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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書內容聲明

本書所載資料，僅供讀者作參考之蹄。 f尚書中內容與大

學臼後所發佈者有所差異，一切均以大學所發佈者為準。

副校長(學術)辦公室謹斂

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八日

大學概況

; 浴科技大學於一九八八年四月註冊成立，一九九一年十月正式問學。作為

一所從事高等教育及學術研究的國際級科研大學，本校辦學宗旨除致力於

培育人才，渦。足吞港未來經濟及社會需求外，並協助推進工商企業發展。

大學位於九龍東面的清水灣半島北端，佔地六十公頃。琨代化的校舍，依

山面海而建，聳立於山坡之上，面對青山綠水，崇色秀麗壯觀，校園環境實在

不可多得。從九龍市區到大學，一般公共交通車程需時約三十分鐘。

大學行政架構方面，校長為大學最高行政人員，下分三個郁，各自一位副

校長掌管。三個部分別為學術郁，行政及總務部，與研究及發展部。各部組織

可參考附錄一。

學術部包括四所學院及一些輔助教學單位。四所學院分別為理學駝，工學

院，工商管理學院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前三所學院皆設本科課程。人文社會

科學學院則為其它三所學院提供過識教育科目，學院亦自一九九七/九八年度

起，間設本科副修課程。四所學院皆開辦碩士及博士課程。

師資

大學教員來自世界各地。他們各在本身的學術領域成就超卓，並具豐富的

教學及科研經驗。資深教授們都在自己的科研領城享負盛名。較年青的教員亦

極其潛質。他們並肩為大學建立蓬勃的學術風氣。

教員們均擁有世界知名研究學府的博士學位，大多亦曾在此等學府接受博

士後培訓，或曾在造些學府擔任教研工作。

大學於一九九一年十月間課時，有教員約一百人，至二零零零年，教員人

數約四百二十五位，學生與教員比例約為十三比一。

學生

目前本校學生總人數為七千，本科生約佔五千六百人，其中大部份皆經過

全港大學統一入學試取錯，入讀本校。本科課程為三年制，平均每年取錄新生

的一千九百人。



研究生方面，目前總數的一千四百多入，其中五百多人為修課碩士生

(taught master's students)，其餘九百多人為論文研究生 (research postgraduate 
students) 。後者包括哲學碩士生 (Master ofPhilosophy students)及哲學博士

生 (Doctor ofPhilosophy students) 。

本校錄取研究生條件甚高，優秀成績並非錄取唯一條件。申請人須具獨立思

考能力，英語運用流蝠，及對研究方向有良好基本認識，且擁有相關本科或碩

士學位。

非本地生

目前本校非本地生差不多全數為研究生，人數約佔研究生人口三份之一

強。工學院及工商管理學院尚有本科交換生約一百人。非本地生來自北美洲，

歐洲，澳洲及亞洲共二十個國家，其中以內地學生人數較多。

大學學年

本校學年共分兩學期，分別為秋季學期 (Fall Semester) 及春季學期(Spring

Semester) 。秋季學期於九月初開課，春季學期於二月上旬開課。每學期共上課

十五週。

二零零一至零二學年，秋季學期暫定開課日期為九月四日;春季學期暫定

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一日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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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課程及入學資料

究生課程共分兩大類 修課碩士課程 (taught master's programs) 及研究

學位課程 (research degree programs) 。

就讀修課碩士課程者，抵需修滿所需學科及學分，便可畢業。全封制課程

需時一年至一年半。

研究學位課程分哲學碩士 (Master ofPhilosophy) 及哲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兩種。兩者皆要求學生先修課，後撰寫論文，並為論文答辯。哲學

碩士課程一般需時約兩年，哲學博士課程則需時約三至四年。

研究生課程入學要求

凡申請入讀碩士課程者，應持有認可大學所頒授的本科學位，或其同等學

歷。此外，申請者亦須符合有關學院或學系其它入學要求，立t具有良好英語運

用能力。

一股入讀博士課程者，應持有認可大學所頒授的碩士學位，或曾修讀全日

制研究生課程最少一年，或兼讀制研究生課程兩年。此外，申請人須符合學院

或學系有關課程入學要求，並具良好英語運用能力。

不少學系要求申請入學者提交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EFL) 或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ervice (IELTS) 英語
測試成績。此外，部份學系亦有要求申請入學者提供Graduate Record Exami

nations (GRE)或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 (GMAT) 研究生學能
測試成績。

學系於遴選申請個案過程中，多會要求申請人參與面試。如申請人來自外

地，有關學系讀會以電話說話或其官方式代替面試。成功被錄取的學生將會收

到通知書，函內列有接受入學期限。過期不覆者，或回稜後，不依期註冊者，

入學資格將被取消。

申請入學

本校新研究生入學時間主要為秋季，即九月初。招生工作的於每年一月開

始。由於許多學系要求申請人提出 TOEFL!IELTS 英語測試成績，及 G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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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AT研究生學能測試成績，方予考慮，故非本地申請人應及早報考各試。內

地學生辦理來港學生鑽証訪時數月，有意申請者應及早申請。目前內地申請人

應先取得所屬機構支持，能以公派身份來港，方可申請。

入學註冊處及各學系皆備研究生課程簡介小冊，方便有興趣人士索取。此

外，亦可經電子郵件或網絡服務索取有關資料，包括申請入學表格。入學註冊

處網頁網址為: http://www.ab.ust.hk/arr 。

查詢申請入學，請去函下列地址:

吞港九龍

清水轉

香港科技大學

入學註冊處處長

傳真: (852) 2358-2463 

電話: (852) 2623-1120 

電子郵件郵址: GRADMIT@UST.HK 

本校各學系及學部皆印備研究生課程介紹，以便有意申請人士索取。欲取

得上述刊物或研究生課程入學申請表格，可自入學註冊處或有關學系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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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目前開辦下列研究生課程

修練碩士課程 哲學碩士課程 哲學博士課程

專業 Taught Masters Master of Philosophy Doctor of Philosophy 
Programs Programs programs 

理學臨

生物化學 恥1110 D 110 
生物學 M 120 D 120 
化學 M 130 D 130 
數學 h在 141 M 140 D 140 
物理學 M 151 M 150 D 150 
生物技術 M511 
環境科學 M521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 M517 

工學臨

化學工程學 M211 M210 D210 
土木工程學 M222 M223 D 221 
計算機科學 M231 M230 D230 
電機及電子工程學 M241 M2哇。 D240 
工業工程及工程管理學 M252 M253 D 251 
機械工程學 M261 M260 D260 
環境工程學 M519 

工商管理學臨

會計學 M310 D 310 
經濟學 M330 D330 
財務學 M340 D340 
資訊系統管理學 M321 
資訊系統學 M320 D 321 
營運管理學 M373 D323 
組織管理學 M350 D3日

市場學 M360 D360 
投資管理學 M341 
工商管理 M300 

人文社會科學學臨

中國研究 M523 

人文學 M413 M410 D410 
社會科學 M423 M420 D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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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學教學語言為英語，故無論上課，小組討論，撰寫論文及論文答辯，皆以

英語進行。凡母語非英語同學，宜在註柵前作好主j!i傲，以便適應新的學習環

境，並在英語寫作及會話方面，多下功夫。

研究生助學金 (Postgraduate Studentships) 

全日制論文研究生 (full-time research stud巴nts) 可向學系申請研究生助學
金。申請研究生助學金不須填寫表格，申請人應於入遞入學申請表格時書面提

