北京大學畢業〔崇基〕
林建平, 文學士（港大）; 教育文憑及哲學博士（中大）; 文學碩士（浸大）;
文學碩士（暨大）
〔崇基〕
張儉成, BSc（S'ton.）; 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教育）
（中大）
〔崇基〕
張勵妍, 文學學士（暨大）; 哲學碩士（港大）;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中大）
〔崇基〕
陳廷三,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社會科學碩士（港大）
〔崇基〕
趙志成, BA（Kent）; 高級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港大）; EdD（Durh.）
〔聯合〕

導師
莊紹勇, 工學士（理大）; 工學碩士及高級教育研究證書（港大）
〔崇基〕
陶兆銘,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註冊社會工作者〔崇基〕
謝永祥, 文學士（浸會）; DipChrisStud（China Grad. Sch. of Theol.）; 電腦教學
證書（中大校外進修學院）; 教育文憑（香港教育學院）; 理科碩士（港大）;
文學碩士（理大）
〔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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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主任
江哲光, 理學士、教育文憑、文學碩士（教育）及哲學博士（中大）
何慧貞, BEd（Nott.）; 文學碩士（浸大）; 教育學碩士（港大）
吳美賢, BEd（Lond.）
呂斌, 文學士、文學碩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中大）
李傑江, 教育學士及教育碩士（中大）
林灶平, 土木工程文憑（浸會）; MSc（Sur.）;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港大）
戚本盛,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教育文憑（浸大）; 哲學碩士（中大）
梁麗眉, BEd, MEd（Qld. UT）
陳可兒, 文學士（中大）; 文學碩士（城大）
陳德 , 社會科學學士、哲學碩士、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中大）
陳鴻昌, 理學士（浸會）; 哲學碩士（港大）;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及社會科學
碩士（中大）
彭家潤, DipTEO（Leeds）; 文學士（中大）; AdvCertLangforTEO（BELL Sch.
of Lang., UK）
馮潤儀, 社會工作學士（浸會）; 教育文憑（中大）
楊健思, 文學士、CertCounsel&Guid, 學位教師高級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
（中大）; 教育證書（港大）
諸殷傑, 社會科學學士（嶺南）; 哲學碩士（中大）
羅夔夔, BEd（Deakin）; MEd（Qld. UT）
蘇永強, 社會科學學士及教育文憑（中大）; 教育學碩士（港大）
鄺偉良, 工程學士及教育行政證書（港大）; 教育文憑（中大）; MEd（UCLA）

計劃主任
劉應泉, 畢業證書（柏立基教育學院）

中醫中藥研究所
所長
梁秉中, SBS; OB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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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HKCO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馮國培,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哲學博士（港大）

副所長
林偉基, PhD（S'ton.）; FRSC; FACB; Hon FHKCPath; Hon FRCPath
邵鵬柱,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IC, PhD（Lond.）

顧問
Lee, Kuo Hsiung, 理學士（高雄醫學院）; MS（Kyoto）; PhD（Minn.）; FAAPS;
FAAAS;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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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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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顧問（外務）
李紹鴻, ISO;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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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教學人員
李銘源, 理學士（城大）; 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訪問學人

研究教學人員
胡錦生, 內外全科醫學士及醫學博士（港大）; MMed（NU Singapore）; FRACP;
FCCP; FACC; FHKCP; FHKAM（Medicine）; FRCPEd; 研究講座教授〔聯合〕

研究人員
余嘉莉, 理學士、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
研究員
李國英,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城大）; 博士後研究員
官志文,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高俊熙,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徐自升, 文學學士（安徽）; 醫學博士（南京中醫藥）; 副研究員
陳頌立, 理學士（浸大）;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彭雪儀,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副研究員
黃榮春, 理學士（台大）; MSc（Sask.）; PhD（Tor.）; 高級研究員
劉大偉, 理學士（港大）;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劉堂義, 醫學學士（江西中醫學院）; 醫學碩士（上海中醫藥）; 訪問學人
鄭景輝, 醫學學士（華西醫科）; 醫學碩士（同濟醫科）; 副研究員
續平, 醫學學士（重慶醫學院）; MD（Litterarum）; 哲學碩士（港大）; 副研究員

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長
蘇芳淑, BA（Swarthmore Coll.）; MA, PhD（Harv.）

偉倫榮譽藝術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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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文學
博士（中大）; 榮譽文學博士（公開）; 榮譽文學博士（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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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教授及名譽教授
陳學霖, 文學士及文科碩士（港大）; MA, PhD（P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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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余英時, 文憑（新亞）; MA, PhD（Harv.）; 榮譽法學博士（中大）; 台北中央
研究院院士; 名譽顧問

教師
Dudbridge, Glen, BA, MA, PhD（Cantab）; MA（Oxon）; FBA; 中國社會科學院
名譽院士; 中國文化研究所訪問教授
鄧聰,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GDip（Osaka Foreign Lang.）; DLet（Tokyo）;
副教授〔崇基〕

研究教學人員
鄭會欣, 歷史學學士（南京）; 哲學碩士（港大）; 哲學博士（中大）; 研究助理教授
〔崇基〕

研究人員
Palmer, David Alexander, BA（McG.）; MPhil（Paris VIII）; PhD（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Sorbonne）; 名譽副研究員
何志華,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研究員
沈建華, 副研究員
陳方正, BA（Harv.）; MA, PhD（Brandeis）; 名譽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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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編輯
朱國藩, 文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文物館
館長
林業強, MH; BA（Lond.）

顧問
屈志仁, MA（Oxon）; 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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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員
王人聰, 文憑（北大）; 名譽研究員
李潤桓, 文學士（中大）; 哲學碩士（港大）; 名譽研究員

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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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主任
鄧聰,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GDip（Osaka Foreign Lang.）; DLet（Tokyo）

研究人員
吳春明, 歷史學學士、歷史學碩士及歷史學博士（廈門）; 名譽研究員
商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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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主任
張雙慶,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中大）

《中國語文通訊》
編輯委員會主席
張雙慶,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中大）

執行編輯
萬波, 文學學士（江西師大）; 文學碩士（福建師大）; 哲學博士（中大）

《中國語文研究》
主編
張雙慶,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中大）

中國古籍研究中心
主任
何志華,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研究人員
陳 敏, 工商管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Hawaii）; 名譽副研究員
潘銘基,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副研究員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及研究講座教授
金觀濤, 北京大學畢業; 研究講座教授〔新亞〕

研究人員
王小強, 理學學士（河南工學院）; PhD（Cantab）; 名譽研究員
余國良, 文學士（政大）; 文科碩士（輔仁）; 哲學博士（復旦）; 名譽副研究員
吳通福, 歷史學碩士（復旦）; 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副研究員
李楊, 歷史學學士（中山）; 名譽副研究員
沈志華, 歷史學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 名譽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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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群, 歷史學學士及歷史學碩士（北大）; 副研究員
魚宏亮, 歷史學學士（延安）; 歷史學碩士及歷史學博士（北大）; 副研究員
劉青峰, 北京大學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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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D（Minn.）;
名譽副研究員
顧昕, 理學學士（北大）; PhD（Leiden）; 研究員（名譽研究員）

