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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院及其所屬系/所/學程發展沿革 

  國際事務學院成立於民國 90 年，是結合當時既有的外交學系、

東亞研究所、俄羅斯研究所等三個正式建制的單位組成的。其主要目

的是培養我國及亞太地區國際及兩岸事務的專業領導人才。經過十二

年的發展，國際事務學院逐漸成為以培養碩士為主的專業學院，且於

民國 98 年 4 月正式成為國際事務專業學院協會（Association for 

Professional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PSIA）的隸屬會員。 

外交學系成立於民國 19 年是國內培養外交和涉外工作人員的搖

籃，也是本校歷史悠久的學系之一。民國 43 年政治大學在台復校，

成立了國際關係研究所（後改為外交研究所，現稱為外交學系碩士班）；

翌年，外交學系恢復招生。民國 89 年奉核准成立博士班及戰略與國

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東亞研究所成立於民國 57 年，是國內最早成

立，以中國大陸為核心，並授予碩士學位的研究所，民國 70 年又奉

准成立博士班，成為國內外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學術重鎮，其所友遍

佈海內外大學，深具影響力。俄羅斯研究所成立於民國 83 年，主要

是研究俄羅斯、中東歐、獨立國家國協的政治及經濟問題，目前是國

內唯一專門研究這個地區的研究所。本院自民國 92 年開辦極具特色

的「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供相關公職人員及社會專

業人士進修。國際事務學院結合了本校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外語學院

和社會科學院、法學院、商學院的師資於民國 100 年成立了日本碩士

學位學程，培養瞭解日本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專業人才。最近

成立的是在民國 101 年成立的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主要的目

標是招收國際學生來台接受正規的國際關係教育，培養國際事務的專

業領導人才。 

  針對當前我國面臨的外交、國防、與兩岸事務議題，本院另成立

相關院屬研究中心如後：世界貿易組織研究中心、加拿大研究中心、

獨立國協研究中心、戰略與國際安全研究中心、兩岸政經研究中心、

澳洲研究中心、世界宗教與遺產研究中心、東亞區域經濟研究中心，

印度研究中心、國際談判研究中心、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國際法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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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韓國研究中心、安秀貞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以及孫子兵法學

術研究中心等。 

 

二、優勢、劣勢及外部環境分析 

優勢： 

（一）本院擁有歷史悠久聲譽卓著的系所：外交學系為國內唯一側重

外交與國際事務教學、研究之學系，東亞研究所係國內設立最早、且

以研究東亞及大陸事務為主之區域研究所，俄羅斯所則屬國內大學中

唯一專注於俄羅斯及東歐研究之區域研究所。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為國內唯一研究日本政治經濟社會的研究所；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

學程是以全英語教學，且著重在國際發展、國際衝突與談判，為國內

首創。 

（二）本校擁有全國最豐富之國際關係圖書設備與其他教學資源：本

校中正圖書館、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等龐大之資料

蒐集機制，擁有全國最豐富之國際關係研究資料來源。  

（三）本校教師在國際關係領域之研究已具相當成果：外交學系、東

亞研究所、俄羅斯研究所、以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等相關單位，除經

常舉辦國內及國際學術研討會，供各專任教師及校內外學者發表研究

成果外，每年均有相當比例之教師或研究員獲國科會研究獎助。  

（四）本院國際化程度高，提供學生國際學習的機會：本院與境外（包

括中國大陸）大學學院簽有院級的的學術交流備忘錄，如表 1-1，學

生不僅可以以交換生資格至這些學院深造學習，另本院也提供雙聯學

位學程供學生取得雙學位之管道。 

 
表 1-1、國際事務學院對外學術交流備忘錄簽訂表 

日期 學校 學系 / 學院 備註 

2006/5/10 美國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國際關係學院  

2007/11/19 美國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國際關係學院雙聯學程協定  

2008/3/12 日本北海道大學(Hokka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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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2008/4/29 捷克大都會大學(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rague) 

  

2008/9/11 韓國慶南大學(Kyungnam 

University) 

遠東研究所( the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IFES) 

 

2008/9/11 北韓研究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Korean Studies) 

  

2008/9/12 韓國外國語大學(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國際地域大學院(the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2009/3/3 立陶宛 Vytautas Magnus 

University 

政治暨外交學院(th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Diplomacy) 

 

2009/7/13 捷克馬薩里克大學(Masaryk 

University, Czech Republic) 

社會研究學院(the Faculty of 

Social Studies) 

 

2010/10/25 美國達爾頓州立學院(Dalton 

State College) 

  

2010/10/28 美國安迪柯特學院(Endicott 

College) 

  

2012/12/20 厄瓜多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3/6/20 暨南大學 國際關係學院  

2013/6/21 中山大學 亞太研究學院  

 華東師範大學 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 進行

中 

2013/9 同濟大學 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 2013/9 

 西安外國語大學 國際關係學院 進行

中 

2013/9 北京外國語大學 國際關係學院 2013/9 

 

（五）本院所屬系所學程的校友，且在政府部門、教育界、新聞界、

企業界及其他公民營機構均卓然有成。 

 

劣勢： 

（一）專任師資人數有限，因應當前社會環境的變動，需要開設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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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勢必要借重更多外在的資源。    

（二）新課程的設計和規劃流程尚嫌緩慢，需要與學生和校外有更多

的結合。 

（三）為了因應國際化的需求，本院開設的英語課程數目仍嫌不足。 

 

機會：   

（一）頂尖大學發展計畫提供外在教學與研究資：根據本校邁向頂尖 

大學發展計畫，兩岸／外交領域被列為其中重點發展領域，因此可以

有更多資源提供發展。  

（二）歐美大學多願意與國務院進行學術交流合作，進一步加強本院

的國際化，提供同學更多國際接觸的經驗，增強未來在職場的競爭

力。 

 

威脅：   

學費調漲緩慢，甚或遙遙無期，汲取外部資源的機會減少，削弱活動

的能量。 

 
表 1-2、國際事務學院 SWOT 分析表   

優勢 Strengths  劣勢 Weaknesses  

1. 歷史悠久聲譽卓著； 

2. 豐富的教學資源； 

3. 堅強師資陣容；  

4. 高度國際化；  

5. 社會影響力顯著。 

 

1. 專任師資人數有限； 

2. 新開設課程之規劃與開設速度緩

慢； 

3. 英語開設的課程不足。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1. 外部資源的投入； 

2. 與境外學術機構合作的機會增加。 

 

1. 汲取外部資源的機會減少，削弱活

動的能量 

 

 



6 

 

三、願景與目標 

願景：成為世界一流的國際事務專業學院，培養國際與兩岸事務之學

術研究及專業領導人才。 

 

