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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创立于2014年，现已走过七年的春

去秋来。

七年间，学院上下求索，精诚而拓，陆续开设翻译（笔/口译）硕士项目、

同声传译硕士项目、翻译本科项目、应用心理学本硕项目、全球研究硕

士项目和英语本科项目。2021年，学院推出全球研究博士项目，并将于

2022年推出应用心理学博士项目。未来，一系列新的跨学科本硕博专

业也将为学院发展注入新活力。

除专业项目课程外，人文社科学院同时还为全校本科生提供多学科领

域的大学核心课程，包括通识教育、英语、中文、体育和基础信息技术

应用，是大学全人教育之路上的坚实保障。

登高博见，放眼世界，2020年学院成立了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

致力于打造一个立足深圳、放眼全球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思想重

镇与政策研究型智库，为区域及国家的战略发展提供及时的、富有预

见性的政策分析，培养具有国家情怀和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也希冀

延揽海内外优秀学术人才。2021年，学院也在积极筹建中华文化研究

院，致力于发展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水平国际化学术平

台与学术重镇。

学院秉承国际一流大学的严格聘用标准，逐步建立起一支优秀的、富

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教师队伍。近几年，学院青年教师在国家级、省级、

市级科研项目中屡创佳绩，不断增强着人文社科学院提供更优质教育

的基石。

目前，人文社科学院学生总人数达743人，其中本科生514名、研究生

229位。2020年，首届翻译本科生毕业，选择升学深造人数占比85%，

其中63%的毕业生攻读QS世界大学排名前50大学的硕士项目；毕业

生就业领域涵盖翻译、通讯、互联网、教育、金融、媒体、企事业单位等

众多热门行业，工作地点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

踌躇满志，未来可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将一如既往

地肩负起传承优良人文传统与通识教育的重任，继往开来，精进不休！

学院概况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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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主管人员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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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教授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

国高等研究院院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

长。《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国际中国研究杂

志》共同创始主编。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人文社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全球与当代

中国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全球研究项目主任。曾任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麦

克亚瑟研究员，美国科盖特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及亚洲研究何鸿毅讲座教授。

郝雨凡教授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博士

王立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博士

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翻译项目主任、深圳市高层次领军人才，中国翻译学科

发展及人才培养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院长，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CIUTI）成员代表。

人文社科学院助理院长、语言教学部主任、英语项目主任，有长期高校及教学

企业工作经历，在一线教学、行政管理、学术研究、教育企业运作等多方面均

有丰富的经验。

龚文高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  博士



专业特色: 

翻译专业

本科生专业与课程

课程项目

该专业教学以英语为主，中英双向翻译，课程设置全面且有前瞻性，涵盖翻译基础和专业方向的培养方案，旨在培育通才专才。该专业采

用小班制教学，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相结合，重视产学结合，强调实践性教学与体验式教学相融合，并配套有齐全的同声传译、语音及口

译实验室。学院内制定本-硕连读以及海外联合培养方案。

分析性写作

翻译概论

文化与翻译 同声传译 (一) 语言研究与翻译 法律翻译初阶 同声传译 (二)

法庭传译 语料与翻译 电影与电视字幕翻译 会议传译 双语企业传讯

电脑与科技 翻译研讨 艺术翻译 法语（一） 英语的语音与音位

公共关系翻译 德语（一） 文本分析及阅读 接续传译 (一) 西班牙语（一）

翻译评论 接续传译 (二) 法语（二） 传播媒介翻译 文学翻译

德语（二） 科技翻译 翻译科技 西班牙语（二） 新闻翻译

翻译员英语训练 财经翻译 写作技巧与翻译 商业翻译

传意与翻译 传译入门 翻译理论 长篇翻译项目（一）

长篇翻译项目（二）

心理学概论 社会学导论 经济学原理 数学（人文社科）

学院必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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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专业特色: 

