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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

創校年份
1963年（由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合併成立）

校訓
博文約禮 

校徽
中大以中國神話中之「鳳」為校徽，
蓋自漢代以來，鳳即被視為「南方之
鳥」，且素為高貴、美麗、忠耿及莊嚴
之象徵。以紫與金為校色，取意在紫
色象徵熱誠與忠耿，金色象徵堅毅
與果敢。

我們的使命
在各個學科領域，全面綜合地進行教學與研究，提供公共服務，
致力於保存、創造、應用及傳播知識，以滿足香港、全中國，以
至世界各地人民的需要，並為人類的福祉作出貢獻。 

我們的願景
努力成為香港、全國及國際公認的第一流研究型綜合大學，並
使我校建立於雙語及跨文化傳統的學生教育、學術成果及社會
貢獻，均保持在卓越水平。

學院及研究院 

文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
教育學院
工程學院
法律學院
醫學院
理學院
社會科學院
研究院



校園面積
137.3公頃

校園建築物
建築物總數：151幢
總面積：549,080平方米

校園

大學校園
大學面向吐露港，擁有全港最寬廣的校園，兼擁海山勝景，處
處花木扶疏，中西風格的建築掩映其間。校方致力保護環境生
態，校園也是許多鳥獸蟲魚的自然棲息地。

威爾斯親王醫院
威爾斯親王醫院位於沙田小瀝源，是大學的教學醫院，肩負培
訓醫療人才及領導醫學研究的重要使命。醫學院轄下大部分學
系，以及部分大學的研究單位均設於此。

市區教學中心
法律研究中心、工商管理碩士課
程市區中心，以及中大專業進修
學院報名及上課中心，均設於
中環的美國銀行中心。

深圳研究院
研究院大樓坐落深圳市南山
區虛擬大學園內，樓面面積達
25,000平方米，樓高十層，預計
於2011年初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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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圓湖的名字與崇基的校訓
「止於至善」互相輝映。 
未圓湖並非圓型，指世事難
常圓滿，大家應當努力不
懈，力臻至善。 

書院

外觀獨特的眾志堂建於
1972年，樓高兩層，
設有飯堂、舞台及學
生休息室。

崇基學院

院訓：止於至善
全日制本科生人數：2,830

崇基學院於1951年由香港基督教教會代表創辦，為本地首所基督
教中文專上學院，以切合當年社會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書院特色
為着重博雅教育和強調全人發展。

未圓湖

於1961年落成的崇基禮拜堂
坐落崇基路的半山之上， 
正面牆身以當年開發馬料 
水校址時開山所得的不同 
顏色花崗岩石砌成。

眾志堂

崇基禮拜堂



孔子像以銅為材料，面向北方— 
孔子的故鄉山東曲阜。銅像背後 
有一竹枝，其上寫着孔子的教學 
理念：「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合一亭是為發揚錢穆先生
「天人合一」意念而設。
坐在池邊，仿似與大自 
然渾成一體。

新亞書院

院訓：誠明
全日制本科生人數：2,848

新亞書院於1949年由以錢穆先生為首的一群南來學者興辦，創
校宗旨在承續中國傳統文化，並使其與現代學術結合，令學生
既認識本國文化，亦有應付現代社會挑戰的知識與技能。

合一亭

孔子像

圓形廣場

露天的圓形廣場是不少 
學生活動的首選場所， 
曾舉行千人宴、音樂會、
戲劇及國術表演等。 
廣場上的兩扇圍牆，刻 
有歷屆畢業生的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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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水塔自1970年啟用後，一直為書
院供應水源。每逢院慶或大型慶祝活
動，水塔均會在晚上亮燈，節慶氣氛
更見濃厚。

