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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策略性願景
科大致力推動發展以下關鍵領域:

科大全面的教育方法確保學生獲得完整的學習經驗，包括跨學
科程、學生交流、研究經驗、實習及企業實習先導計劃等。

教育發展

科大全體教員均擁有博士學歷，大部分更來自全球知名學府。我們著眼吸納來自世界各地具熱誠及能力
的教育家及研究人員。

教員發展

我們透過全面的社會服務計劃，包括 HKUST Connect 及 REDbird Award 
Program，鼓勵師生走出校園，服務社會。同時，我們加強身處於世界各
地的校友與大學的聯繫。

社會參與

科大積極招聘頂級國際研究人員、購置先進研究設備，並增加研究經費。重點研究項目包括納米科學及納米技術、
生命科學及生物科技、電子學、無線及資訊科技、環境及可持續發展、能源、管理教育及研究等。我們將與特區政

府合作，推動香港的科學及技術發展，同時透過國際及內地的夥伴關係建立研究基地，加強研究工作。

研究發展

科大位於香港這個中西融合的國際城市，與中國內地的大學及企業交往頻繁，
更與西方學術界緊密聯繫。香港科技大學南沙霍英東研究院及香港科技大學
深圳產學研大樓均是我們與內地企業建立關係的絕佳平台。

我們正與全球各大城市的頂尖大學建立策略夥伴關係，為科大學生及學者提
供更多教育和研究機會。

國際及內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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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清水灣

數字概覽

學院，課程辦公室及研究院

創校年份
• 1991年10月

教員 (常任)
• 531

• 理學院
• 工學院
• 工商管理學院

學術部門
• 20

研究所
• 13

研究中心 
• 54

入學人數
• 總人數  13,741*

 9,113*
本科生

研究生

4,628*

•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 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
• 跨學科課程事務處

• 香港科技大學賽馬會高等研究院
• 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香港科技大學　數據一覽 2016

學生人數（截至2015年12月）

本科生 研究生 總人數

非本地生數據
非本地生 本地生

研究

14#
合作夥伴關係

超過

250

*截至2015年12月

學年

* 由於部份項目有多於一個資助機構，因此項目總數較三個分項之總和為小。
** 當中包括由香港科大研究開發有限公司及內地平台所管理之研究及開發項目; 不包括「R-portion」，即由研究資助局

  為研究用途補助金項目提供的「附加行政費用」、「首席研究員開支」 和「人文及社會科學額外資助」。

研究 教授簡錄
百分之百教授擁有博士學位
多數教授來自以下著名大學：
• 加州理工大學 • 劍橋大學  • 卡內基美隆大學

• 芝加哥大學 • 哥倫比亞大學 • 康奈爾大學 • 杜克大學

• 哈佛大學 • 伊利諾大學 • 倫敦帝國大學 • 倫敦大學 

• 馬里蘭大學 • 密歇根大學 • 麻省理工學院 • 紐約大學

• 西北大學 • 牛津大學 • 賓夕法尼亞大學 

• 普林斯頓大學 • 普渡大學  • 史丹福大學 • 多倫多大學

•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 華盛頓大學 

• 威斯康辛大學 • 耶魯大學

排名（截至2016年7月）
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院

工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全亞洲頂尖300所大學 ( 連續3年 ) 
全球頂尖50所年輕大學 ( 連續2年 ) 
全球頂尖800所大學( 位列香港第1位 )
全球頂尖800所大學

全亞洲頂尖100所自然科學大學 ( 位列香港第2位 )
全亞洲頂尖100所生命科學及醫學大學
全球頂尖400所自然科學大學( 位列香港第2位 ) 

全亞洲頂尖100所工程及科技大學 ( 位列香港第1位 )
全球頂尖400所工程及科技大學 ( 連續6年位列香港第1位 )
全球頂尖100所工程及科技大學 ( 位列大中華區第1位 )

全球EMBA課程 ( Kellogg-科大EMBA課程 ) ( 連續5年 ) 
全球MBA課程 ( 科大全日制MBA課程 ) ( 位列亞洲第1位 )
MBA課程創業排行榜 ( 位列亞洲第1位 )
全亞洲頂尖100所社會科學和管理大學 
全球頂尖100所商學院 ( 位列亞洲第1位 )

全亞洲頂尖100所社會科學和管理大學 
全球頂尖400所社會科學和管理大學 ( 位列大中華區第2位 )
全亞洲頂尖100所人文學科大學
全亞洲頂尖100所社會科學大學 ( 位列大中華區第3位 )