应用心理学专业

该专业拥有国际一流的高水准师资团队，将产学研高度融合。课程设置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学生毕业后可在大中华地区或欧美国家不

同心理学领域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学生可在本科期间进入教授科研团队和实验室参与科学研究。学院内制定本-硕连读以及海外联合

培养方案。

心理学导论

应用方向1：教育和发展方向

应用方向2：工业/组织行为方向

无论选择专业应用方向1或2，学生都须从以下9门课程中选择6门进行修读

动机与情绪

组织心理学

决策过程

心理测试 领袖才能心理学 跨文化心理学 组织与群体过程

感觉与知觉

变态心理学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老年心理学 认知神经学

人格与个体差异 进化心理学 生理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

记忆 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学习与行为 教育心理学 心理测试

定量研究方法论 (I) 与实验设计

定量研究方法论 (II)认知心理学 终生发展观社会心理学

研究方法与构写研究报告 (I) 研究方法与构写研究报告(II)

分析性写作 社会学导论 经济学原理 数学（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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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性写作 心理学概论 社会学导论 经济学原理 数学（人文社科）

语法分析 英语演说 英语创意写作 当代英语文学概论 英语语言学

语言与社会 文体分析 跨文化交际 语言与媒体 毕业设计

第二外语（一） 第二外语（二）

应用方向1：国际企业文传方向

应用方向2：法律事务方向

应用方向3：语言技术方向

商业道德与文化 企业文传要略 商务英语写作

商务法与公司法

计算机编程 认知语言学

语料库语言学 自然语言处理导论 社会计算概论

句法学 语义学 语用学

法律文书写作

法律话语分析

英语法律案例 法律翻译

国际知识产权法

西方法律制度导论

法律英语：商务法律基本概念与术语

中西方文化差异

全球化与世界英语

全球营销

公司形象与跨文化传播国际商务礼仪

专业特色: 

英语专业

该专业采用跨学科、跨专业特点的“英语+X”的模式，提供国际企业文传、法律事务以及语言技术三个专业方向供选择，旨

在培养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的外语人才。学院内制定本-硕连读以及海外联合培养方案。

En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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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变革

备注：学生须至少修毕以上科目共18学分。

历    史

历史学家的技艺：史学理论与方法

西方历史之传统与变革

思想中的冒险：1865年以来的美国思想生活

中国体育近现代史

二十世纪中国妇女史

传统与现代：明清以来的中国城市史

视觉中国：文化现代性与社会转型 视觉中国：文化现代性与社会转型

战争与历史：古代中国，古希腊与古罗马

消费文化史 现代社会的形成

作为历史的现代社会科学

考古学初始

从音乐看20世纪美国文化史

哲    学
哲学视角 西方哲学精神 中国哲学精神 善恶与幸福

哲学与心灵

人性与政治秩序

宗教哲学世界宗教历史中的哲学

本科副修课程

全球研究

应用心理学

全球研究综述 国际关系概论 全球政治经济专题 全球环境挑战 中西文化交流

作为历史的现代社会科学

现代社会的形成

社会，社会发展与社会不公平

当代人类文化 消费社会 中国经济

国际商务礼仪 中国外交政策

国际商务

心理学导论 定量研究方法论（一） 定量研究方法论(二） 认知心理学

动机与情绪

终生发展观

社会心理学 人格与个体差异学习与行为感觉和知觉

生理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 心理测试 跨文化心理学

记忆

进化心理学

认知神经学 心理学概论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决策过程

心理学导论

中国语言文学

古典诗词概论与作品赏析汉字与中国文化 古典文学通论 杜甫诗

古典诗歌

中国小说选读

古典文学名著名家 古典文学专题研讨古文精读古典戏曲

现代文学导论 现代文学选读 外国文学选读 文学理论

汉语概论

文学与文化

方言与中国文化佛教语言与中国文化 汉语与汉语第二语言教学

应用语言学 汉语史 语言与文化

现代文学专题研讨

古代汉语 现代汉语

中国小说与传统文化 走近古典戏曲 古典诗词概论与作品赏析语言学专题研讨 诗歌与中国文化

杜甫诗 中国小说选读 古典戏曲汉字与中国文化 古典文学通论

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社会救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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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