出。此項助學金的發放，乃由學系每年按學生成績，論文進皮，及所搶任助教或
科研工作表現而釐訂。研究生助學金按月發放，三零零零至零一年度每月金額為

一萬五千五百港元，其中包括入住大學宿舍 (University Apartment) 的宿舍房
租(約三千元)在內。

助學金受惠人須參與助教 (teaching as_sistantship) 工作，或助研 (research
assistantship) 工作。此兩類工作為研究生訓練過程不可缺少的部份。助學金受

惠人每學年從事這顯工作，以不超過三百六十小時為準。

研究生助學金金額，減除學費及宿舍租金後，一般情況下，應足夠學生應付
日常生活閑文。

非本地人士申請入學須知

非本地學生困吞港入境條例所限，不能在居港期間就業，兼職亦受此限。

學費及生活費

二零零零/零一年度學費為四萬二千一百港元。學費一般分秋季及春季兩期
繳交。工商管理碩士及投資管理學碩士兩項課程需另加其它費用。以現時生活水

平計算， I涂學費及租金外，其他生活費用，包括香費、膳食、衣物、交通費等，
估計每人每月約需五、六千元。

7 



研究生宿舍

目前大學研究生宿舍，足以應付有意入住校內學生的需求。大部份研究生

宿舍為有空調的四房家庭式單位，每人一房，四人共用單位內客廳、煮食及浴

室設備。

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月租每房約三千港元(不包膳食及水、電等雜費)

惟目前大學並無已婚學生宿舍。有關校聞生活及住宿的查詢，可與學生事務處

聯絡。

醫療服務

校內設有診療所及牙科診所，各有駐校醫生為學生診症及提供一般牙科服

務。診症時問限於星期一至六辦公時悶。

非本地學生如持有吞港身份証，在使用政府醫院服務時，院方所收取費用

一般與本地人士相同。

目前本港政府醫!免及一般政府醫療服務收費合理。如學生要求特別醫療服

務或私家醫院醫療服務者，一般收費十分高昂，此情祝下，學生應自購個人醫

療及意外賠償保險，以免在有需要時，因醫療收費問題而得不到所要求的服務。

校內膳食服務

目前校園內設有各類不同食肆共十間，其中包括中、西式餐廳，咖啡店，

快餐店，粥麵店，東南亞美食店，漢堡包店等，供各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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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院及學系研究生課程簡介

理學院

學院共設五個學系:生物化學系、生物學系、化學系、數學系及物理學

系。上述五個學系均開設哲學碩士(MPhil)及哲學博士(PhD)課程。數學系

及物理學系更設有理學碩士(MSc)課程，課程內容都是基礎與癒用研究並重。此

外，為配合社會需求，學脆亦開辦三個跨學科的理學碩士課程，為學生提供更

多選擇，包括:生物技術、環境科學及材料科學。理學院的研究生人數約佔全

校研究生人數百份之二十二。

除上述五個學系外，理學院還附設有多問研究所、研究中心及中央賞驗

所，以促進多種學科及跨學科的研究開發，其中包括:生物技術研究所、高新

材料研究所、海岸與大氣研究中心、科學計算研究中心、分子神經科學中心、

材料測製實驗所、動物養殖實驗所、植物培育實驗所等。本校又與中國科學院

合作，在校園內成立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聯合實驗室及納米材料與技術聯合實

驗室。

理學院的教學宗旨，乃從多方面訓練學生，使他們熟習實驗室內的研究方

法，並培養及發揮他們在研究工作的求知和創造精神。而高素質的教育，除了

有賴設備優良的實驗室外，經驗豐富的教員更是不可缺少。本院的師資卓越，

任教的一百二十多名全職教員皆具有博士學歷，大部分更在世界著名的大學畢

業，並擁有多年的教學及研究經驗。

生物化學系

1.學系簡介及重點研究方向

生化系的研究課題廣泛，且能為在學的碩士及博士生提供優異的基礎

及應用學科的訓練。本系的科研方向可概括為三大方面:分子與細胞生

化，生物工程與醫蔚生化，以及生物大分子結構與功能。各科研組通過互

相合作，組成一個協調的集體，以達致最高的效率。二零零零至零一年

度，學系共有十六個研究課題組，碩士及博士生共約四十名。

2. 學系教研資源及設備

~化系的各個研究組，每年均獲香港政府、工業界及私人企業豐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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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金資助。這些基金資助使本系能擁有龐大的研究生、博士後、研究

助理等科研陣容。學系擁有世界一流的科研及教育設施。除眾多生物化學

及生物工程中必須的中小型儀器外，本系還擁有相當數量的大型儀擺設

備，其中包括高精度、高分辨的 750MHz和 500MHz 的核磁共振儀，蛋

白質測序儀， DNA測序儀， DNA合成儀，細胞分禮儀，質譜儀，發酵罐

等等。這些大型儀擺出專人負責管理，以便供科研人員使用。

3. 研究生課程簡介及有關入學要求

生化系除招收碩士及博士生外，同時還招收生物技術理學碩士生。在

學學生i涂需修讀一定量的學科外，還必須完成具有創新性的研究工作。申

請入學的學生除須具有優秀的學業成績外，尚須有良好的英語基礎(TOEFL

成績五百八十分以上)。本系招收學生背景廣泛，包括具生物化學、化學、

生物、微生物、醫藥、物理等。

查詢聯絡人: Dr WONG Wan Keung 

電子郵件: bcwkrw@ust.hk 

傳真: (852)2358-1552 

生物學系

1.學系簡介及重點研究方向

生物學的範疇甚廣，本學系研究領坡，包括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

學、遺傳學、發育生物學、動植物生理學、神經生物學、海洋生物學及環

境/生態學等，而對分子與細胞造兩層次較為著重。

學系現有全職教員二十二人，皆擁有世界知名科研大學的博士學位，

並具備相當的教研經驗。以二零零零年二月計算，學系有研究生六十三

人，其中六名為兼讀生。

2. 學系教研資源及設備

學系配備先進精密的教研設施。除大學中央設施如動物養殖實驗所及

植物培育實驗所外，系內還有下列完善設備:

(i) 多種細胞培養設施

(ii) 蛋白質之純化及分析儀器

11 



(iii) 分子及細胞生物學之各種儀恭

(iv) 多種現代光顯微鏡及電子顯微鏡的配套設備

(v) 室內循環海水系統及環境生物學研究之各種儀器

3. 研究生課程簡介及有關入學要求

生物學系提供以下研究生學位課程:

論文研究生學位課程:

-哲學碩士(生物學)

-哲學博士(生物學)

修課研究生學位課程:

-理學碩士(生物技術)

】理學碩士(環境科學)

凡持有本科或碩士學位者(包括生物科學、化學、物理學或工程學)皆

可申請。申請者必須提供曾就讀學院的成績單、推薦信及GRE成績，以供

參考。如申請者缺乏相闋的生物科學背景，仍可申請，惟須在第一學年補

修有關課程。

查詢聯絡人: Ms Roni HUNG 

電子郵件: boroni@ust.hk 

傳真: (852)2358 < 1559

化學系!

