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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客每次來到科大，往往提出同一個問題，「香港科技大學怎麼可以
在那麼短的時間內，達到那麼令人艷羨的成就？」

十多年前，科大從西貢偏處一隅，四野無人的小山丘上，默默起行；
在十多年後的今天，科大經已茁壯成長，成為一所臨海沐風的研究型
大學，在亞洲及國際間，備受注目。

那麼，科大的成功秘訣是什麼？

我們的秘訣只有一個，就是心無旁騖、目標一致、景願清晰。科大上
下，均抱著一種近乎虔敬的態度，希望以一己之綿力，協助香港轉型
為知識型社會，推動香港經濟發展。

我們不囿於傳統，以尋常心擁抱尋常智慧，去追尋非比尋常的科研	
夢想。

在邁進全球化的進程裏，科大凝聚了一批受科大精神感召的國際學
人，這批國際學人又牽引了另一批與我們同樣熱情的學者，加入我們
一起去摘星、尋夢。

我們的
小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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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並沒有忘記我們要追尋的夢想，就是把科大發展成一所教研重
鎮。今時今日，科大在學術研究領域，成就受到讚賞，令我們深感
欣慰。

緊接著熱情的追求，是冷靜的分析，和嚴謹跟進。我們把科研成果
應用於技術及企業上，同時大力發展管理科學。

如今，科大的工商管理學院已躋身全球最佳商學院之列。

不過，我們並沒有為目前的小成就自滿。長路漫漫，我們抱著不成
功不罷休的精神，誓要朝著我們的夢想進發。

摘星、尋夢，永不止息。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朱經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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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善固執

故步不前，便會不進則退。我們在取得初步成功後，將會為
科大下一個階段的發展，訂下更遠大的目標。在接下來的
15年裏，我們的工作重點包括：

五個重點研究領域
	 •納米科學及納米科技
	 •生物科學及生物技術
	 •電子、無線及資訊科技
	 •可持續發展：能源及環境
	 •管理教育及研究

上述研究重點是組成我們夢想的基本元素，亦是孕育香港未
來的胚胎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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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科學的顛峰

建設一所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為典範的世界級研究
中心，一直是科大師生的集體夢想。

這個夢想，讓科大校內不同學科得以整合和協作。

這個夢想，讓科大可以和工商界，政府及社會各界，
建立更緊密的夥伴關係。

科大高等研究院，這家根植香港，以推動科研創新為
己任的中心，勢必將生機勃發，成為區內的科研活動
樞紐。

高研院得到九位諾貝爾得獎人及四位科研界超級巨
星，加入國際顧問委員會，為高研院帶來澎湃的科研
動力。

背靠祖國

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
由已故霍英東博士大力推動，並慷慨捐出八億港元，
使科大得以在南中國的經濟樞紐	—	廣東南沙，建立
自己的學術天地	—	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

科大將會在這個廣闊的天地裏，透過人才培訓及技術轉移，推動珠三
角地區的創新和企業發展。

我們亟亟追求的，是在南沙建立一個高科技社區；而下列位於南沙資
訊科技園內，12個規模大小不一的研究中心，經已準備就緒，為推動
科研發展而努力。

•人口與社會分析中心
•大氣研究中心
•工程材料及可靠性研究中心
•北京	—	香港科大聯合研究中心
•先進複合材料技術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中心	
•無線通訊集成電路系統設計中心	
•數字生活研究中心	
•應用基因組中心
•生物工程暨生物醫療儀器中心
•高分子成型過程及系統中心
•綠色產品及加工技術研究中心

踏入二十一世紀，未能結合科技力量來發展企業的機構，有若困於沼
澤中的鰣魚，侷促一隅；若然能夠結合科技的力量，就如大鵬展翅，
一旦時機成熟，即振翅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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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中華區大學排名第1

（《新聞周刊》排名）
大中華區工程及社會科學排名第1

（上海交通大學排名 )

3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全球排
名第３（《金融時報》排名）

5 

科大發現與精神分裂症相關的
第5條基因

4
直徑長度只有4「埃」（angstrom)