翻译（笔/口译）硕士课程的毕业生应掌握高水平的语言及交

流能力，能够从事专业的翻译（笔译）和/或交替传译（口译）

工作。课程结束后，学生应该拥有终生学习的基本技能、国际

化视野、良好的品格以及致力于服务社会的精神。

同声传译硕士项目的毕业生应掌握高水平的语言及交流能

力，能够从事专业的高级传译（交传和同传）工作。修完课程

后，学生应该拥有终生学习的基本技能，具有国际化视野、良

好的品格以及致力于服务社会的精神。

应用心理学硕士课程有三个应用方向：教育与发展、组织与社

会和心理健康。由经全球招聘的优秀心理学学者教授，采用心

理学领域最前沿的教材、理论与方法，以全英文授课。此硕士课

程注重发展学生的研究能力，为学生在进入世界其它优秀大学

各相关领域、继续博士学位的深造、做充分准备。对不寻求继续

深造机会的学生，此课程的不同应用方向，也为其进入相关职

场领域作充分准备。

本项目为学生提供「认识世界」的基本知识以及对全球研究

若干领域里理论与实践的批判性理解，其侧重点在于高级分

析技能。本课程涵盖全球研究的三个主要方向，供学生选择

其一：国际关系、全球政治经济和全球可持续发展。本项目为

将来从事国际事务或继续攻读国际研究专业相关领域的毕

业生提供训练及拓展国际视野的平台。

翻译（笔/口译） 同声传译

应用心理学 全球研究

硕士研究生项目

学     年 1  年

学      分

学      费

学      制

奖 学 金 入学奖学金 / 学业奖学金

27 学分

必修课：9 学分

选修课：18 学分

10 万人民币

文学硕士 文学硕士 文学硕士

全日制

理学硕士

22万人民币 12 万人民币 20万人民币

学      位

选修课：30 学分 选修课：12 学分 选修课：21 学分

必修课：21 学分 必修课：12 学分 必修课：9 学分

51 学分 24 学分 30 学分

2  年 1  年 2  年

翻译（笔译/口译） 同声传译 全球研究 应用心理学

研究生项目及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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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硕士

博士（有研究型硕士学位）

博士（无研究型硕士学位）

学     位 模     式

全日制 45学分 24-48个月

99学分 48-72个月

111学分 60-84个月

全日制

全日制

学分要求 学习期限

全球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设立全球研究博士项目，旨在重点培养新一代具有跨学科综合分

析专业知识、批判思维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才。该项目所涵盖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治

理、国际组织、比较政治、中国政治经济学等。

博士项目
09

A组课程

B组课程

修读规定

全球研究当代议题高级研讨会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全球研究理论高级研讨会 批判性思维和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

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 国际经济与商业

发展经济学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

国际安全事务

外交政策决策论 全球金融货币体系

经济治国与谈判

国际环境治理

全球自然资源管理

人口、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人文社科学院秉承国际一流大学的严格聘用标准，从

全球范围内选聘教授、行业资深专家学者、中青年学

术人才。截止2021年6月，人文社科学院全职教师已有

137人。

项目师资04 137
全职教师

位 位
位

位

位

位

位

助理讲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12

6
6

2

15

96

教授

高级讲师

讲师

郑永年 校长讲座教授、教授、代行院长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郝雨凡 校长讲座教授、教授
副院长、全球研究项目主任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

王立弟 教授、副院长、翻译
项目主任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龚文高 高级讲师、助理院长、语言
教学部主任、英语项目主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陈永勤 教授、思廷书院院长 美国佐治亚大学博士/

顾    阳 教授、协理副校长
学勤书院院长 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

管延军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党和苹 助理教授 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博士 /