聯合書院

院訓：明德新民
全日制本科生人數：2,816

聯合書院於1956年由廣僑、光夏、華僑、文化及平正五所專上學
院合併組成，五院原為廣州及其鄰近地區的私立大學，與香港
關係密切。

雕塑園

書院胡忠多媒體圖書館外的草地
上，安放不少造型獨特的雕塑，
為書院增加了獨特的文化藝術
氣息。 

聯合瀑布於1996年落成， 
是畢業生拍照留念的熱點。

瀑布

水塔

書院6



造型新穎的灰色雕塑為 
逸夫書院標記，位於書院
入口，象徵堅定的意志 
及邁向未來的氣魄。

標記地台繪有色彩鮮艷的壁畫，
內容包括書院特徵、吐露港景
色、紫荊花以至校園附近的赤泥
坪村，充分反映同學心中逸夫 
校園多彩繽紛的景象。

逸夫書院

院訓：修德講學
全日制本科生人數：2,761

逸夫書院於1986年由私人捐款成立，以輔導學子培養品德和追
求學問為宗旨。書院位處中大西北隅，從文瀾堂可遠眺吐露港、
八仙嶺一帶，一望無阻，景觀堪稱一絕。

書院標記

草苓香中草藥園

中藥園佔地約八百平方米，種植 
的為香花藥用植物，品種超過 
二十種，兼具實用及觀賞價值。

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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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書院
院訓：博學、進德、濟民

晨興書院於2006年創立，書院著重培育學生的獨
立思考和創意，學以濟民，踴躍討論及熱衷服務香
港、中國至世界。 

善衡書院
院訓：文行忠信

善衡書院創立於2006年，採全宿共膳模式，透過
多元化的活動和通識教育，擴闊學生的生活經
驗。書院期望學生能以「家」為基，茁壯成長，成
為具文化素養、高尚品格的明日領袖。

敬文書院
院訓：修己澤人　儲才濟世

敬文書院創立於2007年，注重培育學生的誠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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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儲材及豐盛學生的人生。

伍宜孫書院
院訓：博學篤行

伍宜孫書院創立於2007年，注重德育，培養學生
嚴於律己，勇於承擔，勤奮務實，寬容正直，德智兼
備，具備良好基礎以服務社會及達至豐盛人生。

和聲書院
院訓：知仁忠和

和聲書院於2007年創立，注重培育學生盡心於本
港和國家民族，多瞭解和聯繫世界；為人為己，積
極回饋社會，回饋母校。

註： 晨興書院和善衡書院於2010年招收首批新生；和聲書院將於 
2011年錄取首批學生，其餘兩所新書院預計於2012年投入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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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課程
本科課程數目*

學院 主修 副修 兼讀

文學院 13 20 —

工商管理學院 5 11 —

教育學院 3 2 1

工程學院 6 7 —

法律學院 1 — —

醫學院 5 1 —

理學院 12 9 —

社會科學院 8 10 —

其他
 —雙學位
 —雙主修
 —跨院校
 —東亞研究中心開辦


3
1
1
1


—
—
—
1


—
—
—
—

總數 59 61 1

研究院課程數目

學院

課程

哲學碩士
博士銜接

博士 碩士
專業文憑

研究式 修課式 研究式 修課式

文學院 3 10 — 12  20  2

工商管理
學院 6 — — —  17**  2

教育學院 — 1 1 2  15  4

工程學院 5 — — —  8***  —

法律學院 — 1 — 1  5  1

醫學院 — 18 1 18  19  13

理學院 6 4 — 6  10  —

社會科學院 7 2 1 2  19***  3

跨學院 1 2 — 2  4  1***

總數 28 38 3 43 	117 	 26

* 不包括雙學位課程選擇
** 包括3個境外課程
***包括1個境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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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本科主修課程*

文學院
人類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 

文化研究• 

英文• 

藝術• 

歷史• 

日本研究• 

語言學• 

音樂• 

哲學• 

宗教研究• 

神學• 

翻譯• 

工商管理學院
酒店及旅遊管理學• 

保險、財務與精算學• 

工商管理學士• 

專業會計學• 

計量金融學• 

教育學院
語文教育• 

通識教育• 

體育運動科學• 

工程學院
計算機工程學• 

計算機科學• 

電子工程學• 

訊息工程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法律學院
法學士• 

醫學院
醫學科學增插學年• 

內外全科醫學• 

護理學• 

藥劑學• 

公共衞生學• 

學術課程10



理學院 
生物化學• 

生物學• 

細胞及分子生物學• 

化學• 

中醫學• 

環境科學• 

食品及營養科學• 

數學• 

分子生物技術學• 

物理學• 

風險管理學• 

統計學• 

社會科學院
建築學• 

經濟學•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政治與行政學• 

新聞與傳播學• 

心理學• 

社會工作• 

社會學• 

雙學位

中國語文及文學與中國語文 • 

教育
英國語文研究與英國語文 • 

教育
數學與訊息工程• 

雙主修
計量金融學及風險管理跨學科• 

主修課程

跨院校

英• 國語文研究與英國語文教育

東亞研究中心開辦

中國研究• 

* 不包括雙學位課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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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學生總人數

