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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本性而言，人是政治的動物。
──阿里士多德 (Aristo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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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港中學文憑資格申請入學（四年制課程）

申請人必須於中學文憑考試考獲下列各科成績︰

	 i.	中國語文第3級或以上

	 ii.	英國語文第3級或以上

	 iii.	數學第2級或以上

	 iv.	通識教育第3級或以上

	 v.	至少其他兩科中學文憑考試選修科目第3級或以上

申請人額外選修科目的成績亦會予以考慮，其中最多兩科可獲加分。

如申請人修讀新高中應用學習課程中的商業學（595,	596,	597）或法律學（654）並取得「以優

異成績完成」的成績，有關科目會被接納為額外的選修科目。

申請人的其他語文科目將視作為額外的選修科目。

基本入學要求

課程多元紮實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下稱政政系）自1970年成立以來，一直是香港其中一個最具規模的政治與

公共行政學系。政治與公共行政學是一門有系統地研究政治制度與政治現象的學科，由三大部分組成，包括

政治學、公共行政及國際關係。本系供本科生修讀的科目，除了必修科，均歸類為五大範疇，包括：比較政

治、大中華研究、國際關係、政治理論和公共行政及政策。本系課程一方面通過理論學習和實證研究培養學

生的學術能力，另一方面亦藉地區及國際關係研究擴闊學生視野。學生完成課程後，將獲社會科學學士學

位。研究院課程則包括大中華地區的政府與政治社會科學碩士、公共政策社會科學碩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

士課程，為學生提供嚴謹的學術訓練。

重視小組導修
政政系重視小班教學，因此導修課（Tutorial）是政政系教學的一大特色。大部份政政系開辦的科目，除了

平時的講堂講課（Lecture），還會將學生分成小組，並在老師和助教帶領下，由同學做口頭報告和自由討

論，藉此令學生對相關課題有更深入認識，並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

學生活動豐富
本系學生在課餘時間積極參與校內外各種活動。本系共有五個不同類型

的學生團體，在中大極為少見。系會定期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包括時

事論壇、迎新營、體育活動、歡送畢業生等；足球隊則積極參與校內的

學生球賽；辯論隊會定期與不同校內外隊伍比賽，包括超過三十年歷史

的兩大政治科學辯論比賽；至於由同學自發成立的睿星計劃，則為同學

安排導師和暑期實習機會；而由同學編輯的學生學術期刊《政學》，則

定期出版學生的優秀論文。本系學生也積極參與其他學生組織，包括中

大和書院學生會，以不同方式參與校園和社會事務。

師生關係融洽
本系教師多持有國際知名大學的博士學位，他們在政治學和公共行政

學等範疇，有大量研究及著述，不少更在其學術領域中取得相當地

位。學生入學後，本系會按學生所屬書院編配教師作同學的學術顧問

（Academic Advisor），在學術層面促進學生成長。在課室以外，本系

師生亦會經常聚首一堂，討論校園生活、社會事務甚至人生路向，建立

亦師亦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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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中主要修讀理科科目，唸政政會不會吃虧？

文科學生如果有較佳的歷史知識，可能對部份課程有幫

助，但部份課程（如博奕理論或統計學）可能需要數學

基礎，理科學生可能會有優勢。但從過往經驗看，文科

生理科生都可以讀得很好。

Q1 

Q2 
我很有興趣報讀政政系，也覺得自己很合適，但我擔心

自己的成績不夠好，有其他方法嗎？

「校長推薦計劃」可以讓一些課外活動突出的同學，透

過校長推薦而得到特別考慮。

我們於2020年引入面試，把中大政政放在Band A的同學

將有機會在放榜前被邀請面試。面試表現優異的同學將

會獲加分。面試大約在五月底進行。

政政入學FAQ

Band	B 和	Band	C 有機會嗎？

我們會首先考慮把政政系放在Band A的同學。過去多年我們沒有取錄過任何非

Band A的同學。
Q3 

Q4 政政系有沒有到外地的大學的交換計劃，或者在學期間的實習計劃？

政政系由2014至2015年開始，和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開展屬

於本系的交換計劃，另外，本系的交換計劃還包括英國西敏大學（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及日本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此外，同學可以申請

中文大學以及各成員書院的各種交換計劃。政政系同學過往有很多機會到世界各

地不同大學（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芬蘭、瑞典、內地、墨西哥等）作半年

或一年的交換學習。以近兩年為例，我們每年有二十多名本科生到世界各地的大

學作交換生。

政政系同學自發組織的「睿星計劃」，每年都會安排一些同學到議員辦事處、律
師行、非政府組織及其他機構等作暑期實習，給同學汲取實際工作經驗，但這並
非政政系的課程要求，同學可自行選擇是否參與。

除了JUPAS外，有沒有其他入學途徑？

尚有非聯招（Non-JUPAS）途徑：包括沒有考香港高考但有相若學歷的人士

（例如GCSE、A-level）、在外地就讀學生、應屆畢業的副學士等。每年我們

最多可將收生名額中的20%（即約七至八人）撥給非聯招的申請者。

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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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Q7 Q8 

 CHI ENG MATH LS S1 S2 S3  CHI ENG MATH LS S1 S2 S3 CHI ENG MATH LS S1 S2 S3 
2019 5* 5* 4 5 5 4 4  5** 3 4 5* 5 4  5** 3 4 5 5 4    

75th Percentile (Upper Quartile) 50th Percentile (Median)  25th Percentile (Lower Quartile)Year

 CHI ENG MATH LS S1 S2 S3  CHI ENG MATH LS S1 S2 S3 CHI ENG MATH LS S1 S2 S3 
2020 5 5 4 5 5* 5   5 5 4 5 5* 3  4 5 4 5* 4 4 3   