翻譯研究中心
主任
王宏志,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Lond.）

署理主任
McDougall, Bonnie Suzanne, BA, MA, PhD（S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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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編輯
Pollard, David Edward, BA（Cantab）; PhD（Lond.）

《譯叢》編輯
韓安德, MA（Lond.）; PhD（Harv.）

消化疾病研究所
所長
沈祖堯, SBS;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PhD（Calg.）; 醫學博士（中大）; FRCP;
FRCPEd; FHKAM（Medicine）; FHKCP

名譽教學人員
王修齊, 醫學學士及醫學碩士（河南醫科）; 名譽訪問學人
嚴山, 醫學學士（廣東醫學院）; 名譽訪問學人

研究教學人員
吳啟安, BSc（Guelph）; 哲學博士（中大）; RegMLT; 研究助理教授〔崇基〕
鄭詩樂,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研究助理教授〔新亞〕

研究人員
金洪傳, 醫學學士（浙江醫科）; 醫學碩士（浙江）; Dr.rer.nat.（Karlsruhe）;
博士後研究員
彭慶茵, MB BS（Syd.）; FRACP; 訪問學人
蔡錦輝,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副主任
黃珮珊, CertLibArt, BA, MEd（S. Fraser）

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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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研究所
所長
宋恩榮,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PhD（Minn.）
（經濟）
馮嘉耀,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 PhD（W. Ont.）
（商業經濟）

經濟金融研究中心
主任
范博宏, 法學士（台大）; PhD（Pitt.）

副主任
李宏彬, 經濟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北京農業）; PhD（Stan.）

教師
王琰, 理學學士及理學學士（上海交通）; MS, PhD（Arizona State）; 助理教授
〔崇基〕
王叢, 管理學學士（北大）; MBus（Nan. Tech.）; PhD（Vanderbilt）; 助理教授
〔聯合〕

研究教學人員
趙孟昕, 文學學士（北大）; MA（NY State）; MBA, PhD（Pitt.）; 研究助理教授
〔崇基〕

研究人員
黃俊, 管理學學士及哲學博士（上海財經）; 博士後研究員
萬華林, 經濟學學士（湖南財經）; 哲學博士（上海財經）; 副研究員
鄭國堅, 經濟學學士（廣東商學院）; 管理學博士（中山）; 副研究員

人類傳意科學研究所
所長
van Hasselt, Charles Andrew, MB BCh, MMed（Witw.）; FCS（SA）; FRCSEd;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FHKCORL; FRCS

副所長
唐志輝, 內外全科醫學士、流行病學與應用統計學文憑及醫學博士（中大）;
DLO（I.）; FRCSEd; FCSHK; FHKCORL; FHKAM（Otorhinolaryng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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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學研究所
所長
丘成桐, PhD（UC, Berkeley）; 榮譽理學博士（中大）; Hon MA（Harv.）; 榮譽
理學博士（交通, 清華, 澳門, 浙江, 中央, 科大, Polytech. Univ. Brooklyn）;
MAMS; FNYAS; MSIAM; MAPS; FAAAS; MNAS; Foreign Member,
Russian Acad. of Sc.; Foreign Member, Natnl. Acad. of Lincei, Italy; 中國
科學院院士;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副所長
辛周平, 理學學士（西北）; 理學碩士（中國科學院）; PhD（Mich.）

教師
辛周平, 理學學士（西北）; 理學碩士（中國科學院）; PhD（Mich.）; 蒙民偉
數學講座教授〔新亞〕
梁 聰, MSc（UC, San Diego）; PhD（MIT）; 教授〔崇基〕

研究教學人員
譚聯輝, 理學士（中大）; PhD（Stan.）; 研究教授〔逸夫〕

研究人員
王利彬, 理學學士（湖北）; 理學碩士（曲阜師大）; 理學博士（復旦）; 博士後
研究員
王春朋,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吉林）; 副研究員
李海梁,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山東）; 理學博士（中國科學院）; 訪問學人
郭真華,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華中師大）; 哲學博士（中大）; 訪問學人
謝春景, 理學學士（武漢）;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博士後研究員

光科技研究所
所長
—

副所長
黃景揚, 理學士（中大）; PhD（Penn.）

光電子研究中心
主任
—

副主任
黃景揚, 理學士（中大）; PhD（Penn.）

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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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研究中心
主任
林海青, 理學學士（中國科技）; MS（Iowa State）; PhD（UC, San Diego）

副主任
曾漢奇, BA, MA, PhD（Cantab）; CEng; MIEE; MHKIE; SMIEEE

植物分子生物學及農業生物科技研究所
主任
辛世文, 理學士（中大）; 理學士及理科碩士（港大）; PhD（Wis.-Madison）;
中國工程院院士

副主任
林漢明,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Northwestern）

研究教學人員
于為常, 理學學士（北大）; 理學碩士（中國科學院）; PhD（Missouri）; 研究
助理教授
何軍賢, 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及哲學博士（蘭州）; 研究助理教授〔聯合〕
張秀任, 文學學士（武漢）; MS（Auburn）; PhD（C'nell.）; 研究助理教授〔新亞〕

精密工程研究所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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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勇, 工學學士（洛陽工學院）; 工學碩士（河南科技）; 哲學博士（華南理大）;
博士後研究員
何清波, 工學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國科技）; 副研究員
茅健,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西安理大）; 工學博士（浙江）; 副研究員
張代林,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山東）; 工學博士（華中科技）; 博士後研究員
郭育華, 工學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國科技）; 副研究員
景蔚萱, 工學學士及工學博士（西安交通）; 工學碩士（西安理大）; 副研究員
程浩, BS, MEng（C'nell.）; PhD（Georgia Inst. of Tech.）; 博士後研究員
楊偉強, 工學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副研究員
賈法龍, 理學學士（復旦）; 工學碩士（華中科技）; 工學博士（天津）; 副研究員
藍兆輝, 工學學士（福州）; 工學碩士（天津）; M.Sc.nat.（Kaiserslautern）; 工學
博士（上海交通）;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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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研究所
所長
吳奇, 理學學士（中國科技）; PhD（NY）; FAPS; 中國科學院院士

香港運動醫學及科學研究中心
主任
陳啟明, OBE; JP;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Ch（Orth）
（Liv.）; FRCSGlas;
FRCSEd; FRCSEd（Orth）; FACS; FHKAM（Orthopaedic Surgery）;
FHKCOS

材料科學及技術研究中心
主任
許建斌,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南京）; Dr.rer.nat（Konstanz）; MAPS; MAAAS;
SMIEEE; MMRS; MHKMRS; MHKIS; MHKPS

副主任
王福俊, BA, PhD（Northwestern）

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
所長
林琿, 文憑（武漢測繪科技）; 理學碩士（中國科學院）; MA, PhD（NY State）

副所長
鄒經宇, 工學士（文化, 台灣）; MArch, DArch（Mich.）

教師
張淵智, 理學學士（吉林）; 理學碩士（中國科學院）; GradDip（Intnl. Inst. for
Geo-inf. Sc. & Earth Observ., Netherland）; LicSc, PhD（Helsinki Univ. of
Tech.）; 助理教授〔崇基〕
趙朗生, BS（Miami）; ScD（MIT）; MAMS; MAGU; SMIEEE-GRSS; 教授
〔新亞〕