政府資助課程

學生總人數

人數

本科生 11,255

研究生 3,060

總數 14,315

按級別計算

本科生 小計 總數

學士
全日制 11,255 兼讀制 —

11,255 11,255
本地 10,018 非本地 1,237

研究生

專業文憑
全日制 229 兼讀制 657

886

3,060

本地 882 非本地 4

修課式
碩士

全日制 100 兼讀制 —
100

本地 99 非本地 1

研究式
碩士

全日制 714 兼讀制 23
737

本地 460 非本地 277

研究式
博士

全日制 1,215 兼讀制 122
1,337

本地 404 非本地 933

總數 14,315

按學院計算

本科生 研究生 總數

文學院 1,471 322 1,793

工商管理學院 2,343 52 2,395

教育學院 287 908 1,195

工程學院 1,545 422 1,967

法律學院 244 52 296

醫學院 1,523 392 1,915

理學院 1,648 481 2,129

社會科學院 1,733 379 2,112

其他（包括雙學位、跨學
科、跨院校及基礎班等） 461 52 513

總數 11,255 3,060 14,315



延伸課程及自負盈虧課程

本科生 小計 總數

學士
全日制 32 兼讀制 159

191 191
本地 159 非本地 32

研究生

專業文憑
全日制 83 兼讀制 261

344

8,113

本地 285 非本地 59

修課式
碩士

全日制 1,647 兼讀制 6,001
7,648

本地 6,017 非本地 1,631

修課式
博士

全日制 1 兼讀制 120
121

本地 120 非本地 1

總數 8,304

修讀專業進修學院課程人次*

人次

短期課程 18,908
碩士學位及高級研究文憑、證書 69
學士學位 445
高級文憑 2,643
文憑 4,739
證書 7,095
遙距課程 2,033
在職培訓 5,843
總人次 41,775

* 以20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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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地生國籍及人數

海外本科生

國家/地區  人數  國家/地區  人數 
毛里裘斯 1（0.8%） 美國 2（1.5%） 
加拿大 1（0.8%） 南韓 8（6.1%） 
立陶宛 1（0.8%） 馬來西亞 10（7.6%）
台灣 5（3.8%） 荷蘭 1（0.8%） 
印尼 1（0.8%） 意大利 1（0.8%）
印度 1（0.8%） 新加坡 1（0.8%）
伯利茲 1（0.8%） 葡萄牙 21（16.0%）
波蘭 1（0.8%） 德國 2（1.5%）
委內瑞拉 1（0.8%） 澳門 71（54.4%）
津巴布韋 1（0.8%） 
總數 131

內地本科生

省市/地區  人數

山西 10 （0.9%）
山東  62 （5.6%）
上海  58 （5.2%）
天津 39 （3.5%）
四川  60 （5.4%）
內蒙古 1 （0.1%）
北京  99 （9.0%）
吉林  12 （1.1%）
江西 19 （1.7%）
江蘇  84 （7.6%）
安徽  10 （0.9%）
河北 15 （1.4%）
河南  57 （5.2%）
重慶  40 （3.6%）
浙江  74 （6.7%）
陜西 37 （3.3%）
海南  22 （2.0%）
湖北  59 （5.3%）
湖南  48 （4.3%）
貴州  19 （1.7%）
雲南 17 （1.5%）
黑龍江  11 （1.0%）
福建    46 （4.2%）
廣西 37 （3.3%）
廣東 125 （11.3%）
遼寧  42 （3.8%）
其他  3 （0.3%）
總數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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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學人數*

