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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劉紅斌博士 助理教授 生物學系 海洋食物網結構；全球氣候變化；紅潮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341

liuhb@ust.hk

梁純博士 副教授 生物化學系 細胞和分子生物學；癌症；營養學；抗老化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Tel: 2358-7296 

bccliang@ust.hk副主任 癌症研究中心

黃玉山教授 教授 生物學系 環境保護及可持續發展；生物學及自然保育；高等

教育和基礎教育政策

英語、廣東話、普通話

及福建話

Tel: 2358-6151

yswong@ust.hk副校長 

(行政) 

 

齊眾博士 助理教授 生物化學系 分子和細胞生物；蛋白質組學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273

qirz@ust.hk

韓利強教授 教授 化學系 環境中的有機化學物；利用醫學化學研製新藥 英語及德語 Tel: 2358-7364

haynes@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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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劉紅斌博士 助理教授 生物學系 海洋食物網結構；全球氣候變化；紅潮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341

liuhb@ust.hk

梁純博士 副教授 生物化學系 細胞和分子生物學；癌症；營養學；抗老化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Tel: 2358-7296 

bccliang@ust.hk副主任 癌症研究中心

黃玉山教授 教授 生物學系 環境保護及可持續發展；生物學及自然保育；高等

教育和基礎教育政策

英語、廣東話、普通話

及福建話

Tel: 2358-6151

yswong@ust.hk副校長 

(行政) 

 

齊眾博士 助理教授 生物化學系 分子和細胞生物；蛋白質組學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273

qirz@ust.hk

韓利強教授 教授 化學系 環境中的有機化學物；利用醫學化學研製新藥 英語及德語 Tel: 2358-7364

haynes@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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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吳敏博士 助理教授 會計學系 盈利管理；會計造假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559 

acwu@ust.hk

Dr Yuri 
Tserlukevich 

助理教授 財務學系 資本結構；可兌換債券；證券設計；稅務政

策；合約理論

英語 yuri@ust.hk

卞凌博士 兼任副教授 財務學系 財務策劃；財富管理；企業管治 英語、廣東話及普

通話

Tel: 2358-7687 

lynnpi@ust.hk

蘇家培博士 副教授 資訊與系統管理學

系

市場波幅統計分析；風險管理；金融時序模

擬

英語、廣東話及普

通話

Tel: 2358-7726 

immkpso@ust.hk

張曉泉博士 助理教授 資訊與系統管理學

系

網上廣告；娛樂行業定價；公眾輿論動力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644 

zhang@ust.hk

溫偉德教授 講座教授及系主

任

市場學系 中國經商模式；中國企業國際化 英語 Tel: 2358-7691

何信基博士 
 

副教授 市場學系 國際市場推廣；產品受損危機；競爭性市場

策略

英語 Tel: 2358-7720 

mkhel@ust.hk

石豁達教授 
 

教授 市場學系 廣告及消費者心理學 英語 Tel: 2358-7718  

mkjaisen@ust.hk

施偉傑教授 
 

講座教授 市場學系 消費者心理學；實驗及行為經濟學；神經經

濟學與神經市場學

英語及希伯來語 Tel: 2358-7695 

mkzwick@ust.hk 

Web Site 主任 實驗商學研究中心

樊景立教授 
 

講座教授 組織管理學系 中國組織的管理文化；跨文化管理；人力資

源管理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735  

mnlfarh@ust.hk

利晨博士 
 

兼任副教授 組織管理學系 談判技巧；組織革新 英語 透過傳媒組聯絡

 

冼志恒博士 
 

助理教授 資訊與系統管理學

系

商品版權；消費者私隱；網上買賣定價及競

爭；電子商貿

英語、廣東話及普

通話

rsin@ust.hk

易文頓博士 
 

兼任副教授 組織管理學系 領導發展；人材管理；員工培訓 英語 eweldon@ust.hk

戴啟思教授 
 

副院長 工商管理學院 行政人員教育；情緒智商；領導發展 英語 Tel: 2358-8749  

sjdekrey@ust.hk主任 工商管理碩士/行政

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理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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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何傑堯博士 副教授 人文學部 現代中國（1800年代-1949）的社會、文化及政治歷史語言學；南中國

（鄉村和城市）的流行文化

廣東話、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802 

hmvihoky@ust.hk

崔大偉教授 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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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8-7832

sozweig@ust.hk主任 中國跨國關係研究

中心

穆嘉博士 副教授 社會科學部 中國經濟發展；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國國家企業改革及工業政策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719-8557

socholz@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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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孫慶平教授 教授 機械工程學系 生物材料；人體器官醫療器具的可靠性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8655

meqpsun@ust.hk

周迎博士 助理教授 化學工程學系 應用於生物醫學的物料；對癌症的針對性治療；組織工程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Tel: 2358-8935

keychau@ust.hk

張統一教授 教授 機械工程學系 材料的力學性質；固體的演變過程；薄膜外層；材料可靠性；微米/納

米力學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192

mezhangt@ust.hk主任 北京-香港科大聯合

研究中心

金章教教授 教授 機械工程學系 高新材料的設計、製造、失效及斷裂；纖維複合材料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7207

