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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可持续发展专业是融合社会、经济、管理、环境、法律、政治、生态、文化

等领域的跨学科综合性专业。法国里昂三大是世界上最早开设此专业的高校之

一，已经有 14 年的专业发展历史，并引领着欧洲甚至是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与实践。 

上海市与法国罗那阿尔卑斯大区是友好城市，双方在教育、科研、社会发展、

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与传统。在双方全方位的合作基础上，为了

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方面促进国内，尤其是上海的城市、组织、企业等方面的可

持续发展，法国里昂三大与上海大学合作举办社会学（可持续发展方向）硕士项

目，该项目得到法国教育部及里昂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并获得中国教育部的批准

（批文编号 MOE32FR1A20151712N）。 

项目优势与创新 

 获得我国教育部认可的法国国家硕士学位； 

 业余时间在上海完成全部课程学习； 

 可以赴法国学习、文化交流、参观，参加毕业典礼，获取学位证书； 

 中法双方政府对该项目给予学费、政策等全方位的支持； 

 小班精英化教学模式，注重实践； 

 由欧洲顶尖专家教授领衔的国际化师资配备： 

 有机会进一步在中国或者法国深造博士学位； 

 社会学（可持续发展方向）具有应用性、前瞻性、战略性等特征； 

 享受到上海大学、上海经济管理中心其他多样化、多层次的课程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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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双方简介 

里昂是法国第二大城市，是法国仅次于巴黎的第二大都市区和经济文化中

心，位于欧洲的心脏，是一个拥有悠久文化的历史名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为世界珍贵遗产之列。里昂是上海在法国的友好城市罗纳―阿尔卑斯大区的首

府。该市是一个文化和工业一体的城市，是欧洲最富有和最具有生机的地区之一。

里昂的纺织业、机械制造业、电子电器业、化学工业、制药工业、重型车辆、工

业等非常发达，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银行金融中心。里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有“世界美食之都”的美称。里昂的高等教育在法国遥遥领先。 

里昂第三大学全称“让·穆兰里昂第三大学(Université Jean Moulin Lyon 

3)”，被公认为法国十大著名公立大学之一，创立于 1973 年。大学由法学院、

商学院、外语系、人文系、哲学系和一个大学协会组成，尤其以人文科学见长。

大学拥有 28个不同国籍的 20000名学生，还有 2000名教授和职业讲师以及 600

名行政职员。里昂第三大学拥有一个由遍布五大洲 300多所大学组成的合作伙伴

网络。学科涵盖法律、政治、法语、管理、经济、哲学、语言、文学、历史、人

文地理、信息通讯等。详见其网站 http://www.univ-lyon3.fr/en/ 

上海大学是上海市属、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是国家教

育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1922 年 10月，国共合作曾创建了上海大学，

校长为于右任，教务长为瞿秋白。这是一所被誉为“武有黄埔、文有上大”的革

命学校，1994 年 5 月，新的上海大学由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原

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上海大学学科门类齐全，涵盖哲学、

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现设

有 27个学院和 2个校管系；学校现有研究生 12181人，全日制本科生 23036人，

高职生 1006人，成人教育学生 16034 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18.htm
http://www.univ-lyon3.f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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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上海大学利用自身学科优势与教育资源，引进法国里昂三大哲学院在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国际先进教学课程与研究成果，针对我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大国

家战略需求和上海在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现状进行课程体系设计，培养能够提升我

国社会治理、经济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复

合型人才。 

二、招生对象与报名条件 

招生对象：从事或致力于社会、城市、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管理层、政府

决策层、相关领域研究者，具体包括企业中高层管理者、职能政府部门决策者、

社会治理及管理人员。国外政府及企业驻华工作人员。 

报名条件： 

1、获得我国正规本科文凭（同等学历），或者获得法国政府认可的本科文

凭者；（特别优秀者考虑大专）。 

2、具备一定的英语运用能力； 

3、三年以上工作经验，或中高层管理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4、所有材料必须真实有效。 

 

三、学制与学习 

学    制：两年 。 

学习方式：采取在职不脱产学习方式，利用周末集中 2-3天授课。 

授课地点：上海大学广中路 788 号科技楼 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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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与师资 

项目师资主要由欧洲在可持续发展领域顶尖的教授及实践者领衔，同时，

国内也选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教授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授课。 

核心课程 

课程 授课方 授课语言 

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基础与概念 法方 英文 

可持续发展技术与法律 中方 中文 

生态伦理与生态政策 法方 英文 

可持续发展、风险、文化与世界城市 法方 英文 

社会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中方 中文 

可持续发展、问题、应用与经济 法方 英文 

社会网络分析与社会资本 中方 中文 

特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中方 中文 

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与组织 法方 英文 

企业可持续发展与战略管理 中方 中文 

项目管理与团队管理 法方 英文 

组织变革中的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 中方 中文 

注：以上英文授课配备课堂助教（TA） 

论文和答辩 

所有学生须结合自己的工作或重大社会实践问题，采用课程中所学到的理论

和研究方法，完成一篇应用型硕士学位论文，并于毕业前答辩。 

部分师资 

 