甚麼成績才能入讀中大政政系？																	

2019及2020收生成績見下表數字︰

不同科目的比重如何？

各個學科中，我們較著重英文（比重為1.5）、

中文及通識（比重為1 .25），其餘的都一樣

（比重為1.0）。

2020年收生多少？

名額大約為38人。

如果我第一年進了社會科學課程（General Social Science Stream, Jupas code:JS4801），

升二年級時選擇政政系作主修的程序如何？

同學只需符合以下其中一項要求，便可在二年級升讀政治與行政學系；

1. 修讀一個或以上政政系課程並取得B-或以上的成績或；

2. 一年級整體成績等級取得2.7或以上

如無法符合上述要求，學生仍可申請選擇政政系作主修，我們將以面試形式考慮個別申請。

如果我重考文憑試，應該如何申請入學？

所有重考文憑試的同學，可以繼續以聯招報讀本系，並以合併成績表（combined certificate）
計算成績，但本系會酌量調整分數，以決定能否入讀本系。

政政系對成績特別優異的入學新生，有沒有獎勵？

我們將在每年入讀本系的聯招新生中，給予最多三名成績特別優異的同學，每名

一萬元的獎學金。

Q9

Q10
Q11

面試的安排和形式如何？	

面試將會以小組形式進行（group interview）。面試同學會以中英文討論包括時事

的各種問題。
Q12

政治與行政學系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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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較常開辦的本科生科目

Required Courses 必修科目
GPAD1020 Fundamentals of Government 政治學初基

GPAD1030 Fundamental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行政學初基

GPAD1095 Issue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政治哲學問題

GPAD2111 Polit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政治學研究方法

Field Electives 專業選修

Comparative Politics 比較政治
GPAD1046 The Art of Leadership 領袖之道

GPAD2120 Democracies in the West 西方民主政治

GPAD2130 Introductory Comparative Politics 比較政治入門

GPAD2135 Political Economy in Asia 亞洲政治經濟

GPAD2145 Electoral Studies 選舉研究

GPAD2180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公民社會組織

GPAD2215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Practice 政治溝通的實踐

GPAD2395 Asian Comparative Politics 亞洲比較政治

GPAD3040 Democratization 民主化

GPAD3050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政府級際關係

GPAD3160 Governance of European Union 歐盟管治

GPAD3161 The Rise of Populism in Europe 歐洲民粹主義的興起

GPAD3360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全球環境政治

Greater China 大中華研究
GPAD1050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香港政府

GPAD1065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hina 中國抗爭政治導論

GPAD1066 China and The World 中國與世界

GPAD1070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中國政府與政治

GPAD1073 Reading 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ics through 
Movies

從電影看中國文化與
政治

GPAD1077 Critical Debates in Hong Kong 香港的重大爭辯

GPAD2015 Selected Topics in Hong Kong Politics I 香港政治專題（一）

GPAD2025 Selected Topics in Chinese Politics I 中國政治專題（一）

GPAD2350 Chinese Foreign Policy 中國外交政策

GPAD2370 Taiwan Studies 台灣研究

GPAD2555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

會關係

GPAD3026 Selected Topics in Chinese Politics II 中國政治專題（二）

GPAD4385 Institution and Reform in China 中國制度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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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制（高中新學制）（以香港中學文憑資格入學者）

	　

學生須至少修畢以下科目共 66 學分：

(1) 社會科學院	-	學院課程科目	(兩科需由兩個不同學系/學院提供) 6 學分

 ARCH1001, 1002, COMM1110, 1120, DSPS1001, ECON1210, 1220, 2011, 
GLSD1001, GRMD1302, 1401, 1402, PSYC1000, 1630, SOCI1001, 1201, 
SOWK1001, 1113, 1114, URSP1001, 1002

(2)	必修科目			 	 12 學分

 GPAD1020, 1030, 1095, 2111

(3)	選修科目			 	 18 學分

(a)	專業選修（下列五項專業中選其中三個，而每個專業各選兩科，

				共六科。任何出現多於一個專業的科目，只能被算在一個專業內。）

	 (i)	 比較政治

	 (ii)		大中華研究

	 (iii)	 國際關係

	 (iv)		政治理論

	 (v)	 公共行政及政策

(b)	自由選修（選修任何八個GPAD科目，除GPAD1076及1077外）	 24 學分

(C)	研究項目（從以下科目中，選修最少 6 學分）	 6 學分

	 (i)	 GPAD4601自學研習（一）	 	

	 (ii)	 GPAD4602自學研習（二）	 	

	 (iii)	 GPAD4701 & 4702畢業論文（一）及（二）

	 (iv)	 4000程度研討科目（同時出現在專業選修及研究項目的

	 	 	 科目不能被計作專業選修）

	 	 	 GPAD4010, 4020, 4027, 4030, 4065, 4077, 4080, 
   4111, 4142, 4200, 4211, 4225, 4335, 4385

在選修科目中，最少11科（包括兩科研究項目）

必須為2000或以上程度之科目。	 	

	 	 	 		 	 共 6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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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國際關係
GPAD1066 China and The World 中國與世界

GPAD2185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國際組織

GPAD2345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國際政治

GPAD2350 Chinese Foreign Policy 中國外交政策

GPAD2355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s 全球化與政治

GPAD2375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亞洲國際關係

GPAD3160 Governance of European Union 歐盟管治

GPAD3161 The Rise of Populism in Europe 歐洲民粹主義的興起

GPAD3360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全球環境政治

GPAD3365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倫理與國際事務

GPAD3451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國際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Theory	政治理論
GPAD2075 Selected Topics in Political Theory I 政治理論專題（一）

GPAD2300 Understanding Human Rights 人權初探

GPAD3071 Gender and Politics 性別與政治

GPAD3146 The Idea of Freedom 自由的理念

GPAD3220 Politics of Space 空間政治學

GPAD3365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倫理與國際事務

GPAD4077 Seminar in Political Theory 政治理論研討

GPAD4200 R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y I: John Rawls 政治哲學名著選讀（一）︰羅爾斯

GPAD4211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社會科學哲學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公共行政及政策	

GPAD1046 The Art of Leadership 領袖之道

GPAD2035 Selected Topic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 公共行政專題（一）

