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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本科生课程大纲

课程名称
比较政治学

Comparative Politics
课程代码 113102201335

课程属性 学科基础 课时/学分 32/2

课程性质 选修 实践学时

责任教师 黄 杰 课外学时

课程属性：公共基础/通识教育/学科基础/专业知识/工作技能，课程性质：必修、选修

一、课程介绍

1.课程描述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比较政治学是对不

同国家（区域）、不同政治体制的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进行对比研究的概念、理论和方

法。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初步掌握比较政治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和议题领域等比

较政治学的基本知识，从而为学生开拓学术视野，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政治思维能力和比

较分析能力，为其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打好基础。

Comparative Politics is a basic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is the concept, theory and method of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phenomena and political problem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regions) and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can master the basic

knowledg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such as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research methods and

topic fields, so as to broaden their academic horizon, further improve their pol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ability,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independent

academic research.

2.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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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引导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同学全面了解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知识内容，

掌握比较政治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和知识体系。课程内容除导论外包括三个部分：比较政

治学的理论范式、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比较政治学的议题领域。这三个部分是相互

联系的一个知识传授过程，也是拓展学生学术知识范围、提高学生专业能力的过程。

3.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同《政治学原理》的关系：《政治学原理》课程中关于国家、政府、官僚制

和治理等方面的内容为本课程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本课程同《比较政治制度》的关系：一般认为，比较政治学的四个基本研究领域

是：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制度、比较政治行为、国别政治与地区（区域）

政治。所以，本课程的内容会部分地涉及到《比较政治制度》的相关内容，但重点不在

于此，而更加注重的是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等内容的讲授。

二、课程目标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其教学目的在于提

高学生的专业基础能力。到课程结束时，学生应能达到以下基本目标：

（1）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属性、发展历史、理论体系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掌握；

（2）能掌握和熟悉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研究主题；

（3）能结合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和理论进行案例比较和分析。

三、学习要求

在课前阅读相关的章节内容，在课中认真听讲并结合相关内容、特别是理论与实

践结合的典型案例参与课堂讨论，课后阅读同所讲内容相关的部分学术文献或材料。

四、教学进度

周次 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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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2
导论

0.1 比较政治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与功用

多媒体讲课、

讨论

第二周 2

0.2 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史

0.3 比较政治的学科地位

0.4 课程内容安排与要求

多媒体讲课、

讨论

第三周 2

第一部分 比较政治的理论范式

第 1章 理性主义

1.1 理性主义的学术史

1.2 理性主义的经典议题

多媒体讲课、

讨论

第四周 2

1.3 理性主义的前沿进展

第 2章 结构主义

2.1 结构主义学术史

多媒体讲课、

讨论

第五周 2

2.2 结构主义的经典议题

2.3 结构主义前沿研究

第 3章 文化主义

3.1 文化主义的学术史

多媒体讲课、

讨论

第六周 2
3.2 文化主义的经典议题

3.2 文化主义的前沿问题

多媒体讲课、

讨论

第七周 2

第二部分 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

第 4章 比较的基本逻辑与方法

4.1 比较方法对于比较政治的意义

4.2 比较的逻辑：为什么比较？

4.3 比较方法与比较策略

多媒体讲课、

讨论

第八周 2

第 5章 比较历史分析

5.1 比较历史分析的学术史

5.2 比较历史的经典议题

多媒体讲课、

讨论

第九周 2

5.3 比较历史分析的前沿进展

第 6章 质性比较分析方法

6.1 QCA 方法的诞生背景

6.2 基本方法

6.3 前沿运用

多媒体讲课、

讨论

第十周 2

第 7章 定量研究方法

7.1 定量研究方法的内涵与特征

7.2 定量研究方法的学术发展史

7.3 经典议题与前沿进展

多媒体讲课、讨论

第十一周 2

第 8章 混合分析方法

8.1 混合分析的内涵与特点

8.2 混合分析的学术史

8.3 混合分析的议题与价值争论

多媒体讲课、

讨论

第十二周 2
第三部分 比较政治的议题领域

第 9章 比较政治经济学

多媒体讲课、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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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史

9.2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议题

9.3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第十三周 2

第 10 章 比较民主政治

10.1 比较民主政治的学术史

10.2 比较民主政治的经典议题

10.3 比较民主政治的前沿问题

多媒体讲课、

讨论

第十四周 2

第 11 章 比较立法政治

11.1 比较立法机构研究的学术史

11.2 经典问题领域

11.3 研究前沿问题

多媒体讲课、

讨论

第十五周 2

第 12 章 比较政党政治

12.1 比较政党研究的学术史

12.2 比较政党研究的经典议题

12.3 比较政党研究的前沿问题

多媒体讲课、

讨论

第十六周 2

第 13 章 比较政治与社会运动

13.1 社会运动研究的学术史

13.2 社会运动研究的经典议题

13.3 社会运动研究的前沿进展

多媒体讲课、

讨论

第十七周 2

第 14 章 中国的比较政治学

14.1 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简史

14.2 议题设定与方法创新

多媒体讲课、

讨论

五、基本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1、基本教材

高奇琦主编：《比较政治》，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

2、主要参考书

（1）张小劲、景跃进主编：《比较政治学导论》（第 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8 年版；

（2）杨光斌：《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3）高奇琦：《比较政治学：学科、议题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4）曹沛霖、陈明明、唐亚林：《比较政治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5）[美] 小 G.宾厄姆·鲍威尔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 10版），

杨红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0%A1G.%B1%F6%B6%F2%C4%B7%A1%A4%B1%AB%CD%FE%B6%F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1%EE%BA%EC%CE%B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9%CF%BA%A3%C8%CB%C3%F1%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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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 罗伯特·E.戈定、卡尔斯·波瓦克斯主编：《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

（上下册），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7）[美] 尼考劳斯·扎哈里亚迪斯主编：《比较政治学：理论、案例与方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8）[美] 霍华德·维亚达尔：《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5 年版。

六、成绩评定

1、考核方式 A ：A.闭卷考试 B.开卷考试 C.论文 D.考查 E.其他

2、成绩综合评分体系：

成绩综合评分体系 比例%

1.课下作业及出勤表现 10

2.课堂讨论成绩 10

3.期末论文成绩 80

总计 100

七、学术诚信

学习成果不能造假，如考试作弊、盗取他人学习成果、一份报告用于不同的课程

等，均属造假行为。他人的想法、说法和意见如不注明出处按盗用论处。本课程如有发

现上述不良行为，将按学校有关规定取消本课程的学习成绩。

八、大纲审核

教学院长： 院学术委员会签章：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7%BD%97%E4%BC%AF%E7%89%B9%C2%B7E.%E6%88%88%E5%AE%9A+%28Goodin+R.E.%29&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5%8D%A1%E5%B0%94%E6%96%AF%C2%B7%E6%B3%A2%E7%93%A6%E5%85%8B%E6%96%AF+%28Boix+C.%29&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B0%BC%E8%80%83%E5%8A%B3%E6%96%AF%C2%B7%E6%89%8E%E5%93%88%E9%87%8C%E4%BA%9A%E8%BF%AA%E6%96%AF&search-alias=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