mejkkim@ust.hk

胡惟忠博士 客座助理教

授

土木工程學系 簡化工程學計算；選用電子數學工促進工程教育 英語、廣東話、普通話

及上海話

Tel: 2358-7179

thomashu@ust.hk

趙天壽教授 教授 機械工程學系 能源科技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8647

metzhao@ust.hk副主任 可持續能源技術研

究中心

李宗津教授 教授 土木工程學系 高效能混凝土；土木工程中非破壞性的測試；以擠壓法發展先進建築材

料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8751

zongjin@ust.hk副院長 工學院

張利民博士 副教授 土木工程學系 建築物基礎；山泥傾瀉調查；品質保證及控制；岩土風險評估及管理 英語及普通話 Tel: 2358-8720

cezhangl@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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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Prof Paul HARRISON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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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358-7348

harrison@ust.hk協同所長 環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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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環境工程研究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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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張慕聖教授 講座教授及系主任 土木工程學系 橋樑與建築物；結構動力學及地震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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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所長 環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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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跨城市運輸；研究開發的政策分析；技術轉移 英語 Tel: 2358-6177

rdtony@ust.hk

署理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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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工程學系 風對建築物及結構的影響；空氣污染和空氣污染物聚散；風洞模擬 英語及廣東話 透過傳媒組聯絡

主任 中電風洞實驗所

吳宏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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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長 工學院

主任 岩土工程離心機實

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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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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及計算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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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多媒體技術研究中

心

陳雙幸博士 副教授 計算機科學及工程

學系

多媒體網絡；互聯網技術；無線通訊網絡 英語及廣東話 Tel: 2358-6990

 

梅伯樂博士 副教授 計算機科學及工程

學系

嵌入式系統；嵌入式軟件；互聯網教育 英語 Tel: 2358-6978

muppala@cse.

ust.hk

Dr Vladimir 

CHIGRINOV 
副教授 電子及計算機工程

學系

液晶顯示器件的物理及應用 英語 Tel: 2358-8522

eechigr@ust.hk

馮雁博士

 

助理教授 電子及計算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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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明選教授 講座教授及系

主任

計算機科學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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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及計算機工程

學系

微電子；功率半導體器和製造技術；集成電路 英語、廣東話及普通

話

Tel: 2358-7052

eesin@ust.hk

主任 半導體產品分析及

設計增值中心

主任 微電子製造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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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黃錦聖博士 副教授 物理學系 非線性光學；短脈波激光；超快速光譜學 英語及廣東話 Tel: 2358-7475 

phkswong@ust.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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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李健賢博士 副教授 數學系 中學生國際性數學比賽 英語及廣東話 Tel: 2358-7420

makyli@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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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學系 / 學部 研究領域 語言 聯絡

鄺綺顏博士 兼職講師 人文學部 由史前到現在，西方藝術和建築的歷史 英語、廣東話、普通

話、意大利語及德語

Tel: 2358-8921

hmakwong@ust.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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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發展與公共事務處

楊志剛 

電話: 2358-6305 

手機: 9155-6778 

電郵: ck@ust.hk 

陸錦榮 

電話: 2358-6306 

手機: 9103-2928 

電郵: kluk@ust.hk 

傳真: 2358-0537 

電郵: med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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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婉儀 

電話: 2358-8242 

電郵: annachan@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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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姓名

A AU, Oscar 區子廉

C CHAN, Gary 陳雙幸

 CHAU, Ying 周迎

  CHEUNG, Moe M S 張慕聖

 CHIGRINOV, Vladimir 
CHIGRINOV, 

Vladimir

D DeKrey, Steve 戴啟思

E EASTHAM, Tony 易東萊

F FARH, Larry J L 樊景立

  FUNG, Pascale 馮雁

H HAYNES, Richard K 韓利強

 HARRISON, Paul 
HARRISON, 

Paul 

  HELSEN, Kristiaan 何信基

  HO, Virgil K Y 何傑堯

 HOLZ, Carsten A 穆嘉

K KIM, Jang-Kyo 金章教

 KWOK, Kenny 郭中秀

 KWONG, Anna 鄺綺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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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I, Kin Yin 李健賢

 LI, Zongji 李宗津

  LIANG, Chun  梁純

  LIU, Hongbin 劉紅斌

 LO, Irene 勞敏慈

M Muppala, Jogesh K 梅伯樂

N Nason, Stephen W 利晨

 NG, Charles W W 吳宏偉

 NI, Lionel 倪明選

P PI, Lynn 卞凌

   

Q QI, Robert Z  齊眾

S Sengupta, Jaideep 石豁達

 SIN, Johnny Kin On 單建安

 SIN, Raymond G 冼志恒

 SO, Mike 蘇家培

 SUN, Qingping 孫慶平

T Tserlukevich, Yuri Tserlukevich, Yuri

V Vanhonacker, Wilfried 溫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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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Kam Sing  黃錦聖

 WONG, Yuk-Shan 黃玉山

 WU, Min 吳敏

Z ZHANG, Limin 張利民

 ZHANG, Michael 張曉泉

 ZHANG, Tong-Yi 張統一

 ZHAO, Tianshou 趙天壽

  ZWEIG, David 崔大偉

 ZWICK, Rami 施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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