GPAD2090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管治與公共政策

GPAD2150 Public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公共人力資源管理

GPAD2160 Public Finance and Budgeting 公共財務與預算

GPAD2180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公民社會組織

GPAD2215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Practice 政治溝通的實踐

GPAD3195 Government Reforms 政府改革

GPAD3255 Public Policy Analysis 公共政策分析

GPAD3260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中國公共政策及行政

GPAD4020 Semina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公共行政學研討

Methodology and Special Issues 方法學及特別專題	

GPAD1015 Politics and Mass Media 政治與大眾傳媒

GPAD1016 Politics of Sports 體育運動政治學

GPAD1056 Introductory Game Theory 博奕論入門

GPAD1076 Thinking Politically 政治思考

GPAD2020 Politics of Culture 文化政治學

GPAD2040 Health, Disease and Politics 健康、疾病與政治

GPAD4010 Seminar in Government 政治學研討

GPAD4111 Applied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社會科學應用統計方法

Independent Studies	自學研習
GPAD4601 Independent Studies I 自學研習（一）

GPAD4602 Independent Studies II 自學研習（二）

		

Thesis	論文	
GPAD4701 Graduation Thesis I 畢業論文（一）

GPAD4702 Graduation Thesis II 畢業論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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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就像太極那樣，是個相生相

剋的、朝向圓滿的創造工程。
──關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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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未來的新同學，

我謹代表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歡迎你們將

來會加入我們的大家庭。同時，我亦以本系學長

的身份，熱切期待與你們一起開拓你們的大學生

活和學業歷程。

政治與行政學系有著深厚並且優良的傳統，在中

大立系已經有五十年了。著重培育學生對政治及

社會議題的敏說觸覺、獨立思考、批判性思維、

判斷能力、關注社會、以及具有承擔和責任感。

而知識方面則以政治及公共管理的學術理論為基

礎，應用為中心，以推進社會發展，解決實務問

題為依歸。至於人才培訓，我們致力於有責任感

的公共管理行政人員，有理念的政治領袖，及有

宏觀視野的國際組織管理人員。

政政系人才輩出，遍佈政界、公營部門、以及學

術界。廣為社會熟識的有立法局議員梁美芬博士

及公民黨的陳家洛博士、社會福利處處長葉文娟

女士、大眾傳播界的盧永雄先生、以及學術界南

加州大學的鄧穗欣教授。希望你們將來能多些認

識這些政政系前輩校友，並以他們的學術及事業

成就為學習榜樣。

親密的師生關係，是政政系長久以來著意建構

的，用以維繫老師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緊密聯

繫和良性互動，從而達到潛移默化、教學相長的

效益。在這方面，政政系的系會扮演非常重要的

橋樑角色。

如何善用資源及時間，在政政系有為地、有目標

地渡過四年的大學生活是未來的同學們選擇學科

時重要的的課題。在學業上你們可以以政治學、

公共管理學、或國際關係為主導的學術課程，在

擴寬社交層面上則可以主動參與大學及學會的活

動，而在開拓視野方面可以參加交換生計畫及多

樣化的暑期活動。總括來說，在政政系的大學生

活是多樣化的，用以幫助學生全人的發展。

祝願你們在未來四年的大學生活能各自找到自我

的學業、事業和人生的方向。我期盼與你們在中

大政政系一起走過在你們未來個人發展中最重要

和最有意義的階段！

盧永鴻教授

二零二零年



關於政政，
我想說的是...

關於中大政政系，坊間一直有各種不同印象。

很多人以為：唸政政系就是將來要從政。但其實
如果你看我們的畢業生就業數字，我們超過一半
的畢業生在商界就業。我想說的是：政治乃眾人
之事，政治和各類的公共政策，影響我們生活的
每個層面。你買的房子價值多少、你身處的教育
制度是怎樣、你屋邨邨的商場有甚麼商鋪，都深受
政治影響。無論你將來從事甚麼行業，多點了解
政治，令你對社會了解多些，都有一定幫助。

有些人以為：政政系的學生必然非常有政治熱
誠，投入社會和政治運動，熱切支持民主等等。
我想說的是：政政系固然有部份同學比較熱衷參
與各種社會和政治運動，但老師和同學之中不同
的政治立場都有，上課時下課後都可以開放討
論，思想上互相衝擊，在尊重不同意見下，更能
令你明白社會上很多事情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看
法的。中大政政系，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給你開
放胸襟，自由討論的地方。

有些人以為：必然要對時事或政治很熟悉，才可
以入來讀政政系。我想說的是：如果你本來甚
麼都懂，你就不需要入來讀大學了。政治學並不
是很深奧的東西，在歐美的大學中，其實是最普
通不過很多人唸的人文及社會科學學科。作為歷
史悠久的社會科學學科，政治學主要是給你一種
看社會和認識世界的角度。中大政政系訓練的重
點是看問題的不同角度，思考的方法，而不是硬
性的知識（你喜歡記很多硬知識當然也有你的自
由）。

上述所說種種，當然都只是我的看法。中大政政
系是有很多不同方面的，不同人的體會可以很不
同，本小冊子中的資料和同學分享可以給你一鱗
半爪。我想說的是：想知道中大政政系的真貌，
最有效的方法還是進來體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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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把大學比喻成象牙塔，意指一處脫離現實的世外桃源，居