研究教學人員
金玉芳, 理學學士及理學碩士（北大）; PhD（Boston）; 研究助理教授
陳勁松, 工學學士（東北）; 工學碩士（新疆）; 理學博士（中國科學院）; 研究
助理教授〔崇基〕

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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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陽, 理學學士（西安理大）; 理學碩士及理學博士（中國海洋）; 博士後
研究員
朱軍, 工學學士（山東礦業學院）; 工學碩士（西南交通）; 理學博士（中國
科學院）; 博士後研究員
江利明, 工學學士（長安）; 工學碩士（成都理大）; 工學博士（武漢）; 博士後
研究員
李晌, 理學士及理學碩士（南京）; 哲學博士（中大）; 訪問學人
張強, 理學學士（曲阜師大）; 理學博士（南京）; 博士後研究員

電算師
陳忠幹, 工程學士及理學碩士（中大）; 理學碩士（理大）; MIEEE; MI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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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
黃波, 工學學士（武漢測繪科技）; MSc（ITC, Netherlands）; 理學博士（中國
科學院）

研究人員
徐青, 理學學士及理學博士（中國海洋）; 博士後研究員
楊健, 工程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副研究員

理論計算機科學與通訊科學研究所
主任
姚期智, 理學士（台大）; AM, PhD（Harv.）; PhD（Ill.）; 榮譽理學博士（城大）;
榮譽工程學博士（科大）; 榮譽理學博士（中大）; FACM; MNAS; FAAAS;
中國科學院院士;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副主任
邱達民, BSc（Lond.）; PhD（Harv.）; SMIEEE; MACM（通訊科學）
蔡雷震, 理學學士（浙江）; MSc（Vic.）; PhD（Tor.）
（理論計算機科學）

406

第八部 • 教職員名錄

第
八
部

理論物理研究所
所長
楊振寧, 理學士（西南聯大）; PhD（Chic.）; 榮譽理學博士（中大）; 諾貝爾
物理學獎得獎人; 中國科學院院士;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副所長
林海青, 理學學士（中國科技）; MS（Iowa State）; PhD（UC, San Diego）

利豐供應鏈管理及物流研究所
所長
張惠民, 理學士（台大）; MBA, PhD（Rensselaer Polytech. Inst.）

供應鏈管理及物流研究中心
主任
趙先德, 理學學士（南開）; MS, MBA, PhD（Utah）

導師
吳志雄, 理學士（台大）; MSc（Warw.）; 工商管理碩士（理大）
〔崇基〕

供應鏈管理研究中心
主任
楊海仁, 理學士（成功）; MSc（Houston）; PhD（Qld. UT）

研究人員
周強, 理學學士及管理學碩士（南開）; 哲學博士（中大）; 副研究員

網際物流研究中心
主任
張惠民, 理學士（台大）; MBA, PhD（Rensselaer Polytech. Inst.）

物流技術與供應鏈優化中心
主任
姚大衛, MASc, PhD（Tor.）; FIEEE

供應鏈和物流管理研究開發中心
主任
嚴厚民,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清華）; PhD（Tor.）; MINFORMS

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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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
所長
盧煜明, BA, MA（Cantab）; BM BCh, DPhil, MD（Oxon）; MRCP（UK）;
FRCPEd; FRCPath; FRCP

人文學科研究所
所長
梁元生,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UC, Santa Barbara）

副所長
周建渝, 文學學士（昆明師範學院）; 文學碩士（四川師大）; 文學博士（中國
社會科學院）; MA, PhD（Prin.）
蔣英豪,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UCLA）
劉國英, 文學士（中大）; DipAdvStud, PhD（Paris I）

信興高等工程研究所
所長
程伯中, BEng, PhD（Liv.）; CEng; FIEE; FHKIE; SMIEEE

中文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所長
何國強, AB, PhD（UC, Berkeley）; MASPET; MAACC; MACB

副所長
鄭漢其, 理學士（中大）; PhD（Lond.）

研究教學人員
楊樹英, BEng, PhD（Lond.）; 研究助理教授〔聯合〕

中國科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先進集成技術研究所
所長
徐揚生,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浙江）; PhD（Penn.）; FHKIE; FIEAS; FI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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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研究中心
署理主任
蘇基朗,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ANU）

名譽主任
李歐梵, 文學士（台大）; MA, PhD（Harv.）;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助理主任
何素楠, BA（Wellesley Coll.）; MPhil, PhD（Col.）

教師
Dirlik, Arif, BS（Robert Coll., Istanbul）; PhD（Roch.）; 中國研究講座教授
〔聯合〕
Dudbridge, Glen, BA, MA, PhD（Cantab）; MA（Oxon）; FBA; 中國社會科學院
名譽院士; 中國文化研究所訪問教授
何素楠, BA（Wellesley Coll.）; MPhil, PhD（Col.）; 助理教授〔新亞〕
李歐梵, 文學士（台大）; MA, PhD（Harv.）;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人文學科
講座教授〔逸夫〕

研究教學人員
王士元, BA（Col.）; MA, PhD（Mich.）;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研究講座教授
〔新亞〕

教學輔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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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能提升研究中心
主任
McNaught, Carmel Marie, BSc, DipEd, MEd（Monash）; PhD（Natal, S. Africa）

教師
Kember, David Richard, BSc, MSc, PhD（E. Anglia）; GradDipDistEd（S. Aust.
CAE）; 學能提升學科講座教授〔新亞〕
McNaught, Carmel Marie, BSc, DipEd, MEd（Monash）; PhD（Natal, S. Africa）;
學能提升學科講座教授〔逸夫〕
藍澧銓, 文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文學碩士（城大）; 助理教授〔逸夫〕

導師
何世孝, 公共行政及管理高級文憑（城大）; BS（Upper Iowa）; GradCertEdTech,
MEd（S. Qld.）;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港大）; MIMIS; MHKPAA; MIEEE〔逸夫〕

研究人員
黃英賢, BA（Augustana, Alta.）; MEd（W'gong.）; 副研究員

專業進修學院
院長
李仕權, BSc, MSc（Indiana）; 中國法律文憑（中國法律學會）; MBA（Strath.）;
PhD（Lond.）; CPC; MHKCS; MBCS; CMAIS; FAIM; Hon FHKIM

副院長
陳瑞堅, 理學士及教育文憑（中大）; MSc（Ed）
（S'ton.）; EdD（Sur.）

高級策劃及發展經理
楊元富, 理學士（中大）; 管理學文憑（理工及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專任導師
刁展基, BS, MS, PhD（NY State）; MIEEE; MBCS
李子華, 生產及工業工程高級文憑、生產及工業工程院士及資訊系統碩士
（理大）; Cert（IMS）; MSc（Manc.）; 法學畢業證書（北大）
戴玉蓮, 文學士及工商管理文憑（中大）; 文學碩士（城大）