目標： 

1. 鞏固本院專業形象、提昇國際競爭力。 

2. 強化本院學術實力、增強學術影響力。 

3. 提升本院學術聲望、增加學術能見度。 

4. 培養涉外領導專才、營造國際聯絡網。 

5. 建構國關研究重鎮、發展全球研究網。 

 

四、中長期發展策略 

未來本院將依中長期發展計劃並配合國家發展需要朝下列目標

邁進： 

1. 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加入國際學術社群，特別是與著名外國

大學締結正式合作 協定，包括共同辦理雙聯學程等；  

2. 延攬國際知名學者至本院擔任客座教授； 

3. 出版高水準的學術性期刊及專書； 

4. 在本院目前已有的專門人才中，規劃逐年發展歐洲、拉丁美洲、

北美、中東、非洲、南亞等區域研究之專業課程，以完善區域研

究，目前已開設西歐、東北亞、拉丁美洲、中東研究、俄羅斯與

東歐等區域研究課程。 

五、五年重要績效指標(KPI) 

1. 學生學習：研究生學習成果的國際化程度。 

2. 教師發展：對國際學術社群的影響力。 

3. 辦學國際化：國際學生認可和支持本校提供之學習環境和內容。 

4. 師生校園參與：老師在校園內提供國際服務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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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友能量展現：校友對公共事務的影響力。 

六、發展現況 

 （一）組織架構 

  現有國際事務學院的組織是以「一系多所／學程」的原則所組成

之，主要區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包括有正式建制的三個專業系

所：外交學系（包括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東亞研究所（包括

碩士班和博士班）；俄羅斯研究所（包括碩士班）。第二部分是整合全

校相關資源成立的碩士學位學程：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國際研究

英語碩士學位學程。第三部分是為社會在職人士進修所開設的碩士在

職專班：外交系戰略及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

碩士在職專班，如圖 1-1。 

 

 

 

 

 

 

 

圖 1-1、國際事務學院結構圖 

 

（二）師生結構 

  在過去四年內，本院整體或個別系所學位學程的生師比偏高，主

要原因之一是過去大學部和博士班學生延畢的人數較多，如下表 1-3

與 1-4。造成此情形之原因是在本校計算標準中，碩士班修業第三年

起，博士班修業第五年起即列為延畢生，而本院大學部的學生延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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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因為學生為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或因薦外交換之故，造成延畢

情形。而博士生則因本院對博士生有畢業門檻之要求（如語言檢定、

期刊發表數等）而影響博士生修業年限。 

    在系所師生結構上，值得注意的是東亞所在研究生和專任助理教

授以上老師之比過高，超過標準，乃因 98 學年度自 99 學年度起，東

亞所之教師有離職、借調及退休等因素，無法及時甄補，以致造成

99 學年度及 100 學年度生師比過高之情形，但這樣的情形在 100 學

年度已起透過甄補新任教師並與本校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選舉研究中

心合聘研究員而使東亞所師生比過高的問題有顯著的改善及下降，也

因此可知專任師資的增加也有助改善師生的結構。唯有在合理的師生

結構下，教學的品質和成效方能有很大的改善。 

 
表 1-3、99 學年度-101 學年度全校與本院各系所延畢比例表 

99 學年度延畢比例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全校 5.36% 37.31% 34.79% 

外交學系 8.00% 39.09% 29.41% 

東亞所 無 46.48% 45.83% 

俄研所 無 51.02% 無 

戰略與國際事務在

職專班 

無 26.32% 無 

國際安全與大陸事

務在職專班 

無 39.06% 無 

100 學年度延畢比例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全校 5.14% 36.51% 36.48% 

外交學系 6.53% 46.43% 34.29% 

東亞所 無 44.59% 57.69% 

俄研所 無 46.34% 無 

戰略與國際事務在

職專班 

無 29.41% 無 

國際安全與大陸事

務在職專班 

無 34.62% 無 

101 學年度延畢比例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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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 5.79% 34.83% 35.44% 

外交學系 8.53% 47.83% 36.36% 

東亞所 無 44.87% 60.87% 

俄研所 無 32.50% 無 

戰略與國際事務在

職專班 

無 30.00% 無 

國際安全與大陸事

務在職專班 

無 25.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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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國際事務學院師生結構

 1 

年 

度 

系所別 

 

教師數 列計 

教師數 
專+兼/4 

 
學生數 列計學生數 

(即加權後學生
數) 

應低於40 應低於12 生師比 

 

專任(含

講師) 

 

專任 

講師 

 

兼

任 
學士班 延畢生 碩士班 延畢生 碩士在職

專班 

延畢生 博士班 延畢生 合   

計 

 

不含

在職

專班 

 

含在

職專

班 

系所學生

數/專任教

師數 

研究生/專任

助理教授以

上師 

日間生師

比 

_不含

在職專

班 

全校生師

比 

_含在

職專

班 

 

 

98 

年 

度 

國際事務學院 
  1 0.25         0 0 0   0.00 0.00 

外交學系 15 1 6 16.50 252 22 55 45   11 12 397 474 551 29.93 8.79 28.73 33.37 

戰略與國際事

務碩士在職專

班 

   
 

0.00 
    

 

41 

 

11 
  

 

52 

 

0 
   

 

N/A 

 

N/A 

東亞研究所 5  3 5.75   30 39   12 22 103 157 157 20.60 20.60 27.30 27.30 

俄羅斯研究所 5  2 5.50   21 22     43 64 64 8.60 8.60 11.64 11.64 

國家安全與大

陸研究碩士在

職專班士在 

職專班 

   0.00     42 21   63 0 88   N/A N/A 

小計 25 1 12 28 252 22 106 106 83 32 23 34 658 695 860 26.32 16.00 24.82 30.71 

 國際事務學院 
  2 0.50         0 0 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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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系所別 

 

教師數 列計 

教師數 
專+兼/4 

 
學生數 列計學生數 

(即加權後學生
數) 

應低於40 應低於12 生師比 

 

專任(含

講師) 

 

專任 

講師 

 

兼

任 
學士班 延畢生 碩士班 延畢生 碩士在職

專班 

延畢生 博士班 延畢生 合   

計 

 

不含

在職

專班 

 

含在

職專

班 

系所學生

數/專任教

師數 

研究生/專任

助理教授以

上師 

日間生師

比 

_不含

在職專

班 

全校生師

比 

_含在

職專

班 

 

99 

年 

度 

外交系 14 1 10 16.50 260 31 57 45   11 9 413 492 572 33.36 9.38 29.82 34.65 

戰略與國際事

務碩專班 
   

 

0.00 
    

 

43 

 

11 
  

 

54 

 

0 
   

 

N/A 

 