1.學系筒介及軍點研究方向

化學系是科大在創校時期首批成立學系之一，多年來，經過全系教職

員的辛勤耕耘，化學系已發展成為一個極其規模的現代學系。自前化學系

擁有教員十九名，在學研究生有五十多人。此外，化學系還提供跨學系的

理學碩士(MSc)課程，培養生物科技、先進材料和環境科學方面的人材。

本系教員在科研方面既獨立又相互合作，研究課題跨越分子生物學、

生物化學、樂學、現代物理學、化學工程及環境科學等相關的學科。學系

主要研究方向為新藥的發現、設計與合成、先進材料的研究、分子結構鑑

定及分析儀器開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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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系教研資源及設備

與上述研究方向相匹配，化學系擁有先進及現代化的大型儀器。化學

系的實驗室，配備有各種激光裝置，包括 excime1'激光、毫微秒級 ND:

YAG激光、 mode-locked ND:YLF 激光、氫離子激光、 K1'γpton 離子激

光、微微秒 /femto-secondmode-locked TI: Sapphi1'e 激光。其他儀若是設

備有 Spex mac1'o/mic1'o 光譜儀、富利衰變換紅外/寓利衰變換拉曼光譜

儀、氣質聯用光譜儀、高壓液相、 GPC 、毛細管電泳儀、原子吸收光譜

儀、質譜儀和核磁共振儀(三百兆赫)。此外，大學還置有四百及五百兆赫核

磁共振儀各一台。學系為教員和研究生配備有充足的計算機設備及分子製

圓/分子模擬、量子力學計算等軟件。學系亦備有多台Silicon G1'aphics 工

作站和小型超級計算機。大學的大型超級計算機和 HP9000!735 工作站亦

適用於複雜的計算工作。

3. 研究生課程簡介及有關入學要求

化學系除開辦哲學碩士(MPhil)和哲學博士(PhD)研究生課程外，還參

與跨學系的理學碩士(MSc)課程。合資格的申請者需提交本科學位成績單和

推薦信，有GRE 或TOEFL成績者可給予優先考慮。以下為各類課程入學

要求:

哲學碩士(MPhil)課程

申請入學者須持有化學或有關學科的本科學位，持非化學本科學位而

被取錄者，須修讀額外的化學科目。

@ 哲學博士(PhD)課程

申請入學者須取得化學或有關學科的碩士學位，如以本科學位被取錄

者，須先完成一般哲學碩士學位課程的要求。放入讀哲學碩士學位課

程的同學，如學業成績理想，於修讀兩個學期後，可申請轉讀博士學

位課程。

@ 理學碩士(MSc)課程

此課程由校內多個學系合辦，目的為培養生物科技、先進材料和環境

科學方面的人材。申請入學者須取得化學或有關學科本科學位，課程

一般需時一年半至兩年完成，兼讀制學生需時三至四年。

查詢聯絡人: Ms Do1'is LEE 

電子郵件: chdoris@ust.hk 

傳真: (852)2358-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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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系(

1.學系簡介及重點研究方向

本系致力從事高水平的純數學及數理科學研究。本系的純數學研究注

重現代數學的最新發展，並已活躍地融入當今國際數學發展潮流中。與其

他傅緝的數學系比較，本系的優點還在於同時擁有多類型研究項目，如流

體動力學、科學計算、統計學及金融數學。集各學科研究於一系，能更有

效地擴間各教研人員的研究規野及提高研究成果水平。本系和國際數學界

有著積極密切的交流合作。

以下為數學系重點研究方向:. 代數與教論一表示論、李群理論、超越數論、頂點算子代數、非結合

代數。. 分析與微分方程複分析、泛函分析、非續性動力學、非攝性微分方
程、可積系統。

@ 幾何與拓扑學一代數幾何、微分幾何、低維拓扑學。

@ 流體動力學 環流、二相流、高速流及其穩定性、燃燒、颱風及氣泡

的流體動力學。

科學計算一並行算法、數值線性代數、微分方程數值方法、端流計

算、超導。. 概率與統計學一聞機分析、聞機控制與過糖、生存分析、分佈逼近、
再抽樣、時間序列、醫學統計。. 金融數學衍生工具的價格模型、風險分析。

2. 學系教研資源及設備

學系 i涂設有兩所分別安裝了近百台高級UNIX工作站及高速個人計算

機的「教學及研究實驗室J 外，更有一所設備先進的「流體動力學實驗

室J 。此外，更為研究商效科學計算而裝設了一群由近四十台的昇陽工作

站(SUN ULTRA SPARC WORKSTATION)及雙奔騰個人計算機組成的

並行計算群簇(Parallel Computer Cluster) 。在後端方面，學系更安裝了一
部昇陽企業伺服器(SUN Enterprise Server) ，以求提供一個穩定及高效率

的計算工作環境。同時，學系亦與海岸與大氣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astal 

and Atmospheric Research)合資裝設了一部 SGI Origin 2000 的超級計算
機(Super Computer)以供計算量需求更大的研究科目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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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學圖書備在館藏及服務上均密切地配合本系各學科的教研工

作。二零零零年圖書館館藏約為五十五寓多種書籍及期刊，還有為數可觀

的電子化數據庫。同時，圖書館在自動化系統上提供很多選擇。本校師生

可以在校園的任何終端機上查閱校內種顯繁多的書目、期刊、參考書籍、

全文資料以及 CD-ROM 數據庫。

3. 研究生課程簡介及有關入學要求

學系共閱辦三種研究生課程:

@ 理學碩士(數學)

修課要求:須修習數學或有關學科共二十四學分;

報告:完成一學科報告(六學分)

. 哲學碩士(數學)

修課要求:須修習數學或有關學科共二十四學分;

論文:完成畢業論文及論文答辯。

. 哲學博士(數學)

修課要求:須修習數學或有關學科共三十六學分;資格考試;

論文:完成畢業論文及論文答辯。

申請者須具有:

(i) 數學本科學位;
或理學士或工學士學位(備有較強的教學訓練)

(ii) 一定程度的英語閱讀書寫及會話能力。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兩課程皆為論文研究生課程。學生須先修習學

科，然後完成論文及論文考試。

查詢聯絡人: MsDoraLEE 

電子郵件: madora@ust.hk 

傳真: (852)2358-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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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系!

1.學系簡介及重點研究方向

本系的研究生教育旨在為學生提供堅實廣泛的物理理論與實驗技術基

礎、創新性研究的環境和跨學科研究的機會。

學系的重點是光學與凝聚態物理;研究工作集中在以下四個方向:

@ 光學一非線性光學、半導體光子學、飛秒激光光譜等。

@ 擬主表態理論 無序系統、介觀現象、複雜流體、顆粒材料、計算物理

等。. 半導體異質結一童子阱、線和點的生成與特性、光學與輪運性質及器

件應用等。

@ 材料物理材料分析、表面界面、磁性材料、晶體生長與攝制等。

學系現有約二十八名教員，三十名博士後及五十名研究生。

2. 學系教研資源及設備

本系教員全部為持有博士學位，並具有博士生導師資格的高級研究人

員，其中包括正教授四名。

學系設有最先進的研究設備，包括激光物理實驗室[含可調諧及飛秒激

光器卜光子學實驗室、縛膜材料實驗室[含兩台分子東外延、激光蒸發設備

等]、表面/界面研究[含低能電子顯微鏡、掃描隧道顯微鏡、原子力探針

等卜固體性質研究[含激光光譜、低溫強磁場、量子干涉磁通計等]、 X射

線光學、國簇的生成與特性研究設施等。

3. 研究生課程簡介及有關入學要求

學系為培養研究生所開設課程，包括理學碩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三種。理學碩士以修讀課程為主。主要課程包括經典力學、電動力學、量

子力學和統計物理等。選修哲學碩士課程以研究工作為主，但亦要求學生

修讀十二個學分的課程。哲學博士課程同樣要求十三個學分。博士生須通

過資格考試，才能開始論文工作。

報考本系研究生課程者，應具物理或相關理、工科本科學位。錄取申

請入學者，主要基於申請人的學習成績。申請入學者應提供一真有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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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的說明。母語為非英語的外地申請人應提供 TOEFL 成績。此外，申

請人凡持有吞港以外地區院校頒授的本科學位，亦應提供 GRE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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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