於象牙塔的人無須顧慮現實環境，能自由發表學術觀點，研習不

同學者的著作。然而，「象牙塔」這個比喻在社會上大多帶有貶

義意味，諷刺做學問的人想法不切實際。

大概很多人都不知道，「象牙塔」一詞起源於《聖經》，為一新

郎對新娘美麗脖頸的讚美。沒錯，知識是美麗的，我認為在大學

追求學問可謂人生最美麗的事之一。在政政系的日子，同學將會

接觸到不同學者的政治思想、不同學派的政治理論，繼而接受無

數次的思想衝擊，並追尋自己認同的世界。當然，光靠理想是不

足的，如何把所學所想的理論應用在現實的政治制度中，又或在

公共政策中體現出來，這就是公共行政學科的概念。我相信現實

和理想總有差距，但是盡最大能力收窄差距，把適用於現實的理

想帶到社會去，就好像帶著美麗的象牙塔內的學識走出塔外的第

一步吧！

因此，不少政政系老師也經常邀請同學一同參與籌備不同的公開

活動，甚或參與公共政策研究，我相信過程中除了學到實在的經

驗外，也能增加同學的見識，在過程中一點一滴地實踐在課堂上

學到的知識。

當然，來到政政系不得不提傳統。政政系的傳統眾多，若讓我挑

選最珍重的，必定是政政系的師生關係。師生們從學術上的爭辯

到生活上的趣事，無所不聊；偶爾在導修課後更會見到一群學生

擁著老師去吃下午茶，以輕鬆的方式延續未完的課堂。

多年來，政政系的學生都是既相似又相異，每位同學都是獨特

的，但都擁有著相同的特徵，執著於自己的信念，堅守認同的價

值。我相信這就是政政系學生的傳統，亦是政政系傳承已久的精

神。各位對政政系有興趣的同學，歡迎你們加入政政系這個家，

成為獨一無二的政政系學生。



(一)

聽過這樣的一個小故事：	

這天學校裡老師又出了「我的志願」這個作文題

目，小明蠻有心機地寫了一份洋洋數千字，有關

開辦一個動物農莊的計劃書，然後自信滿滿地交

了給老師。	

不料，事隔數天，在發還家課時，老師緊繃著嘴

臉叫了小明出來，責備他不應作些不切實際、天

馬行空的幻想，並謂如果他希望合格，便得回家

重新再寫一篇較為腳踏實地的文章。	

垂頭喪氣的小明，沒精打釆地回到家裡，父親見

到他悶悶不樂的樣子，便逗他說話，在了解到情

況後，父親便神色凝重地說：「這可能是你一生

人中的重要決定。」	

小明想了一夜，最後還是鼓起勇氣，明天再次向

老師交了原先的那篇文章。	

(二)

很多年前，在電台的「烽煙」節目「自由風、自

由phone」裡擔任客席主持，請了當時的「小辣

椒」港大學生會會長張韻琪，來到電話的另外

一端，討論一下學生運動，當中難免會觸及一些

時下熱門的學運話題，我們這些「好為人師」的

「老大哥」，頃刻間便說得興起，喋喋不休，指

指點點，一時說學生未夠成熟，一時又說策略上

可以如何精明、理性一些。	

關了咪後，另一位節目主持陳耀華問了一個問

題：「如果學生都變得像我們般世故老練，甚

至可說是滿肚密圈，你估我們還會否有學生運

動呢﹖」大家都沉默了好一陣子。	

*					*					*
有朋友說：「成年人往往是砸碎年青人夢想的

一個根源，當中又以為人師表者猶甚」。我們

常常受自己的職業本能，以至過往的學術訓練

所影響，變得十分具批判性，甚至流於苛刻挑

剔，對學生提出的天真想法，往往愛批評得體

無完膚，以表演自己的批判思維。如何可以在

深思熟慮及赤子之心，兩者之間作一個適當的

平衡，這或許是我們作為老師的，應該時刻銘

記於心，及從不斷的實踐中努力找尋的一個答

案。	

中大政政系的傳統，是鼓勵大家作夢、容許天

馬行空，鼓勵自由思想和討論。雖然老師們對

各類學術和政治問題，各有自己可能很堅定的

看法，卻努力繼續鼓勵學生提出他們的意見，

積極思考、努力辯論，發揮大家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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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wa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I studied 
English Literature. This might seem to be a strange 
preparation for becoming a Professor in Politics, but I 
think it makes a lot of sense. 

Politics is about things like power,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order. And these are things that have a 
tendency to encroach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human behaviour and social endeavour, even in 
areas that appear to be completely unrelated to 
politics. In relation to my old subject of literature, 
for example, it is impossible to really understand a 
novel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s of the author. 
Even apparently apolitical works – such as those by 
the famous English novelist Jane Austen – are shot 
through with assumptions about gender, class and 
social practices. It may seem strange to say this, but 
the role played by heroines such as Elizabeth Bennett 
in Pride and Prejudice actually reflects Austen’s ideas 
about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an emergent 
middle class in her society. Elizabeth’s marriage to the 
aristocratic Mr. Darcy is symbolic of the way in which 
this middle class could – and in fact did – enter and 
transform the ruling class throughout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We can, of course, enjoy Pride and Prejudice without 
really thinking too much about its politics – by the 
way, if you have not seen it, I recommend the BBC 
adaptation of this novel from the 1990s, which is a 
really lovely recreation of the story and is a lot of 

fun. However, if we ignore the politics of novels 
like Pride and Prejudice, then we miss an awful 
lot about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story and the 
broader relevance of the social and family 
relations that it describes. And politics is not 
merely something that is present within novels 
from hundreds or years ago. It is also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and all sorts of other 
types of popular entertainment – like Hollywood 
Blockbusters, Japanese Manga and even TVB 
dramas! All these works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 
incorporate subtle ideas about the way power 
relations shape our everyday lives and society. 
This is why – as a student of literature – I very 
quickly began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and 
pervasiveness of politics. 

I hope that as students at our department, you 
will come to share my own fascination and 
enthusiasm for this vital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W
hen I w

a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Sm
ith, W

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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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少年
It is not power that corrupts but fear.

 --Aung San Suu K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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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exactly is politics you may ask? In my personal 
opinion, politics is all around us. The very table that 
you sit on exists because a political decision was 
made. The very conversations that we have often 
have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are also often ‘political.’ 
But what exactly is the academic study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 academic study of political science 
contains many different areas and themes, often 
being linked to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 is about the art of government, public 
policy, compromising and reaching a consensus, 
alongside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and resources in 
society.  Political science can also be about numbers 
and involve ‘detective work’, not too dissimilar to 
Sherlock Holmes and his deductive logic in solving 
crimes and mysteries.