N/A 

東亞研究所 4  2 4.50   31 29   8 24 92 139 139 23.00 23.00 30.89 30.89 

俄羅斯研究所 
4  2 4.50   20 16     36 56 56 9.00 9.00 12.44 12.44 

國家安全與大

陸研究碩士在

職專班 

   0.00     34 15   49 0 69   N/A N/A 

小計 22 1 16 26 260 31 108 90 77 26 19 33 644 687 836 29.27 16.81 26.42 32.16 

 

 

100

國務事務學院 
  2 0.50         0 0 0   0.00 0.00 

外交學系 15 1 6 16.50 256 25 45 48   11 11 396 463 549 30.33 8.21 28.06 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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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系所別 

 

教師數 列計 

教師數 
專+兼/4 

 
學生數 列計學生數 

(即加權後學生
數) 

應低於40 應低於12 生師比 

 

專任(含

講師) 

 

專任 

講師 

 

兼

任 
學士班 延畢生 碩士班 延畢生 碩士在職

專班 

延畢生 博士班 延畢生 合   

計 

 

不含

在職

專班 

 

含在

職專

班 

系所學生

數/專任教

師數 

研究生/專任

助理教授以

上師 

日間生師

比 

_不含

在職專

班 

全校生師

比 

_含在

職專

班 

年 

度 

外交學系戰略

與國際事務碩

士在職專班 
   0.00     45 14   59 0    N/A N/A 

東亞研究所 4 1 2 4.50   34 26   12 24 96 154 154 24.00 32.00 34.22 34.22 

俄羅斯研究所 4  2 4.50   19 18     37 56 56 9.25 9.25 12.44 12.44 

國家安全與大

陸研究碩 士

在職專班 

   0.00     28 12   40 0 57   N/A N/A 

日本研究碩士

學位學程 
      8 0     8       

小計 
23 2 12 26 256 25 106 92 73 26 23 35 636 673 816 27.65 16.90 25.88 31.38 

 

 

國務事務學院 
5  8 7.00         0 0 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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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系所別 

 

教師數 列計 

教師數 
專+兼/4 

 
學生數 列計學生數 

(即加權後學生
數) 

應低於40 應低於12 生師比 

 

專任(含

講師) 

 

專任 

講師 

 

兼

任 
學士班 延畢生 碩士班 延畢生 碩士在職

專班 

延畢生 博士班 延畢生 合   

計 

 

不含

在職

專班 

 

含在

職專

班 

系所學生

數/專任教

師數 

研究生/專任

助理教授以

上師 

日間生師

比 

_不含

在職專

班 

全校生師

比 

_含在

職專

班 

101

年 

度 

外交學系 
13 1 3 13.75 248 28 41 9   11 0 337 400 478 29.77 5.08 29.09 34.73 

外交學系戰略

與國際事 務

碩士在職 專

班 

   0.00     46 4   50 0    N/A N/A 

東亞研究所 5  2 5.50   35 5   12 3 55 114 114 11.00 11.00 20.73 20.73 

俄羅斯研究所 4  3 4.75   20 2     22 42 42 5.50 5.50 8.84 8.84 

國家安全與大

陸研究碩 士

在職專班 

   0.00     32 2   34 0 53   N/A N/A 

日本研究碩士

學位學程 
      17 0     17       

國際研究英語

碩士學位 學

程 

      2 0     
 

2 
      

小計 27 1 16 31 248 28 115 16 78 6 23 3 517 556 687 19.15 9.27 17.94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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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辦學特色 

「一系多所」係本院第一項特色。本院目前包含一系─外交學

系、兩個建制研究所──東亞研究所與俄羅斯研究所，兩個碩士在職

專班──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

職專班及兩個學程－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及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

位學程。 

本院的第二項特色是提供最完整的國際關係的課程（包括國際

政治、國際政治經濟學、非傳統安全等）以及最廣泛的區域研究課

程（中國大陸、俄羅斯、中東歐、中亞、日本、拉丁美洲、歐洲、

東亞）。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在國務院可以得到最完整的國際事務

或國際關係訓練。 

本院第三項特色是以培養碩士為主的國際事務專業學院。本院

已於民國 98 年 4 月加入了「國際事務專業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PSIA）成為隸屬會員，這

可以全世界一流的大學國際事務學院為榜樣，與國際接軌，持續發

展。研究生之人數超過大學部之學生。未來隨著區域研究所或學程

之增設，研究生之人數將繼續增加。 

高素質且國際化的師資是第四項特色。本院教師擁有博士學位

之比例居全校各學院之冠且自國外獲得博碩士的比例也高於其他學

院。未來國際事務學院新增系所將儘量整合本校既有人力資源，教

師人數也將進一步增加。 

本院第五項特色是積極推動國際化。在推動國際化分為兩部份，

一為強化英語授課能量，本院除開設英語課程供學士班及碩博士班

學生修習外，並於 101 學年度正式成立全英語授課之「國際研究英

語碩士學位學程」（本院開設之英語課程列表請見表 1-5 及 1-6）。二

為和國外的大學建立交換計畫。值得提出的是國務院與兩所美國大

學的合作計畫。其一是與美國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設

立學士和碩士「雙聯學位學程」（Dual Degree）及「國外研習」（Study 

Abroad）。其次，是與波士頓的安迪科特學院（Endicott College）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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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大學部學生交換計畫，提供本院學生除了校方推薦之外的交換

甄選管道。 

 
表 1-5、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課程列表 

學年度 學期 國研碩英語授課課程 任課教師 

101 1 國際關係理論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姜家雄 

101 1 量化方法 /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張文揚 

101 1 人權、人道救援與國家 / Human Rights, 

Humanitarian Aid and Nations 

陳至潔 

101 1 國際環境與衛生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Health 

林葛潘凡卡塔查

蘭 

101 1 衝突管理 / Conflict Management 黃奎博 

101 1 跨文化溝通與談判 /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鄧中堅 

101 1 區域研究—東北亞國際關係專題 / Area 

Studies-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Asia 

劉德海 

101 1 族群衝突與恐怖主義研究 / Seminar on 

Ethnic Conflict and Terrorism 

盧業中 

101 1 區域研究—東北亞國際關係研究 / Area 

Stud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劉德海 

101 1 國際組織專題 / Topic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黃奎博 

101 1 國際組織研究 /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黃奎博 

101 1 國際合作專題–農業、經濟與貿易議題 / 

Seminar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Issues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 and Trade 

李栢浡 

101 2 國際政治經濟學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鄧中堅 

101 2 人口、移民與發展 / Population, Migration & 

Development 

劉蕭翔 

101 2 科學、科技與能源 / Science, Technology & 

Energy 

王聖智、張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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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2 國際安全專題 / Topic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平思寧、柯惠敏  

101 2 策略溝通與文化外交 /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 Cultural Diplomacy 