政府資助課程

本科生** 小計 總數

學士
全日制 3,322 兼讀制 —

3,322 3,322
本地 2,983 非本地 339

研究生

專業文憑
全日制 230 兼讀制 348

578

1,332

本地 574 非本地 4

修課式
碩士

全日制 50 兼讀制 —
50

本地 50 非本地 —

研究式
碩士

全日制 337 兼讀制 3
340

本地 195 非本地 145

研究式
博士

全日制 346 兼讀制 18
364

本地 83 非本地 281

總數 4,654

延伸課程及自負盈虧課程

本科生 小計 總數

學士
全日制 20 兼讀制 55

75 75
本地 55 非本地 20

研究生

專業文憑
全日制 83 兼讀制 228

311

4,699

本地 271 非本地 40

修課式
碩士

全日制 1,392 兼讀制 2,966
4,358

本地 3,197 非本地 1,161

修課式
博士

全日制 1 兼讀制 29
30

本地 29 非本地 1

總數 4,774

* 截至2009年9月30日
** 包括95名入讀二年級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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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計劃*

外出交換生人數及目的地分布

國家/地區  人數

日本 52 （4.3%）
比利時 2 （0.2%）
中國內地 108 （9.0%）
丹麥 31 （2.6%）
尼泊爾 2 （0.2%）
加拿大 65 （5.4%）
台灣 12 （1.0%）
印度 22 （1.8%）
西班牙 61 （5.1%）
肯尼亞 4 （0.3%）
坦桑尼亞共和國 21 （1.8%）
法國 76 （6.3%）
芬蘭 13 （1.1%）
南非 6 （0.5%）
英國 106 （8.8%）
美國 324 （27.0%）
挪威 4 （0.3%）
泰國 1 （0.1%）
荷蘭 68 （5.7%）
捷克共和國 4 （0.3%）
越南 4 （0.3%）
斯威士蘭 3 （0.3%）
瑞士 16 （1.3%）
瑞典 28 （2.3%）
意大利 7 （0.6%）
新加坡 25 （2.1%）
新西蘭 5 （0.4%）
奧地利 5 （0.4%）
愛爾蘭 5 （0.4%）
墨西哥 6 （0.5%）
德國 47 （3.9%）
澳洲 20 （1.7%）
韓國 45 （3.8%）
總數 1,198

學生16



來校交換生人數及來源地分布

國家/地區  人數

日本 44 （3.9%）

比利時 3 （0.3%）

中國內地 93 （8.1%）

丹麥 29 （2.5%）

加拿大 84 （7.4%）

台灣 13 （1.1%）

印度  1 （0.1%）

西班牙 2 （0.2%）

法國 30 （2.6%）

芬蘭  17 （1.5%）

南非 2 （0.2%）

英國 26 （2.3%）

美國  384 （33.6%）

挪威 2 （0.2%）

荷蘭 49 （4.3%）

捷克共和國 2 （0.2%）

瑞士 21 （1.8%）

瑞典  30 （2.6%）

意大利  10 （0.9%）

新加坡 174 （15.2%）

新西蘭 4 （0.4%）

奧地利 6 （0.5%）

愛爾蘭 8 （0.7%）

墨西哥 9 （0.8%）

德國 26 （2.3%）

澳門 1 （0.1%）

澳洲 30 （2.6%）

韓國  42 （3.7%）

總數 1,142

* 以2010年5月6日計算，包括2009年暑期及2009–10年度一學期或一年制本科及
研究交換生，以及研究訪問生

夥伴院校數目：超過 200（分布28個國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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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
2009年頒授學士學位及高級學位數目
學位 數目
醫學博士 5
音樂博士 1
哲學博士 247
心理學博士 1
教育博士 4
小計 258
哲學碩士 320
文學碩士 1,415
神道學碩士 9
藝術碩士 3
音樂碩士 2
會計學碩士 40
工商管理碩士 438
臨床藥劑學碩士 19
專業會計學碩士 70
教育碩士 112
家庭醫學碩士 4
健康科學碩士 16
護理碩士 19
職業醫學碩士 8
公共衞生碩士 27
中醫學碩士 6
理學碩士 813
建築碩士 38
社會科學碩士 230
社會工作碩士 21
法律博士 109
法學碩士 214
小計 3,933
文學士 503
文學及教育學士 32
工商管理學士 617
教育學士 22
工程學士 332
內外全科醫學士 133
護理學士 171
藥劑學士 27
中醫學學士 17
理學士 596
社會科學學士 495
小計 2,945
總數 7,136

畢業生及校友



2009年學士學位畢業生就業情況*

* 截至2010年3月31日，不包括醫科畢業生

校友

校友會數目： 97

畢業生畢業年份分布
畢業年份 數目
2001及之後 58,406
1991–2000 36,165
1981–1990 17,315
1971–1980 9,429
1970及之前 4,515
總數 125,830