In short, political science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areas, such as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tical 
philosophy,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assical ‘thinkers’ in both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worlds have throughout history sought to 
understand how society should be best governed and 
which type of political systems are the most effective. 
Historical thinkers such as Plato, Aristotle, Confucius, 
Karl Marx and Adam Smith may spring to your mind. 
Rather incredibly, these debates are still raging on 
toda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cademic study of political science has evolved 
continuously. In our Department, you will be able to 
study a wide range of courses that will not only interest 
you but allow you to think critically and challenge 
existing theories and arguments. Politics is also much 
more than dusty history textbooks… it is fast paced 
and ever moving! Some important questions which 
interest me and that I both research and teach are the 
following: 

Why are elections important? What explains why 
Britain voted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are the ‘causes’ of localism in Hong Kong? How 
was Donald Trump able to win the landmark 2016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ll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be the Chinese century? In actual fact, 
these ar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s that 
have dominated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last few years 
and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study in our Department. 
Another question that you might have is why should 
you study political science and how could this lead 
to a future career? That is a good question and the 
broad scope of political science means that there are 
a wide range of future careers that you can do based 
on your degree. These range from 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politician/legislator, alongside 
working i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r even 
the private sector in political risk analysis.  I can 
assure you that there are many opportunities out there 
that a political science degree would help you with!

In my personal opinion, there has never been a more 
exciting time to study politics! Challenge existing 
conventions and think critically… ‘dare to know’ as 
the famous German philosopher Immanuel Kant once 
famously remarked.

“Sapere Aude” (“Dare to Know
”)    Downes, Jam

es



政治與行政學系系會為政政系的註冊學生團體，所有政政系
本科生均為系會當然會員。系會職責可簡單劃分成兩部分：

第一，為政政系同學爭取福利、舉辦各項活動、代表同學向
校方反映意見。系會每年均舉辦「政政盃師生足球賽」、一
連串的送舊活動、「兩大政治科學辯論比賽」、與其他院系
合辦「社科院歌唱比賽」等等。系會亦會定期舉辦諮詢會，
讓同學就系內事務反映意見，達致「員生共治」。

第二，系會代表政政系同學參與社會運動，就各項議題發表
聲明，表達同學訴求。系會除了參與各項示威活動，亦會在
校內、校外擺設街站，呼籲其他同學及市民關心社會。

政政系容納了不同政治立場的同學，系會同樣包容了不同聲
音，「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生於政政，有種責任	 -		一
份希望政政系，乃至社會變得更好的責任。生於大時代，學
生實難作壁上觀，對抗不公更是應有之義。系會給予同學相
當自由的發揮空間，與志同道合的莊員議政論事，同行於社
會運動，無悔。

中大云云學系足球隊之中，

論實力，政政足球隊大抵不

會是最強。但政足秉承紅魔

鬼曼聯的打不死精神，技術

不足，就以體能和拼勁搭

救，在場上一起以鬥志把握每一個機會。	政

足一直有「政政費格遜」之稱的嶽爺擔任榮譽

領隊。希望各位對足球有興趣的freshmen能
夠加入政足。加入政足只有一個條件：喜歡足

球。不論球技，不論身型，只要你喜歡足球，

政足的大門永遠為你而開。蔚藍的天空，綠油

油的草地，二十二個追逐夢想、在場上全力奔

馳的男孩。此情此景，怎能不教人心動呢？

“We can never be sure that the opinion we are endeavoring 
to stifle is a false opinion; and if we were sure, stifling it 
would be an evil still (John Stuart Mill, 1859).”

以上句子摘錄自英國思想家約翰．史都華．彌爾的《論自
由》，提示著我們，即使我們「確信」某人的言論有誤，
我們仍然不能以此扼殺其言論自由。

作為全港唯一一支大學學系辯論隊，隊員全部來自政政
系。政政系為同學提供不同領域的政治知識。學習過後，
你，和我可能會相信某一套政治理論能解釋心中的種種疑
難，甚至對矛盾的理論不以為然。但彌爾提醒我們，只有
接受挑戰，真理才不會成為僵化教條。

辯論正是創造挑戰的場所。哪怕辯題如何沉悶，雙方總會
在觀眾，在評判的腦海中，併發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山上所學，是我們的大腦，為辯論背後的邏輯推論及經驗
例證提供判斷標準；辯論技巧，是我們的雙腳，讓學術
知識及政治理論走到山下，令辯論過程深入淺出，平易近
人。

每一場辯論，都是我們揮灑汗水的成果。
每一場辯論，都是對真理的察問及考驗。

全港唯一學系辯論隊——政治理論的實戰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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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參加學長計劃的社會人士
●	徐英偉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
●	陳維安	(立法會秘書長)
●	劉慧卿	(前民主黨主席)
●	余若薇	(前公民黨主席)
●	莊耀洸	(本系畢業生、香港教育大學高級專任導師、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副會長)
●	關信基	(本系榮休教授)

近年與實習計劃合作的機構
●	國際特赦組織
●	綠色和平
●	香港融樂會
●	立法會何秀蘭議員辦事處
●	立法會曾鈺成議員辦事處
●	民主黨
●	香港政策研究所
●	社區公民約章
●	世聯顧問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末，一群熱心學術的政政同學提出

出版一本學生學術刊物的構想，結果得到許多

同學和老師的支持，並將刊物取名《政學》。

二零零八年，第一期《政學》正式出版，迄今

已出版至第八期。

	