李沃奇 

101 2 國際合作專題研究--國際非政府組織與發展 

/ Topic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 

International NGOs &Development 

李栢浡 

101 2 國際風險管理專題 / Seminar in International 

Risk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張文揚、張冠群 

101 2 全球化的爭辯 / Debates of Globalization 盧業中 / LU 

YEH-CHUNG 

102 1 國際關係理論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盧業中 

102 1 量化方法 /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張文揚 

102 1 國際環境與衛生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Health 

李河清、林義鈞 

102 1 衝突管理 / Conflict Management 楚博德 

102 1 跨文化溝通與談判 /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詹滿容 

102 1 人口、移民與發展 / Population, Migration & 

Development 

劉蕭翔 

102 1 貧窮、不平等與發展研究 / Poverty, Inequality 

& Development 

平思寧 

102 1 族群衝突與恐怖主義研究 / Seminar on 

Ethnic Conflict and Terrorism 

盧業中 

102 1 國際組織研究 /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黃奎博 

102 1 國際合作專題–農業、經濟與貿易議題 / 

Seminar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Issues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 and Trade 

李栢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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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外交研究所英語授課列表 

學年度 學期 外交所英語授課課程 任課教師 

101 1 國際關係研究 /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姜家雄 

101 1 外交政策—美國外交政策研究 / Foreign Policy 

Analysi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如大維 

101 1 近代外交史研究 / Seminar on Modern 

Diplomatic History 

如大維 

101 1 中美關係史研究 / Seminar on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如大維 

101 2 國際關係研究 /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姜家雄 

101 2 全球化的爭辯 / Debates of Globalization 盧業中 

102 1 國際組織研究 /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黃奎博 

102 1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 / Seminar o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姜家雄 

102 1 美國政府與政治 / Seminar in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如大維 

 

（四）學位授予情形 

從 98 學年度到 101 學年度之間，國際事務學院授予學士學位

的學生均為外交學系畢業同學，人數維持在 248 位至 260 位之間，

延畢生在 22 位到 31 位之間，本院大學部的學生延畢生主因為學生

為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或因薦外交換之故，造成延畢情形。 

碩士班獲得授予碩士學位在 106 位到 115 位之間，延畢生在

16 位到 106 位之間。碩士專班獲受碩士學位學生在 73 位到 83 位之

間，延畢生為 6 位到 32 位之間。博士班獲受博士學位為 19 位到 23

位之間，延畢生在 3 位到 35 位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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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源整合情形 

民國 101年 1月政大校務會議通過了國際事務學院資源整合發

展方案，以學院為單位，協調經費、人力、招生、課程、空間、業

務及評鑑之整合，然而也尊重既有的互動模式。資源整合之目的是

集中院整體的力量，以成為亞太地區頂尖的專業國際事務學院，成

為國際學生嚮往的教育機構。 

儘管通常由本院來進行資源協調分配的工作，但是各系所學程

仍必須維持既有的建制和規模，負責照顧其所屬學生之學習和課外

活動，凝聚所屬學生之向心力。以海內外大學的案例觀察，學生對

於所屬系所學程最具有忠誠度和向心力。 

據此，學院下各組成單位的分工如下：在國際關係及國際事務

專業教育方面，主要是由外交學系及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擔

綱；區域研究方面則分別為東亞研究所、俄羅斯研究所及日本研究

碩士學位學程負責。逐步消除過去系所學程間之藩籬，以全院的需

求為基礎，進行課程的安排學院，換言之，所屬的師資是依其專長

領域進行課程的安排，授課對象是全院的學生。準此，在新師資的

聘任方面，優先考慮到跨領域的專才，也就是跨系所學程共同甄選。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事務學院已經實質建立了院的碩士班核心課程：

國際關係理論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面，國際事務學院整合了院內的老師，成立了兩個跨

校的研究團隊，分別是「中國大陸石油能源研究團隊」和「金磚四

國研究團隊」。團隊的組織基本上仍然循著學院的分工來進行。「中

國大陸石油能源研究團隊」主要探討的是石油能源的戰略與外交，

下分為東北亞、東南亞、非洲、波斯灣、中東、拉丁美洲、中亞、

俄羅斯等地區與國家。「金磚國家研究團隊」：巴西、俄羅斯、印度

和中國所形成的金磚國家在國際社會受到高度的重視，成為矚目的

焦點。基於這樣的認知，這個研究團對以區域為基準，劃分為四個

研究小組：以巴西為核心的拉丁美洲研究（由外交系拉美研究中心

擔綱）、以俄羅斯為核心的歐亞大陸研究（由俄羅斯所擔綱）、以印

度為核心的南亞研究（由外交系擔綱）、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研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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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所擔綱）、以南非為核心的非洲研究（由外交系擔綱）。在研究

團隊成果部份，本院於民國 101 年 1 月出版「金磚國家俄羅斯與歐

亞地區研究」一書，另規畫「中國大陸石油能源研究」及「金磚國

家拉丁美洲研究」出版事宜中。 

七、檢討與改善 

(一) 由於過去系所之間的區隔，以致於在課程出現了重複的

狀況，進而增加了老師授課的負擔，另一方面也造成老

師間課程負擔不均的狀況。因此，必須在課程的安排方

面要由院的課程委員會進行統一的規劃和安排。 

(二) 由於社會的變動，並增強學生未來在職場的競爭能力，

課程的設置和安排方面應該緊密的與社會配合。為了解

決這個問題，除了在課程委員會這樣正式的機制中納入

學生委員和校外委員之外，應該建立更多非正式的機制，

加強和學生、校外專業人士的聯繫溝通，蒐集各方的資

訊，是很重要的工作，也就是要同時採取「由上而下」

和「由下而上」的溝通方式，在課程安排方面能夠緊扣

著社會的脈動並增強學生的就業準備。 

(三) 由於公部門和學校預算緊縮的限制，國務院在推動國際

化發展（包括聘請國外知名學者為講座教授、設置獎學

金吸引優秀國際學生等）當然會受到影響。在這樣的情

況下，院和各系所學程應該通力合作向社會推動募款工

作。 

(四) 課程未來發展方向包括 (1) 課程名稱統一及(2) 教學大

綱核心內容一致化（教材及教法可自由選擇）。例如，國

務院雖然通過將「國際關係理論」和「社會科學研究方

法」為院的核心課程，但是各系所學程所使用的課程名

稱和教授核心內容尚未統一，需要進行下一階段的整合。

未來，是否將各系所開設相似課程的名稱和教授內容予

以統一，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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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學習 