在本校的四所學院中，以工學院規模最大'的佔全校學生人數百份之四十。

工學院共設六個學系，分別為化學工程學系，土木工程學系，計算機科學系，

電機及電子工程學系，工業工程及工程管理學系，及機械工程學系等。每個學

系均開設哲學博士 (PhD) 課程、哲學碩士 (MPhil)課程及理學碩士 (MSc)

課程。學院並有跨學臨的碩士課程，包括與理學腕合辦的生物技術科學， ~畏境

科學工程及材料科學工程等碩士生課程。工學院每年招收三倍多名研究生，研

究生課程包括修讀科目及撰寫研究論文兩部份，以保誼畢業生博專兼長。

工學院的教學方針著重個人培訓。除利用先進的網絡技術支援教學外，導

師和學生之間亦秉承工程教學優良傳統，保持緊密的接觸;更利用日益擴充的

海外交換生計量詞，使工學臨的畢業生兼備先進技術的知識，廣闊的棍野及優良

的溝通能力，以面對未來的挑戰。

工學院設有多個中央研究設施以支援學腕及校內的科研工作，設施包括電

腦輔助工程實驗所，機電服務組，先進工程材料實驗所，微電子製造實驗所，

中電風洞實驗所，岩土工程離心機實驗所等。工學院更成立各專業科研單位，

包括先進製造研究所，香港電訊信息技術研究所，微系統研究所，信和軟件研

究所，環境及持續發展研究所，交通研究所，顯示技術研究中心，電腦網絡空

間中心，能源及熱工系統中心，流動資訊科技中心，互連網交換系統研究中心，

新型水混基建築產品合作研究中心，先進電子封裝和組合合作研究中心，主動

矩陣有機體發光顯示器研究中心， ATM/回電話通訊研究中心，工業自動化技

術合作研究中心，基建研究中心，多媒體技術研究中心 ， y:宿費電子中心，高分

子光纖合作研究中心。

工學帥的科研工作成就卓越，在大學教育賢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的撥款競

爭中，科大工學院的撥款總數及受資助的科研項目一直保持?領先地位。工學院

亦與香港工業界保持繁密合作，下列項目獲吞港特區政府工業署或合作研究中

心撥款支持:製衣科技，網絡技術，電子封裝，多媒體技街，高分子科技，智

能卡應用，新液晶顯視技術，磁碟盤工業高新製造科技 ， y:消費電子科技，通風

科技，資訊科技，基建研究，高性能安全頭盔等。工學院的碩士及博士畢業生

皆具備國際競爭能力，不少直接為北美，歐洲，及鄰近地區高科技公司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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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工程學系

1.學系簡介及重點研究方向

本系現有教員十六人，研究生四十餘人。研究生課程包括反應器設

計、熱力學、各類分離過程、過程控制、計算機模擬及訓練、先進控制以

及人工智能等各方面，以便讓學生對化學工程基礎知識有更深入的認識。

學系所培養的高質素化工專業人才可在多顯行業工作，如化學、石油、電

子與製欒工業，及近期糊起的環境工程及生物技術等。本系為有興趣從事

化工研究的同學在先進材料、生物工程、環境工程及過程系統工程等領域

提供優越的研究環境。

2. 學系教研資源及設備

化學工程學系為教學和科研而設有個人計算機、計算機工作站、以及

繪圖終端機。造些設備可以直接運行工程模擬軟件如 Aspen Plus ' 

Bioprocess Simulator 以及 Speedup 。化工系還擁有現代化的分析儀器，

其中包括:高效液相色質譜;具有離子來焰、熱導、電子俘獲、原子發射

等探頭的氣相色譜;電感搞合等離子頻譜儀;超臨界流體萃取及分離儀;

有機碳分析儀;紫外/可見光光譜儀;分光光度計;流變機械頻譜儀;微分

掃描熱最計;毛細管流變儀以及常規測試器械。此外，針對不同科研方自

化工系還設有如:高級材料研究實驗室擁有擠出磯、注塑攤、攪拌機、等

離子前積和設蝕系統;主主化工程和環境工程實驗室則擁有一系列中試設

備，其中包括各種化學反應、催化以及膜分離設備等。

3. 研究生課程簡介及有關入學要求

化學工程學系設有理學碩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研究生課程。理學

碩士課程以修課為主，學生需修滿30個學分。學生可用業餘時間修讀課程，

故本學位較適合在職專業人士進修。學生入學時須具有認可的學士學位及

良好的學業成績(二級榮譽乙等或65%以上)。哲學碩士及博士課程以研究

為主，學生必須全日制攻讀該類課程。在適當的時間內(碩士二年，博士四

年) ，學生常修滿指定十五學分并完成研究論文。論文須體現學生在工程科

學方面的研究能力及新穎成果。論文須通過論文評審委員會的審閱及口試

答辯。

申請哲學碩士課程者須具有認可的學士學位及良好的學業成績(三級榮

譽甲等或成績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申請入讀博士課程者應具有認可的碩

士學位及良好的學生成績(二級榮譽甲等或成績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或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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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士學位和優良的成績紀錄(一級榮譽)。優秀碩士學生可以申請轉讀

博士課程。

哲學博士生須在入學後一年半內通過其資格考試。考試由課程指導委

員會主持。博士論文寫體現學生的獨立研究能力及開創性的研究成果，論

文須通過論文評審委員會(包括至少一位校外專家)的響間及答辯考試。

哲學碩士生和博士生均可申請研究生助學金。該等課程的申請者亦須

具良好的英語能力，若本科學位是從非英語教學大學獲得，申請者須有五

百六十分以上的TOEFL成績。 GRE 成績有利於申請者的入學機會，但非

必須。除上述三個課程之外，本系亦參與本校跨學系的聯合課程:如生物

技術碩士課程，環境科學及工程碩士課程，材料科學及工程碩士課程。其

入學要求和本系的理學碩士課程相近，申請者可從有關學系索取詳細資

料。

資詢聯絡人: Ms Floret WONG 

電子郵件: keceng@ust.hk 

傳真: (852)2358-0054 

網址: http://www.ust.hk/~webceng 

1.學系簡介及重點研究方向

本系問設的研究生課程，致力開闊及增強學生的知識，以解決與土木

工程有關的問題。本系亦積極鼓勵及敢發研究生探索新知識及新科技，以

改善人顯生活及自然環境。由於土木工程的發展甚為迅速，這行業的領導

階層必需具備廣博及深入的專業知識，並能掌握新的設計概念及新的科

技。本系的研究生課程能幫助學生發揮潛能，成為土木工程專業中的領導

人員。本系現有二十一位全職教員，以修課為主的研究生有四十二人，以

研究為主的研究生共八十一人。各研究生可選擇結構、環境、土力、水資

源、交通、營建工程或基礎建設之發展進行深入研究。

2. 教學科研設備及資源

環境工程實驗室一實驗室面積為四百五十平方米，內設一系列用於常

規環境分析的標海設備外，並配置各類最先進儀器。高精密度的先進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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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裝置有氣相色譜/質譜儀、高速液相色譜儀、紫外/可見光分光光皮

