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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致力于语言研究，对语言这个大脑组成部分进行科学探索。
本系着重跨学科的研究及训练，吸取语言学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如：哲学、心理学、神经
认知科学、工程学、及教育学，引导学生深入研究语言结构、语言获得及语言使用，拓展这些
方面的知识。

汉语语言学及语言获得专业着重培养学生运用当代语言学理论分析汉语语言结构的能力，传授
汉语一语获得和二语获得的知识，提高学生在汉语教学过程中运用语言学理论的能力，从科学
的角度介绍汉语教学和习得的认知过程。欢迎现任汉语教师、有志于教授汉语的人士和修读汉
语的学生申请攻读。

简介

参照语言通则对标准汉语的语言现象进行理论阐释，与其
他汉语方言和其他语言进行对比，丰富学生对标准汉语语
言体系的理解。

传授语言分析方法，对汉语的语言结构进行分析，对学生
以及教与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介绍在多语及多方言环境下学习第二语言及第二方言的过
程，加深学生对这一过程复杂性的理解。

课程目标
汉语语言学及语言获得文学硕士课程的目标如下:

申请人必须持有香港中文大学认可的大学本科荣誉学位，获得
二级或以上荣誉学位或同等学历, 入学前英语水平达到香港中
文大学研究院的要求。

详情请浏览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网页: 
https://www.gs.cuhk.edu.hk/

入学要求

本课程为全日制课程, 修读年期为一个学年。学生必须在修读年期内成27学分, 期中包括15分的必
修课及12分的选修课。

修读办法



必修课 

(从以下三课中，选修最少两课)

选修课

基础I: 语音学及音系学
基础II: 句法学及语义学 
语言获得基础

手语研究基础
第二语言获得专题
双语研究专题
语言学与语言教学
聋童语言获得专题
手语语言学
语言学专题
社会语言学专题
应用语言学专题
心理语言学专题
语言障碍
语言学研究
专题研究
研究实习

汉语语音学及音系学
汉语句法学及语义学
汉语语言获得 

课程一览表

请浏览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网页。

学费

报名费用为港币三百元整。报名费一经缴交，恕不退还。

报名费用

入学考试

申请人可经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网页申请入学。报名期限为每年的九月到翌年的二月。申请人的
各项资历证明文件须于提交网上申请后两周内寄抵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

申请程序

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将获邀参加面试和笔试。



毕业生感言

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网址: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学 梁銶琚楼
G17室
(852) 3943-1929
(852) 2603-7755
lingma@cuhk.edu.hk
http://ling.cuhk.edu.hk/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学
康本国际学术园7楼
(852) 3943-8976 / 3943-8977
(852) 2603-5779
gradschool@cuhk.edu.hk
https://www.gs.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网址:

“ I went into the MACLA programme hoping it would equip me 
with a solid knowledge of Linguistics so that I could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nguages I had been studying in my 
undergraduate years. I was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integrating 
more into Hong Kong society. The MACLA programme absolutely 
delivered in training me to be a proper linguist and, despite being 

plenty of opportunity to pursue any research topic they might be 
interested in. I personally am grateful for the guidance of our 
enthusiastic professors who appreciated my input and welcomed 
the suggestions I had for my own research papers.

What I would have never expected was that I would go into this programm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come out as 
an aspiring sign linguist.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rogramme, I became exposed to CUHK’s excellent sign linguistic 
research and took a liking to the professors and researchers studying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Thanks to the freedom to pursue my own research interests that I experienced in the MACLA programme, I am 
currently a PhD student working on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I would say the MACLA programme is a suitable 
programme for anyone who loves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and is not afraid to keep an open mind. ” 

- Emily Koenders (2018), 香港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计划2018-19年度得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