副專任導師
文婉瑩,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DipAdEd, MA（Br. Col.）
林潔儀,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林麗娜, BSc（Hawaii）; MD（East）; MPH（Syd.）
洪宇澄, 文學士（台大）; 哲學碩士（中大）
陳健清, 醫學學士（暨大）; MBA（Strath.）; 市場學文憑（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CIM）
曾文斌, 翻譯及傳譯高級文憑（理工）; BA（Middx.）; MA（Lond.）; 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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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尹曉燕, 文學學士（華東師大）; 文學士（嶺南）
〔逸夫〕
王為, BPD（Melb.）; 對外漢語教學法證書（北京語言文化/中大校外進修
學院）; 教育文憑（香港教育學院）
〔新亞〕
王達如, BA（Lond. Inst., UK）
〔聯合〕
甘錫森,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MBA（Heriot-Watt）
〔崇基〕
北上哲子, BA（Komazawa）
〔逸夫〕
何慕貞, 文學士（理大）;學位教師教育文憑（香港教育學院）;理學碩士（中大）
〔聯合〕
伴野崇生, BA（Keio）; MA（Waseda）
〔聯合〕
余達強, 文學士（城大）; MSc（Lond.）
〔崇基〕
岑靜雯,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港大）
〔崇基〕
李銘諾, 國際商業文憑（嶺南）; GradDipMkt（中大）; MA（Brad.）
〔逸夫〕
冼明熹, 法學士（城大）; 法律專業證書（港大）; LLM（Lond.）
〔聯合〕
周有財, BSc, MSc（Victoria UT）; MS（Murray State）; 理科碩士及工學碩士
（港大）; PGDipArbit（Law）
（Reading）; MBT（NSW）; PGCertEdMgt（Melb.）;
MIEEE; MNYAS; MACS〔逸夫〕
林草原, DipTheol（Overseas Bible Sem.）;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嶺南）
〔新亞〕
林雷, 工程學士（中大）; 工商管理碩士（理大）
〔新亞〕
林銘衡, BA（Shizuoka）
〔新亞〕
徐雪敏, 工學學士（華中科技）; MA（Lond.）; 文學士（嶺南）
〔逸夫〕
夏俊麒, BA（Stir.）; MA（Lanc.）;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港大）; MCIL〔新亞〕
袁妙儀, 文學士（城大）; 文學碩士（中大）; 工商管理深造證書（公開）
〔新亞〕
曾廣福, 工程學士（理工）; MBA（Qld.）; MIEAust; MHKIE; MCIB; RPE〔逸夫〕
馬光偉, BBA（S. Fraser）; 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浸大）
〔逸夫〕
馬嘉美, 法學士及法學專業證書（港大）; 法學碩士（城大）;
PGDipInfTech&TelecommLaw（Strath.）
〔逸夫〕
馬達成, MBA（Northeast Louisiana）; 法學士（北大）; MAcc（C. Sturt）; MS
（Long Island）
〔新亞〕
高志才, BBusAdmin（S. Fraser）;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港大）; MComm（Macq.）;
PGDipEng&HKLaw（Manc. Met.）
〔崇基〕
張旭健, 工學學士（華南理大）; 哲學碩士（港大）; MHKIE; MHKCS〔逸夫〕
張瑞冰, BS（Alta.）; MEdStud（W. Aust.）; 文學碩士（中大）
〔新亞〕
張華,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聯合〕
時惠文, 文學士（復旦）; 哲學碩士（中大）
〔崇基〕
戚志雄, BSc（Kent）; MCS（NE）; CPEng; MIEAust; MIEEE; MACM〔崇基〕
梁國強, 電子工程高級證書（理工）;工商管理文憑（樹仁）;MBA（Murray State）;
文學碩士（城大）; MCIM〔崇基〕
郭寶容, BCom（Calg.）; MBA（S. Aust.）; CMA〔聯合〕
陳玉嬋, 社會工作文憑及社會工作學士（理大）; DipGeront, 社會科學碩士
（港大）; MSocSc（S. Aust.）; 註冊社會工作者〔崇基〕
陳志樂, BA（Ohio）; 經濟學碩士、學位教師教育證書及教育碩士（港大）
〔崇基〕
陳明輝, 理學士（浸大）; 理學碩士（理大）
〔崇基〕

教學輔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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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英奇, MBA（W'gong.）; MSc（Leic.）; 文學碩士（城大）
〔新亞〕
陳英凱, 文學士（浸大）; 文學碩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崇基〕
陳偉基, 文學士及理學碩士（理大）
〔新亞〕
陳偉傑, BSc（Lond.）; MEcon（Syd.）; GradDipFinAnal（港大）
〔新亞〕
陳綺敏, 理學士（理大）
〔崇基〕
陳廣偉, DipMkt（Chartered Inst. of Mkt.）; 工商管理碩士（澳門公開）;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中大）; MCIM; Chartered Marketer〔新亞〕
程家偉, 文學士及理學碩士（理大）
〔聯合〕
馮天裕, BS（Ohio State）; MBA（Ill.）
〔聯合〕
馮佩玲,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文學碩士（浸大）
〔崇基〕
黃李龍, 文學學士（廣東外語外貿）; 文學碩士（中大）
〔崇基〕
黃莉華, 文學學士（廣西師大）; 文學碩士（蘭州）
〔新亞〕
黃海燕, 設計學文憑及文學士（理大）; 藝術碩士（城大）
〔逸夫〕
黃惠貞, BA（Lanc.）; MA（Lond.）
〔逸夫〕
黃嘉健, BA（Curtin）; 理學碩士（理大）
〔逸夫〕
黃惠霖, MSc（Stir.）; 文學碩士（城大）
〔崇基〕
黃耀輝, HigherDipInstMgt&CaterStud（理工）;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城大）;
MBA（Southeastern）
〔逸夫〕
楊百泉, BA（Wolv.）
〔崇基〕
楊輝葉,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嶺南）
〔崇基〕
葉杜明, 生產及工業工程文憑、生產及工業工程高級證書（理工）; 工業管理
證書及管理學文憑（理工/IIM）; MBA（Warw.）; DBA（Bulacan State,
Philippines）; MCIM; FIBA; FIIM〔聯合〕
鈴木教子, BA（Tokyo Woman's Christian）; MA（Ochanomizu）
〔逸夫〕
廖志強, 中國文學文憑（樹仁）; 文學碩士（中山）; 哲學碩士（浸大）
〔逸夫〕
蔡鳳萍, 文學士（理工）; MA（Macq.）; 理學碩士（中大）
〔逸夫〕
劉雅倩, 理學士（港大）; 哲學碩士（中大）
〔崇基〕
劉衛民, 社會科學學士（公開）; MPA（Monash）
〔新亞〕
鄭樂滔, 文學士（理大）; BSc（Lond.）
〔聯合〕
黎華焯, MBA（Hull）; BSc（C&GCHE）; 文學碩士（城大）; 理學碩士（理大）
〔崇基〕
趙曉雁, 歷史學學士（華中師大）; 文學碩士（浸大）
〔聯合〕
盧文瀚, BSc（Br. Col.）;財務策劃專業文憑（港大專業進修學院）;IntCertforFinAdv;
CFP; CFMP〔逸夫〕
鍾帶喜, 文學士（港大）; MBA（Macq.）; MAIM; MIHRM（HK）
〔崇基〕
顏志宏, 電腦學高級文憑（城大）; MSc, PhD（Brist.）
〔逸夫〕
譚宗康, BSc（UCLA）; 理學碩士（中大）
〔聯合〕
譚超榮, 文學士（理大）
〔崇基〕
譚鳳儀, MSc（Manc. Met.）; 哲學博士（理大）; AFAWB〔聯合〕
嚴燕珠, HigherDipInstMgt&CateringStud, 人事管理證書（理工）; MBA（HeriotWatt）
〔逸夫〕
蘇國鋒, 工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科大）
〔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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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陳耀文, 文學士（台灣師大）; MEd, PhD, MEd（Manc.）; FCollP; 研究員

