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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周敬流博士 副教授 生物學系 遺傳學；發展生物學；基因疾病；人類基因工程；基

因功能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

話

Tel: 2358-7342
bokchow@ust.hk

高錦明博士 副教授 生物化學系 傳統中藥 英語及廣東話 Tel: 2358-7298
bcrko@ust.hk

蘇卓賢博士 助理教授 生物學系 傳統中藥；生物技術，包括基因晶片、晶片實驗室、

生物工程及神經科學

英語及德語 新聞組代為聯絡

陶諦德博士 客座助理

教授

生物工程學研究

生課程

生物工程；生物傳感器及生物分析學；

生物晶片；生物微機電系統

英語及德語 trau@ust.hk

夏軍博士 助理教授 生物化學系 腦研究，包括學習與記憶的分子機理，神經精神疾病

的分子及細胞基礎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8714
jxia@ust.hk

謝雍博士 副教授 生物學系 生物技術，包括研製疫苗、肝癌研究及抗體工程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340
boyxie@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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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周敬流博士 副教授 生物學系 遺傳學；發展生物學；基因疾病；人類基因工程；基因功能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

話

Tel: 2358-7342
bokchow@ust.hk

高錦明博士 副教授 生物化學系 傳統中藥 英語及廣東話 Tel: 2358-7298
bcrko@ust.hk

蘇卓賢博士 助理教授 生物學系 傳統中藥；生物技術，包括基因晶片、晶片實驗室、生物工程及神

經科學

英語及德語 新聞組代為聯絡

陶諦德博士 客座助理

教授

生物工程學研究

生課程

生物工程；生物傳感器及生物分析學；

生物晶片；生物微機電系統

英語及德語 trau@ust.hk

夏軍博士 助理教授 生物化學系 腦研究，包括學習與記憶的分子機理，神經精神疾病的分子及細胞

基礎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8714
jxia@ust.hk

謝雍博士 副教授 生物學系 生物技術，包括研製疫苗、肝癌研究及抗體工程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340
boyxie@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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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艾天瑞博士 助理教授 財務學系 企業風險管理──非財務公司運用衍生工具證券 英語及德語 Tel: 2358-7675
adam@ust.hk

白國禮教授 系主任及教授 會計學系 增值管理；經濟加值；財務會計 英語 biddle@ust.hk

崔仁博士 副教授 經濟學系 經濟時間序列分析 英語及韓語 inchoi@ust.hk

戴啟思博士 副院長

主任

工商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碩士/行政人員

工商管理碩士/理學碩士

課程

行政人員教育；情緒智商；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領

導能力

英語 Tel: 2358-8749
sjdekrey@ust.hk

范博宏博士 副教授 財務學系 公司管理（著重東亞及中國）；公司財務（著重新

興市場）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8016
pjfan@ust.hk

李祺夫博士 助理教授 會計學系 審計及公司管理 英語 Tel: 2358-7571
accl@ust.hk

Dr Dilip SOMAN 副教授 市場學系 消費者信貸心理；信用咭對消費的影響；排隊輪候

的心理

英語 mksoman@ust.hk

戴希雪太太 訪問學者 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 資訊科技項目的管理及風險管理；需求分析；系統

分析；面試技巧

英語 htaylor@ust.hk

韋仕林教授 教授 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 技術估價及投資 英語 Tel: 2358-7643
9353-7896

westland@ust.hk
Homepage

黃德尊教授 教授

主任

會計學系

公司治理中心

東亞及中國的公司管治；中國的會計與公司財務課

題

英語、廣東話及普

通話

Tel: 2358-7574
actjwong@ust.hk

施偉傑教授 教授

主任

市場學系

實驗商學研究中心

消費心理；心理及經濟；電子商貿；網上消費行

為；談判；實驗商學研究；以色列政治

英語及希伯來語 Tel: 2358-7695 
mkzwic@ust.hk
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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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丁學良博士 教授 社會科學部 中國制度過渡的政治及社會問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

家的過渡問題；內地、台灣及香港的互動；中國的國

際關係；全球化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818 
soxld@ust.hk

穆嘉博士 副教授 社會科學部 中國經濟（銀行制度、宏觀調控及國企改革）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835
socholz@ust.hk