《政學》編輯委員會一年一屆，由政政系學生

組成，全權負責刊物出版工作。所有投稿本刊

的作品，都會由相關領域的學者實行匿名評

審。已刊登的文章涵蓋政治學不同領域，包括

政治理論、香港及中國政治、國際關係、政治

經濟學及公共行政等。本刊不少作者後來都繼

續攻讀碩士和博士，成為相關領域的優秀年青

學者。

《政學》

睿星計劃始於2003年七月，由學生自發成立，為直接隸屬政政系的自設組織，由黃鉅鴻教
授擔任顧問。睿星計劃包含三大範疇，分別是學長計劃（Mentorship Programme）、實習

計劃（Internship Programme）以及探索計劃（Exploration Programme），為政政系同學提供各方面的能力
培訓和實踐機會，提升同學的批判思考能力和領導才能等。睿星計劃為現時中大唯一一個由學生負責安排實習
及學長計劃的組織，其行政、文書等工作由學生一手包辦，顧問教授提供極大的自由度與空間讓學生獨立運

作。歷屆幹事皆表示，在睿星計劃所得之經驗，使他們受益不淺。

學長計劃（Mentorship	Programme）
學長計劃旨在讓同學透過與學長的交流，領略到不同

的人生經驗。學長為來自不同背景的社會知名人士，

涵蓋政界、法律界、傳媒界、學術界、商界等界別。

透過學長計劃，同學與具相近背景的學長建立深厚關

係，從學長身上學習待人處世之道。

實習計劃（Internship	Programme）
實習計劃旨在為本系非畢業學年同學提供實習機會，

讓同學將學識與工作結合，累積工作經驗，為將來投

身社會作準備。實習計劃包括商業機構、傳媒、立法

會及區議會議員辦事處、學術研究機構及非政府組織

等組織的實習機會。

探索計劃（Exploration	Programme）
探索計劃旨在為本系同學提供不同類型的活動，擴闊

同學的視野。透過講座、工作坊、分享會、探訪等活

動，同學有機會接觸不同社會人士，並從中提升同學

對社會的認識。

與校友之橋樑
擔任學長及提供實習機會，不少是社會各界知名人

士，當中不乏政政系歷屆畢業生。因此，睿星計劃除

了讓政政系學生獲得更多社會體驗及能力培訓，更成

為政政系畢業生與系內溝通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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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設有四個獎學金，以鼓勵在學業上表現

優異的同學。

1. 政政系入學獎學金

　(A d m i s s i o n  S c h o l a r s h i p  o f  t h 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2. 中大政政—海外獎學金

　(CUHK GPA Overseas Scholarship)
3. 關信基教授獎學金

　(Professor	Kuan	Hsin	Chi	Scholarship)
4. 關信基教授最佳論文獎

　(Professor	Kuan	Hsin	Chi	Best	Thesis	
Award)

此外，本系學生近年曾屢獲多項校外獎學

金，包括：

1. 太古獎學金

　(Swire	Scholarships)
2. 志奮領獎學金

　(Chevening	Scholarships)
3. 香港卓越獎學金

　(Hong Kong Scholarship for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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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易彤
政政系的課堂別樹一幟，涉獵不同的學派觀點，
讓我接觸了許多嶄新的知識。在導修課中與導師
和同窗論學問，亦刺激出了不少新想法

張偉瑜
抱著求知的心態閱讀檔案、書本、報章，無意發
現奇聞，以文字將思緒記錄下來，像為創造知識
出了一點力。

周卓凝
政政系的課，大多都會有導修課用作討論。有的
時候課堂時間內無法得出結論，同學、助教、教
授都會忍不住下課後去吃飯繼續「切磋」。從討
論之中激發的思考，或許才是最與別不同和最有
意義的吧。

吳過麟
政政系是特別的學系。教授們平易近人，樂意與
學生交流；課程具自由度，讓我們可以自由探索
知識殿堂；同學背景多元，相互激勵奮進。對政
治有興趣的你，歡迎上山。

獎學金

陳順兒
導修課中，抱持不同世界觀的同學們真誠的辯論，
使在陽光照射下的鄭棟材樓特別漂亮。

朱世揚
結合政治理論，讓我看到歷史更廣闊的一面。

葉家樂
在準備辯論比賽之時，大家都會就著每一個辯題進
行詳盡的資料搜集及深入討論，過程中會接觸很多
有趣的知識，而與教練馬嶽教授一同討論的時刻最
為精彩。

程朗
師生互動、同儕切磋，讓我明白到中大政政系不只
有一種聲音。世界很大，這裡是起點，不是終點。

劉美齡
政政大抵是中大最自由的學系，每個課程皆提供無
限思考空間，讓學生與導師一同探討不同議題。儘
管偶爾會迷失在邏輯與推論之間，但捲入這些有趣
的漩渦卻總是迷人。

王頌欣
政政系跟傳統學系截然不同，裡面學到的、見到
的，都令我大開眼界，可謂踏出了十八年來的

comfort	 zone。政政的學科注重反覆思維，導修課
則培育同學的辯論能力。這學系的同學，各抱有不
同的抱負與理想，能跟他們交流實在十分榮幸。



學以致用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馬克思 (Karl Marx)

行業/年份

政府	

工商業	

社會及公共服務	

教育

升學

其他	

2014

2.56%

48.72%

10.26%

17.95%

15.38%

5.13%

近年本系本科畢業生就業概況：

2017

16.98%

32.08%

15.09%

9.43%

18.87%

7.55%

2019

22.58%

32.26%

6.45%

12.90%

9.68%

16.13%

2016

10.26%  

41.03%  

12.82%  

12.82%  

17.95%  

5.13%  

2015

11.1%

44.5% 

14%

14%

13.5%

2.9%

2018

17.65%

29.41%

17.65%

2.94%

11.76%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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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有種錯覺，以為唸政政系畢業便是從政、當議員、或是進入政府。事實上，根據我們畢業生的就業統