全球最小碳納米管 ─ 科大所創
世界紀錄

9 
科大高等研究院國際顧問委員會有
9位諾貝爾獎得主
科大癌症研究中心在第9號染色體中
發現腫瘤抑制基因

數字藏玄機

數字一覽

創校 : 1991年10月
學生人數： 總數9,000

　　　　　 本科生5,772

　　　　　 研究生3,288

教員： 453

學院： • 理學院
　　　 •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 工商管理學院
　　　 • 工學院
　　　 • 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
學系： 19

研究中心： 36

研究所： 10

註：資料截至2007年1月



17
全球頂尖100科技大學排名第17位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排名）

30
在校園共有30種不同語言

40
百份之40的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課程學生，從海外飛來本港上課

46 
科大研究中心及研究所數目

600,000  
校園總平方米面積

33,500,000
科大與工商界客戶簽訂的科研與發

展合約港元價值

14 

科大取得研究資助局研究撥款的
成功率，連續14年稱冠

465,331
科大工商管理學碩士學生平均港元年薪

3,828
學生宿舍單位數目

9,000
學生總數

100 

教員持有博士學位百份比

111
與全球111間著名大學作學術交流

35,000
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南沙校園
平方米面積

456,000,000
2005-06年獲得的港元捐款數目

240,800,000
2005-06年度所得新研究撥款港元數目

52
全球頂尖100所社會科學大學排名第52位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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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13)
美國 (47)
墨西哥 (2)

亞洲大洋洲歐洲北美洲

韓國 (3)
中國 (18)
日本 (6)
印度 (2)
泰國 (1)
新加坡 (3)
以色列 (1)

芬蘭 (1)
挪威 (2)
瑞典 (4)
丹麥 (3)
英國 (8)
荷蘭 (4)
愛爾蘭 (2)
波蘭 (1)
德國 (7)

捷克 (1)
瑞士 (1)
匈牙利 (1)
法國 (12)
奧地利 (2)
意大利 (1)
西班牙 (3)

澳洲 (4)
新西蘭 (1)

（		）為夥伴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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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李兆基圖書館珍藏之中國古代地圖，約繪製於1656年

加拿大 (13)
美國 (47)
墨西哥 (2)

亞洲大洋洲歐洲北美洲

韓國 (3)
中國 (18)
日本 (6)
印度 (2)
泰國 (1)
新加坡 (3)
以色列 (1)

芬蘭 (1)
挪威 (2)
瑞典 (4)
丹麥 (3)
英國 (8)
荷蘭 (4)
愛爾蘭 (2)
波蘭 (1)
德國 (7)

捷克 (1)
瑞士 (1)
匈牙利 (1)
法國 (12)
奧地利 (2)
意大利 (1)
西班牙 (3)

澳洲 (4)
新西蘭 (1)

• 西安交通大學

• 南京大學

• 哈爾濱工業大學

• 北京大學
• 清華大學
• 北京科技大學
•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

•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 復旦大學
• 上海交通大學
•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 同濟大學

• 浙江大學

• 蘇州大學材料工程學院

• 中山大學

• 國立交通大學
• 國立台灣大學
• 國立清華大學

環球夥伴與網絡
7



理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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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學院 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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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科研並重

大學的兩大基本功能，是創造知識及傳遞知識，在科大肩負起
上述任務的五大學院為：
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
工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和
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

前三個學院均開設本科生學位課程和研究生學位課程，而人文
社會科學學院僅開設研究生學位課程。不過，人文社會科學學
院在全校本科生的通識教育中，扮演了主導角色。

從上一學年開始，大學創設了不計學分的本科生研究計劃。在
去年暑假期間，有72名一、二年級的本科生，參加了此計劃，
嘗試參與第一手科研的滋味。學生在完成研究工作後需接受評
估。參加是項計劃的學生，除了得到一些生活補貼外，還有繼
續參加研究的機會。

理學院
根據2005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評級，理學院躋身全球
最佳50強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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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為學生提供優良的學習環境，讓學生進行獨立的、具
批判性及原創性的思考。學生必須經歷學習的三個階段	─	
探究現象的本質，瞭解現象形成的經過，及分析現象出現
的原因。三者中以後者至為重要。