行業

社會工作

醫療及護理

行政 / 管理

資訊科技

會計 / 審計

銷售 / 市場推廣

銀行 / 財務

教學

科學 / 研究

公共關係 / 大眾傳播

0       2            4                6               8              10          12

12.0%

11.3%

10.7%

10.6%

10.4%

8.5%

6.5%

5.7%

2.9%

2.7%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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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教職員職別及教員職級分布

總人數：6,571

學術獎項及榮譽
數目

諾貝爾獎得主 4
菲爾茲獎得主 1
沃爾夫數學獎得主 1
圖靈獎得主 1
電機及電子工程師學會院士 26
中國科學院院士 6 
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4
中國工程院院士 2
中央研究院院士 8 
國家自然科學獎得主 12 
裘槎基金會優秀科研學者 14 
裘槎基金會優秀醫學科研學者 4 
美國物理學會院士 5 
計量經濟學會院士 2 
計算機器學會院士 4 
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 1
長江學者成就獎得主 3 
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科學技術）得主 2

教職員

教學
1,462（22.2%）

研究
1,145（17.4%）

行政
477（7.3%）

專業
349（5.3%）

技術  
648（9.9%）

文書
1,390（21.2%）

職工
1,100（16.7%）

教授及同等級 
 434（29.6%）

副教授及同等級
244（16.7%）

助理教授及同等級
289（19.8%）

高級導師、導師及其他
495（33.9%）



五大重點研究領域

為增強學術與研究實力，發揮深遠影響，造褔社會，香港中文大
學在2006年的策略計劃中，選定五個學術領域，調配充足資源
協助其開展研究，是為五大重點研究領域。

中國研究
跨學科的中國研究是理解中國事物的基礎。
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匯集了不同單位教研人員
的集體心血，較活躍的有以下範疇：語文、文學
及表演藝術；文化承傳和歷史；社會和區域發
展；政治及法制發展；公共衞生和環境。

生物醫學科學
中文大學的生物醫學研究跨越了傳統的學 
術範疇，從微小的分子單位出發，廣涉社會、
公共 衞生、生物科學等不同層面的健 康課 
題。

訊息科學
中文大學是區內的重點互聯網樞紐，對區內訊
息科學的發展影響深遠。大學除着眼理論和應
用研究，也開拓理論計算機科學、訊息及編碼
理論、訊息保安、多媒體技術和生物訊息學等
範疇的科技轉移。

經濟與金融
中文大學於中國經濟、公司財務以及中國和亞
洲新興金融市場的世界級水準研究素享盛譽，
定當承傳歷史和地理優勢，精益求精，並藉教
學、研究、顧問諮詢和服務社會，鞏固香港的
國際貿易和金融樞紐地位。

地球信息與地球科學
中文大學致力成為中國熱帶與亞熱帶季風環
境遙感研究、應用、技術轉移和國際交流的平
台，並結合地球系統科學和遙感科學，透過研
究、教學、社會服務，尋求解決當前全球環境
問題的方案，改善人類生活、環境和經濟。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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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學科領域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 甄選了十六個卓越學科領域，
給本港大專院校提供專項撥款，進行有關研究。中大領導的現
行研究項目佔以下五項：

母體血漿胎兒核酸研究中心
項目的統籌隊伍發現胎兒的脫氧核糖核酸存在於孕婦的血漿
內，開啟無創產前診斷的可能。研究人員繼續探討該研究領域
多個前尖問題，包括唐氏綜合症的無創產前診斷。

中醫中藥研究與發展
這項目深入探究促進糖尿足癒合及心管保健的兩個草藥配方，
研究成果除了可證明選定的草藥配方的臨床療效外，亦會制定
中藥臨床研究與藥物鑑證的模式。

植物及農業生物科技中心
項目的目標是建立生產生物科技作物的渠道，鑑別精良種質資
源中的有用基因，將之轉化進入目標作物（如水稻），並通過田
間試驗及安全測試，生產具備優化農業成效的新品種。

網絡編碼研究所
該世界領先的研究所將進行網絡編碼及其在互聯網、無線通
訊、訊息安全、數據存儲和生物訊息等領域應用的前沿研究，目
標是使香港成為世界網絡編碼的一個主要研究中心。