計數字，我們畢業生出路很多元化，任職政府的比例可能比其他學系略高，但超過一半受聘於工商界，亦有

不少從事教師、傳媒、各類社會服務機構和法律工作。我們的本科教育包涵政治、政府、公共行政等方面的

重要知識，對加入政府和公共機構工作有一定優勢，而政政系的訓練著重培養分析能力、應對能力、社會觸

覺和批判思考，對進入很多行業都有相當幫助。

畢
業
生
出
路

畢業生出路



政府／公營機構：
李芷彤(2005年畢業)：初入政政系，我便被那優

良的學習環境深深吸引。每位教授都和藹可親、

樂於助人。而看到每位同學都能表現自己獨特個

性的時候，我更感受到這裡的知性空間原來是如

斯自由的！

吳璟儁(2006年畢業)：大學生涯，最享受的是

在課堂內外，與同學、教授思辯。讀政治擴闊了

我思考的空間，讓我探索人與人之間最真實的一

面，打下獨立思考的基礎。畢業後從事新聞工

作，事半功倍。政政系擁有自由開放的氛圍，短

短數年令我的腦袋激盪，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陳家豪(2006年畢業)：這裡沒有不可討論的問

題，也沒有未經審視、就不被接受的立場，只怕

自己不夠深思熟慮，沒有充分理由和良知為信念

辯解。這些看似最基本的，現在或是最難得的。

劉敬民(2008年畢業)：猶記得在學之時，除正規

的課堂和導修外，在學系走廊或飯堂進行的「師

生討論」，更是令人獲益良多。縱然政政系的老

師和學生對社會大事未必持相同立場，但總能理

性討論，互相了解大家的理據，從而激發思考。

對我而言，這種師生共融的氛圍，以及對不同立

場的尊重，正是政政系最為可貴、最令人難忘的

地方。

	

黃苡珊(2012年畢業)：政政系很鼓勵我們旁聽，

讓我可以在沒有學分壓力的情況下，參與不同的

課堂，還能在導修課討論，找到自己有興趣的題

材。當然為了真正學到知識，自己也要做好準

備。記得一年級的時候，為了測試自己，我還

參加了只是旁聽課的期中考試，被人打趣了好幾

年。

陳詠君(2012年畢業)：「兩大政辯」，台上隊友

盡展準備成果，台下同學交流與支持，凝聚了政

政系！

工商及專業：
馮鍵恒(2009年畢業)：是學科的本質，也是政政

系的良好傳統，給予我們很大的思考空間。當其

他人都在用同一種思維方式時，政政系的培訓往

往可讓你成為獨特的一個。

劉子聰(2012年畢業)：看完電影，我們在新亞書

院倒了點酒，談政治、哲學與人生。那一夜，世

界就此凝住。

黃智聰(2011年畢業)：政政辯論隊的生涯，隊友

對學術與辯論的認真、一眾系友和教授的支持，

是我在政政系最珍而重之的回憶。

曾嶸(2003年畢業)：與政政師兄弟們一起高唱

《中華民國國旗歌》。只有在政政系，才能從容

表達自己的政治信念。

傳媒：
羅慧茵(2011年畢業)：我們常和周保松教授月旦

時事，談論人生；又經常和馬樹人教授討論不同

的議題。政政系影響了我對人生的看法，畢業後

加入傳媒行列，亦不忘教授的教誨，努力實踐在

政政系學會的價值。

在政政系最深刻的是……
政黨／議員：
區諾軒(2010年畢業)：批評容易，但面對批評仍

敢於表述己見，才是更大考驗。現在走上從政之

路，我仍然沒有忘記政政系教曉我的這個道理。

公民社會參與：
陳倩瑩(2012年畢業)：當因衝擊「遞補機制」論

壇而被判監三星期後，當晚即見到系內三位老師

的公開支持聲明及系內同學聯署，是我身為政政

學生最感動難忘的一刻！

楊政賢(2014畢業)：剛進政政系，就被那種師生

亦師亦友的關係吸引住，還三五成群地走進教授

辦公室聊天。

鄒君逸(2011年畢業)：師生課後把酒談學術談政

局談人生，微醺方休。

劉日成(2012年畢業)：在大學一年級時，和一

班同學在馬樹人的課討論「為何不用叉來吃點

心」。

馮家強(2002年畢業)：上了政治哲學、認識人權

等課，不會自動為當代社會議題提供答案，而是

帶來更多問號。在學生組織，畢業後在社會不同

崗位，也可與同學一同思辯，永無止息。進而為

了改變社會，加入民間團體，也更會獨立思考，

清楚推動的方向，逐步實踐我們的願景。

教育：
李肇祐(2008年畢業)：大二那年跟老師及一班同

學到廣州淘書遊玩，兩日一夜，叫「知識份子之

旅」。

莊耀洸(1988年畢業)：大二在電腦室上課，全班竟

得我一人到場，關信基來到，發現行政安排有誤，

全班學生正跟鄭赤琰上堂。豈料阿關竟說既然「落

左來」，照教，我話「唔使啦」，結果盛情難卻，

一對一上電腦堂!

方志恆恒(2001年畢業)：政政系是我的啟蒙地，豐

富了我的政治知識，也引領我走上公共知識分子的

道路。

李晶瑩(2012年畢業)：記得有個晚上導修課，我們

熱烈地討論一個政治哲學問題至十一時多，投入得

不知時間過去。離開時，中大十分寧靜，就只有我

們繼續談論那問題的聲音。我們就是這般愛思考愛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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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業解惑
真正能捍衛民主的，就是教育。
──富蘭克林.羅斯福 (Franklin D.Roosev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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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CHOW, Po Chung		周保松	副教授

BA (CUHK); MA (Uni of York); PhD (LSE, London)
電話：(852) 3943 7481
電郵：p.c.chow@cuhk.edu.hk
教學及研究興趣：道德及政治哲學、

自由主義、社會正義理論、中國現代

政治思想Mr. CHOY, Chi Keung		蔡子強	高級講師

BBA (CUHK); MPhil (CUHK)
電話：(852) 3943 7529
電郵：ivanchoy@cuhk.edu.hk
教學及研究興趣：比較政治、政治領

