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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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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共管理和行政硕士 (MIPMA) 是由加拿大萨
斯喀彻温大学（萨省大学）Johnson Shoyama 公
共政策研究生院和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
学系开办的联合培养国际双学位硕士课程。

MIPMA 课程从加拿大、香港和东南亚的动态比较视野 
出发，旨在促进学生对国际公共政策问题、政策研究 
方法及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学习和研究。学生将分别 
在加拿大（一至五月）及香港（六至八月）各学习一个
学期，并于泰国完成六到八周（九至十一月）的考察课
程。本课程由加拿大及香港两校学者组成的核心团队陪
同学生度过为期十二个月的学习旅程。

本课程专为志在政府部门、公营机构、政策咨询与分析机构，及政策倡导组织（非政府
组织、咨询和顾问公司）等相关职业的学生设计。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未来公共    
部门领导者和专业人士。该课程将会培养学生的政策分析、评估、战略管理、战略沟通
及人力资源管理等技能，同时还提供实地考察及体验式的公共政策教学。

成功修读完所有课程后，学生将会获得由加拿大和香港两所高校共
同颁授的双学位硕士毕业证书。

关于萨斯喀彻温大学
萨斯喀彻温大学是加拿大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也是加拿大的

“常春藤”U��精英研究型大学联盟的成员。

关于香港教育大学
香港教育大学是香港八所公立大学之一，并以其在教育、社会科学和
人文科学等领域的成就享誉国际和亚洲地区。该大学在教育领域高
居亞洲第二、全球第十六位（����年QS世界大学排名），并拥有多元
化的国际师资力量。

* 课程将于 ���� 年 � 月开学



课程 亮点
⊲ 为期十二个月的三个学期课程（一月至十二月）
⊲ 由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的顶尖国际专家独家授课
⊲ 加拿大、香港或泰国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的机会
⊲ 学生在三个独特的学习环境中，重点了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公共管理
        问 题
⊲ 毕业设计项目深入发展中国家进行调研
⊲ 由加拿大和香港的专业学者全程陪同
⊲ 学生获得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的学位

入学 要求
⊲ 持有获认可大学颁授的学士学位或其他同等学历，就读社会   

科学学科，毕业成绩不低于二级荣誉或平均成绩B级为佳。
⊲ 从非英语授课院校获得学位的申请人必须满足最低英语
       水平要求：雅思总分�.�分(听说读写各部分最低为�.�分)
⊲ 入围的申请人必须参加面试

查询
香港教育大学
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
网站：https://www.eduhk.hk/aps/mipma
电邮：mipma@eduhk.hk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
Johnson Shoyama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网站：https://www.schoolofpublicpolicy.sk.ca/
电邮：jsgs@usask.ca

课程费用
学费：���,��� 港元（相等于 ��,��� 美元）

（已包括加拿大、香港及泰国经济舱往返机票，以及在三地之住宿、本地交通、文化活动、
旅游及医疗保险费用。在加拿大之宿舍餐费已全部包括在内。)

签证
入读本课程的学生需自行处理签证申请事宜。香港教育大学将协助学生申领原居地国家到
香港的签证。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将协助学生申领原居地国家到加拿大的签证。学生需
自行申请泰国的学生签证。

In the event of civil disruption in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and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rve the right to modify programme arrangements and extend the stay at 
Th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from January to July, Thailand from September to December. 

Any aspect of the Course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ourse is taught) may be subject to change at any time at the sole discretion of the Universi-
ty. Without limiting the right of the University to amend the course, it is envisaged that changes may be required due to factors such as sta�ng, enrolment levels, logistical arrangements, curriculum 
changes and other factors caused by unforeseeable circumstances. Tuition fees, once paid, are non-refundable. 

Every e�ort has been made to ensure that information contained on this leaflet is correct. Changes to any aspects of the programmes may be made from time to time due to unforeseeable circumstances 
beyond our control and the University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amendments to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on this leaflet without prior notice. The University accepts no lia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arising from any use or misuse of or reliance on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on this leaflet.

EdUHK does not encourage students to entrust their application to any third party agents and we always contact applications directly on updat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s. You must complete and 
submit your own application and provide your own personal  and contact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o�cial EdUHK channels, such as programme websites and admission system, for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to complete your appl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