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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思考  深度分析
   面向世界  讀懂中國



無論我們如何看待，歷史的巨變已經在悄然發生，

中國這頭沉睡的獅子已經覺醒，它的影響也開始遍

及世界各地。縱觀數千年世界史，每一次大國的崛

起都會帶來巨大的衝擊和深遠的影響。

要瞭解中國的崛起到底意味著什麽、人們將如何應

對面臨的挑戰，關鍵的一步是理解大中華地區這一

巨大實體，包括其政治制度和思想、經濟體制和發

展、社會結構和運動、大陸-香港-臺灣-澳門之間的

關係以及其與世界的關係。只有當我們瞭解了當今

中國從何處來，才能理智地判斷它將往何處去。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於2012年推出「大中華地區政府與政治社會科學碩
士課程（GPGC）」。與綜述中國的藝術、歷史、經

濟和社會的中國研究文學碩士課程不同，GPGC定位

於社會科學，在課程設計和教學過程中廣泛地採用

了比較視角和方法。本課程相當於國務院學位委員

會和國家教育委員會認定的一級學科「政治學」下

設的二級學科「中外政治制度」。

與一般中國研究文學碩士課程相比，

GPGC的範圍更廣：地理上覆蓋大中華兩岸四地，議題上

聚焦政治制度與改革、公共行政、外交及國際關係、民主

與法治、環境政治、國家與社會關係、傳媒與政治傳播等

突出社會科學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

由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師團隊及中外知名學

者授課

教學語言為英語及普通話

必修科

GPGC5001 當代中國的制度與改革
GPGC5002 香港、澳門和臺灣政治比較研究
GPGC5003 大中華地區與世界

選修科

GPGC5101 大中華地區的政治經濟與商業環境
GPGC5102 轉型期政治與大中華
GPGC5103 比較視野中的反腐敗
GPGC5104 比較視野中的臺灣
GPGC5105 香港的公共管治及公務員體制
GPGC5106 大中華地區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GPGC5107 大中華地區的環境政治

* 註：選修科將根據教學資源和選科情況進行安排，並非每門課每年都開設。

  

GPGC5004 大中華地區的公共政策與行政管理
GPGC5005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GPGC5108 當代中國的政治思潮
GPGC5109 大中華地區的人權與憲政
GPGC5110 大中華地區的政府與政治專題 (一)
GPGC5111 政治溝通理論與實務
GPGC5112 大中華地區的政府與政治專題 (二)

本課程每年至少開設十一門課，其中五門為必修科，六門為選修科

GPGC是授課式碩士學位課程，適合有意開闊視野的各界在

職人士及有意繼續升學的應屆大學畢業生。本課程可選擇一

年全日制或兩年兼讀制。修畢二十四個學分(八門課程)，平

均績點達2.0或以上，即符合畢業要求。

修讀方式

全日制

兼讀制

常規修讀期

一年（兩個學期）

兩年（四個學期）

最長修讀期

三年（六個學期）

四年（八個學期）

課程簡介

課程結構

課程特色

修讀方式



教師團隊

誰適合修讀

Prof. BONNIN Michel 潘鳴嘯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客座教授
BA (Université Paris X-Nanterre); 
BA (Université Paris VII); PhD (EHESS)

Prof. CHEN Xi 陳曦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LLB (ECUPL); MPhil (Peking); MA,PhD (Columbia)

Prof. CHOW Po-chung 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BA (CUHK); MA (Univ. of York); PhD (LSE, London)

Dr. DOWNES James Floyd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師
BA (Hons) MA (Government, Essex) PhD (Kent) AFHEA

Mr. CHOY Ivan Chi-keung 蔡子強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BBA (C UHK); MPhil (CUHK)

Prof. KUAN Hsin-chi 關信基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LLB (U. Chengchi, Taipei), MA (F.U. Berlin), 
PhD (U. Munich)

Dr. LEE Nelson Ka-kiu 李家翹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師
BSSc MPhil and PhD (CUHK)

Prof. LI Lianjiang 李連江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
BA and MA (Nankai); MA and PhD (Ohio State U.)

Prof. QIN Hui 秦暉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退休）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客座教授
BA; MPhil (Lanzhou)

Prof. SMITH William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BA (Univ. of East Anglia); MA, PhD (Univ. of Warwick)

Prof. TSAO King Kwun 曹景鈞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客座副教授
BA (CUHK); BA (Calif.); MA, PhD (Chic.) 