副主任
章慧芳, 英國語文及文學高等文憑（嶺南）; 文學士（東亞）; MA（Liv.）;
學位教師教育證書及文科碩士（港大）

大學擴展教育課程局
主任
屠萱, 文學士及資訊與品質管理文憑（中大）; 哲學碩士（城大）

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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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朱小密, 文學士（東海）; MA（San Jose State）
〔崇基〕

導師
王浩勃,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中國語言學文學碩士（理大）
〔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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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
李兆麟, 文學士（港大）; 哲學碩士（中大）; EdD（Leic.）
〔新亞〕
李燕萍, 文學士（輔仁）; 中國語言學碩士（理大）
〔崇基〕
范玲, 教育文憑（天津工學院）; 文學士（公開）; MA（NSW）
〔逸夫〕
張冠雄, 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學位教師教育文憑（中大）
〔新亞〕
陳凡, 文學學士（南開）; 文學碩士（暨大）
〔新亞〕
陳智樑, 文學士（嶺南）; 文學碩士（中大）
〔聯合〕
劉震霞, 文學學士（山東）; 文學碩士（北大）
〔聯合〕
謝春玲, 畢業證書及研究生證書（華南師大）; 文學碩士（理大）
〔崇基〕
韓彤宇, 理學士（中大）; 中國語言學文學碩士（理大）
〔逸夫〕

副主任
麥雪芝, 文學士（港大）; 企業管理文憑（中大）; CertPublicRelat（香港管理專業
協會）

教學輔助單位

413

第
八
部

大學行政部門

校長辦公室
校長
劉遵義, BS（Stan.）; MA, PhD（UC, Berkeley）;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科大）;
HonDoc（Soka）; Hon LLD（Waseda）; Fellow, Econometric Society; 台北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院士; 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校長助理（內地事務）
徐揚生, 工學學士及工學碩士（浙江）; PhD（Penn.）; FHKIE; FIEAS; FIEEE

校長辦公室主任
梁其汝, 文學士（港大）

校長辦公室副主任
黃燕雲,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副校長室
副校長
楊綱凱, BS, PhD（Caltech）
廖柏偉, SBS; JP; AB（Prin.）; MA, MA（Ed）, PhD（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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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SE
程伯中, BEng, PhD（Liv.）; CEng; FIEE; FHKIE; SMI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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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理副校長室
協理副校長
許敬文,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CAAE（d'Aix-Marseille）; PhD（Lond.）
蘇基朗,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ANU）

教務長室
教務長
蘇基朗,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ANU）

教務處
處長
吳樹培, BSc, MA（Dund.）; MTh（Lond.）

學務及素質組
高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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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程淑麗, 社會科學學士及高等教育行政及管理證書（港大）; MSc（NUI）

素質提升主任
黃潔美, 文學士及教育證書（港大）

教務信息組
主任
張明遠, BSc（Lond.）; PhD（Cantab）; SMIEEE

註冊及考試組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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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行政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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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及學生資助處
處長
周陳文琬,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LLB（Manc. Met.）; 文科碩士、法學專業
證書及法學碩士（港大）; CPE（England & Wales）; Barrister, Supreme Court
of Hong Kong

主任
胡靜茵, BA（UC, Berkeley）; DipMgtforExecDev（中大）
梁麗芳, 文學士（港大）; MEd（NSW）

學生資助主任
袁美茵, 文學士（中大）; 理學碩士（理大）

入學主任
鄧敏怡, 文學士（城大）; 文學碩士（中大）

學生事務處
大學輔導長
何培斌, MA, DipArch（Edin.）; PhD（Lond.）; MRIBA; MSAH

處長
梁天明, 社會科學文憑（浸會）; MEd, PhD（N. Texas）; R.Psych; MCRHSPP

學生事務主任
方永豪, 文學士（港大）; MBA（Oklahoma City）

高級輔導主任
梁何昭文, BSc（Tor.）; MTS（Ont. Theol. Sem.）; Asso Fel, The HK Prof
Counsel Assn; MHKSSA
劉關莉施, 社會科學學士及社會科學碩士（港大）; CClinPsy; RegClinPsy;
MBPS; MHKPS; MHKPS; MHKPCA

輔導主任
姜源妮,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 PhD（Widener）; MAPA; GMHKPS
劉雪慧, 社會工作學士（城大）; 心理學深造文憑（中大）; 社會科學碩士（港大）;
RegPsy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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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c（Middx.）; CECertProjMgtFound（城大專業進修學院）;
註冊社會工作者
歐來儀, 文學士（浸會）; 工商管理學深造證書及工商管理學碩士（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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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
院長
黃永成, BA, MS（Yale）; MS, PhD（Harv.）; FHKIE; FIEEE

高級主任
李麗霞,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主任
溫鳳珠,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MA（Ma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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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范瑞欣, BA（Adel.）; GradDipBus, MCom, GradDipBus（S. Aust.）

學術交流處（國內事務）
主任
黃

, 文學士（港大）; MBA（Birm.）

副主任
劉貽琦, 文學士（中大）; LLB（Sheff.）; Solicitor of the Supreme Court

大學圖書館系統
館長
Storey, Colin, BA（Leeds）; PGDipLibn（Liv. Polytech. & UK Lib. Assn.）; MPhil
（E. Anglia）; 哲學博士（港大）; FHKLA; AALIA; FCLIP

副館長
黃潘明珠, 文學士（港大）; MSc（City, UK）; ALA; MIInfSc

高級助理館長
周劉麗芝, 社會工作文憑（樹仁）; MLS（Alabama）
梁黃朝榮, 理學士、學位教師教育證書及高級教育文憑（港大）;DipLib&InfStud,
MA（Lond.）

大學行政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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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館長
Bahrij, John Peter, BA（Macq.）; GradDipLibSc（Kuring-gai Coll. of Adv. Ed.,
Syd.）; PGDipCom&CorpLaw（Bond）; ALAA
李子良, BA（Lond.）; 翻譯及傳譯高級文憑（城大）; MSc（Econ）
（Wales）;
CLIP
李麗芳, BA, MLS（Tor.）; MSc（L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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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A; AHIP; FHKLA