李稻葵博士 副教授 經濟學系 中國經濟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610
davidli@ust.hk

孫景濤博士 助理教授 人文學部 中國語言學；形態學與語音學的關係；中國方言學；

中國文字學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795
hmjtsun@ust.hk

武常岐博士 兼任副教授 經濟學系 中國商貿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Tel: 2358-7609
fnchqiwu@ust.hk

崔大偉教授 教授 社會科學部 中國政治及國際政治經濟；回流的中國人；中國及世

界貿易組織；農村政治與鄉鎮民主

英語及普通話 Tel: 9665-1345
sozweig@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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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麥子充博士 兼任助理

教授

化學工程學系 攪拌容器的混合；解決流體流動難題；中國化工項目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Tel: 2863-0550
keamak@ust.hk

曾明哲教授 教授

所長

工業工程及工程

管理學系

先進製造研究所

製造及服務業；工業政策；電子商貿；大量定製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091
tseng@ust.hk

宗福季博士 副教授 工業工程及工程

管理學系

六標準差；製造及服務業的品質管理；統計數據挖掘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Tel: 2358-7106
season@ust.hk

吳景深博士 副教授 機械工程學系 高分子組合加工的複合與檢測；電子封裝結構與材料的失效分

析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200
mejswu@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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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趙汝恒博士 副教授 機械工程學系 室內空氣污染控制；節約能源；燃燒科學研究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Tel: 2358-7210
meyhchao@ust.hk

甘劍平博士 助理教授 數學系

海岸海洋環境學

科

海洋計算機模擬；海岸海洋動力學；海洋氣流的流動 英語、普通話及台語 magan@ust.hk

Prof Paul 
HARRISON

主任及教授 海岸海洋環境學

科

生物海洋學；海洋生產力；海洋污染；紅潮 英語 harrison@ust.hk

胡喜軍博士 副教授 化學工程學系 工業廢水處理；新型催化劑；分離過程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Tel: 2358-7134
kexhu@ust.hk

許志偉博士 助理教授 化學工程學系 化學工業節約能源；化學工程設計及優化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Tel: 2358-7137
kehui@ust.hk

劉啟漢博士 兼任副教授

副主任

數學系

海岸與大氣研究

中心

大氣科學（天氣與氣候）；空氣污染 英語及廣東話 Tel: 2358-6944
alau@ust.hk

勞敏慈博士 副教授 土木工程學系 環保課題；清理受污染土壤；危險化學廢品處理；堆填區設

計及建築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Tel: 2358-7157
cemclo@ust.hk

王文雄博士 副教授 生物學系 海洋污染；金屬毒理學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346
wwang@ust.hk

俞宗岱博士 高級工程師 安全及環保處 職業安全及健康；環境健康；危險廢品處理；泥土及地下水

污染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Tel: 2358-6547
samyu@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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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陳玉樹教授 副校長（學術）  銀行；金融市場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fnychan@ust.hk

教授 財務學系

雷鼎鳴教授 教授 經濟學系 經濟增長；退休保障；外幣兌換政策；貪污 英語及廣東話 Tel: 2358-7606 
fnfntlui@ust.hk主任 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馬嶽博士 助理教授 社會科學部 香港政府及政治；政黨政治；選舉；立法會；香港與內

地關係

英語及廣東話 Tel: 2358-7839
soma@ust.hk

 

 

mailto:fnychan@ust.hk
mailto:fnfntlui@ust.hk
mailto:soma@ust.hk


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張慕聖教授 教授及系主任 土木工程學系 橋樑與建築物；結構動力學；複合材料；結構

的安全監察

英語、廣東話、普通話

及法語

Tel: 2358-7152
mscheung@ust.hk

易東萊教授 教授 土木工程學系/電機

及電子工程學系

陸路交通系統：隧道、火車及其他電力驅動模

式的持續發展交通

研究開發與創業：研究開發政策；技術轉移；

大學科研商品化；創業計劃與技術為本創業公

司

英語 Tel: 2358-6177
 2358-7911

rdtony@ust.hk協理副校長（研究及

發展）

 

