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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概況

大學簡介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成立於1963年，為研究型

綜合大學，以培育既具專精知識又有處世智慧的人

才為宗旨。在嚴格的自我要求下，大學的教學與研

究一直保持上乘水準，享譽日隆。香港大學教育資

助委員會（教資會）選定了二十八個卓越學科領

域，集中資源資助本地大學進行研究，其中十一個

由中大學者負責。在發表研究成果方面，中大的成

績粲然可觀。無論在專門領域的學報，還是一般人

耳熟能詳的期刊，如《自然》、《科學》、《柳葉

刀》，都可見中大學人的文章。

中大占地面積一百三十七點三公頃，俯瞰吐露

港，是全港最寬廣、最綠意盎然的校園。為滿

足學習與生活所需，校內有齊備的設施，包

括一流的圖書館，另有文物館、音樂廳、游泳

池、運動場、網球場、壁球場、水上活動中心

和健身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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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簡介

11th
亞洲 1st

香港

2021年 
QS世界大學排名

7th
亞洲

2021年 
泰晤士高等教育
世界大學排名

2021年 
世界大學學術排名

大學排名及國際地位

中大商學院

自1963年起，中大商學院已於香港及亞洲的商管
教育中早著先鞭，培育了大批成就卓越，能夠帶
領及影響全球商業格局的畢業生。這種重視領導
力及創新的精神源遠流長，可見諸於中大商學院
作為亞洲區內首家商學院提供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BBA）、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及行政
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EMBA）之歷史。
時至今日，中大商學院憑藉世界頂尖的教研人員
及與時並進的研究，以及逾40,000名校友的龐大
網絡，繼續培育出觸覺敏銳的領袖、企業家及社
會翹楚，並在珠三角以至全球作出重大貢獻。

中大商學院由六個教研單位組成，包括會計學
院、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
學系、金融學系、管理學系及市場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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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一直以培養具有全球視野的
商界領袖為使命，自1963年起，中大商學院分
別率先在亞洲開設工商管理學士（BBA）、工
商管理碩士（MBA）、和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
士（EMBA）課程，40,000多位校友遍佈各行各
業，出類拔萃，成就斐然。臨近學校花甲華誕
之際，中大商學院聯袂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
院，精心打造並推出工商管理博士（DBA）課
程，完成學院工商管理教育項目的全覆蓋。

數字技術的革命正在重塑全球經濟和商業模式，
一方面對社會的組織與治理、對於人類與自然的
和諧共生、對於資源和財富的分配和再分配帶來
了顛覆性的挑戰和衝擊，另一方面也為創造了無
限的機會與可能性。中大和復旦的工商管理博士
課程將匯聚有抱負、有理想的企業家與商界人
士，和兩校的學者和專家共同研究與探討如何積
極應對數字革命帶來的挑戰，把握住數字革命帶
來的機會，在將企業做大做強的同時，令所有持
份者受惠，並造福社會。

中大商學院院長

周林教授

一旦加入工商管理博士課程，不僅是被動地學
習，還要有經驗的分享，而更重要的是在前兩者
的基礎上從事知識的創造。作為亞太地區工商管
理教育先驅，中大商學院致力追求教研卓越，擁
有豐富研究、教學和行業經驗的教授，在學術研
究上不斷精益求精。在最新的2019-2022年UTD
（美國德州大學）《全球商學院科研排行榜》
上，中大名列世界第27位，居亞太地區榜首。在
工商管理學科方向，復旦也是內地高校的翹楚。
兩校優秀的學術團隊將為工商管理博士課程提供
強大的學術支撐，他們將和課程的學員一起共創
工商管理新知識、新理論。

我殷切期望大中華地區內的企業家與商界人士加
入我們工商管理博士課程的研修，為你自己的職
業歷程、同時也為中大工商管理教育開啟一個新
的篇章。

院長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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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博士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課程為具有豐富商業實戰經驗的大中華區企
業家與商界人士設立，旨在幫助學員們將成功的商
業實踐經驗帶入應用理論研究，再將全面深刻的理
論認知轉化為更具突破與創新的實踐。課程囊括金
融科技與服務、商業管理、應用研究方法等多領域
內容，打破了單一領域的局限，以契合數字化、全
球化的時代趨勢。從課程設置到學制安排再到模組
編排，項目力求在全面優化學生知識體系的同時，
結合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大中華地區金融科創產業優
勢，為學員提供橫向與縱向的溝通平臺。