主任及副主任
Douglas, Anne Elizabeth, DipLib（Ballarat Coll. of Adv. Ed., Aust.）; BSocSc
（Lib）
（RMIT）
何以業, 中國語文文憑（浸會）; MSc（Strath.）; GradDipComp（Deakin）;
DipJapan（Manukau Inst. of Tech., NZ）
何巧儀,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MSIS（N. Carolina）
吳玉珍, BEd（E. Anglia）; MA（Leeds）; MLIS（W. Ont.）
林柔雲, AssoDipAppSc（TAFE, Aust.）; BBus（S. Qld.）; MA（Sheff.）; MCLIP;
MHKLA
林進光, 社會科學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MILS（M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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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dDipIM-LIB,
MLIB（NSW）; 文學士（澳門亞洲國際公開）; 文科碩士（科大）; AALIA
高宇, 文學士（中大）; MLIS（Pitt.）
張寶珍, 文學士（港大）; MScEcon（Wales）
梁振強, 文學士（中大）; MLIS（Wis.-Milwaukee）; 理科碩士（教育應用資訊
科技）
（港大）
陳美施, 文學士及學位教師教育證書（港大）; DipLIS, MA（Lond.）
陳展邦, BA（W. Mich.）; MLS（Syr.）
曾映順, MSc（Warw.）; MIM-Lib（NSW）; BHSc（RMIT）; AALIA; CEng
黃樂娟, 社會工作文憑（浸會）; MLS（S. Connecticut）; ALA
葉曼璇, MCom（NSW）; AALIA; MHK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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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百祥, BFA（Mt. All.）; MLIS（McG.）; 文學碩士（理大）
霍玉貞, 文學士及教育文憑（中大）; MLS（Dal.）
謝月芳, BSc, MA（Liv. J. Moores）
譚麗梅, BA（C'dia.）; MLIS（M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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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習副主任
張秀貞, 中國文學文憑（樹仁）; 文學碩士（北大）; BLIS（C. Sturt）; 圖書館及
資訊科學文憑（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MLIS（Pitt.）

電算師
易文, 理學士及理學碩士（中大）; 理科碩士（圖書館及資訊管理）
（港大）
陳卓裕, GradDipBusInfTech（Swinburne UT）; MCompStud（Deakin）
蔡劉愷倫, BSc（City, UK）
劉得光, BEng（Hudd.）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主任
關信基, 法學士（政大）; MA（F.U. Berlin）; PhD（Munich）

助理主任
肖今, 文學學士（北京廣播學院）; MA, PhD（Mich. State）

辦公室主任
李永剛, 法學學士、管理學碩士及法學博士（南京）

名譽顧問
熊景明, 雲南大學畢業; 哲學碩士（中大）

研究教學人員
肖今, 文學學士（北京廣播學院）; MA, PhD（Mich. State）; 研究副教授〔聯合〕

研究人員
Balme, Stephanie Karine, PhD（Paris Inst. of Political Stud.）; 名譽副研究員
Becquelin, Nicolas, BPolSc（Inst. of Pol. Sc., Lyon）; MD（Sorbonne）; MPhil,
PhD（EHESS, Paris）; BChStud（INALCO, Paris）; 名譽副研究員
Seymour, James Dulles, MA, PhD（Col.）; 名譽高級研究員
胡素珊, BA（San Diego State）; MA（Wash.）; PhD（UC, Berkeley）; 名譽研究員
郭益耀, Dipl.Rer.Pol., Dr.Rer.Pol.（Marburg）; 名譽高級研究員
陳劍光, JP; BSc（McG.）; 道學碩士（中國神學研究院）; MA, PhD（Ott.）; LTh,
DTh（St. Paul）; 名譽研究員

研究事務處
主任
林楊詩詩, 文學士（城市理工）;公眾關係證書及公共行政學碩士（港大）;MHKP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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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授權處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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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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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黃陳慰冰, 文學士（港大）; 管理學深造文憑（城大）
陳文芳, 文學士（中大）; 翻譯及傳譯深造文憑及文學碩士（城大）; 道學碩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

副輔導主任
陸燕芳, 社會科學學士、學位教師教育證書及社會科學碩士（港大）

財務處
財務長
陳鎮榮,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FCA（UK）; FCA（Aust.）; FCPA

高級財務經理
林月萍, 會計專業文憑（理工）; MBA（Birm.）; FCCA; FCPA
姚啟昭, 文學士及管理學文憑（港大）
香世傑, BS（NY State）; CA（Canada）; FCPA

財務經理
吳譚慕潔, 會計專業文憑（理工）;GradDipAcct（Macq.）;CPA; FCCA; CPA（Aust.）
吳麗梅, 文學士（城巿理工）; CPA; FCCA
葉章梅,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CPA; FCCA; ICSA（Grad.）
黃錦照, BSc（E. Anglia）; CPA（Aust.）
鄺劉靜文, 高級文憑（理工）; ACIS; FCCA; FCPA

電算師
李偉強, 理學士（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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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賓館系統
行政經理
關智康, DipFood&Bev, DipHotelMgt（Hotel & Tourism Sch. Les Roches,
Switzerland）

人事處
處長
劉郭麗梅, 社會科學學士（港大）

副處長
阮健驄,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管理學文憑（理工）

助理處長
利順 , 文學士及高等教育行政及管理證書（港大）; MEdAdmin（NE）
譚壽森, 社會科學學士及社會科學碩士（港大）

人事主任
李曉霞, 文學士（港大）; MSc（M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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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ocSc（S. Aust.）

拓展及籌募處
高級主任
鄭文珊, BS（Calif. State Polytech. Univ.）; CPA（Calif.）

內部審核處
高級主任
鄭婉明, BS（San Diego State）; CPA（USA）

大學行政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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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項目處長室
專責項目處長
伍展明,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社會科學碩士（港大）; CertIntBus&Fin（NY）

傳訊及公共關係處
主任
徐綺薇, 社會科學學士及文學碩士（中大）

副主任
林泳華,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DipIntDes（港大）
陳紫玲, 語文及傳意學學士（理工）; 文學碩士（城大）

視聽製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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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處
高級主任
曹永強, BA（Intnl. Christian）; MA（Penn.）; MA（Northwestern）; CPE, LLB
（Manc. Met.）; 法學研究生證書及法學碩士（港大）; Solicitor of Supereme
Court, Eng & Wales; Solicitor of High Court

總編輯
盧惠玉, 文學士（港大）;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中大）

副主任
高芷玲, 理學士（中大）; MLIS（UCLA）; PMP

校園發展處
處長
林泗維, 文學士（建築）及建築學士（港大）; HKIA; RegArch（HK）; A.P.（List 1）;
FHKIA

高級建築師
馬維剛, MArch（Arizona State）; ARAIA; HKIA; RegArch（HK）; A.P.
（Archi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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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
李耀宗, BArch（Tenn.）; RegArch（HK）; HKIA
林偉民, BSc, DipArch（NELP）; RIBA; HKIA; RegArch（HK）; ARCUK
陳志強, 文學士（建築）及建築學碩士（港大）; HKIA; RegArch（HK）; A.P.
（Architect）
陳祖達, BArch（NSW）; CArch（NSW）; ARAIA; HKIA; RegArch（HK）; A.P.
（List 1）

名譽建築師
Da Roza, Gustavo, OC; COH; 建築學士（港大）; FRAIC; MAIBC; MAA;
HKIA; RCA
Kinoshita, James Hajime, BArch（Manit.）; MArch（MIT）; AMP; ARIBA;
FHKIA; FRAIA; SIA; A.P.（List 1）; RegArch（HK）; RegArch（NSW）;
RegArch（Sing.）; ARCUK
黃漢威, BArch（NZ）; ARIBA; FNZIA; FHKIA; A.P.（List 1）