  由於本系作為政治大學歷史最悠久的學系之一，外交學系的特

色便是學生（包含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以及戰略與國際事務碩

士在職專班）招生具競爭優勢、課程傾向多元化與學生積極參與國

際活動。茲分成以下幾點說明： 

（一）招生競爭力 

 學士班 

  本學系學士班招生管道主要有三，即申請入學、由財團法人大

學入學考試中心舉辦的指定科目考試、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主辦的

繁星計畫。就招生競爭力來看，本學系繁星計畫、指定考試與申請

入學之錄取率與報到率均屬「高度競爭」(highly competitive)的學系

(如表 2-1)： 

 
表 2-1、外交學系近三年學士班申請入學、指定科目考試、與繁星計畫錄取率

與報到率 

學年 98 99 100 

繁星推薦錄取率 5.88% 4.05% 5.08% 

繁星推薦報到率 100.00% 100.00% 100.00% 

個人申請錄取率 5.08% 8.30% 4.12% 

個人申請報到率 80.00% 73.91% 85.00% 

指考分發組合成績人數

累積百分比 
97.21% 97.06% 97.73% 

 

 碩博士班 

  本系碩士班及博士班自成立以來，入學管道暨錄取名額有推薦

甄選（以下簡稱推甄）與入學考試（以下簡稱入學考）兩項。其中

碩士班推甄平均錄取率為 35％、碩士班入學考平均錄取率為 10％；

博士班推甄自 100 學年度起參與，目前錄取率為 0％；博士班入學

考平均錄取率為 30％。以上入學管道學生來源為國內各大專院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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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或已畢業之學士班學生，就讀科系略分為外交、政治、公共行政、

外語（如英文、日文、西文或法文等）及少部分理工科系。 

  本系碩博士班屬國際事務學院，為吸引更多優秀國際學生及因

應外籍學生的需求，另有國際學生申請管道。碩士班錄取名額 3-5

名不等，平均錄取率為 20％。博士班 1-2 名不等，平均錄取率為 30

％。 

  綜合上述入學管道，本系除本國學生外，另有來自美國、加拿

大、墨西哥、日本、韓國、越南、泰國、印度、俄羅斯、白俄羅斯、

捷克、匈牙利、法國、英國、伊拉克、塞內加爾、阿爾巴尼亞、布

吉納法索、巴拿馬、瓜地馬拉、哥倫比亞、巴拉圭、玻利維亞等國

的外籍生，為本系學生創造全球化的環境。 

  本系不論招收本國籍或外國及研究生，皆吸引眾多學生報名申

請或是參與入學考試；而錄取學生於本系修業期間表現除奠定其外

交及國際戰略政經相關領域學術涵養外，更發展其第二外語或是其

他專長。由於本系學生具備外語與國際溝通談判技巧及處理國際事

務能力與經驗，一向頗受國內外就業市場的好評，因此本系研究所

招生一向具備一定高度的競爭優勢。 

 

 在職專班 

  本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簡稱「戰略專班」），由

於外交系系友在國內外長期以來累積的良好聲譽與正面形象，因此

獲得不少有志進修者之青睞，積極報考。而且本班專任教師不論其

學術專業或實務表現都極為優秀備受各界尊敬，有不少報考者的目

的就是要考進本系戰略專班來親臨課堂學習，以領受老師們之學養

與風範。此外，本戰略班更禮聘各領域有實際職務工作經驗之學者

專家擔任講座，讓理論與實務相互結合，深獲學生歡迎。在學習環

境上，本班很重視師生間之互動，營造友善學習環境。本班還舉辦

定期或不定期學術演講充實學生對各項相關新資訊與趨勢的了解，

並舉辦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及提供優秀學生獎助學金。整體上，本班

在同類型同性質之在職專班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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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特色與教學品質確保 

 學士班 

  為強化本學系學士班學生在「學術與實務訓練並重」、「國際與

兩岸關係專業並立」、「國際政治與經濟知識並存」等原則發展適合

本身志趣的整合專業能力本學系的課程規劃以核心課程（必修與群

修）為主、選修課程為輔，期望學生在大學四年依照循序漸進、由

淺入深的原則充實自身的專業知能。 

  本學系預期培養學士班學生之核心能力與對應之開設課程。其

中多門課程的開設可以協助學生達到多重目標。茲分述如下： 

1. 國際關係專業知能：國際關係專業培養之需求，是以政治科學

與國際關係之基礎科目為底，培養同學進一步修習國際關係專

業科目之分析辯論之能力，同時佐以貫通古今之史觀。基礎知

識的養成以大學第一至第三年為規劃，如國際關係、國際公法

與中西外交史、外交決策分析均為必修課程，旨在培養跨文化

溝通談判及處理國際事務的專業能力。 

2. 具備區域政經文社整合知識：為培養學生認識全球各區域或次

區域有關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發展的特色及其特有的問題

上，本學系以區域研究為特色，並搭配「跨區域」課程之開設，

嘗試從區域專業知識出發進一步分析與比較區域之間的異同；

以利找出可行的因應對策與解決方案。 

3. 研究思辨能力：此領域核心能力之培養係以兩門研究方法課程達

成，其中研究方法主要針對質化研究，社會科學量化研究針對量

化研究。主要因為目前國際關係理論與實務之運作均環繞在少數

或是大規模個案(large-n)的比較或是通則認識與研究上，若學生對

此能力有興趣，將建議其至其他專業系所修習進階課程。 

4. 具備反思與克服變遷能力：國際情勢經緯萬端、國際關係研究

一日千里，學識的學習與情勢的變遷需要相對應之能力方能應

對。本學系課程之安排，除重視各開設課程之核心目的外，更

希望使同學可以理解整體國際關係情勢走向的複雜性，以利因

應詭譎多變的國際環境，找出具有創意性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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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語言運用能力：國際事務之運作非仰賴嫻熟外語而不為功。而

當今外語之訓練又以英語為首要，佐以第二外國語甚至第三外

語之養成。對此，本學系於大一至大二以密集英語訓練為主，

並於三年級協同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政府與政治學系開設課程，提供學生大量且密集運用英語

之機會，並累積國際溝通與談判的實務經驗。本系確實認為第

二外國語列為必選會增進學生修課意願，且曾嘗試將國際常用

語言列為必選，卻無法得到外語學院支持，而使學生有無課可

選而無法順利畢業之困擾。因此，僅能就本系師資專長開設第

二外國語盡量滿足對該課程有所需求之學生。 

 碩博士班 

1. 增進碩博士課程 

    本系碩博士班課程設計之教育目標在拓展學生國際視野，關懷國

際事務，為政府、企業、民間團體、學術單位培養所需之通曉國際又

精通跨文化溝通與談判的人才。碩士班主要是以培養國際事務的實務

人才為主，博士班則著重於理論的辯證及獨立教學研究能力的培養。

因此博士班之必修課程僅限於本系博士班同學選修，課程要求嚴謹。

此外，在學位取得方面，除要求博士生必須在匿名審查期刊至少發表

兩篇論文外，考核委員會的組成委員必須至少為5人，且博士班之論

文撰寫要求必須達到一定水準。 

    然而，由於受限於師資員額及學校要求開課應符合之最低修課人

數之現實情況下，目前選修課程大部分均以碩博合開方式進行。碩博

士班課程發展理念可以具體歸納為下列四項： 國際與涉外事務人才

之養成；強化外語能力及國際知識；國際關係獨立研究能力之培養；

行政及領導人才之培育。 

    為達成上述目標，本系碩博士班所開課程多元且符合社會發展趨

勢與專業需求。在數量方面，以101學年度第一學期為例，碩博士班

開設的必修與選修科目合計22門46學分。 

2. 完備碩博士課程架構 

為達成碩博士班課程發展理念，碩士班課程之設計是強化同學在 

國際關係領域的專業訓練，並增進同學對實務的瞭解與經驗。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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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分為國際關係組以及戰略與國際安全組，惟基於全系整體發展與