本項目為四年兼讀制博士課程，學員修讀完相應學
分科目，完成論文並通過答辯後可獲得由香港中文
大學頒發的工商管理學博士學位。課程將會以中文
作為授課以及論文撰寫語言。

中大商學院
工商管理博士課程主任

徐寧教授

課程總監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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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

工商管理博士課程學員需修滿57學分，完成畢業論文並通過答辯，方可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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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論文
（30學分）

選修課程
（12學分）

核心課程
（15學分）

課程學習階段
（第一及第二年）

研究階段
（第三及第四年）



課程設置

1. DBAC5101

2. DBAC5102

3. DBAC5103

4. DBAC7104

5. DBAC7105

核心課程（15學分）

應用商務研究概論

應用商業研究的定量方法

應用商業研究的調查和實驗方法

應用商業管理研究研討（一）

應用商業管理研究研討（二）

（3學分）

（3學分）

（3學分）

（3學分）

（3學分）

1. DBAC8101

研究及論文（30學分）

論文研究 （30 學分）

1. DBAC7115

2. DBAC7116

3. DBAC7117

4. DBAC7118

5. DBAC7119

6. DBAC7120

7. DBAC7121

8. DBAC7122

9. DBAC7123

10. DBAC7124

11. DBAC7125

12. DBAC7126

選修課程（12學分）

公司治理- 東亞視角

金融科技與金融服務轉型

科技與創新之策略管理

商業與管理專題討論

環球工商管理考察研究

貨幣政策與全球金融市場

大中華資本市場與公司理財

國際金融制度與公司治理專題研討

保險與風險管理高級專題

合併與收購高級專題 

投資策略與實踐

專題指導研究

（1.5 學分）

（3學分）

（1.5 學分）

（3學分）

（3學分）

（3學分）

（1.5 學分）

（3學分）

（1.5 學分） 

（1.5 學分） 

（1.5 學分） 

（3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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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師資 

徐寧教授

陳家樂教授

戴先熾教授

高振宇教授

顧朝陽教授

郭亮教授

康螢儀教授

鄺玉儀教授

羅勝強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

偉倫金融學教授 

市場學系副教授

金融學系副教授

會計學院教授

市場學系教授

卓敏管理學教授

卓敏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教授

市場學系教授

管理學系教授

沈浩教授

吳東輝教授

溫彪教授

楊勇教授

楊海濱教授

楊丹青教授

張萌教授

周翔教授

朱凱捷教授

市場學系教授

管理學系教授 

會計學院教授

會計學院教授

管理學系教授 

會計學院教授

市場學系教授

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教授

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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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華鋒教授 聶慶平教授

陳詩一教授 錢軍教授

高華聲教授 施東輝教授

高金平教授 魏尚進教授

黃文叡教授 許閒教授

黃毅教授 張純信教授

John Rogers 教授 朱蕾教授

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

金融學教授 

經濟學特聘教授 

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會計學客座教授

金融學實踐教授

金融學教授

經濟學教授

金融學特聘政策與實踐教授

執行院長、金融學教授

金融學教授

金融經濟學學術訪問教授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禮聘教授

學術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會計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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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詳情

本課程將以中文作為授課及論文撰寫語言。

報名資格

課程語言

申請者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具有香港中文大學認可的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

具有至少10年工作經驗，其中包含至少6年管理經驗。

課程安排
秋季入學，香港中文大學校園本部及全球範圍內合適地點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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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過研究院審核後，本課程招生處會以電郵發出正式的錄取通知。

大學研究院會統一替非本地研究生申請學生簽證。

線上申請

面試

電郵通知

錄取通知

申請學生簽證

您可在「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碩士/博士課程入學申請」上建立您的帳戶，
並選擇報讀「DBA（中文）（兼讀制）」，完成申請步驟。

面試結果一般會在面試後約一星期以電郵通知申請人，屆時需補交相關入學所需文檔。

通過材料初審的申請人將獲面試以進一步瞭解申請人的工作經驗及事業成就。

報名方法

3
（本課程相關資料均以我校最新公佈為準,其最終解釋權歸香港中文大學所有）

線上申請 報名指引
https://apply.bschool.cuhk.edu.hk/

ApplicationPortalRegistration
https://www.bschool.cuhk.edu.hk/chi/wp-content/uploads/

CUHK-DBA-Online-Application-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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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電話

電郵

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鄭裕彤樓1418室

+852 39430466 / 39430604 

apply-dba@cuhk.edu.hk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
工商管理博士課程

WebsiteWebsiteWeCh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