Prof. ZHAN Jing Vivian 詹晶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大中華地區的政府與政治碩士課程」課程主任
BA (Foreign Affairs College of China); 
MA, PhD (UCLA)

* 註：教學安排會視情況每年調整

公營機構、非政府組織、智庫、傳媒、法律、教育、金融等專業界別

的從業者。本課程為在職人士營造一個專注、專業、有利於交流的學

術環境，為其職業發展助力。

對大中華地區政府與政治有興趣的、本科專業為社會科學、法律及人

文的應屆大學畢業生。本課程為其提供攻讀相關碩士學位的機會。

希望到海外學習並尋求職業發展機會的大陸地區本科畢業生、公務員

、社會工作者及各界合資格人士。

希望以大中華地區政府與政治為下一階段研究方向的本科畢業生。



多元活動

迎新及學術咨詢日 學術講座 參加香港發展論壇

參觀鳳凰衛視總部

師生同樂「校友日」及職業分享會 「我們畢業了！」

申請人可於即日起登入中大研究院https://www.gs.cuhk.edu.hk/admissions/進行網上報名。
申請資格及程序請參考研究院及課程網頁。

2021年3月31日

報名方式

報名截止日期



學費
2021/2022學年的學費為港幣145,000（暫定），每額外修讀一科之學費為港幣18,125。全日制及兼讀制學生分別分2期及4
期繳交。申請時亦須交港幣300元報名費（不設退款）。

為鼓勵優秀學員報讀，及嘉獎就讀期間成績優異的學員，本課程特設獎學金如下：

入學獎

學業優異獎

傑出服務獎

頒授對象

經GPGC招生委員會遴選之優秀新生

結業時平均績點達3.6或以上之畢業生

在讀期間為班級提供傑出服務之畢業生

金額

港幣二萬元

港幣伍仟元

港幣貳仟至伍仟元

獎學金



畢業生分享

吳欣純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主持專業；GPGC 2018/19；現工作機構：鳳凰衛視

「本科新聞和播音主持的背景，加上在時政訪談節目的實習，使我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議題產生了興趣。與其他中國研究
課程相比，GPGC的專業性強、範圍比較集中。時長一年的學習中，我根據老師的指導和個人興趣進行了廣泛閱讀，在
短期內掌握了基礎知識，並對一些問題做了認真思考。我受益最深的莫過於研究方法和多角度思考技巧。」

林路遙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學士；GPGC 2018/19；現工作機構：廣州市政府

「我在GPGC學到最寶貴的東西是「求真」和「務實」。面對複雜的議題和研究對象，「求真」既
需要不斷鑽研的精神，也要求嚴謹的思維和科學的方法。「務實」則意味著面對宏大的社會歷史
背景和繁雜的資訊，只有腳踏實地地做研究，才能產出有價值的思想。GPGC更新了我的價值觀和
思維方式，也讓我接受了系統規範的學術訓練，希望學弟學妹們也都能乘願而來，滿載而歸。」

李紫竹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學士；GPGC 2017/18；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博士生

「在GPGC的一年，我最大的收穫是前所未有的批判性意識，一切也因此不同。這也是作為PhD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素
質之一。如今，雖然我轉向IR方向，但過去一年中培養的思維方式、研究習慣更將使我終生受用。」

張柏源 
中山大學國際商學院市場營銷學士；GPGC 2015/16；現為香港新民黨社區事務主任� 

「從事政治工作，要毋忘為市民服務的初心，要堅持自己的熱忱。讓我們的社區變得更美好、讓我們的未來更精彩！」

張燁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學士；GPGC 2014/15；Columbia University碩士；MIT政治學博士生）� 

「我相信這句話："If you are not part of the solution, you are part of the problem." 為此我决定把學術道路走下去。」

成語謀 
同濟大學經濟學學士；GPGC 2013/14；現為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分析師

「感謝GPGC的老師和同學，能帶我從獨立思考的基點出發，重新審視大中華地區的現狀。」

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鄭棟材樓301
政治與行政學系「大中華碩士課程」

(852) 3943 7530 (入學查詢)
(852) 3943 9292 (一般查詢)

http://www.gpa.cuhk.edu.hk/en-gb/programmes/
postgraduate-programmes/mssc-in-gpgc  

greaterchina@cuhk.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