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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点简介 

同济大学政治学学科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6年，同济大学成立社

会科学系，开始探索发展政治学学科，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发展迅猛。2003

年，经同济大学研究生院批准设立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现有4个二

级学科硕士点：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外交学。2018年1月经

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准设立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2019年10月获批设立

政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学科点是同济大学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的二级

学科，属于上海市人才紧缺学科。本学科点1999年设立，经过多年的发展，已

经形成了以国家治理为焦点，以政治哲学、中外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政党理论

研究为特色的格局。本学科点的研究和教学力量依托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

院，拥有一支专业结构优化、年龄梯次合理、具有较高水平和影响力的师资队伍。

本学科点现有专职教师8名，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2人，助理教授1人，所有教

师均拥有博士学位并拥有1年以上的海外学习或研究经历；3人具有博士生指导

教师资格，7人具有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兼职教授2名。 

本学科点依托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战略研究院，积极推动建

设中国战略论坛、中国青年战略论坛、全球青年学者峰会、上海-釜山合作论坛

等制度化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学科点还结合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同济大学社

会科学前沿讲座”、“中国与世界名家讲座”、“治理与战略青年工作坊”等高

端学术会议和平台，融汇中外专家学者的知识与智慧，为学生们呈现课堂之外的

学术盛宴。 

本学科点积极推动对外交流与合作，同都灵大学、佛罗伦萨大学、布鲁塞尔

自由大学等建立双硕士学位项目，每年接收20余名外国留学生攻读硕士学位。

每年可派出学生前往德国汉堡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日本成蹊大学、日本立

教大学、法国图卢兹政治学院、奧地利林茨大学、韩国庆熙大学、芬兰坦佩雷大

学、印度尼西亚大学等参与互访项目。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英国巴斯大

学、日本法政大学等举办研究生国际论坛。常年邀请来自北美、欧洲和亚洲等各

地知名学者来学院从事课题合作、学术演讲和课堂教学等活动，为学科点发展和

人才培养提供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国际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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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点培养目标 
本学科点旨在培养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脚踏实地、视野开阔、身心健康，

能胜任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教学与研究机构从事相关工作的中高级专门人

才。要求学生能熟悉并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政治哲学、中外政治思

想和政治文化、国家治理、政党理论、制度与政策分析等专业知识，具有扎实的

理论基础和分析技能、宽阔的国际视野和较强的独立科研能力，并能够熟练地运

用一门外语开展专业研究和学术交流。  
 

三、主要研究方向 
01 政治学理论 

02 政治哲学 

03 政治思想 

04 政党理论 

05 中国政治 
 
 

四、学制及学习年限 
学制为 2.5 年，在校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4 年。 

 

五、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学分 百分比 

学位课 
公共学位课 6 16.22% 

专业学位课 16 43.24% 

非学位课  10 27.03% 

必修环节  5 13.51% 

补修课  0 0.0% 

总计 3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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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理论硕士学位点课程设置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学

期 
是否

必修 
备注 

学

位

课 

 2090268 第一外国语（德语） 3.0 72 春秋季 否  
 2090270 第一外国语(日语) 3.0 72 春秋季 否  
 2090272 第一外国语（俄语） 3.0 72 春秋季 否  
 2090273 第一外国语（法语） 3.0 72 春秋季 否  

公共学位

课 
2090305 

英语学术文献阅读与翻

译 
1.5 36 春秋季 否 

第一外国语

（英语）4选2 

 2090306 学术英语写作 II 1.5 36 春秋季 否 
第一外国语

（英语）4选2 

 2090307 中国文化英语概论II 1.5 36 春秋季 否 
第一外国语

（英语）4选2 

 2090308 国际交流英语视听说 II 1.5 36 春秋季 否 
第一外国语

（英语）4选2 
 2300001 第一外国语（汉语） 3.0 72 春秋季 否  

 20002950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2.0 36 春秋季 否  

 2260014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0 18 春秋季 否  

 2900006 中国概况 3.0 54 春秋季 否 
仅限留学生、

港澳台学生

修读 

专业学位

课（16学
分） 

20003250001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 2.0 36 春秋季 否  

20003250016 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2.0 36 春秋季 否  

20003250020 政党政治研究 2.0 36 春秋季 否  

20003250021 多层治理研究 2.0 36 春季 否  

2000325002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2.0 36 春秋季 否  

20003250026 西方政治思想研究 2.0 36 春季 否  

20003250034 中国政治思想研究 2.0 36 春秋季 否  

2250109 政治学理论研究 2.0 36 春秋季 否  

非学位课（10
学分） 

20003250005 政治哲学研究 2.0 36 秋季 否  

20003250011 政治学经典选读 2.0 36 春秋季 否  

20003250012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

究 
2.0 36 春秋季 否  

20003250022 政治文化研究 2.0 36 春秋季 否  

20003250027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2.0 36 春秋季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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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03250029 Theories of Justice 2.0 36 春秋季 否  

20003250031 比较政策与治理研究 2.0 36 春秋季 否  

2250115 量化研究方法 2.0 36 春季 否  

1250018 比较政治分析 2.0 36 春秋季 否  
2250028 比较政治制度研究 2.0 36 秋季 否  
2250057 中国社会政治分析 2.0 36 春秋季 否 理论 

必修环节 

20002020001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2.0 36 春秋季 是  

2900002 论文选题 1.0 0 春秋季 是  

2900012 同济高等讲堂 2.0 36 春秋季 是  

2900013 中期考核 0.0 0 春秋季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