土力工程師
周達輝, 土木工程高級文憑（理工）; MSc（Eng）
（Sheff.）; MHKIE（Civil &
Geotechnical）; MICE; MASCE; MIEAust; CPEng; RPE（Civil, Geotechnical）

工程師
李陞祥, 工程學士, CertElectPower&HighVoltEng（港大）; MCIBSE; CEng;
MHKIE
馬維德, 理學士（中興）; 哲學碩士（科大）; CEng; MIMMM; RPE（G）
莊學文, 工程學士（港大）; AMASHRAE; MCMES; CEng; MIMechE;
MHKIE
郭少光, 工程學學士（理工）; 工程學碩士（港大）; CEng; MCIBSE; MASHRAE
劉建忠, 工程學學士（理大）; 工學碩士（港大）; MHKIE; MCIBSE; CEng

助理工程師
文耀豐, 土木工程（土力學）高級文憑及土木工程學理學碩士（理大）; BEng
（Wales, UK）; 職業健康及安全文憑（公開）; Graduate Member HKIE;
FGS; MIEAust
米頌萍, 工程學士及工程學碩士（港大）; Graduate Member HKIE
張建業, BEng（Sund.）; 工學碩士（港大）; AMIMechE
陳志鴻, 土木及結構工程高級文憑及工學士（理大）

副主任
王美蓮, 文學士（中大）; CertMkt&Adv（港大專業進修學院/Int. Adv. Assn.）;
MPR（B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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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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禮華, 電機工程高級文憑、電機工程院士文憑、電機工程深造文憑及
工程學博士（理大）; MIEAust; CPEng; NPER; MIEE; CEng; MHKIE;
MCIBSE

資訊科技服務處
處長
梁光漢,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文學碩士（浸大）; CDP

副處長
李永元, CDP; MBCS; MACS
鄭志豪, 理學士及理學碩士（中大）

高級電算師
丘智華, 文學士（理工）; MBA（Warw.）; MBCS; CIS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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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伯祥, 理學士（中大）; 工商管理碩士（城市理工）; CDP

電算師
文苑婷,
王兆韜,
王香傳,
吳作基,
李耀華,
杜國豪,
林惠榮,
姜源瑋,
阮家和,
姚佩珊,
苗志瑩,
凌家康,
桂維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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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anit.）; GradDipComp（Deakin）
理學士（中大）; 理學碩士（城大）
文學士（中大）
BSc（Reading）
電子工程高級文憑及電子工程學學士（理工）; 理學碩士（城大）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系統分析高級文憑（理工）
BAppSc（Tor.）; 理學碩士（中大）
工程學士及理學碩士（中大）
高級文憑及管理學深造文憑（理工）; 資訊技術證書（港大）; CDP
BEng（Lond.）; 理學碩士（中大）
文學士（理工）
BA（Boston）; 專業會計學深造證書（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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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權, 理學士（中大）; GradDipCompSc（Victoria 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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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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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可傑, 理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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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學深造文憑及文學碩士（城大）
鄧麗華, HigherNatDip（Thames Poly.）; BSc（Lond.）; PGCertSoftwareEng
（Staffs.）; 理學碩士（浸大）
譚華忠, 理學士（中大）
鄺惠芳, BSc, MBA（Tor.）

大學出版社
社長
甘琦, 歷史學學士（北大）; MA（Wash.）

製作經理
馬桂鴻, 平面設計高級文憑（理工）; PostgradCert（Lond. Coll. of Printing）;
MSIAD

大學保健處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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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Med）

高級醫生
盧俊藩,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FHKCFP; FHKAM（Family Medicine）;
FHKAM（Obstetrics & Gynaecology）; FRCOG

醫生
江瑞華, 內外全科醫學士（中大）; CCFPC
余偉明,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家庭醫學文憑（香港家庭醫學學院）
袁安亞, 內外全科醫學士（港大）; MRCPI; MRCP（UK）; FHKCP; FHKAM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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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園, MB ChB（Leeds）; 家庭醫學文憑（中大）; FHKCFP; FRACGP; FHKAM
（Family Medicine）
趙夏瀛, MB ChB（Manc.）; MRCP（UK）; FHKCPaed; FHKAM（Paediatrics）

牙科醫生
陳思健, 牙科學士（港大）
曾偉傑, 牙科學士（港大）; FRACDS
湯自強, 牙科學士及臨 針灸文憑（港大）; MSc（DentalPublicHealth）
（Lond.）; 健康教育專業文憑（中大）; MFGDP（UK）
葉嘉樑, 理學士（港大）; BDS（Adel.）
鄭煒儀, 牙科學士（港大）

校友事務處
處長
李介明, 文學士（中大）

主任
楊如虹, BA（McG.）; GradDipCommStud（C'dia.）; 工商管理碩士（中大）;
CPP

保安及交通事務處
主任
黃

年, 英國語文文憑（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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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服務單位
大學安全及環境事務處
安全事務經理
林樹佳, 理學士（中大）; MSc, PGDipOccupHygiene（Lond.）; CIH; MAIOH;
RSO（HK）; FHKIOEH; RPH; COH

426

第八部 • 教職員名錄

第
八
部

大學實驗室安全事務處
總實驗室安全事務主任
林樹佳, 理學士（中大）; MSc, PGDipOccupHygiene（Lond.）; CIH; MAIOH;
RSO（HK）; FHKIOEH; RPH; COH

邵逸夫堂
經理
蔡錫昌, BA（Seton Hall）
（兼任藝術行政主任）

研究院宿舍
主任
邵鵬柱,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IC, PhD（Lond.）

舍監
陳浩然, 理學士（中大）; PhD（Can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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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經理
何婉芬, 文學士（中大）

國際生舍堂
舍監
余濟美, BS（St. Martin's Coll.）; PhD（Idaho）

名譽女舍監
余黃燕萍, BA（Whitworth Coll.）; MBA（Idaho）

大學行政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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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

崇基學院
院長
梁元生,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UC, Santa Barbara）

榮譽院務委員
傅元國, 文憑（崇基）; MS（Brigham Young）; PhD（Ill.）
譚尚渭, OBE; JP; 理學士及理科碩士（港大）; PhD（Nott.）; CChem FRSC
鄺廣傑, DipArts（崇基）; BD, DD（Kenyon Coll.）; MTh（Bexley Hall/Colgate
Roch.）; DD（Bexley Hall）; 神學博士（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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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文學
博士（中大）; 榮譽文學博士（公開）; 榮譽文學博士（科大）

資深書院導師
李紹鴻, ISO;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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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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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 Riverside）
莫凱, 文憑（崇基）; MA, PhD（Mich. State）
趙光榮, ACIS; ACMA; CPA
劉大成,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Purdue）
盧廣鋒, 文學士（中大）
賴漢明, 理學士（中大）; PhD（Dartmouth Coll.）
韓桂瑜, 體育文憑（華南師大）; DipPhyEd（Teachers Training）
（Paul Petersen
Inst., Denmark）;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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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務主任
郭譚潔瑩, 文學士（中大）; 管理學深造文憑（城市理工）