儀、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計、自動離子分析儀、好氧/厭氧呼吸儀、庫爾特粒

子計數器、有機/全碳分析儀和研究用顯微鏡等。此外，實驗室內亦備有多

個完整可供教學及研究用途的供水和廢水處理模型。實驗室亦設有兩個人

可進出的溫度控制室和一個大型冷凍肘藏室供研究之用。

流體力學實驗室一本系設有兩間流體實驗室分別供環境流體力學方面

的研究及教學活動。教學實驗室面積的一百三十五平方米，其中設置各種

設備以進行不同種顆流力及水力實驗。研究實驗室面積的二百七十五平方

米，內設有兩項大規模研究設備:大拖力水箱(長十五米，闊二米及高一點

六米)及循環水清(工作斷面長十二點五米，闊零點三米及高零點五米)。此

實驗室除設有標準設備外，亦輔以精密的數據採集及影像分析儀器。

土力工程實驗室一先進的實驗室裝備包括哇。Og-tonne 岩土離心機以及

離心機用的 35g雙向振動台、共振柱、空心扭剪儀、高壓三軸和一個大型

空心三軸儀用於加筋士的研究，對基礎建設研究，包括士坡穩定、探開

挖、加筋土坡及擋土牆、隧道、地下建築、各類岩土承載力、土動力學及

地震工程等亦有幫助。此外，本實驗室裝有最先進的全自動動力主軸實驗

系統，可用於研究填海士(新機場所用土)在海浪、交通荷載及地震作用下的

動力特性。

結構工程實驗室 本實驗室面積約一千三百平方米，其中包括結構/

固體力學實驗室及混凝土/建築材料實驗室。所設置的現代化儀器可提供一

系列結構及建築材料的靜態及動態測試。造些儀器包括四通道 2500KN

DARTEC 結構測試機、 2000KN 拉張力機、 MTS測試機、兩部電磁震動

機及數個最現代化的數據採集系統。在實驗室中另有六米高的強反力牆供

大型結構物的靜力及動力測試用。本系亦擁有電子及機械加工場以支援實

驗上的需要。

智能交通系統實驗室一本實驗室擁有先進的計算機設備及交通系統模

擬軟件，以適應日益複雜的研究及應用上的需要。該實驗室亦開拓了不少

研究交通的軟件，其中包括動態交通訊號控制，多用戶交通分配模擬，交

通流智能仿真及交通網絡可靠性分析等。

中電風洞實驗所一此封閉式循環風調全長 61. 5 米、闢 16.5 米及高 7.5

米，擁有兩個測試斷面 3 米 X2 米及 5 米 X4米，這個先進的賞驗室可測

試大廈及橋樑的禦風能力及幫助研究空氣污染擴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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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實驗室 測量實驗室擁有最先進及完備的測量儀吉普及設備，供土

木工程測量教學用。

計算實驗室 此實驗室裝設多部先進的個人計算機(Pentium) ，高解析

皮圖像終端機，繪圖機及鋪射打印機等。上列先進計算機設備均與大學網

絡連接，並能使用國際網頁服務(Internet) 。同時，亦提供各種一般用途及

土木工程專用軟件以方便教學及研究之用。

3. 研究生學位課程及有關入學要求

本系提供的研究生學位課程包括下列數種:

土木工程理學碩士 (MSc in Civil Engineering) 

環境科學及工程理學碩士 (MSc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一土木工程哲學碩士 (MPhil in Civi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哲學博士 (PhD in Civil Engineering) 

申請者必須於申請時已取得土木工程或相關之工程學系本科學位或同等學

歷。申請者需具備良好之物理學、數學及基本土木工程知識，包括電腦應

用，以及足夠的英語能力。若缺乏上連知識而被取錄者，則需在修讀課程

期間選讀相瞬之課程以作補足。

查詢聯絡人: Ms Cheryl TANG 

電子郵件: cecheryl@ust.hk 

傳真: (852)2358也 1534

計算機科學系(

1.學系簡介及重點研究方向

計算機科學系致力於培育計算機專業人才，向他們提供在基本原理、

人工智能、數據庫及知識庫系統、計算機工程及軟件技術的必要教育，以

使他們將來能在這急速發展的科研及工業領斌一展所長。本系是世界上

規模較大的計算機科學系之一，現有教員四十餘人，皆具哲學博士學位。

本系所授科目涵葦幾乎所有的尖端科研領魄，並在一些項目上卓有成就。

自一九九七年起，本系椎動兩大科研重點:瓦迪網絡技術及自然語育

(中、英文〕處理技術，已有近半數教員、研究員及研究生參與。其他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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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機理論、計算機工程、人工智能、數據庫及知識庫系統也是主要研究方

向。本系設有理學碩士(MSc) 、哲學碩士(MPhil)及哲學博士(PhD)等研究

生學位課程。目前在學理學碩士生三十七人，哲學碩士生八十二人，及哲

學博士生六十人。

2. 學系教研資源及設備

本系擁有最先進的計算機系統，包括 HP , SUN ' Silicon 
Graphics ' In肘， DEC及Apple 等公司的產品，的共五百合，全部以高

速網絡連接。本系人員亦可經校內網絡使用計算機或其他單位的高速計算

機，以分析科學數據，也可以T1速度使用闢際互聯網絡。系內還有一些供

研究用的專用設備，包括ATM網、機械人、多媒體和計算機總圓的各項

設施。本系研究經費充裕，每位教員都負責至少一項科研計割。較大的計

劃包括計算機網絡空間研究中心、人類語言技術中心、視頻技術中心、流

動計算中心及香港工業署資助的新一代 Java 智能咕技術研究計劃等。

3. 研究生課程簡介及有關入學要求

本系全部研究生皆須選修一定數量的課程(至少八學分)。由於英語

溝通至為重要，所有研究生必修一門特別設計的英語課程(LANG501) 。除

修課外，哲學碩士生在第三學期時，須提出研究計劃，接受評核，並在第

四學期完成論文，接受答辯。哲學博士生須在一年半內通過博士資格考試

(包括 GRE計算機專業考試)。在獲待資格一年內提出研究計劃，接受評

核。論文完成後，須經過答辯方能獲得博士學位。申請入學者除須符合大

學一般入學要求外，應提供資料，証明曾修讀以下課程，且須成績優異:

(i)計算機結構; (ii)計算機語言理論; (iii)系統軟件理論;(例算法設計及分

析。博士課程申請人應曾修讀計算理論課程。如申誘人不完全符合以上要

求，可在取錄後補修一些相關課程，此條件會在錄取通知書上詮明。

查詢聯絡人: Miss Eva TAM 

電子郵件: csdept@ust.hk 

傳真: (852)2358-1477 

(852)2358-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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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及電子工程學系!

1.學系簡介及重點研究方向

本系現有近四十位研究成果卓越的教員和二百位來自本港、國內及世

界各地的研究生。凡對信息、社會有高度重要性的科技，皆在本系研究範間

內。插葷的項目包括微電子科技、多媒體高速網路的理論及設計、光電若器

材及顯示技術、聲音及影像信號處理、無線通訊理論及網路設計、自動控

制及機器人技術、 VLSI 和 CAD 0 

2. 學系教研資源及設備

本系擁有二十一間先進的實驗室，供教學及研究用途。這些實驗室平

均分佈於各主要研究領域。學系亦有一流的計算機和網路設備，包括二百

多台 Sun Sparc 、 SGI 和 HP計算機工作站，還有超過五百合 Pentium 及

Mactintosh個人計算機。另外，本系亦擁有最先進的CAD和VLSI設計軟

件。

3. 研究生課程簡介及有關入學要求

本系開設電機及電子工程學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兩種論文研究生課

程。學生修讀前者，須完成最少十五個認可學分，平均學分等級維持B級

以上。此外，學生須提交碩士論文和作論文答辯。哲學博士生則需修學至

少十五個認可研究生學科學分，並取得B級以上的平均成績。 i涂修課外，

博士生還須通過資格試，提交博士論文，並為論文作答辯。全日制哲學碩

士生及博士生還須修讀英語課程 LANG501 '以增強英語能力。全日制哲

學博士生另須修讀 ELEC695 。

申請入讀哲學碩士課程者須具有電機及電子工程或有關課程的本科學

位。如欲報讀哲學博士課程，申議者須具有: (i)電機及電子工程或有關課

程的碩士學位，豆花(ii)電機及電子工程或有關課程的本科學位，及一年以上

的研究l窮學習經驗。除上述基本資格外，申請者以兼具優良的 TOEFL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及 GRE (Gr吋uate Record 
Examination) 成績為怯。