社會需求考量，本系已經決定戰略與國際安全組自101學年度起停

招。 

國際關係組碩士班必修課程方面，99-101學年度入學同學必修科 

目包括：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國際法院成案、國際關係研究、國際

組織研究。這四門科目目的在訓練學生具備獨立的研究輿論文寫作能

力，並強化對國際公法、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組織的認識與瞭解。 

  除必修科目外，本系還提供學生多元化的選修課程，分為傳統

議題、新興主題、區域研究、外交政策與國政經五大類。課程細分

如下：傳統議題有國際安全專題、國際現勢專題研究、國際談判研

究、比較外交政策理論研究、防擴散與國際安全、近代外交史研究

等科目；新興主題的相關科目是理念與國際關係理論、道德規範與

國際關係、國際環境政治、非國家行為者與國際關係研究 ；區域研

究則涵蓋東南亞國際關係研究、中東國際關係研究、拉丁美洲國際

關係研究、東北亞國際關係研究、歐洲治理；外交政策包括美國外

交政策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研究、加拿大外交政策研究、日本外交

政策、歐洲安全研究；國政經則有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與拉丁美洲

政治經濟發展兩科目。 

3. 確保碩博士課程品質 

  本系碩博士班課程除依本校每學期末填寫「教學意見調查表」

之外，本系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課程委員會，除討論下學期研究所

課程開設及未來發展方向外，亦檢討當學期課程需改進之處。本系

課程委員會除本系專任教師參與外，亦邀請校外委員兩位及各學制

（學碩博）學生代表參與；學生代表在開會之前整理統合各學制學

生意見後，提案至本系課程委員會，會中由與會委員回應所提案之

解決方式或建議方案。故本系各學制課程意見除本系教師、校外委

員所提之專業意見外，更充分傾聽本系學生需求。如此，在保障本

系課程品質及學生需求上取得平衡。 

 在職專班 

  戰略專班課程設計的特色是理論與實務結合，主要是把個別國

家、區域發展與全球化趨勢加以整合設計，讓學生能從各相關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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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學習中獲得整體性客觀性宏觀性的專業知識。本專班的課程

核心設計包括四大領域，即一、國際關係專業知能；二、區域政經

文社整合知識；三、反思與克服變遷能力；四、國際運籌帷幄能力。

在教學品質確保方面，都要求把相關國際關係理論、國家安全觀點

與現實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相結合，強化理論之實用性、提升了學

生之學習興趣，同時課堂授課上經常採取開放式、雙向式、辯證式

之提問回答進行討論，讓各個學科之學習上能增加廣度與深度，頗

受好評。 

（三）學習要求與學習成效提升 

 學士班 

  本學系同學除根據系上規劃的課綱修課充實國際關係、國際政

治經濟學與其他相關專業領域的知識以外，也能夠主動以各種方式

提高學習效能並促進彼此之間的學習合作。舉例來說，本學系自

2011 年開始由學士班三年級號召，成立國際關係讀書會（網址為：

https://sites.google.com/site/guojiguanxidushuhui/。另外有臉書帳號：

「國際關係讀書會」，另詳細網址如下

http://www.facebook.com/pages/%E5%9C%8B%E9%9A%9B%E9%97%9

C%E4%BF%82%E8%AE%80%E6%9B%B8%E6%9C%83/17095000630552

6），以「藉由外交學系所學之國際關係基礎，透過閱讀國際關係相

關書籍，以提升課堂學習效率與興趣，並且強化所學與生活實際之

結合」。目前全系參與老師與學生（含碩士班與學士班）已經達到

160 位。而舉辦活動多元廣泛，議題由淺入深，均使同學能夠在課

堂以外獲得不同的知識。 

  例如為對應「政大三十講堂」之活動，本年度國際關係讀書會

將邀請外交系系友姜豐年學長（新浪網董事長）與陳惠琪學姊安排

相關活動。而如財訊董事長謝金河學長與「貨幣戰爭」作者宋鴻兵

先生對談於 2013 年 4 月 3 日舉行。相關活動已經舉辦過多次，均使

同學獲得相當豐富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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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博士班 

    本系碩博士班設定五項核心能力，分別是：國際關係專業知能 

（40%）、具備區域政經文社整合知識（20%）、研究思辨能力（10%）、

具備反思與克服變遷能力（15%）與國際運籌帷幄能力（15%）。其

中，國際關係專業知能居首位，權值最高，達百分之四十。 

  本系針對每一項碩博士班核心能力，均設定學生應具備之基本

能力，並開設相關之正式課程和鼓勵同學參加非正式課程以達到教

學目的。所謂非正式課程包括公部門參訪、公部門實習、參與國內

外學術研討會、交換學生、模擬聯合國會議、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讀書會、公共參與、學生大使等。事實證明非正式課程效果斐然。

由於本系鼓勵並積極輔導學生參與，並且協助爭取本校與政府部門

的支持與贊助，本系學生參與國內或國際公共事務活動相當頻繁且

有佳績，多數學生均因此有國際化的能力與經驗。 

在學習成效提升方面，除在碩博士班修業辦法中明訂畢業前應 

達到之英語能力檢核標準（碩士班 iBT92 分以上或 IELTS6.5 分以上或

TOFEL850 分以上；博士班 iBT100 分以上或 IELTS 7.0 分以上）外，本

系近三年研究所課程亦鼓勵教師開設英語授課課程，除希望藉此提

升本系研究生英語能力之外，藉由此訓練本系學生使用至少兩種語

言思考及資料閱讀與蒐集。 

 

 在職專班 

    戰略專班為讓學生擁有全方位面向之專業知識，在學習要求上

規定學生畢業學分為 36 學分，其中包括必修課程 12 學分，群修課

程 6 學分，及選修課程 18 學分。必修課程主要是增強學生的基礎理

論與研究能力。學習內容包括戰略研究、國際關係理論等。選修課

程包括國際關係、大國外交、發展中國家國際關係、國防政策、兩

岸關係與危機處理等。群修課程包括國際談判、國際組織、國際公

法等。以上課程設計是要讓學生從基礎理論的認識到各個國家的戰

略、國防、外交的研究，提升學生對戰略與國際事務有大格局、大

架構、大戰略的整體客觀知識。 

 