主席/總裁 香港科大研究開發

有限公司

郭中秀教授 教授及署理系主任 土木工程學系 風對建築物的影響 英語及廣東話 新聞組代為聯絡

主任 中電風洞實驗所

吳宏偉博士 副教授 土木工程學系 斜坡的不穩定性；樁；深開挖；隧道 英語、廣東話、普通話

及閩南話

Tel: 2358-8760 
cecwwng@ust.hk主任 岩土工程離心機實

驗所

楊立偉博士 助理教授 土木工程學系 鋼結構；結構穩定性；冷彎型鋼結構；不銹鋼

結構

英語及廣東話 Tel: 2358-8190
byoung@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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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區子廉博士 副教授 電機及電子工程學系 影像及視像壓縮；DVD；VCD；MP3；隨選視訊；

JPEG；數碼相機；視像串流；保安及水印；數據隱藏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Tel: 2358-7053
eeau@ust.hk

曹希仁教授 教授 電機及電子工程學系 優化效能：在設計無線或電信系統時，研究如何優化效

能；如何在現行工程系統中作出決定，改進效能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048
eecao@ust.hk

陳雙幸博士 助理教授 計算機科學系 多媒體網絡；互聯網技術；錄像及無線通訊網絡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Tel: 2358-6990
gchan@ust.hk

陳天雄教授 教授 計算機科學系 互聯絡技術：電子商貿；無線商貿；互聯網保安

計算機網絡：通信協議；本地網絡；寬頻網絡

電腦鑑證：電腦罪案調查及防範

智能卡技術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Tel: 2358-6982
chanson@ust.hk

主任 電腦網絡空間中心

Dr Vladimir 
CHIGRINOV

副教授 電機及電子工程學系 液晶顯示器件的物理及應用；液晶顯示器件的光學排列技

術、軟件模擬及優化；光學通信系統的液晶顯示器件

英語 Tel: 2358-8522
eechigr@ust.hk

馮雁博士 助理教授 電機及電子工程學系 語音識別；自然語言處理；機械翻譯；多種語言的信息檢

索；語言技術商品化

英語、廣東話、普通話

及法語

Tel: 2358-8537
pascale@ust.hk

韓隸博士 副教授 計算機科學系 光網絡；互聯網基建；新一代互聯網 英語 hamdi@ust.hk

康立德博士 副教授 計算機科學系 計算機音樂──在計算機上模擬樂器的聲音，如法國號及

中國樂器

英語 Tel: 2358-6998
horner@ust.hk

羅慶琰先生 主任 資訊科技服務中心 互聯網；萬維網；電腦網絡；資訊科技保安及政策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cclaw@ust.hk

李世瑋博士 副教授

主任

機械工程學系

電子封裝實驗室

集成電路及光電子封裝；倒扣芯片技術；表面貼裝技術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203
rickylee@ust.hk

梁錦和博士 副教授 電機及電子工程學系 射頻功率；模擬集成電路設計 英語 Tel: 2358-8514
eeluong@ust.hk

莫國泰博士 助理教授 電機及電子工程學系 供電信及功率電子應用的模擬集成電路；功率集成電路及

系統

英語及廣東話 Tel: 2358-8517
eemok@ust.hk

倪明選教授 教授及系主任 計算機科學系 計算機系統；互聯網技術；資訊科技教育；計算機網絡；

電訊網絡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009
ni@cs.ust.hk

單建安教授 教授 電機及電子工程學系 微電子製造；集成電路 英語及廣東話 Tel: 2358-7052
eesin@ust.hk主任 半導體產品分析及設

計增值中心

吳德愷博士 副教授 計算機科學系 檔案管理；文字及數據挖掘；知識管理；人工智能；自然

語言處理；信息檢索；機械翻譯；語音識別；多種語言技

術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6989
dekai@ust.hk

徐岩博士 助理教授 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 電子商貿；電信及其政策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640
9309-2758

xuyan@ust.hk

袁銘輝教授 教授

主任

機械工程學系

技術轉移中心

計算機輔助生產、設計及工程，應用於機械工程及成衣設

計；電子封裝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Tel: 2358-7914
meymf@ust.hk

 

 

mailto:eeau@ust.hk
mailto:eecao@ust.hk
mailto:gchan@ust.hk
mailto:chanson@ust.hk
mailto:eechigr@ust.hk
mailto:pascale@ust.hk
mailto:hamdi@ust.hk
mailto:horner@ust.hk
mailto:cclaw@ust.hk
mailto:rickylee@ust.hk
mailto:eeluong@ust.hk
mailto:eemok@ust.hk
mailto:ni@cs.ust.hk