许美金 助理教授 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 /

于   是 助理教授 美国普渡大学博士 /

高级讲师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 /

Kimo ARMITAGE 高级讲师 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博士 /

Brian BUTLER 高级讲师 美国俄勒冈大学博士 /

Thomas D. CARROLL

张瓅文

高级讲师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 /Mark CRIMMINS

高级讲师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邓扬舟

高级讲师 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 /Gautam GHOSH

高级讲师 美国普渡大学博士 /侯朔炤

高级讲师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赵璞嵩

讲师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硕士/何   薇

讲师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姜丽丽

讲师 美国埃默里大学博士 /Christopher KLUZ

讲师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硕士/Wesley LOCKHART

讲师 香港教育学院硕士/王   琛

周   波

讲师 香港大学博士/云天恒

讲师 首尔国立大学博士候选人

香港中文大学硕士

/

讲师 /

张延杰

高级讲师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博士/Timothy KERSWELL

高级讲师 阿兰特国际大学博士 /Charles H. KIEFFER

高级讲师 谢菲尔德大学博士 /Michael Geoffrey SALTER

高级讲师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博士 /Melvin STERNE

高级讲师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 /Stavroula TSIROGIANNI

高级讲师 美国波士顿大学博士 /

Douglas ROBINSON 教授 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

宋新宁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隋   云 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

王恩冕 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

王晓田 教授、应用心理学项目主任

校长讲座教授、教授

美国新墨西哥州大学博士 /

邢   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 /

朱纯深 教授 英国诺丁汉大学博士 /

陈可欣 副教授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博士 /

李   兰 副教授、学能提升
研究中心主任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博士 /

李田园 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

Geoffrey MILLER 副教授 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 /

Foong Ha YAP 副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 /

陈   纯 助理教授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博士 /

段啸林 助理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

何金波 助理教授 澳门大学博士 /

林志成 助理教授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 /

Vesna LUŠICKY 助理教授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博士 /

Anton MALKIN 助理教授 加拿大劳里埃大学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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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

中华文化研究院（筹）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成

立于2020年9月，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担任首任院长。

高研院以“研究世界、探索前路、体认天理、经世治平”为理念，立足于国家

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前沿，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将中国研究与世界研究紧

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区域性和国家性战略发展，为创造世界一流湾区建设

提供智力支持；高研院同时也承担内地与香港各类重大国家科研项目和

社会科学项目，为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提供涵盖理念和落地操作的政策建

议，培养具有国家情怀和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并在粤港澳大湾区、南方

共同市场、中国改革开放、海洋经济、国际战略和外交以及全球发展等研

究领域成为深具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未来，学院也将依托高研院平台搭建两个研究中心：经济政策与企业改革

中心和可持续发展与城市研究中心。两大研究中心旨在为政府、企业相关

职能部门提供企业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城市改革政策咨询，并致力于战略

性、前瞻性和综合性政策和实践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中华文化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华文化研究院”）的使命是切实继承香港中文大学的建校宗旨与学术传统，致力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品质教学、研究、应用与现代化，服务于社会，贡献于人类福祉。

中华文化研究院将通过使用人工智能与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努力成为国内、国际公认的一流中华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机构，成为具有全球视

野与国际水准，促进不同文明对话，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水平国际化的学术平台。

科研力量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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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人文社科学院教师共完成33项纵向项目的立项及2项横向项目的合同签订，其中纵向项目立项国家级11项，涵盖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面上项目及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省部级7项，涵盖广东省特支计划、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

究项目、省青年基金项目和相关部委项目；地市、县市级项目15项。

33
纵向项目 横向项目

2

各学科论文著作主要集中发表于以下核心期刊、国际出版社：

Angewandte Chemie - International Edition

Chinese Chemical Letters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Electrochimica Ac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Open Acc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and Coaching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Journal of Pragmatic