让-菲利普• 碧洪(Jean Philippe PIERRON)里昂三大哲学学院院长、教授,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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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导师。里昂哲学研究所成员，法国 11所高校联盟解释学、图像学和符号学

研究所成员。主要研究领域：现代和传统哲学史, 道德及社会责任论理学和哲学

概论。 

让-雅克• 郁南布热(Jean-Jacques WUNENBURGER)， 哲学家、里昂

哲学研究所所长、哲学学院前任前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比利时布魯塞尔欧

洲出版社哲学研究栏目主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人文学科评审委员会成员、法

国教育部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专家、法国国家大学评审委员会专家、法国国家研究

部专员。加拿大国家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专家、比利时国家科学研究基金会专家、

法国国家高等教育和研究评审委员会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哲学概论和道德论理

学,玄学, 形而上学论。 

卡特琳• 耶尔(Catherine GELL)，里昂三大企业管理学院副教授、

企业管理学院管理学教务组成员、法国圣艾蒂安大学理学教务组成员、人力资源

硕士项目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员工的职业生涯和其从事工作的关系、人力资

源管理、组织学理论、社会心理学、管理能力和组织行为、社会研究的方法论。 

 

张文红，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学会理事和中国社会网络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上海社会

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上海社区研究会常务理事，“组织、网络与制度丛书”编委，专业

期刊《社会》编委，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福特

基金会社会学项目评审专家，上海高校社会学 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社会网络分析与社会资本研究、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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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春明，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知识

产权学院常务副院长。首批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

商务部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中心专家库专家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常

务理事、中国科技法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法学会自贸区法治研究会副会长、中

关村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东方早报》特约评论员、美国芝

加哥—肯特法学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 知

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技术等。 

五、报名及录取 

1、录取名额：30人 

2、报 名 费：1000元人民币（含资料审核费、专家面试费等） 

3、学    费：10万元人民币（两年），不含赴法国费用，非学费外的其他

费用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另行计算。 

4、录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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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授予学位 

学生必须全部满足下列条件，方可获得法国国家硕士学位文凭，该文凭受中

国 教 育 部 承 认 ( 参 照 教 育 部 对 法 国 高 校 认 可 名 单

（http://www.jsj.edu.cn/n1/12033.shtml)与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审批名单

（http://www.moe.gov.cn/s78/A20/A20_gggs/s8479/201508/t20150819_20149

2.html） 

1、 必须修满规定课程和学分，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 10分（满分 20分）； 

2、 完成实习和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法国国家学位证书实样 

填写报名表 

递交全部材料 

1) 报名表（可下载） 

2) 身份证复印件 

3) 护照复印件 

4)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与鉴定书 

5) 单位同意证明 

6) 推荐信（可下载） 

7) 学习动机说明（可下载） 

8) 简历（英文或法文） 

9) 照片 8张：3.5cm x 4.5cm(法国签证照) 

10) 材料真实性承诺书(可下载) 

 材料审核 材料未通过 

面 

 

试 
发放录取

通知书 
通过 

未通过，淘汰 

获得里昂三大

硕士学生证 

http://www.jsj.edu.cn/n1/12033.shtml
http://www.moe.gov.cn/s78/A20/A20_gggs/s8479/201508/t20150819_201492.html
http://www.moe.gov.cn/s78/A20/A20_gggs/s8479/201508/t20150819_2014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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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联系方式 

 

中国上海大学  

联系人：王老师：sfmba@126.com   86-21-56331932 / 18602196903 

戴老师：jydai@shu.edu.cn  86-21-56332594 / 13482747283 

地  址：上海市延长路 149号（或广中路 788号）上海大学科技楼 816室 

网  址：www.cf.shu.edu.cn 

法国里昂第三大学 

联系人: Claire HARPET：claire.harpet@univ-lyon3.fr   +33478787978 

地  址：Faculté de Philosophie - Université Jean-Moulin Lyon 3，1, rue de 

l'Université - BP. 0638, 69239 Lyon Cedex 

网址：http://facdephilo.univ-lyon3.fr/formation/master/ethique-et-developpement-durable/ 

 

mailto:sfmba@126.com
mailto:jydai@shu.edu.cn
http://www.cf.shu.edu.cn/
mailto:claire.harpet@univ-lyon3.fr
http://facdephilo.univ-lyon3.fr/formation/master/ethique-et-developpement-du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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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批准信息 

 

项目名称 上海大学与法国让穆兰里昂第三大学合作举办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项目 

办学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99号 

中外合作办学者 

中方：上海大学 中国教育机构法定代表人 罗宏杰 

外方：Jean Moulin Lyon III University, France (法国让穆兰里昂第三大学) 

办学层次和类别 外国硕士学位教育 学制 2年 

每期招生人数  30 人 招生起止年份 2016年—2019年（每年 1期） 

招生方式 自主招生（招生标准不低于法国让穆兰里昂第三大学在法国的录取标准） 

开设专业或课程 社会学（招生代码：030301） 

颁发证书 

中方：无 

外方： The Master’s Degre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tudy Minor in Philosophy, with 

Specialization in Eth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专业硕士学位证书) 

审批机关 教育部 

批准书编号 MOE32FR1A20151712N 

批准书有效期 2021年 12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