理學院開設了與生物、物理及數學有關，多種多樣的課
程，而重點則在那些對技術發展起關鍵作用的學科。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2005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評比「全球社會科學100
強大學」，科大社會科學部名列57。

上海交通大學所作的最新排名中，科大社會科學部於亞洲
居首。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扮演雙重角色。首先，它要擴闊學士課
程的教學內容，讓學生能夠學習與主修科目有關的社會、
區域及國際內涵。第二，學院開設有關中國文化及其它人
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課程，以深入探究文化的根源。

工商管理學院
商學院連續多年榮登亞洲排名榜首。學院人才鼎盛，擁有
優秀的教研人員，這些教研人員均來自世界頂尖商學院。
學院成功的另一	因素，是優秀的生源。國際學生乘飛機前
來香港上課，人數比例佔逾四成。

此外，學院與許多藍籌公司、專業顧問公司和政府機構結
成夥伴，這個夥伴網路為學生爭取到更多到公司實習和應
用研究的機會，可說是極具價值。

商學院在研究成績上，一直置身全球前30名。學院與美國
西北大學Kellogg（凱洛格）管理學院合辦的行政人員工商
管理碩士課程（EMBA），2005年排名世界第二，	2006年排
名世界第三。對只有15年歷史的科大商學院來說，這番成
就的確備受矚目。

工學院
工學院的使命是「建設香港的未來」。

工學院是科大最大的學院，所取錄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人
數，佔全校的40％。

學院在教學方面力求創新。2003年，與工商管理學院合作
開辦科技管理雙學位課程，在香港創先河，為本港大學競
相仿效。

從2004年開始，在《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評比「全球工
程和資訊科技大學100強」中，工學院連續數年高踞前25
位。在2006年，在全球頂尖科技大學排名榜上，工學院位
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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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大師

教授是大學的靈魂。年輕的科大，擁有一支真正國際化的
教研隊伍。科大450位教研人員來自世界24個國家，來自
海外的教授佔全數52%，其中三分之一來自北美。

我們有80％的科大教員來自世界聞名的頂級大學，如牛
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
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加州理
工學院、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史丹
福大學及麻省理工學院等。

學院之星
理學院院長鄭紹遠教授，作為院長及數學系教授，鄭紹
遠教授深受學生愛戴，連續多年獲學生選為「十大傑出講
師」。理學院在他的領導下，於2005年《泰晤士報高等教
育特刊》的排行榜中，位列全球50強。

社會科學學部副教授潘毅博士於2005年贏得C	Wright	
Mills獎。這是該獎項創立以來，首次有亞洲學者獲獎。
她的獲獎論文題目為：「中國製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目前在亞洲立於前沿地位。

余同希教授

潘毅博士

陳正豪教授

鄭紹遠教授

鄭國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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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學院署理院長鄭國漢教授，為著名經濟學家。他
在前任院長陳家強教授所奠下的發展基礎上，領導商學院
再創高峯。學院開辦的EMBA課程，在全球排行榜上名列
前茅，2005年排名全球第二，2006年為全球第三。

工學院院長陳正豪教授帶領一批頂尖的工程教授，培育人
才，建設香港。在他的領導下，工學院連續數年在全球工
程和資訊科技的大學排名中，均躋身前25位之列（據《泰
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排名）。

本身為固體力學及沖擊工程權威的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
究院院長余同希教授，一直致力將研究院發展為珠江三角
地區的重點科研及教育基地，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學術
交流。

傑出教授	－	祁敖卓越教學服務獎章
此獎章每年頒發給一位教學出色，且熱心投入的教員。
2006學年的得獎者為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勞敏慈博士。

大學教育的機遇與挑戰
在教育界，「三三四」學制改革是近期最熱門的話題。香港
將於2012年實施四年制的大學學位課程，以取代現行的三
年制。

在「三三四」的學制下，中學教育將由目前的七年，縮
短為六年。大學則由三年加至四年。科大成立了一個
「三三四」轉制工作小組，著手研究制訂新的課程內容和教
學方法。

設立更多跨學科的課程，經已成為大學界一項不可逆轉的
趨勢。跨學科的設立，實有助培養學生探索知識和融會貫
通的能力。科大將設立新的跨學科學院，統率跨學科學習
的規劃和進展。