PLoS One Open Access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国家级项目

省部级项目

地市、县市级项目

11
7
15

科研概况06

John Benjamin's Everytime PressRoutledge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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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与交流07
截止2021年5月，学院已与美国蒙特雷高级翻译学院、美国南加州大学、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英国威斯敏斯特大

学等多所海外知名院校签订海外交流交换、联合培养等多种合作框架。学院还将继续积极探索与拓展海外交流合作项目，深化和海

外知名院校的合作关系。

美国蒙特雷高级翻译学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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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生活
08

学院每年开办的线上线下讲座种类繁多、领域广泛，

2020年开办80余场讲座活动。人文社科学院组织的国

际学术会议、专业讲座和行业分享会以及“通识沙龙”、

“哲学俱乐部”等文化博雅类系列讲座活动也为特长各

异、兴趣广泛的学子提供了自由探索的平台。此外，人文

社科学院体育部承办历年全校体育节，带领全校学子坚

持锻炼、重视体育运动。近年来，人文社科学院积极开办

粤语班、新春送温暖、人文学子生日会等趣味而温暖的

活动，在丰富人文学子们专业知识的同时致力于给学子

们营造家一般的归属感。



01

03

04 05 06

02

01 全球化与深圳未来四十年研讨会

02
双眼竞争在人脑中的神经机制 

文学论坛系列第五讲：朱利安 · 巴恩斯《终结感》
03

04 人文社科学院2021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活动

05

06

哲学俱乐部第十五讲：摄影的使用与滥用

人文社科学院研究生模拟会议：新冠抗疫峰会暨全球疫苗合作论坛

讲者：张朋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中科院生物物理所脑与认知科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和创新课题组长

讲者：Dr. Lucas SCRIPTER , Dr. Christoper KLUZ , Dr. John WILLIAMS

人文社科学院通识教育部讲师



2017级翻译本科生顾嘉禾与人文社科学院语言教学部英文讲师肖扬羽博士合作撰写教育学书籍 Assessment as Learning: Maximising Oppor-

tunities for Student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 的书章节《在高校英语课堂通过融入学习的评估活动提升学生的评判能力》(Chapter 9: Foster-

ing Students' Evaluative Judgement through Assessment-as-Learning in Tertiary English Language Classroom)将于2021年8月由劳特利

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

Assessment as Learning: Maximising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 
Chapter 9: Fostering Students' Evaluative Judgement through Assessment-as-Learning in Tertiary English Language Classroom

学生成长09

2021年4月16日，应用心理学项目2019级研究生宋牮闻、2019级本科生张恒月和赵艺晴与何金波教授合作的论文《中国老年人睡眠与身心健康的关

系：探索饮食和体育锻炼的中介作用》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leep and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of Chinese elderly: Exploring the 

mediating roles of diet and physical activity) 在国际临床营养学杂志《Nutrients》发表。

《中国老年人睡眠与身心健康的关系：探索饮食和体育锻炼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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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深造人数占比

升学深造人数占比

攻读QS世界大学排名前50大学占比

攻读QS世界大学排名前50大学占比

毕业生人均获得录取通知书

毕业生人均获得录取通知书

毕业生就业初始年薪平均

人文社科学院升学与就业发展团队为学生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职业能力培训，通过职业工作坊、行业讲座等各式社交活动帮助学生寻找适合自己