 

31 

（四）多元輔導與協助 

 學士班 

  本學系除在課業與專業知識上，希望給予學士班同學足夠的知

識、訓練與思考以外，對於學生的日常生活及活動參與也相當關心。

學士班四年級共八位導師、系導師與院導師均透過輔導、晤談、特

殊學生輔導、餐敘等與學生進行交流。而學生也透過擔任教學助教、

或是課業輔導員等方式加強自己的訓練與跟各老師的交流。部分項

目也由學校協助，除協助在學業、金錢與生活上有需要得到協助的

同學之外、也適時輔導學生，避免同學在行為上產生偏差。100 年

的成效可參考如表 2-2： 

 
表 2-2、外交學系 100 學年度學生學習（輔導與協助部分）成效 

項目 人次或金額 

學生住宿行為嚴重失當人數 3 

學生受懲處人次 0 

導師輔導學生人次 

（包括晤談、特殊學生輔導、師生餐敘、銷過…等） 
519 

自籌或外部捐款所獲之學生獎學金金額 110,000 

學校提供本單位低收入戶學生協助人次 

(包括宿費或學雜費減免) 
13 

學生擔任教學助教（TA）人次 14 

導師出席導師會議人次 4 

導師出席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會人次 3 

 

 碩博士班 

  本系碩博士班皆設有導師，其中碩一分單雙號，由兩位專任教

師擔任導師，碩二亦然，碩三碩四皆各設一位導師；博士班由一位

資深專任導師擔任，本學年由本校副校長林碧炤擔任。導師皆設有

導師課及導師時間，而擔任導師的本系教師除安排時間與其導生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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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相處外，本系碩博士班助教亦為研究生聯絡窗口，除學務教務

相關事務之外，部分研究生亦請碩博士班助教或自行向其導師預約

碰面時間，除向導師詢問專業領域問題外，更向其導師請教未來發

展走向及其他問題。 

而本系辦公室不時轉發學校訊息使本系研究生周知，也利用本 

校郵件系統群組信功能提醒或協助本系研究生學務或教務相關事

項。 

  若本系研究生向學校輔導中心求助，除輔導師依其職責向學生

所屬導師說明情況外，另通知系辦公室及主任，以求在輔導師、系

辦公室（及主任）與導師三方努力下，使學生所面臨的情況可以得

到最佳的解決方案。 

 

 在職專班 

  本戰略專班之學生大多來自政府公部門之國防、國安與涉外部

門，近期也增加不少來自民間企業、民間組織等各行業領域之人士，

其特點就是大多具有長期的工作實務經驗，但也因此對學術研究與

論文寫作比較欠缺。因此為輔導與協助學生在學習上之順利，在課

程安排上設計有必修學分的論文寫作與研究方法，來強化學生撰寫

報告與論文之能力。另外，本班還邀請在政府部門與企業經營上有

卓越成就之各界人士擔任講座教授，把他們的人生歷程之精華心得

與學生分享，讓學生之學習內容更多元、更生動、更靈活、更寬廣。 

 

倫理、紀律與社會關懷 

 學士班 

  本學系學士班學生在倫理、紀律的表現上，皆有值得令人稱道

之處。在學期間，除嚴守學校和社會規範，尊師重道、長幼有序，

並且積極參與學校舉辦之各項活動，成果皆十分亮眼。 

    在社會關懷方面，學士班學生亦有相當活躍的表現。在面對諸

多社會議題的時候，例如弱勢人士、同志權益、日本地震海嘯賑災、

核能四廠環境與居住安全、住屋拆遷問題、乃至媒體併購問題等，

同學們皆展現高度的關注與關心，並且給予莫大的支持，在社會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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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的表現上可謂不遺餘力。 

  此外，學士班也固定於每年夏季舉辦「全國高中生國際事務研

習營」。該活動一連五天，開放給全國高中生報名參加。高中同學透

過這個活動，對於國際關係有初步的認識、培養國際視野與敏銳度、

並參觀外交部等我國負責對外工作之單位，增進學生在高中時期即

對於本系具有相當程度的認識，進而吸引更多優秀學生在選填志願

時，將外交學系作為第一志願。而學士班學生則藉此可以培養團隊

合作、組織參與與協調等重要的非認知能力，成為未來社會上有用

且重要的人才。 

 

 碩博士班 

  本系碩博士班在本項表現上，除部分學生利用自身寒暑假時間

於各地或前往國外擔任志工外，也積極參與各項校外活動或申請公

私部門實習機會（例如於美國在台協會 AIT 實習），獲得相關單位一

致好評。 

  在倫理表現上，碩博士班高年級學生除以學長姐身份帶領學弟

妹學習外，每年固定舉辦之「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每位碩博士生更

是肩負傳承的責任，除期許每年論文發表會如期舉行外，更將經驗

分享給學弟妹。而碩博士生與老師相處上，除謹守師道倫理外，老

師們有時更像學長姊，不吝於分享其學識涵養，期盼每位研究生能

找到想鑽研的領域。 

 

 在職專班 

  本系在職專班學生多為飽腹社會經驗之職場人士，在學期間除

嚴守社會與校方規範，亦頗具尊師重道、長幼有序之倫理觀念，並

且積極參與系上舉辦之各項活動，例如本系於民國 100 年 1 月 15、

16 日舉行赴花蓮之見學活動、102 年 1 月 15 日蘇澳見學活動；每年

舉辦之迎新、送舊餐宴等等。藉由此等活動，相信對於同學或師生

間的感情與倫理觀念更能有所助益。 

  在社會關懷方面，由於本班學生多具公務人員身分，因此頗能

將對此議題之關注付諸實行與推動。例如每當遭逢天災浩劫，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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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便奉獻己力、協助民間重建家園；國安單位人員肩負為國民安

全把關之重要責任；經貿界人士亦關注社會貧富差距現象，致力於

改善民生經濟景況。因此本班學生對於社會關懷的支持與付出，可

說是有目共睹。 

 

國際移動能力 

 學士班 

外交學系學生到海外擔任志工或是交換學生的頻率相當高且廣

泛。擔任海外志工的範疇從各地區鄉間孩童的關懷、到環境的保護、

乃至動物的保育等，交換學生的足跡則遍布亞洲、歐洲、美洲、大

洋洲等諸多地區，足見本系學生國際移動的能力。 

此外，本系學生亦積極參與國際會議與活動，包括赴韓國參加

亞洲哈佛會議（Harvard Project for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sia Conference）、赴美國芝加哥參加 American Model 

United Nations、赴美國紐約參加 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並

圓滿主辦 2012 年在本校召開的亞州哈佛會議等，在國際移動能力的

展現上可謂出類拔萃。 

以 2011 年為例，該年度參與國際活動的人次為 135，詳細清單

如附錄 1。 

 