集英才而育之	—	學費及經濟資助
在香港科技大學，學生不會因經濟困難而輟學。大學對合
資格的或者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各種各樣的獎學金、助學
金以及學生貸款。

科大提供的獎學金吸引了本地、中國內地以及海外的許多
優秀學生，來此跟隨名師學習。來自五大洲35個國家的海
外學生，給校園注入豐富的多元文化和國際氣息。

獎學金也令本地學生得以參加國際交換生計劃，為他們提
供了開闊眼界、瞭解其他國家和文化的機會。

科大具有海納百川的胸懷，欣然接受世界各地的豐富文化
及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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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離不開書本。在當代，網上資料
庫愈趨重要。

科大李兆基圖書館提供兩類服務：一
是提供一個有利於學習及研究的環
境，二是儲存及整理資料，供讀者借
閱和使用。

圖書館的外形及景觀令人一見傾心：
樓高四層的天幕，氣勢恢弘，迷人海
景叫人屏息斂氣。然而，圖書館的魅
力不僅如此，它更為用者提供教學的
最新硬體和軟體。

圖書館還有12間小組研習室，及兩間
可容納更多人的講室，供學生借用，
方便他們一起討論和學習。

與數據及知識為伍

圖書館的一大優勢，是服務全面、種
類多樣。圖書館除了提供網上服務，
舉辦各類資料搜集工作坊及講座外，
亦提供快捷的跨院校借書服務。

圖書館的另一個突出之處，是設置了
資訊工作區。那是一個技術含量豐富
的區域，有獨立和共用的活動空間，
使用者可以在此尋求技術支援來解決
各類與軟體和硬體有關的問題。

在資訊支援方面，科大李兆基圖書館
為用戶提供的方便與服務，很多圖書
館難望其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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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先進複合材料技術研究中心
02.	 先進製造研究所
03.	 大氣研究中心
04.	 生物技術研究所
05.	 先進微系統封裝中心
06.	 亞太金融市場中心
07.	 癌症研究中心
08.	 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
09.	 中藥研發中心
10.	 文化研究中心
11.	 顯示技術研究中心
12.	 電子商貿中心
13.	 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14.	 工程材料及可靠性研究中心
15.	 實驗商學研究中心
16.	 基金管理研究中心
17.	 海岸生物活性物質中心	
18.	 市場營銷研究中心
19.	 科學計算研究中心
20.	 人口與社會分析中心

研究中心及研究所
21.	 可持續能源技術研究中心
22.	 流動資訊科技中心
23.	 中國跨國關係研究中心
24.	 中國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25.	 消費電子中心
26.	 鼻咽癌合作研究中心	
27.	 電腦網路空間中心
28.	 數位生活研究中心
29.	 恒隆組織管理中心
30.	 科大	—	網迅資訊科技研究所
31.	 北京	—	香港科大聯合研究中心
32.	 香港電訊資訊技術研究所
33.	 科大高等研究所
34.	 環境研究所
35.	 集成微系統研究所
36.	 納米科技研究所
37.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dvance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38.	 物流與供應鏈管理研究所
39.	 分子神經科學中心

學術大樓現址擴建的部分

學生宿舍七座（350宿位）

學生宿舍八座（350宿位）

學生宿舍九座（350宿位）

新增實驗室設施

新學術大樓

行政教育宿舍

高等研究院宿舍

高等研究院大樓

擴建校園

40.	 多媒體技術研究中心
41.	 半導體產品分析及設計增值中心
42.	 信和軟件研究所
43.	 智能及可持續發展基建研究中心
44.	 華南研究中心
45.	 調查研究中心
46.		無線通訊集成電路系統設計中心
47.		應用基因組中心
48.		生物工程暨生物醫療儀器中心
49.		高分子成型過程及系統中心
50.		綠色產品及加工技術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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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科大商學院北京中心