書院輔導長
方永平,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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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院牧
林豪恩,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道學碩士及婚姻及家庭治療研究文憑（建道
神學院）

研究人員
Madsen, Richard Paul, AB（Maryknoll Coll.）; BD, MTh（Maryknoll Sem.）;
MA, PhD（Harv.）; 名譽研究員
Reilly, Thomas H., BA（Portland State）; MDiv（Calvin Theol. Sem., USA）;
MA, PhD（Wash.）; 名譽副研究員
Wiest, Jean Paul, STL（Gregorian）; 國語證書（輔仁）; MA, PhD（Wash.）;
名譽研究員
朱峰, 教育學學士（福建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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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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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先清, 歷史學學士及歷史學碩士（福建師大）; 歷史學博士（廈門）; 名譽
副研究員
梁燕城,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Hawaii）; 名譽副研究員
陳家富, 文學士（浸會）; 哲學碩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名譽
副研究員
黃劍波, 文學學士、法學碩士及法學博士（中央民族）; 名譽副研究員
歐力仁, PhD（St. And.）; 名譽副研究員
韓望喜, 哲學學士及哲學碩士（北京師大）; 哲學博士（中國人民）; 名譽
副研究員

項目經理
黃銘詩,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公共關係深造文憑（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GradDipEng&HKLaw/CPE（Manc. Met./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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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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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基培,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Phil（Oxon）; CChem FRSC; CSci——
五旬節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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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楚穎, BA（Wash.）; MA（UC, Santa Barbara）; 哲學博士（中大）——文質堂
高永雄, 理學士及哲學博士（中大）——應林堂
張越華,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A（McM.）; PhD（Tor.）——何善衡夫人宿舍
黃根春, 文學士及神學碩士（中大）; DTh（Heidel.）——利樹培堂
練美兒,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Tor.）——華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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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科學院院士;
開發中世界科學院院士

榮譽院務委員
何文匯, JP;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Lond.）
金聖華, OBE; 統一文憑（崇基）; MA（Wash.）; Doctorat de 3e Cycle en
Littérature et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Paris IV）
金耀基, SBS; JP; 法學士（台大）; 政治學碩士（政大）; MPhil, PhD（Pitt.）;
榮譽文學博士（科大）; 榮譽法學博士（中大）;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高美慶, 文學士（中大）; MA（New Mexico）; PhD（Stan.）
麥繼強, 理學士（浸會）; MA（UC, Berkeley）; PhD（Oreg.）
閔建蜀, MA, PhD（Fre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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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文學
博士（中大）; 榮譽文學博士（公開）; 榮譽文學博士（科大）

院務主任
文直良,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MUS, PhD（Portland State）

書院輔導長
陳新安,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DPhil（Oxon）
（署理）
譚少薇, BA（Indiana）; MA, PhD（Hawaii）

香港中文大學與雅禮協會計劃經理
李旺盛, 文學學士（北京外國語學院）; MA（NY State）

副主任
游吳慧蓮,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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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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ia UT/港大）——知行樓
馮統照, Dip Sup d'Etudes Francaises（Lille）; Cert（Grenoble）; Lic des Sciences,
Maîtrise des Sciences, DEA（Franche-Comté）; Chevalier in the Order of
the Knighthood（France）——志文樓
楊秀珠, 文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教育）
（中大）; MA, PhD（U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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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院務委員
李卓予, BSc, MSc, PhD（Br. Col.）
陳天機, ScB（Brown）; MA, PhD（Duke）; FIEEE; MACM; FHKCS
黃鈞堯, 文學士（港大）; MA, PhD（Melb.）

資深書院導師
吳倫霓霞, 文學士、教育文憑及文科碩士（港大）; PhD（Minn.）
杜祖貽, BBS; MA（Wash.）; PhD（S. Ill.）
陳方正, BA（Harv.）; MA, PhD（Brandeis）
陳膺強, 社會科學學士（中大）; DU（Bordeaux）
陳燿墉, 文學士（港大）; CertEdMgt（Harv.）
楊鍾基, 文學士（中大）; MA（Kyoto）
蔡棉, 理學士（港大）; MSc（S. Fraser）; PhD（Br. Col.）
關信基, 法學士（政大）; MA（F.U. Berlin）; PhD（Munich）

書院導師
孔憲煇,
陳燿武,
黃鉅鴻,
盧德溪,

文學士（中大）; MSc, PhD（Edin.）
體育教育文憑（台灣體育學院）
BA, MA（Intn'l. Christian, Tokyo）
教育學士（台灣師大）

院務主任
雷寶玲, CertAdmMgt（IAM, UK）; 企業管理文憑（理工及香港管理專業
協會）; 文學士（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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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輔導長
王香生, BEd（Liv.）; MSc, PhD（Lough.）; FACSM; R.Nutr.

學生宿舍舍監
吳恆亮, BSc（McG.）; MSc（C'dia.）; PhD（Manit.）; MIP; CPhy ——湯若望宿舍
李丹,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 MIEEE; MISCA——伯利衡宿舍
鄒桂昌, 文學士及哲學碩士（港大）; PhD（ANU）—— 生樓
賴陳秀卿, BA, MA（Syd.）; GradDipEd（Syd. Teachers Coll.）; PhD（Macq.）
——陳震夏宿舍

逸夫書院
院長
程伯中, BEng, PhD（Liv.）; CEng; FIEE; FHKIE; SMIEEE

榮譽院務委員
丘成桐, PhD（UC, Berkeley）; 榮譽理學博士（中大）; Hon MA（Harv.）; 榮譽
理學博士（交通, 清華, 澳門, 浙江, 中央, 科大, Polytech. Univ. Brooklyn）;
MAMS; FNYAS; MSIAM; MAPS; FAAAS; MNAS; Foreign Member,
Russian Acad. of Sc.; Foreign Member, Natnl. Acad. of Lincei, Italy; 中國
科學院院士;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資深書院導師
Buswell, John Anthony, BSc, PhD（B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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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院導師
郭俊沂, 文學士（台大）; 教育文憑（中大）; 哲學碩士（港大）

院務主任
簡麗嫦, 社會科學學士及教育碩士（中大）;管理學深造文憑（城市理工）;MHKMA;
MHKIHRM; 註冊社會工作者

書院輔導長
張偉雄, 工商管理學士（中大）; PhD（Virg. Polytech. Inst. & State Univ.）

學生宿舍舍監
陳活彝, 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國楙樓
陳竟明, 理學士及哲學碩士（中大）; PhD（Nfld.）——第二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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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玉儀, 社會科學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大）——國楙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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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書院
候任院長
Mirrlees, James Alexander, MA（Edin.）; BA, PhD（Cantab）; 榮譽社會科學
博士（中大）;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人

善衡書院
候任院長
辛世文, 理學士（中大）; 理學士及理科碩士（港大）; PhD（Wis.-Madison）;
中國工程院院士

新書院籌劃處
副主任
李美華, 文學士（中大）

「教職員名錄」所載資料由人事處提供，以本刊出版日為準。篇幅所限，未能盡錄所有教
職員，更詳盡名錄見資訊處出版之《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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