查詢聯絡人: Miss J osie C S MAN 

電子郵件: eejosie@ust.hk 

傳真: (852)2358-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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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工程及工程管理學系!

l 學系簡介及重點研究方向

本系為學生提供現代專業教育機會及最佳的學習環境，為吞港二十一

世紀的繁榮培養共有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知識的專業人才。本系現有教員

二十名及數十名研究生。主要的研究方向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領城:

工程管理，人頓工程/人因工程，系統工程/運籌學，資訊科技，產品設計

與製造，以及運輸物流與供應鰱管理。

2. 學系教研資源及設備

目前學系擁有超過四千萬港幣的實驗設備和大約五百萬港幣科研經

費。此外，還有工業界的捐款。

本系已設立多間先進教學和科研用途的實驗室，包括信息系統實驗

室、工業自動化實驗室、系統設計賞驗室、人機工程實驗室、虛擬現實實

驗室、質主量控制實驗室、製造系統實驗室、精密製造實驗室、虛擬聞隊實

驗室及運輸物流實驗室等。

3. 研究生課程簡介及有關入學要求

本系開設以下研究生課程:工業工程及工程管理哲學博士(PhD) 、哲

學碩士(MPhil)及理學碩士(MSc)三種，其中包括全日制學生和兼讀學生。

研究生課程按照研究方向設置，學生可以根據各自的需要選課。

申請攻讀研究生課程應具備工業工程處相關領城的碩士學位，同時提

供成績證明。通過資格考試的學生可獲准直接攻讀博士課程。申請人需要

提供:

• 本科成績單(如有研究生學位，請一併提供成績單) ; 

• 推薦信兩封(直接供參考) ; 

• TOEFL 和/或 GRE 成績(適用於博士和碩士課程申請者) ; 

@ 一頁研究生學習計劃說明;

• 一份填寫完整的研究生申請表和申請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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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學系;

1.學系簡介及重點研究方向

本系創建於一九九二年。創系目的為促進香港的高科技發展，提升工

業研究發展能量，增進香港在高科技領域的生產力和競爭力，為吞浴在工

程設計、工業製造以及新產品開發和生產等領城，培養新一代具有國際競

爭能力的人才，以滿足吞港未來的發展需要。

本系現有全職教員二十二名，全部具有博士學位。目前本系有博士和

碩士研究生一百一十名，本科生二百人十名。

2. 學系教研資源及設備

本系的三個主要學科發展方向為:工程材料及間體力學，機電一體化

與工業製造，熱能與環境工程。目前，本系的科研工作，大致可以劃分為

七個主要續域:

(i) 設計與製造

(ii) 熱工及能源工程

(iii) 環境及流體工程

(知)材料研製和檢測

(v) 機電一體化與控制

(vi) 微件工程

(vii) 固體力學和動力學

本系設有下列實驗室，為教學和科研提供先進設備:

製遊/自動化實驗室

計算機輔助設計實驗室

計算機及機城設計實驗室

控制及機器人實驗室

材料製備實驗室

能源工程/環境科技實驗室

熱傳導實驗室

國體/動力結構實驗室

力學/材料實驗室

微機械實驗室

激光量測實驗室

工程計算實驗室

本科生實驗室

除上述試驗室外，本校教個大型科研設備中心也為本系研究生的教學

和科研提供先進的儀器設備，如:高性能工程材料中心(Advanced Engi

neering Materials Facility) ，計算機輔助設計與製造中心(CAD/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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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y)和材料測製實驗所(Materials Characterization and Preparation 

Facility)等。

3. 研究生課程簡介及有關入學要求

本系目前開設以下三種研究生課程:

(i) 理學碩士(機械工程)

攻讀本學位以修讀學科為主。要取得學位，學生必須修議最少三

十個認、王莘學分，平均成績須保持在B級以上。通常情況下，完成本學

位清時一年半。

(ii) 哲學碩士(機械工程)

學生攻讀此學位必須完成最少十三個學分的相關學科課程，平均

成績須保持在B級以上。同時，必須在導師的指導下，完成一項與機

械工程有關的課題並提交相關的碩士論文，並通過論文答辯。完成本

學位一般需時兩年。

(iii) 哲學樽士(機械工程)

具有碩士學位的工程哲學博士生必須修讀最少十二個學分的相關

學科課程，平均成績須保持在 B 級以上。間時，必須在導師的指導

下，完成一項具有獨創性的科學研究課題並提交相關樽士論文。在通

過博士論文答辯後，方能學業。

已具有碩士學位的研究生一般需要最少三年時間才能取得工程哲

學博士學位。

申請攻讀上述研究生課程者應具備機械工程或相關領域的學士或

碩士學位。申請人須提供:

• 本科耳是碩士學位證書及成績單

推薦倍兩封

一份填寫完室主的研究生入學申請表及繳交申請費

查詢聯絡人: MsEllieHO 

電子郵件: meellie@ust.hk 

傳真: (852)2358-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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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前於一九九一年開校時成立。學院包括六個學系一會計學系、

經濟學系、財務學系、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組織管理學系及市場學系。學院

現有一百四十名教員，全部持有著名大學博士學位。學院所開辦課程包括本科

生課程、工商管理碩士(MBA)課程、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EMBA) 課程、

理學碩士(MSc)課程、工商管理碩士/理學碩士雙學位(MBA/MSc Dual Degree) 

課程、哲學碩士(MPhil)課程及哲學博士(PhD)課程，學生總人數達二千五百

人。

哲學碩士及博士課程以研究為主，學生畢業後，通常在大學、研究機構、

政府機構及商業機構擔任教學及研究職務。現時就讀哲學碩士及博士課程的學

生可專注下列研習範閻:會計學、經濟學、財務學、資訊系統、營運管理、組

織管理及市場學。學生除了撰寫論文外，亦需要修讀足夠學分。哲學碩士課程

為期的兩年，哲學博士課程為期約三至四年。

會計學系

1.學系簡介及重點研究方向

會計學系設有哲學博士及哲學碩士兩種研究生學位課程，目的在訓練

學生熟習當今最先進的研究方法以及最重要的研究課題，以便學生畢業後

從事國際一流水準的會計研究。本系現有近三十位教授，提供財務會計、

管理會計、審計、稅務及商事法等實誼和理論性研究訓練。本系研究部現

有博士生近十名，頭計每年招收二至五名新生。

2. 學系教研資源

本系教授聘自世界知名大學，經常在國際上高水準學術期刊及會議發

表著作。研究課題除美國外，以著重吞港及中國內地有關資本市場和企業

管理的會計問題。本系除提供經常性的學術討論會外，並舉辦每年一度的

國際會計專題研討會，使教授和學生有充分的交流和研討機會。此外，本

系備有全球各主要國家證券市場的數據庫以供實證研究。

3. 研究生課程簡介及有關入學要求

本系的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課程，旨在培養將來可在高等院校、政府

機構、品企業單位從事教學及科研的專業人才。入學後，學生先經過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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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基礎知識及專業課程訓練。嚴格的課程訓練為學生的教學及科研能力

打下紮實的基礎。博士生在通過資梅考試後，正式進入論文階段，論文撰

寫時間一做為二至三年，最後需通過口試答辯。修讀哲學碩士時間較短，

修讀課程及撰寫論文時間計為二年。

申請入學者須具有本科學歷，成績優秀;並具有良好的 GMAT (或

GRE) 及 TOEFL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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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系