杭州	 •浙江先進製造研究所

深圳	 •深圳北京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醫學中心
	
	 •北京大學	—	香港科技大學深圳	—	香港研究所	 	

	（深港產學研基地）
	
	 •科大商學院深圳辦事處

南沙	 •先進複合材料技術研究中心
	
	 •大氣研究中心	
	
	 •工程材料及可靠性研究中心
	
	 •人口與社會分析中心
	
	 •數字生活研究中心
	
	 •北京	—	香港科大聯合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中心
	
	 •無線通訊集成電路系統設計中心

	 •應用基因組中心
	
	 •生物工程暨生物醫療儀器中心

	 •高分子成型過程及系統中心

	 •綠色產品及加工技術研究中心

科大中國內地據點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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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新設的第五所學院：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
19



機靈先生
由科大及警方攜手締造的第三代警察機
械人「機靈先生」

霍金教授訪科大在港
引發科學熱
著名天文物理學家霍金教授在科大
高研院作揭幕演講，在港引發一股
科學熱潮
照片提供：香港機場管理局

科大與社區20



發掘科學新星
科大與香港教育城攜手合辦少年科學家優才計劃。

教授與科普
科大與香港電台合作，推出一個20集推廣科普的節目。

關心清新空氣
科大創建的大氣監測走航平臺。該安裝在客貨車上的大氣監測走
航平臺，為馬拉松比賽沿途測量空氣質素，為世界首創。

看看科大之星
一群中學生造訪科大，被海岸海洋實驗室的海洋生物深深吸引。

各國精英匯聚科大
校長朱經武教授及太古地產主席簡富基先生(Mr.	Keith	Kerr)，跟太古國際青
年計劃的各國精英聚首一堂。

目光遠大慈善家的偉大善舉
已故霍英東博士慨捐8億元予科大，在南沙興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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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領導層
大學監督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

大學副監督
鍾士元爵士

校董會主席
陳祖澤博士

校董會副主席
張建東博士

大學司庫
孫德基先生

校長
朱經武教授

學術副校長（署理）
錢大康教授

行政及總務副校長
黃玉山教授

研究及發展副校長（署理）
易東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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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攝影學會提供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九龍清水灣
電話：(852)	2358-6000
網址：http://www.ust.hk

聯絡
申請入學 — 本科生課程
電話：(852)	2623-1118
傳真：(852)	2358-0769
電郵：ugadmit@ust.hk

申請入學 — 研究生課程
電話：(852)	2623-1120
傳真：(852)	2358-2463
電郵：gradmit@ust.hk

校友事務
電話：(852)	2358-6158
傳真：(852)	2358-0537
電郵：alumni@ust.hk

捐獻
電話：(852)	2358-6109
傳真：(852)	2705-9119
電郵：donation@ust.hk

傳媒查詢
電話：(852)	2358-8555
傳真：(852)	2358-0537
電郵：media@ust.hk

技術轉移
電話：(852)	2358-7917
傳真：(852)	2358-1493
電郵：ttcac@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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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香港科技大學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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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大與香港的前途，經

已互相緊扣，牢不可破 

— 假如你對香港前景

充滿信心的話，對科大

亦應如是。」

科大校董會主席陳祖澤博士



「	雄心萬丈，……意志堅定，奮鬥、探索、
	尋求，而絕不屈服。」摘自尤利西斯，英國桂冠詩人丁尼生著

•「捐助大學，好像挑選股票一樣，要看它的往績及未來回報。在這方面，香港科技大學是明顯的選擇。」
	 — 李兆基博士（他於2007年3月向科大捐贈四億港元。）

•「香港科大在在短短十數年間，進步神速，實世上罕見。」—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副院長William B. Lacy

•「朱經武教授和他的團隊，計劃建立高等研究院，其勇氣和創意，實在令人欽敬！這個項目，高瞻遠矚，我們必須全力支持。」	
	 — 環球船務集團有限公司主席蘇海文教授

•「科大教育令我和我的妻子，一生受用無窮。香港科大增強了我的信念，即教育是通向成功之匙，不僅對個人如此，對機構甚至
	 對國家亦然。」— 科大校友、企業家廖勝昌先生

•「香港科技大學在香港本地、全國以至世界全力推動卓越研究、大力培育人才……，令我非常感動。」— 已故霍英東博士

•「香港科技大學在這十多年間，取得令人驚異的學術成就……。它在國家的新戰略發展中，將可扮演關鍵的角色。」
	 — 中國科技部部長尚勇

大學發展與公共事務處出版，二ΟΟ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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