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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 2019 年起開辦國學課程，招收研習員。
凡於兩年內修讀本所開設的國學課程滿六科，並達到各該學科的合格要求者，可獲本所發給
「國學專修班證書」。
課程以文史哲為主，包括經典研習等，研習員修畢後，能對中國文化有較專門及通盤的認識。
國學研習員規章細則
1)

本課程適合中學畢業或以上學歷人士進修。申請人須持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由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所簽發的
有效證件來港就讀。

2)

註冊為國學研習員(以下稱研習員)，需繳交註冊費港幣五百元。註冊有效期為兩年。

3)

「國學專修班證書」學費為港幣一萬五千元，可一次過繳交，亦可分兩期繳交，每次港幣七千五百元。第一期學費於註冊時
繳交，第二期學費需於修讀第四科時繳交。

4)

研習員須於兩年內修滿六科，並達到各該科目的合格要求，始可獲本所發給「國學專修班證書」，該證書列出研習員所修科
目名稱及相關說明。

5)

如研習員未能於兩年內修滿六科，可申請延長修習期限一年，並繳交延期費五百元。在延期一年內修讀所欠科目，並達到各
該科目的合格要求，總計三年間修滿六科者，可獲本所發給「國學專修班證書」。

6)

研習員在註冊期間以修讀六科為上限，如修讀科目超此限額，需繳交各該科目所定的學費。如於限期內未能結業，已繳之學
費及其學額不得轉讓予他人。

7)

本所開設的國學課程，設有暑期國學班，密集授課。另每學年的之研究生課程科目，除特別註明外，均可供研習員修讀。

8)

本所舉辦的免費學術文化活動，歡迎研習員参加。

9)

本所開設的其他收費活動及課程如「誠明講堂」等，研習員需付費始能参加。

10)

本所有接納或拒絕任何人士註冊為研習員的權利，毋須作出說明；研習員於修讀期間如違反本所規章，本所可中止其研習員
資格，已繳費用概不退回。

2019 年 4 月-7 月暑期班開辦科目(研習員每科出席率須逹三分二以上)
 課程編號

科目

導師

上課時間

考核方法(國學研習員適用)

□ GX1904001

中國古代學術思想述評

林啟彦

星期六 1100-1250

完成科目導師派發的作業並符合評分要求

□ GX1904002

《論語》

區永超

星期六 1400-1550

期終考核 (填充題)

□ GX1904003

易學入門

盧傑雄

星期二 1930-2120

期終考核 (選擇題)

□ GX1904004

中國近代思想史：新儒家導論

周佳榮

星期四 1900-2050

完成科目導師派發的作業並符合評分要求

□ GX1904005

跨越時空的圍棋之道

趙子明

星期三 1900-2130

隨堂小考及期終測驗

2019 年 9 月 擬開辦科目
科目

導師

現代中國史學名著評論

李學銘

《史記》研究

李學銘

宋元史導論

何冠環

台灣史研究專題

李金強、黃嘉康、劉冠燊

史學方法與歷史哲學

林啟彦

華南民系與香港社會發展

周佳榮

清乾嘉以下及中、晚期學術專題─章學誠、阮元、孫詒讓三家學術之研究

何廣棪

蕭統《昭明文選》專題─隋唐學人對《文選》研究與貢獻

何廣棪

朱子學述要

吳明

王陽明《傅習錄》導讀

盧雪崑

2019 年暑期國學班課程
【中國古代學術思想述評】 (GX1904001)

4 月 27 日起逢星期六上午 1100-1250

共 13 節

本科目旨在論述中國古代學術思想演進之軌跡。重點介紹先秦至明清時期各家學術思想之傳承與嬗變，以及歷代重要
學者學術思想之創發與會通。藉此以助學員理解中國傳統學問之精粹與中國傳統文化之特性。
導師 林啟彦教授，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退休前為該校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近代史研究中心副主
任。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中日關係及中國學術文化史多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論語》】 (GX1904002)

4 月 27 日起逢星期六下午 1400-1550

共 13 節

漢儒趙岐云:「《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論語》一書地位之高可得而聞。宋以後，朱子進《四
書》，退《五經》，《論語》為中國文化寶典，四海皆知。本課程旨在傳授經學，通過講習，使學者認識《論語》(分
類要旨如: 學、孝、仁、忠、政、文、信、君子……)，從而具備研習《論語》之能力。
導師 區永超博士，樹仁學院中國文史系畢業，新亞研究所文學碩士，撰有《論語修辭研究》，復於新亞研究所升讀文
學博士，研究《論語》。後於香港中文大學修讀教育。香港回歸後，曾攻讀北京大學近現代史碩士，後獲復旦大學博
士（論文：簡朝亮《論語集註補正述疏》研究）。