1.學系簡介及重點研究方向

本學系的目標乃成為東亞最優秀的經濟學系之一，立宣期望能鐘過優良

的教育課程、研究成果和社會服務，得到各界人士的認同。

經濟學系的學科以現代經濟分析方法和亞太區內的經濟問題為重點。

師資方面，現共有教員二十四名，他們都在世界著名大學獲取博士學位。

教授及副教授均在北美著名大學任教多年，具有盟富的學術研究及教學經

驗。

學系著重前線的學術研究經濟政策，特別是經濟理論及實權分析。學

系的主要研究範疇共有六個: (i) 微觀經濟學， (ìi)宏觀經濟學， (iii) 

計量經濟學， (iv) 經濟增長及發展， (v) 產業組織及企業理論， (vi) 國

際貿易。

2. 學系教研資源及設備

科大的工商管理學院為學系提供具水平的教研資源及設備。計有私人

計算機實驗室，工作站計算機實驗室，行為實驗室，模擬實驗室，研究實

驗室，財經市場實驗室，及多媒體實驗室。

除學院所提供的設施外，校內的經濟發展研究中心致力推動對亞太區

經濟發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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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生課程簡介及有關入學要求

學系開設哲學博士及哲學碩士兩類研究生學位課程。前者著重獨立經

濟研究，而後者則以教授經濟理論及應用為主。

哲學博士生一般需時四年完成學位。同學須於這四年內完成所有必修

及自選科目，通過甄審考試，完成畢業論文及論文答辯。

哲學碩士生一般需時兩年完成課程。同學於首年內完成必修及自選科

目，繼而在第二年完成畢業論文及答辯。

入學資格: (i) 申請者須已完成學士課程， (ii) 備有良好的 GRE/

GMAT 及 TOEFL/ IEL TS 成績，及(iii) 推薦信兩封。

查詢聯絡人: Miss Leonna TONG 

電子郵件: leonna@ust.hk 

傳真: (852)2358-2084 

財務學系

1.學系簡介及重點研究方向

本系著重教授並研究財務金融市場及個人和公司的財務決策。同時，

致力於培養亞捌金融市場的專業人士，以期成為世界上著名的財務系之

一。課程研究主要範圍有三:公司財務、投資管理及財務市場運作。公司

財務主要分析投資財務決定，包括公司收購及合併。投資管理則涉及投資

組合及風險管理。財務市場運作則在解析市場結構的主要特性及環境。另

外，立豈有國際財務管理及亞太地區市場的專題研究。

2. 學系教研資源及設備

本系除了有優良的師資外，並提供多樣的計算機設備以供學生模擬市

場交易活動及教師教學研究之用。系內琨有二十位教員及五十多名研究

生。

3. 研究生課程簡介及有關入學要求

本系聞辦之研究生課程包括投資管理學理學碩士課程，哲學碩士課程

及哲學博士課程等。申請入學者須具備巳認可大學頒發的學位，同時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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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英語能力。對於母語非英語學生，則須具良好托福(TOEFL)測試的成

績。此外，入學申請者亦須於GMAT或 GRE考試中，取得合乎要求的分

數。本系亦歡迎商科以外的學生報讀研究生課程。

查詢聯絡人: Miss Euphrasia LEUNG 
電子郵件: fina@ust.hk 

傳真: (852)2358-1749 

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

本學系共分兩個範疇:資訊系統及營運管理。

1.資訊系統

現代商業管理的決策，一般需倚賴數據的搜集和分析。目前，設計日

趨精密的計算機已成為一種重要的管理工具，而資訊處理業也相繼迅速發

展。市場對具有管理學知織及專業技術的資訊系統人才，需求日漸殷切。

資訊系統學課程，目的為教授學生商業資訊系統的基本設計及運用，培訓

資訊科技專才，以配合吞港的商業及科研發展。

資訊系統範疇現有十六名全職教員，分別從事網上貿易、電訊政策、

資訊保密系統、決策支援系統及資訊檢索等各方面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系

內亦設有大規模個人計算機實驗室及多媒體系統實驗室等輔助教研設施，

配合各種先進軟件，提供學生完備的學習環境。

資訊系統範疇設有哲學博士學位、哲學碩士學位及理學碩士學位三種

研究生課程。博士及哲學碩士學位屬研究性學位，旨在培養在高等學府、

政府機構晶企業單位從事教學及科研的專業人才。理學碩士學位則為兼讀

課程，倒重培訓l在職資訊系統專業人士的實用管理知識及技巧。

資訊系統範疇現有研究生共七十多名，每年預計招收三至五名博士生

及三十多名碩士生。有意申請入學者，須具有本科學歷，成績優良，並有

良好的 GMAT(或 GRE)及 TOEFL成績。

2. 營運管理

現代工商業社會中，公司或政府部門的每一項工作或任務都可能牽涉

廣泛周圍的人和事。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之營運管理範疇的主要任務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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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作業研究，統計方法，及資訊科技三領域的研究和教學來提供優良和

高效益的管理問題解決方法及培養學生作為管理人員的能力:如何簡化複

雜的大規模的工作、建立模型進行分析比較、找出問題關鍵所在、對所需

時間、人力、資源進行評估等等。

營運管理範疇目前有教員約十五人，分別從事營運管理、統計科學及

作業研究方面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經常在世界第一流的期刊發表學術論

文。系內設有先進的模擬實驗室。

營運管理範疇的博士及哲學碩士課程分三部份:基礎數量方法課程、

共同必修課程、及主修課程。有關入學要求:具有認可本科學位，良好的

GMAT 或 GRE 考試成績，母語非英語之申請者需有良好的 TOEFL 測試

成績。

查詢聯絡人:

資訊系統- Miss Winnie CHAN 
電子郵件: imwinnie@ust.hk 

營運管理- Mrs Margaret CHAN 

電子郵件: immar@ust.hk 

傳真: (852)2358-2421 

(852)2358-1946 

市場學系;

1.學系簡介及重點研究方向

學系目標乃成為一個學術超卓的單位。市場學取材於不同學科，從心理學、

社會學、經濟學和統計學的理論，以及工程學和自然科學的應用中，尋求嶄新

的方法去解決管理上的疑難。市場研究的重點是了解消費者的個別行為，經營

者的競爭模式，並決定產品開發、價格制定、廣告及分銷等管理策略的市場效

應。無論從行為科學、決策科學或管理科學著手，無論是關於服務業還是消費

品市場，市場學系都把造些問題視為優先研究的項目。

市場學系現有十三名全職教員，加上來自世界各國知名學府的客座教授，

總計約有十九名教員。市場學系以其文化多元性及國際性為榮，十九名教授原

籍自九個不同間家;而研究生亦來自三個不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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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系教研資源及設備