#1
#2
#28
#59

#14
#15
#29

#8
#14
#16

#1
#14
#23
#10
#24

#10
#26
#37
#72

《QS亞洲大學排名2011-2013》
《QS全球年輕大學排名2014-2015》
《QS全球大學排名2015/2016》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全球大學排名2015-2016》

《QS亞洲大學排名2015》
《QS亞洲大學排名2015》
《QS全球大學排名2015》

《QS亞洲大學排名2015》
《QS全球大學排名2015》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全球大學排名2015-2016》

《金融時報全球EMBA課程排名2009-2013》
《金融時報全球MBA課程排名2016》
《金融時報全球MBA課程創業排行榜2016》
《QS亞洲大學排名2015》
《美國德克薩斯 ( 達拉斯 ) 大學商學院研究產量排名2016》

《QS亞洲大學排名2015》
《QS全球大學排名2015》
《QS亞洲大學排名2015》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全球大學排名2015-2016》

2,761
理學院

720

5,301
工學院

2,042

4,802
工商管理學院

3,242 1,560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212 211

8
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
8

446
跨學科課程

359 87

2,041

3,259

423

06-07 07-08 08-09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7,323 7,132 7,134 7,120 7,204 7,224
9,454 9,026

9,630

1,677 1,995 2,137 2,395 2,677 3,012 3,625 3,826 4,715

新研究項目數目
資助者 學年
 05-06      06-07      07-08      08-09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384         379         377         414         373         418        509   467 527         575 

其他 182         220         207         236         246         230        242   311 349         349
總數 566         599         584         650         619         648        751   753 855         901*

新研究項目經費

經費（港幣百萬） 254.2      324.2      369.6      447         432.6      409.3     444.1      548.4      485.2      521.8**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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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



科大的優勢

香港科大，放眼全球
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於1991年，致力培育國際領袖、推動創新思維
和開拓知識領域。在短短的20年間，科大屢次取得亞洲第一的大
學排名*。為貫徹力臻卓越的信念，科大聘用來自世界各地的教育
家及研究人員。作為一個全面的學習平台，科大提供廣泛的學術
和個人發展機會，匯聚本地及國際學生締造充滿活力的校園生活
，及東西思想文化交流。

*QS 亞洲大學排名2011 - 2013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之一，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於獨特的「一國兩制」的概念下享有得天獨厚的地位。
香港是一個全球金融服務及商業的樞紐，同時亦是頂級的旅遊目的地，加上享有信息流動和學術自由，成

為來往中國大陸及國際社會的門戶。

香港的優勢

同一科大
科大匯聚各學院及學科，在教育和研究範疇相互配合，推動及創造新思維。

提供生物科學、物理、化學及數學等課程，並特別強調
發展與科技有關的創新課程。

於2010年在科大校園成立久負盛名的「分子神經科學國
家重點實驗室」。

理學院

作為香港最全面的工學院，科大工學院提供廣泛的研
究及教學機會。

學院設有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工業工程及物流管
理學系、機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學系、土木及環境工程
學系、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以及全港唯一的化學
工程及生物分子工程學系。

工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開辦大中華地區最大型的人文社會科學跨學科課程。

提供多角度的培訓和研究，包括人類學、經濟學、創新
研究、語言學、音樂、哲學、政治科學及視覺藝術。

跨學科課程事務處
事務處是本著崇高的抱負設計課程，本科生課程包括科技及管理、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學、
環境管理及技術開拓。

環境學部與生物醫學工程學部協助推動科大的跨學科研究。

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
研究院位於廣州南沙區，為科大於中國內地提供一個研究、匯聚研究
生課程及技術轉移的強大基地。研究院是科大師生參與內地著名研究
項目的平台。

香港科技大學賽馬會高等研究院
高研院吸引逾50名學院訪問教授及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當中
包括諾貝爾獎得主。

高研院自2006年成立以來，已舉辦接近700場傑出學人講座，
以及研討會、會議及工作坊。

香港科技大學

商學院所提供的課程一直在全球排名榜上名列前茅。

與全球領先的商學院建立雙向的交流夥伴關係，包括
約130個本科交流生計劃及約80個碩士及研究課程交流
生計劃。

擁有卓越的研究團隊，理學、科技和
商業，加上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成
果有目共睹，享譽全球；

與國際接軌，與全球思想領袖緊密聯繫
，並在中國內地有龐大的人際網絡；

促進跨學科研究，致力全人教育，培
育學生的企業精神、啟發學生的創新
思維 – 這些特質及才能在瞬息萬變的
世界裡是不可或缺的；

設立高等研究院，旨在成為全球首屈
一指的知識樞紐，創新研究的中心、
培育頂尖科學領袖的搖籃；

擁有景觀壯麗的校園，提供有利於追
求卓越的知識和學術成就的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