【易學入門】 (GX1904003)

4 月 30 日起逢星期二晚 1930-2120

共 13 節

《易經》歷史悠久，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經典之一，一直居於六經之首的地位。漢代至今，對《易經》的注釋和研究
之著作，可傳者已近三千家。周易中的自然哲學及道德義理構成了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本課程循此兩方面引介和研
討《易經》，俾使學員對易學所涉及的術語及理論有所認識，從而具備研習易學之能力。
導師 盧傑雄博士，2000 年取得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2012 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專長於思方學、倫理學、
社會政治哲學、中國哲學。主要教授邏輯、批判思考、易經、中國文化要義、哲學思考與寫作，及歷史哲學課程。

【中國近代思想史：新儒家導論】 (GX1904004)

5 月 2 日起逢星期四晚 1900-2050

共 13 節

本課程從思想史角度闡述新儒學的源流及五四時期的儒家復興運動，探討熊十力、梁漱溟、張君勱、馮友蘭、賀麟、
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方東美等學者的生平和言論思想，以及錢穆是否新儒家的說法，餘論以當代新儒學在海內
外的狀況和路向作結。
導師 周佳榮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畢業，日本廣島大學文科碩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教
授，現任新亞研究所教務長兼亞太研究中心主任。專攻中國近代思想史及中外關係史。

【跨越時空的圍棋之道】 (GX1904005)

5 月 8 日起逢星期三晚 1900-2130

共 13 節

圍棋在數千年的中國文化發展中，一直肩負著獨特角色。自唐朝以來，文人學者慣把琴、棋、書、畫合稱為「四
藝」，並視之為個人文化修養的基本要素。近幾十年，圍棋因其變化繁複、易學難精而成為人工智能研究員致力攻克
的對象。因此，這項極古老的博弈遊戲又在現代人的文化生活中激起波瀾。本課程將為學員介紹下圍棋的基本規則，
然後嘗試從文、史、哲等角度觀察圍棋在不同時期所展現的文化意義。
導師 趙子明博士，中文大學哲學系畢業生、碩士及博士畢業生。現任教於明愛專上學院，主要教授思考方法、邏輯、
哲學導論等課程。多年來致力於本港推廣哲學，現任香港實踐哲學學會會長。著作有《思考攻略》(合著)。

新亞研究所國學研習員註冊表格
由本所填寫

填寫本表格前請細閱「國學研習員規章細則」

□ HK$

註冊費已收

所有欄目均須填寫，請以正楷填寫

□ HK$

首期學費已收

請於勾選適當方格

□ HK$

全期學費已收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必須與香港身份證或護照相同，填報之姓名將載於學業證明文件上)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稱謂:
出生日期:

(用作核實申請人之身份)

□ 先生

□ 小姐

□ 女士

年

月

日

工作機構:
電子郵箱:

流動電話:

通訊地址:

緊急事故聯絡人:

關係

姓名

最高教育程度: □ 中學

□ 專上

□ 大學

電話

□ 研究院或以上

□ 其他(請註明)

繳費方法


現金繳付，請親臨農圃道 6 號本所



電子轉賬，請將入數紙連同已簽署報名表格之電子檔文件，電郵至 info@newasia.org.hk



支票支付，請連同已簽署報名表格郵寄郵寄至：香港九龍農圃道 6 號新亞研究所

本所銀行資料
Beneficiary Bank 收款銀行

Hang Seng Bank Limited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Beneficiary Bank Code 收款銀行代號

024

Beneficiary Name 收款人名稱

新亞研究所有限公司
The New Asia Institute of Advanced Chinese Studies Limited

Beneficiary Account Number 收款人戶口號碼

789-267622-001

以下資料供香港以外地區入賬用
Beneficiary Bank Address 收款銀行地址

83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香港德輔道中 83 號

SWIFT Code SWIFT 代號

HASEHKHH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2.

申請人於報名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供本所職員處理報名及學員事務之用。如申請不被接納，本所將銷毀一切有關的個人資料。
申請人於報名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供本所職員向申請人推廣本所最新資訊，包括任何舉辦之活動、開辦之課程、各項優惠及服務、募
捐活動及其他與本所事務有關之活動。除受委託的顧問研究及調查公司外，這些個人資料不會轉交予本所以外的其他機構作上述用途。

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有權查閱及更改其個人資料。申請人如需更改其個人資料，請電郵至： info@newasia.org.hk

本人謹聲明已閱讀並同意新亞研究所國學研習員的規定及要求細則的所有條款。
簽

名

日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