工商管理學院轄下的實驗室可供學系進行各式各樣研究，其中以行為

研究實驗窒最為重要。該實驗室設備齊全，可供教師和研究員進行各種賞

驗如中心小組研究、談判實驗、購物模擬測量、計算機資料搜集、電話調

查及個案研究教學等。除行為研究實驗室外，學腕還有數個個人計算機實

驗室、多媒體系統實驗室、大型計算機實驗室、資訊網絡實驗室、運作管

理及模擬實驗室和教員研究實驗室等等，全部皆設置大量常用軟件和資料

庫供各師生選用。此外，市場學系亦擁有一群以本科生為主的實驗研究對

象。

3. 研究生課程簡介及有闖入學要求

市場學系除開設哲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兩個課程外，亦開辦工商管理碩

士課程的有關科詞。前者側重研究技巧和方法，而後者則著重實用管理技

術。報讀市場學哲學碩士或博士學位課程者，必須具有認可大學本科學位

及理想的 GMAT 晶 GRE 成績，母語非英語的申請者，必須取得良好的

TOEFL成績。在甄避過程中，學系亦會以合資格考生本身所需與學系所開

辦的課程是否吻合而決定取錄與否。

查詢聯絡人: Ms Roxanne M C LAU 

電子郵件: mkrox@ust.hk 

傳真: (852)2358-2429 

組織管理學系

1 .學系簡介及重點研究方向

組織管理學系宗旨在培育優秀商業管理人才和進行高素質的管理學研

究。管理學系共有十五位教員和兩位客座教授。他們皆擁有著名大學的博

士學位，並在管理知識和管理研究方面有優良的訓練。學系分為三個主題

小組: í企業戰略小組」以如何制定符合企業競爭環境的戰略為主要研究

課題; í組織行為學小組J 的主要研究課題是如何處理企業內的人際關

係、如何成功領導下屬; í人力資源管理小組J 是主要研究企業內有關人

事招聘、激勵、培訓、評核僱員及勞資關係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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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教研資源及設備

本系擁有非常先進的計算機設備。除大學提供各學院共用的優良高科

技設施外，商學院有數十台先進計算機聯網的獨立計算機中心、有觀備最

先進影視設備的教室、和有先進/優良影視監察設備的行為學研究實驗

室。在一九九七年一月，學系更成立「恆隆組織研究中心」。該中心旨在

提高有關人士對中國企業管理的認識及以跨文化企業管理研究方法來認識

中國文化對華人企業管理的影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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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課程簡介及有關入學要求

除商學院開辦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外，組織管理系亦開設哲學碩士及

博士課程。凡持有認可大學學位的人士均可申請。申請人須填妥申請表，

遼闊GMAT成績寄回本校收生部;凡本科學位非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人

士，必須同時皇交 TOEFL 測驗成績。詳細情形請參閱本校的互聯網網頁

www.bm.ust.h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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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聯絡人: Miss Eliza TANG 
電子郵件: mneliza@ust.hk 
傳真: (852)2335-5325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分兩個學部:人文學部及社會科學學部，分別開設文學

碩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課程，並聯合開辦中國研究碩士跨學科課程。教學

及研究內容側重香港、大陸、台灣以及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及文化，強調

跨學科及比較研究方法，培養獨立思考與分析能力。

本院師資陣容強大，五十多名全職教員均擁有世界知名大學博士學位，其

中更有多年在海內外著名學府教研的資深學者。研究生都通過公開招生，嚴格

遴選。

報讀碩士課程者必須具備被認可大學本科學位，報讀博士課程必須具備哲

學碩士、文學碩士豆花社會科學碩士學位;申請人必須有良好中英文讀寫能力。

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研究生可申請研究生獎學金，品學兼優者優先考慮。獲發

放獎學食者須兼助教或研究助理之職責。哲學碩士生獎學金通常期限為兩學年，

博士生為三學生乎。

人文學部:

1.學部簡介及重點研究方向

人文學部提供(i)文學， (ii)語言學， (iii)哲學與宗教， (知)歷史與文化

人類學四個專業範疇的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文學專業從比較萬理論的角

度研究中國文學;語言學專業專攻漢語史、漢語方言學或漢藏語比較研

究;哲學及宗教專業從事亞洲萬世界哲學宗教的比較研究;歷史與文化人

顯學專業從中國古代史、中國現代史、文化人顯學及社會史三個不同研究

領城擇一攻讀。目前人文學郁的碩士及博士生共七十多人。人文學部並附

設華南研究中心，進一步推動學術研究和交流。

2. 研究生課程簡介及有關入學要求

人文學部研究生學位課程分三種:文學碩士(MA) 、哲學碩士(MPhil)

及哲學博士(PhD) 。學部每年公開招收本港及海內外學生。

申請者須提供曾經就讀臨校的成績單、推荐信以及其它有關文件。報

讀研究學位課程(MPhil ' PhD)者，亦需提交研究方案。未有本地認可大

學入學試英語成績者，須提交 TOEFL成績作為英語水平之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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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碩士課程以修課為主，修課學分不得少於三十，其中二十四學分

須為人文學部科目。哲學碩士、哲學博士課程以研究為主。哲學碩士課程

包括修課(人文學部研究院科白，最少十二學分) ;第三語言訓練(如日

文、法文或德文)和專題研究。學員須在導師指導下撰寫碩士論文，並為論

文答辯。全日制哲學碩士課程一般需時二至三年，最長年限五年。

哲學博士課程修課學分不得少於二十四。博士生修畢學分後，必須參

加第三語言考試及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主、副修各一門) ，再提交專題研究

計劃及論文大綱，在導師指導下撰寫博士論文及為論文答辯。全日制博士

課程一般需時三至四年，最長年限八年。

此外，人文學部亦設有訪問學生計起，歡迎海外研究生前來進行短期

修課晶研究工作。

查詢聯絡人: Miss Teresa WONG 

電子郵件: hmteresa@ust.hk 

傳真: (852)2358-1469 

網址: http://www.ust.hk/~webhuma 

社會科學部

1.學部簡介及重點研究方向

社會科學郁的研究生課程著重提高研究生在社會科學理論、方法、和

實際問題上的分析能力;師生在教學研究上保持密切交流，發展新思路，

開拓新領域。

社會科學部教員的專業範閻包括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地理、心

理學等不同領城。研究領域集中於中國兩岸三地(大陸，香港，台灣) ，日本

及東亞其他國家地區，重點集中於:

• 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

@ 國際比較研究. 人口研究. 科技發展對社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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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部教研資源

學郁的社會科學研究室為研究生提供先進的教學和研究設備，包括:

@ 中國研究資料與培訓

@ 地理資訊系統

@ 個人計算機、計算機化電話訪問系統和其官應用軟件

3. 研究生課程簡介及有關入學要求

社會科學部研究生學位課程分為三種:文學碩士(社會科學)、哲學碩

士及哲學博士。每年年初公閱招收本港及海內外學生。

攻讀文學碩士(社會科學)課程者須修畢三十個學分，其中二十四個學

分為社會科學部研究院開設之課程，包括社會科學方法論九個必修學分，

學生亦可選修不超過六個學分的「個別修業J(independent study) 。

攻讀哲學碩士課程者最少要修滿十五個學分，其中九個學分為社會科

學方法論必修學分，並在教員指導下作專題研究、撰寫碩士論文。

哲學博士課程學生須修游三十七個學分，其中十三個學分為社會科學

方法論的必修科目，餘下的十五個學分中，至少九個學分為通過課堂學習

所修得的學分，另外六個學分為勻其主要研究領域相關的課程。修畢學分

並通過其所選專業的博士資格考試後，才是交專題研究計劃及大綱，在教員

指導下撰寫博士論文。

查詢聯絡人: Mrs Winnie CHUNG 

電子郵件: somaster@ust.hk 

傳真: (852) 233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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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斗

M 

附錄:香港科技大學組織架構

審計處

策畫l及協調處

先進工程材料實驗所

動物養殖實驗所

中電風洞實驗所

電腦輔助工程實驗所

機電服務組

大學發展與
公共事務處

岩土工程離心機實驗所

玻璃吹製服務組

氯氣液化服務組

材料測製靈驗所

微電子製造實驗所

植物培育實驗所

海岸與大氣研究中心

教學促進中心

實驗用品供應部

資訊科技服務中心

工業培訓中心

語言中心

闡書館

出版技術中心

數學系

物理學系

土木工程學系

電機及電子工程學系 | 
工業工程及工程管理學系

經濟學系

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

組織管理學系

社會科學都

們入學註冊處

校園服務處

CZL 
暐主處

人事處

採購處

學生事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