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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 专为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和通信环境的
专业工作人士和未来专家而设计

• 提供以下方面的全面知识:
1. 传播理论
2. 媒体的最新发展
3. 社会、政治和商业传播方面的现行做法



独特性

I. 此课程结合了独特的政治和企业策略传播

II.通过邀请该领域的顶尖专业人士分享他们的经
验和见解，并在学校全职教授的支持下整合理
论和实践



学习成果

I. 具备分析复杂沟通问题的知识和技能

II.能够应付数码媒体的影响和日益复杂的社会政
治环境

学生将:



课程表

必修科

STC5001 策略传播理论 STC5003 全球议题及社会责任

STC5002 研究及资料分析 STC5004 传播运动及筹划

选修科

范畴 1  公共事务传播 范畴2  企业参与传播

STC5121 倡议及游说 STC5181 品牌策略及消费者传播

STC5122 公共传播及社会营销 STC5182 企业社会责任与永续发展

STC5123 公共事务与管治 STC5183 持份者传播及参与

STC5124 危机及议题管理 STC5184 数码及移动营销

STC5190 策略传播总整课程 STC5190 策略传播总整课程

STC5191 公共事务传播专题研究 STC5192 企业参与传播专题研究

*学生需于两个选修科范畴中各选修最少一科



李少南教授

策略传播文学硕士课程总监

研究及数据分析

教学人员



教学人员

张美凤博士
香港恒生大学副教授

策略传播理论

赵萌萌博士
香港恒生大学助理教授

危机及议题管理



陈智杰助理教授
香港恒生大学助理教授

全球议题及社会责任

卢子健博士
董事总经理

卢子健林乃仁顾问有限公司

公共传播及社会营销

教学人员



徐缘先生
行政总裁

Toast Communications Limited

品牌策略及消费者传播

曾立基先生
集团主席

纵横公共关系顾问集团

企业社会责任与永续发展

教学人员



罗永聪先生
合伙人

苏杭街一号

传播运动及筹划

黄洁慧女士
记者 / 讲师 / 顾问

教学人员



何安达先生
董事总经理

何安达公共事务顾问有限公司

倡议及游说

李銮辉先生
公共事务总监
新鸿基地产

教学人员



邱诚武先生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运输及房屋局前副局长

公共事务与管治

曾仲荣先生
香港经济日报前副总编辑

教学人员



黄雅丽女士
创办人

黄雅丽策略顾问有限公司

数码及移动营销

方健侨博士
香港零售科技商会创会会长

教学人员



谁应该修读?

对策略传播感兴趣的人，包括︰

1) 企业传播的从业人员

2) 政府和政治相关部门的从业人员

3) 对策略传播感兴趣的专业人员

4) 毕业生



就业前景 
职业 行业/公司 

公关人员、危机专业传讯员 商业

政治组织/政党 

非政府组织 

记者、媒体策略专家、政治竞选顾问 媒体、顾问服务公司

倡议专业传讯员、非营利组织运动的策略
专家

非政府组织

广告行政人员、媒体策划人 广告

推销商、演讲稿撰写人 政府和私营组织



课程期限
1-5 Years 

入学资格
• 具有认可的大学学士或同等资历；

• 若申请人并非在以英语教学的院校取得学士学位，申请人须具备以下的英语能
力要求：

托福 ≥550（笔考）, ≥ 213（机考）, ≥ 79（网考）; 

雅思 ≥ 6.5;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 430;  

英语专业四级考试 ≥ 70

• 申请人若有传播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社会科学的学历背景会获优先考虑



毕业要求 

1) 按照课程的规定, 至少完成24个学分;

2) 获得至少2.5的累计gpa 



STC5001 策略传播理论

本课程将探讨策略传播的基本组成部分 - 如何
进行策略传播，如何巧妙地说服，以及如何以符
合道德的方式进行沟通。它研究了各种说服理论，
以帮助学生了解在不同环境中多个受众之间的说
服是如何运作的。

课程 - 学科简介



STC5002 研究及数据分析

本课程将介绍收集、分析、解释和呈现数据的过
程。课程将教授基础研究技能，包括调查、实验
和焦点小组研究。学生将学习阅读民意调查和专
业报告，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数据分析工具和新
闻聚合器来了解市场研究、受众趋势和社交对话。

课程 - 学科简介



课程 - 学科简介

STC5003 全球议题及社会责任

本学科介绍現代全球问题中的社会责任对话。具
体而言，它揭示了围绕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知识分
子辩论中的伦理基础和道德推理。期望学生理解、
分析和批判性地审视重大的全球问题及其对社会
责任的影响。



STC5004 传播运动及筹划

本学科旨在为学生提供规划和管理传播运动的知
识和技巧。通过检查不同的案例和例子，学生学
习应用研究、规划和计划评估实践，以确保成功
展示问责制。学生有机会采用以研究为基础的规
划，并在重要的活动策划经验中制定有效的策略。