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Elsie 
CHRISTOPHER

語言導師 語言中心 商業英語溝通 英語 Tel: 2358-7842
lcelsie@ust.hk

彌爾頓博士 高級語言導師 語言中心 應用資訊科技教學及網上教學 英語 lcjohn@ust.hk

譚成珠女士 語言導師 語言中心 普通話教學及語言表達 廣東話及普通話 Tel: 2358-7876 
lcannie@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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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譚永炎博士 副教授 物理學系 激光及光學；非線性動力學；複雜流體；納米技術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Tel: 2358-7490 
phtam@ust.hk

徐崑翠博士 助理教授 物理學系 高分子薄膜；納米機械測試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Tel: 2358-7472
phtsui@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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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發展與公共事務處

新聞組

張永翔

電話: 2358-6305 / 2358-8555 
電郵: acheung@ust.hk

曾偉珍

電話: 2358-6306 / 2358-8555 
電郵: patsang@ust.hk

手機: 9103-2928

傳真: 2358-0537

電郵: pamedia@ust.hk

網址: www.ust.hk/oudpa

 

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辦公室

傳訊及外務

孔芬芳

電話: 2358-8104
電郵: bmmhung@ust.hk

朱麗玲

電話: 2358-8242
電郵: echu@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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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Name 姓名

A ADAM, Tim 艾天瑞

 AU, Oscar 區子廉

B BIDDLE, Gary 白國禮

C CAO, Xiren 曹希仁

 CHAN, Gary 陳雙幸

 CHAN, Yuk-Shee 陳玉樹

 CHANSON, Samuel 陳天雄

 CHAO, Christopher 趙汝恒

 CHEUNG, Moe M S 張慕聖

 CHIGRINOV, Vladimir  

 CHOI, In 崔仁

 CHOW, King L 周敬流

 CHRISTOPHER, Elsie  

D DEKREY, Steve J 戴啟思

 DING, X L 丁學良

E EASTHAM, Tony 易東萊

F FAN, Joseph P H 范博宏

 FUNG, Pascale 馮雁

G GAN, Jianping 甘劍平

H HAMDI, Mounir 韓隸

 HARRISON, Paul

 HOLZ, Carsten A 穆嘉

 HORNER, Andrew 康立德

 HU, Xijun 胡喜軍

 HUI, David Chi-Wai 許志偉

K KO, Robert K M 高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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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OK, Chung Sau 郭中秀

L LAU, Alexis Kai-Hon 劉啟漢

 LAW, Lawrence 羅慶琰

 LEE, Ricky 李世瑋

 LENNOX, Clive 李祺夫

 LI, David D 李稻葵

 LO, Irene 勞敏慈

 LUI, Francis 雷鼎鳴

 LUONG, Howard 梁錦和

M MA, Ngok 馬嶽

 MAK, Andrew 麥子充

 MILTON, John 彌爾頓

 MOK, Philip K T 莫國泰

N NG, Charles W W 吳宏偉

 NI, Lionel 倪明選

S SIN, Johnny Kin On 單建安

 SOMAN, Dilip  

 SUCHER, Nikolaus J 蘇卓賢

 SUN, Jingtao 孫景濤

T TAM, Shing Chu 譚成珠

 TAM, Wing Yim 譚永炎

 TAYLOR, Hazel 戴希雪

 TRAU, Dieter 陶諦德

 TSENG, Mitchell M 曾明哲

 TSUI, Ophelia K C 徐崑翠

 TSUNG, Fugee 宗福季

W WANG, Wen-Xiong 王文雄

 WESTLAND, J Christopher 韋仕林

 WONG, T J 黃德尊

 WU, Changqi 武常歧

 WU, Dekai 吳德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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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 Jingshen 吳景深

X XIA, Jun 夏軍

 XIE, Yong 謝雍

 XU, Yan 徐岩

Y YOUNG, Ben 楊立偉

 YU, Samuel C T 俞宗岱

 YUEN, Matthew M F 袁銘輝

Z ZWEIG, David 崔大偉

 ZWICK, Rami 施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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