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項目以歷史文獻與田野研究為依據，復原各地參與大一統的歷
史。研究團隊會在中國十五個省區展開田野工作，藉以重構應
用它們的地方制度，通過比較各地方歷史的時空，建構一套自
下而上的中國歷史。

*  教資會是一個諮詢委員會，負責就受資助香港高等教育院校的發展及所
需經費向香港特區政府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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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人文學科研究所• 

 人類傳意科學研究所• 

 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 

 中國文化研究所• 

 中國科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先進集成技術研究所• 

 中醫中藥研究所• 

 心腦血管醫學研究所• 

 光科技研究所• 

 利豐供應鏈管理及物流研究所• 

 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 

 亞太工商研究所• 

 信興高等工程研究所•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香港亞太研究所• 

 香港教育研究所• 

 香港糖尿病及肥胖症研究所• 

 香港癌症研究所• 

 消化疾病研究所• 

 理工研究所• 

 理論物理研究所• 

 理論計算機科學與通訊科學研究所• 

 植物分子生物學及農業生物科技研究所• 

 經濟金融研究所• 

 精密工程研究所• 

 數學科學研究所• 

國家重點實驗室

 • 華南腫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

實驗室於2006年成立，在大量臨床病例的實證支持下，針對
亞洲人常患的癌症，發展早階段檢測確診技術，並開發診治
方案。

 • 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

實驗室成立於2008年，以現代生物科技加上農民及育種家
的傳統智慧，開發新技術，提高中國農業生產力，保障糧食
安全和改善人民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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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研究單位

人文價值研究中心• 

上皮細胞生物學研究中心• 

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生物資源與疾病 • 

分子機理聯合實驗室
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藥用植物化學 • 

與植物資源聯合實驗室
中．華．基因組研究中心• 

生物醫學工程聯合研究中心• 

地球信息科學聯合實驗室• 

自動化科學與工程聯合研究中心• 

汕頭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汕頭國際眼科中心• 

長江ASAR數據應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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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利群計算及界面科技教育部—微軟重點實驗室• 

香港中文大學—國家中藥現代化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 

中藥標準化和研發聯合實驗室
香港中文大學—浙江大學人類生殖及相關疾病聯合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南山醫院聯合耳鼻喉—頭頸外科培訓中心• 

暨顯微及內窺鏡技術實驗室
香港中文大學與南京大學脊柱側彎聯合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與南開大學社會政策聯合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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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與浙江大學先進光子學聯合研究實驗室• 

香港中文大學與暨南大學再生醫學聯合實驗室• 

亞太漢學中心• 

草藥研究中心• 

國家遙感中心香港研究開發與培訓基地• 

清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蒙民偉眼科中心• 

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媒體科學、技• 

術與系統聯合研究中心（深圳）
智能工程聯合研究中心• 

智能感知系統聯合研究中心• 

植物基因工程聯合實驗室• 

華南文獻研究中心• 

腦研究中心• 

滬港化學合成聯合實驗室•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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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年度獲撥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

專業範疇 研究計劃數目 金額（百萬港元）

生物及醫學 58 58.38

工程學 43 27.13

人文、社會科學及商科 57 27.45

自然科學 26 14.52

總數 184 127.47

  

2008–09年度研究成果分布*

項目 數量

期刊文章 2,546

會議論文 2,440

學術書籍、專著與書章 587

創意與文學作品、顧問報告、個案研究 113

專利權、協議、轉讓及成立公司 49

其他 822

總數 6,557

  

2008–09年度校外研究資助來源*

百萬港元 百分比

研究資助局 / 教資會 204.24 38.91%
優配研究金及其他研究用途補助金 189.22 36.04%
直接撥款 15.02 2.86%

政府部門及相關機構 86.88 16.55%

慈善、信託及個人捐款 74.88 14.26%

創新及科技基金 41.50 7.91%

優質教育基金 7.94 1.51%

業界及其他 109.52 20.86%

總數 524.96 100%

* 以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計
註： 1 美元 = 約 7.8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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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圖書館

大學圖書館系統共有七所圖書館，包括： 
 大學圖書館• 

 崇基學院牟路思怡圖書館• 

 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 

 聯合書院胡忠多媒體圖書館• 

 建築學圖書館• 

 李炳醫學圖書館• 

 利國偉法律圖書館• 

圖書館資源 數目

座位 2,500個
書籍 2,451,759冊
期刋 13,000種
電子期刋 100,000種
電子資料庫 580個
公用電腦 466台
經課室網絡連網點 180個
無線連網點 53個
已登記的圖書館使用者 46,781人