课程 - 学科简介



STC5121 倡议及游说

本学科旨在让学生了解倡导和游说的基本原理。
审查涉及倡导、游说和政策影响是本学科的关键
理论。课堂中会讨论来自政治，公共卫生，社会
和环境部门的游说和宣传的现时和经验实例。通
过学术理解和实践者分享，鼓励学生将理论框架
与实证实践联系起来。

课程 - 学科简介



STC5122 公共传播及社会营销

本学科旨在研究公共传播和社会营销的理论起源
和实际操作。它通过案例应用分析了公共传播和
社会营销成果的目标、计划、实施和评估。期望
学生严格审查有关活动的有效性和道德考虑。

课程 - 学科简介



STC5123 公共事务与管治

本学科介绍了公共事务和管理的关键概念及其对
香港相关问题的适用性。本课程侧重于理论和相
关分析技能的多学科培训，并在公共事务，公共
政策和管理领域得到实际应用。它旨在为学生提
供政府内部公共政策，规划和管理工作所必需的
概念和技能。利用相关的理论和技能，学生将有
能力分析公共事务的特点，能够规划、组织、领
导和评估工作，制定政策来管理公共事务。

课程 - 学科简介



STC5124 危机及议题管理

本学科旨在帮助学生掌握在危机期间管理危机和
沟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它旨在解决问题和危机
的生活圈，从问题只是潜在的角度，到发展到危
机，再到危机确实发生的阶段。然后，重点转向
从沟通角度管理危机，包括危机识别，响应和危
机后问题。利用相关理论和技能，学生可以发展
对管理危机至关重要的传播沟通和管理能力。

课程 - 学科简介



STC5181 品牌策略及消费者传播

本学科侧重于品牌和消费者传播的策略发展。它
探察消费者的心理和公司用来与消费者沟通的各
种传播策略。它还可以提高学生对传播策略在成
功品牌推广中的作用的认识。通过进行品牌审核，
消费者研究和制定品牌传播策略计划，学生可以
创造性地和批判性地思考构建，利用，捍卫和维
持启发性的品牌所涉及的传播策略。

课程 - 学科简介



STC5182企业社会责任与永续发展

传播专业人员通常负责领导组织中的企业社会责
任工作，并越来越期望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
的技能。该课程概述了企业社会责任、其演变、
各种理论方法以及传播CSR的关键问题，包括在
线小区的使用。本学科不仅着重于企业级企业社
会责任策略，还研究企业与其关键外来的利益相
关者之间关系的互动。通过案例研究，课堂练习，
讨论和场景构建，学生将能够批判性地评估特定
组织的CSR问题，实践和传播策略。他们还将学
习如何制定和提供有效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
性沟通。

课程 - 学科简介



STC5183 持份者传播及参与

本学科研究持份者沟通和接洽的基本组成部分。
学生将学习持份者接洽的理论，并了解接洽如何
在不同环境中的多个受众之间发挥作用。它还为
学生提供了开发和管理持份者关系的知识和策略，
有助于更好地进行业务规划和绩效。

课程 - 学科简介



STC5184 数码及移动营销

本学科讲解能成功设计、开发和执行有效的整合、
网络和社交媒体营销计划的方法。它允许学生在
数码平台中证明、构建和执行策略传播计划。学
生学习识别和衡量高价值的市场区隔，使用网络
和社交分析来评估竞争对手并进行数码和社交媒
体沟通。通过团队项目获得实践经验，为私营和
公共部门开发实际的社交媒体和数码营销计划。

课程 - 学科简介



STC5190 策略传播总整课程

本学科讲解能成功设计、开发和执行有效的整合、
网络和社交媒体营销计划的方法。它允许学生在
数码平台中证明、构建和执行策略传播计划。学
生学习识别和衡量高价值的市场区隔，使用网络
和社交分析来评估竞争对手并进行数码和社交媒
体沟通。通过团队项目获得实践经验，为私营和
公共部门开发实际的社交媒体和数码营销计划。

课程 - 学科简介



STC5191 公共事务传播专题研究

本学科是为有兴趣获得更深入的知识和理解有关
公共事务传播热门话题的学生而举办的研究生研
讨会。它研究了当前有关香港，中国大陆或海外
公共事务传播实践的不同主题。它还为学生提供
了一个平台，可以讨论当前感兴趣的选定研究课
题，并让学生有机会研究与公共部门相关的沟通
过程。

课程 - 学科简介



课程 - 学科简介

STC5192 企业参与传播专题研究

本学科是针对有兴趣获得更深入的知识和理解有
关企业传播热门话题的学生而举办的研究生研讨
会。它研究了当前有关香港，中国大陆或海外企
业传播实践的不同主题。它还为学生提供了一个
平台，可以讨论当前感兴趣的选定研究课题，让
学生有机会研究与企业部门相关的沟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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