的职业发展道路。此外，团队还提供全方位的升学申请指导，通过一对一个性化的咨询、海外院校升学信息说明会、学长学姐申研分享、文书修改等，

为学生申请海外深造机会提供支持与建议。

人文社科学院2020年首届翻译本科毕业生共71名，升学深造人数60人，

占比84.5%。其中63.3%的升学深造毕业生攻读QS世界大学排名前50大

学的硕士，深造院校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学院、维也纳外交学院、

巴黎高等商学院、帕森斯设计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多伦多大学、北京

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毕业生人均获得1.88份录取通知书。就

业人数为8人，创业1人，就业初始年薪约为20万元，工作地点集中在粤

港澳大湾区。

2021年人文社科学院迎来了第二届翻译本科毕业生，64名人文社科学院

的毕业生中，计划升学深造人数57人，占比89.1%。截止2021年6月14日，

计划深造的毕业生中72%获得QS世界大学排名前50大学的硕士录取通

知，包括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蒙特雷

高等翻译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学院、爱丁堡大学、香港大

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毕业生人均获得2.38份录取通知书。计划就业人

数为7人，聘用单位包括事业单位深圳公立学校、国企深汕水务集团、中外

合资公司微创（中国）有限公司、教培机构、NGO, 工作地点集中在深圳。

就业与升学

份

本科毕业生

10

 

2020~2021届翻译本科毕业生毕业去向数据变化

提供专业、个性职能培训 帮助寻找适合的职业发展方向 为海外深造提供支持与建议

1.8863.3% 万元2084.5%

份89.1% 72%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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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校企合作签约仪式

 2016级本科生李雪薇2019年5月至7月在伦敦发展促进署深圳办公室实习

2017级翻译本科生王哲毕业后
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攻读哲学硕士

2017级翻译本科生房怡玮毕业后
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东亚研究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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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学院开设的翻译专业研究生项目，包括一年制笔/口译 (MAT&I) 和二年制同声传译(MASI) 。作为学院创立以来首先开设的

授课型硕士项目，人文社科学院已经培养了六届翻译（笔/ 口译）和五届同声传译毕业生。

翻译（笔/口译）研究生的就业领域集中在教育培训（42%），互联网科技（14%），翻译（11%），同声传译研究生的就业领域集中在口

译（26%），金融（22%），教育（15%）。

毕业生们就业单位包括华为、腾讯、大疆、滴滴、OPPO、招商蛇口、卓越置业、迈瑞生物、安永、德勤、深圳日报、中央电视台、深圳市

教育系统、深南电路、深圳市税务局、国家统计局、全国妇联组织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欧盟商会、云南省政府外事办、福州

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卡塔尔航空、中国南海研究院、中国宇航出版社等国内知名企事业单位。

硕士毕业生

翻译（笔/口译）研究生就业数据分布

42% 教育培训

互联网科技

翻译
11%

14%
其他

26%

22%

15%

口译

金融

教育

同声传译研究生就业数据分布

头部互联网企业就业（部分）

国企事业单位就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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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学院应用心理学理学硕士项目于2018年首次招生。2020年首届应用心理学硕士生，超过40%的毕业生就业去向为事业

单位：包括一二线城市高等院校、中小学、科研机构等；34%的毕业生获得企业聘用，包括大湾区头部企业腾讯、华为、国家开发银

行等，从事职务为科研、心理健康教育、用户数据研究等；亦有20%学生赴海内外高等院校进行心理学专业深造。

人文社科学院全球研究文学硕士于2019年首次招生，首届毕业生就业领域包括头部互联网及通讯企业如腾讯、华为、银行、保险、

证券金融机构及进出口贸易公司，亦有军队系统文职。约15%学生选择海内外继续深造。

硕士毕业生

2020年首届应用心理学硕士毕业生毕业去向

全球研究文学硕士首届毕业生毕业去向

头部互联网企业
腾讯、华为、银行、保险、
证券金融机构及
进出口贸易公司等

军队系统文职

40%

事业单位就业 大湾区头部企业 赴海内外深造

34% 20%

15%选择海内外
继续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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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文 社 科 学 院 微 信 公 众 号

CONTACT  US
微信公众号 cuhkszshss 学院办公室热线 0755-84273199
研究生项目热线 0755-84273180 学院办公室邮箱 shssg@cuhk.edu.cn
学院主页 http：//hss.cuhk.edu.cn/zh-hans
学院/课程办公室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2001号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学楼B栋（邮政编码51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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