校園網絡 

資料 統計數字

校園內

網路帶寬 ~3.4 Mbps

校園網絡接口 30,411 個 

學生宿舍網絡接口 全採用10/100 Mbps 
有線連接方式 7,784 個 

無線網絡
所有主要演講廳、學生
飯堂、圖書館及公共 
露天範圍

 

經光纖連接的校園
建築物 121 棟

校園外

校園網絡接口 4,564 個

無線網絡接入點 
（ 經中大Wi-Fi無線 
 寬頻夥伴計劃 ）

設於全港大部分咖啡室、
購物廣場、便利店、機場
及公共電話亭

超過 
5,000 個

學生宿舍 

宿位

國際生舍堂 254

研究生宿舍 946

崇基學院
（ 華連堂、利樹培堂、何善衡夫人宿舍、明華堂、 
 五旬節會樓高座、五旬節會樓低座、神學樓、 
 文質堂、文林堂、應林堂 ）

1,413

新亞書院
（ 知行樓、紫霞樓、志文樓、學思樓 ）

1,066

聯合書院
（ 湯若望宿舍、伯利衡宿舍、陳震夏宿舍、恒生樓 ）

1,048

逸夫書院
（ 國楙樓、第二學生宿舍 ）

1,160

何善衡夫人醫科生宿舍 248

總數 6,135

27



博物館、展覽館及文化設施

文物館
致力中國文物的收藏、保存、研究和展覽，把源遠流長的中國藝
術、人文精神、文化遺產介紹給大學成員及公眾。

崇基學院校史檔案館
展出崇基歷史、校園變遷等資料。

岑才生聯合書院校史文物館
展出逾190件文物，展示聯合書院由成立至今的歷史。

許氏文化館
文化館位於新亞書院，提供展覽場地，推動及豐富校園文化 
生活。

越喬藝廊
藝廊位於逸夫書院大講堂二樓，是舉辦展覽的理想場所。

邵逸夫堂
為校內各種大型活動提供場地及服務的多功能文化中心，亦支
援藝術行政主任辦公室所籌辦的文化及藝術活動。

逸夫書院大講堂
內設495個座位的演講廳，配備先進視聽設施。

利希慎音樂廳
設有269個座位、管風琴、
舞台。設計適合樂團、合唱
團及個人音樂表演。

崇基學院禮拜堂
設有1,200個座位，可供舉行教會活動、婚禮、學院周會、講 
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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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及戶外場地

祖堯堂
設有162個座位，配備即時傳譯
及視像會議設施，適合舉辦國
際學術會議。牆上掛有歷任監
督及校長肖像。

雕塑《門》及烽火台
烽火台是雕塑《門》坐落之處，為公眾論壇、典禮及學生活動的
熱門地點。 

文化廣場
范克廉樓外別具特色的多用途露天場地，學生經常在此舉辦音
樂會、跳蚤市場、各式文化節、頒獎典禮和交流會等。

林蔭大道
位於大學圖書館與科
學館之間的林蔭大道，
又稱「百萬大道」，是
中大地標之一，也 是
每年舉行畢業禮的地
點。

運動設施 

數目

游泳池（50米） 1

運動場（附設跑道及足球場） 2

網球場 14

壁球場 6

體育館 4

康樂室 4

水上活動中心 1

健身室 4

室外球場 6

射箭練習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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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2008–09年度收入*

百萬港元 百分比

政府資助 2,916 66.1%

學費、課程及其他收費 1,207 27.3%

利息及投資收益 (471) -10.7%

捐贈及捐款 279 6.3%

輔助服務收入 161 3.7%

其他收入 322 7.3%

總數 4,413 100%

2008–09年度支出*

百萬港元 百分比

教學及研究 3,625 71.5%

圖書館 187 3.7%

中央電腦設施 132 2.6%

其他教學服務 94 1.9%

管理及一般事項 202 4.0%

樓宇及有關支出 539 10.6%

學生及一般教育事務 260 5.1%

其他事務 33 0.6%

總數 5,073 100%

*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年度
註： 1 美元 = 約 7.8 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