導、選舉與政黨研究

Prof. CHEN, Xi		陳曦	 副教授

LLB (ECUPL); MPhil (Peking); MA, 
PhD (Columbia)
電話：(852) 3943 7553
電郵：chenxi@cuhk.edu.hk
教學及研究興趣：比較政治、民主與

威權、中國政治、社會運動、後共產

主義轉型

Prof. CHU, May		朱湄	助理教授

BSSc (CUHK); MSc, MRes, PhD (LSE, London)
電話：(852) 3943 7541
電郵：maychu@cuhk.edu.hk
教學及研究興趣：公共政策分析、公共

行政與管理、監管政策與體制、經濟自

由化與私有化

Dr. DOWNES, James	講師

BA, MA (Essex); PhD (Kent); AFHEA
電話：(852) 3943 7480
電郵：jamesfdownes@cuhk.edu.hk
教學及研究興趣：歐洲比較政治、

選舉和投票、移民政策、亞洲政

治、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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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名錄

Prof. WONG, Wilson Wai Ho   黃偉豪	副教授

BSSc (CUHK); MPA, PhD (Syracuse)
電話：(852) 3943 7489
電郵：wwong@cuhk.edu.hk	
教學及研究興趣：公共行政、公共財務

與預算、公共管理與組織理論、公共政

策分析及執行、香港政府與管治

Prof. WONG, Seanon   黃詩朗	助理教授

BA, MA (Chicago); Cert (Hopkins - 
Nanjing Center); PhD (USC)
電話：(852) 3943 7485
電郵： seanwong@cuhk.edu.hk
個人網頁：http://www.seanwong-ir.com
教學及研究興趣：國際關係理論、
外交政策分析、民族主義、身份認同與
族群衝突、定性與實驗研究方法

Prof. ZHAN, Jing Vivian   詹晶	副教授

BA (Foreign Affairs College of China); 
MA, PhD (UCLA)
電話：(852) 3943 7545
電郵：zhan@cuhk.edu.hk
教學及研究興趣：比較政治、政治學方
法論、中國改革的政府經濟學、正式和
非正式的制度、共產主義轉型、發展研
究、國際關係

Prof. WANG, Shaoguang		王紹光	榮休教授	

LLB (Peking); MA, PhD (Cornell) 
電郵：wangshaoguang@cuhk.edu.hk	
教學及研究興趣︰比較政治、

政治經濟學、中國政治、

東亞新興工業國家

Prof. MA, Ngok		馬嶽	副教授

BSSc, MPhil (CUHK); PhD (UCLA)
電話：(852) 3943 7483
電郵：mangok@cuhk.edu.hk
教學及研究興趣：香港政府與政治、

民主化、政黨與選舉、政治經濟學、

東歐國家轉型

Prof. SMITH, William	副教授

BA (East Anglia); MA, PhD (Warwick)
電話：(852) 3943 7482
電郵：wjcsmith@cuhk.edu.hk
教學及研究興趣︰

當代政治理論、公民抗命、

審議式政治、國際政治理論

Prof. LO, Carlos Wing Hung		盧永鴻	教授

BSSc, MPhil (CUHK); SJD (Renmin, China); 
PhD (Flinders, Australia)
電話：(852) 3943 7486
電郵：carlos.lo@cuhk.edu.hk
教學及研究興趣：中國政府與法制、
企業環境管理、企業社會責任、
文化遺產管理、環境管理、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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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LI, Lianjiang		李連江	教授

BA, MA (Nankai); MA, PhD (Ohio State U.)  	
電話：(852) 3943 7549
電郵：lianli@cuhk.edu.hk
教學及研究興趣：比較政治、

中國政治、量化政治分析、

比較政治哲學、社會運動

Prof. LANDRY, Pierre	李磊	教授

MA (Virginia); PhD (Michigan)
電話：(852) 3943 7550
電郵：pierre.landry@cuhk.edu.hk
教學及研究興趣：

亞洲與中國政治、地方政府管理、

量化比較分析、調查研究

Prof. LI, Wei		李薇	助理教授

BA, MPhil (Fudan); PhD (HKU)
電話：(852) 3943 7554
電郵：liwei@cuhk.edu.hk
教學及研究興趣：

比較公共行政、管治改革、

公共政策過程、公共人力資源管理

Prof. KUAN, Hsin Chi		關信基	 榮休教授

LLB (Natnl. Chengchi); MA (F.U. Berlin); 
PhD (Munich)
電郵：kuanhc@cuhk.edu.hk 
教學及研究興趣：香港政治、方法學、

民主化、開發政治、比較政治

Dr. LEE, Nelson Ka Kiu		李家翹	講師

BSSc, MPhil and PhD (CUHK)
電話：(852) 3943 7548
電郵：kklee@cuhk.edu.hk 
教學及研究興趣：空間政治、

空間與政治理論、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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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nct and Visiting Professors
客座及訪問教授

Prof. MA, Shu Yun 馬樹人

Adjunct Professor 客座教授

Prof. TSANG, Jasper Yok Shing 曾鈺成

Adjunct Professor 客座教授

Prof. TSAO, King Kwun 曹景鈞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客座副教授

Mr. WONG, Jeremiah Kui Hung 黃鉅鴻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客座副教授

Teaching Assistant
教學助理

TANG, Yat Hin Billy 鄧逸軒

Master of Social Science Programmes
MSSc i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Greater China)
大中華地區的政府與政治社會
科學碩士課程

MSSc in Public Policy
公共政策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Dr. LIU, Chun Brenda 劉　淳 課程統籌

CHUNG, Bertha 鍾苑翹 文員

TANG, Tina 鄧天蔚 計劃協調員

Supporting Staff 
行政人員

CHAN, Cynthia 陳羨英 文員

CHIU, Chris 焦桂芬 文員

KONG, Sau Wah 江秀華 執行助理

LAI, Keye 黎志榮 技術員

WONG, Christine 黃景琳 助理主任

YIP, Jasmine 葉靜雅 計劃協調員

YUEN, Ho Chuen 袁灝銓 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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