 碩博士班 

  前述本系研究所招生競爭力提到國際學生組成來源多元，亦促

使本系研究生申請交換學生或前往國外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或博士後

研究。本系每年亦協助多名學生以交換學生身分赴各國短期進修。

本系初期推廣交換學生時，外交系學生即為多數，近三年本系學生

除配合校級單位、院級單位申請交換學生外，更有研究生自行申請

前往他國擔任交換學生（自行申請需繳交本國及對方國之學費，其

生活費亦自行負擔），由此可知，本系研究生對於提升自身競爭及自

我要求甚高。綜觀近三年（99-101）本系交換學生資料，除亞洲地

區外，歐美及拉丁美洲皆有學生出國交換，交換學生總數每年以 15

％-20％的比率成長。 



 

35 

 

 在職專班 

  本專班課程之學習提升了學生對國際事務的興趣與能力，不少

學生都建立了更大的胸襟與視野，願意嘗試新的人生規劃與願景，

不再只限於在台灣發展，也讓他們勇於面向國際，面向區域甚至前

進大陸。本班不少學生的努力方向就是在增加了本職專業知識之後

能外派到相關的駐外單位提供修學為國服務。在實際上本班畢業同

學中就有不少的案例。這些學生把所學運用在職場上都有相當良好

的表現。 

 

就業(創業)競爭力 

本學系同學就業成就傑出且狀況良好，以政府部門為例，100

學年度統計本學系在外交部服務人數為 352 位、國防部 110 位、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 240 位。曾任副總統的蕭萬長、曾任省長的宋楚瑜；

曾任或現任政府部門要職的史亞平、石定、朱建一、江啟臣、何文

雄、李鍾桂、林享能、林信行、邱進益、邵玉銘、胡志強、胡為真、

唐啟明、高振寰、張小月、張京育、陸以正、盛治仁、程建人、楊

進添、楊宗科、詹滿容、歐鴻鍊、魏鏞、羅成典、關中、蘇起等人，

皆為外交系的畢業系友，且在政府部門任職時具有相當傑出的表

現。 

除政府部門外，在學術部門服務且具有相當成就者亦為數不少，

例如王人傑、王國璋、包宗和、朱立民、朱建民、朱浤源、朱新民、

李本京、周煦、林碧炤、陳治世、劉必榮、湯京平、蘇義雄等。 

此外，其餘各行各業均有服務的校友，包括新聞界的李宗桂、李祖

源、李萬來、胡立台、陳裕如、傅依萍等；工商界的姜豐年、陳治

清、華文衡、黃松義、黃政枝、黃添煌、劉高文、蘇一仲、顧錦松

等；舞蹈界的李宛儒；音樂界的張雨生；文學界的金庸，皆為外交

系畢業的傑出系友。 

 

 學士班 

本學系大學部同學畢業後出路廣泛且表現優異。在學術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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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政府部門、媒體、一般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均有本系學生的足跡。

誠如本系課程發展之六大核心所述，本學系在國際關係專業知能部

分的培養與其他個核心能力的搭配，作為同學在日後升學與就業的

基礎。在課程規劃上，本學系目前開授之課程均可以滿足同學在日

後升學就業的需求，茲分述如下： 

 

1. 升學：外交學系大學部同學畢業後如對深造有興趣者，多數以國

內大學碩士班為目標，並且以（但是並不限制）外交相關系所為

第一志願。在這部分本學系的開設課程基本上可以從兩部分--國

際關係相關領域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著手： 

學術領域 應對學科 

國際關係、外交或區域研

究等相關研究所或碩士班 

中國外交史、西洋外交史、國際關係、

國際公法、國際安全、區域研究-拉丁美

洲國際關係、區域研究-西歐國際關係、

區域研究-東北亞國際關係、區域研究-

中東國際關係、區域研究-俄國與東歐國

際關係 

社會科學領域（政治、經

濟、公共行政等）研究所

或碩士班 

政治學、西洋政治思想史、社會科學量

化研究、比較政府與政治、國際經濟、

經濟學、公共政策、中國大陸研究、國

際政治經濟學 

 

2. 公職：本學系大學部開設之課程，除以培養國際關係方面專業學

術人才以外，針對有意進入政府部門服務之學生，也提供一系列

課程，祈在相關專業知識之養成上有一定的幫助： 

考試類科 應對學科 

特種考試（含外交領事人

員、國家安全局特考、調

查局特考、國際經濟商務

人員、國防部等） 

中國外交史、西洋外交史、國際關係、

國際公法、國際安全、區域研究-拉丁美

洲國際關係、區域研究-西歐國際關係、

區域研究-東北亞國際關係、區域研究-

中東國際關係、區域研究-俄國與東歐國

際關係、比較政府與政治、國際經濟、

國際組織、外交英文（一）、外交英文

（二）、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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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考試（含僑務行政、

國際文教行政等） 

國際公法、國際組織、國際關係、比較

政府與政治 

 

3. 政界服務：國際政治瞬息萬變，國內政治亦不遑多讓。本學系同

學儘管多以從事對外工作與出國深造為職志，也有不少學生以進

入政治界服務人民作為一生之志業。如何在複雜多變的政界縱橫

捭闔、調和鼎鼐，著實需要大學時期的紮實訓練。本學系大學部

學生進入政治界服務者眾，並集中（但並不僅限）於下列領域： 

政治界 應對學科 

政黨與公職（黨職、立法

委員、縣市首長、縣市議

員） 

政治學、國際關係、比較政府與政治、

經濟學、國際經濟、國際談判、外交決

策分析 

民意代表助理（立法委員

助理、機要秘書等） 

政治學、國際關係、比較政府與政治、

經濟學、國際經濟、國際談判 

 

4. 傳播公關：國際重大事件之掌握與瞭解，需要有受過相關國際關

係專業知識訓練之人員方得勝任，而對於國際事件更需要精通當

地語言，方能精確傳達訊息並密切審視事件發展。除此之外，公

共關係人才之培養，需要能夠掌握整體情勢，瞭解市場趨勢及客

戶需求，才能精確決定與執行行銷策略，為主客雙方共創雙贏： 

傳播公關 應對學科 

媒體傳播業（如媒體記

者、新聞主播、編譯人員

等） 

國際關係、國際經濟、國際談判、國際

政治經濟學、環境外交、非政府國際組

織、鏡頭下的國際關係 

公關企劃業（如公關公

司、企業宣傳部門、社團

法人等） 

跨文化溝通、公共政策、鏡頭下的國際

關係、外交決策分析、全球化與經濟整

合、國際談判 

 

5. 一般企業：對於進入民間私人企業服務之學生，本學系可以培養

學生執行政策與溝通之能力，在這部分的課程較為多元，從一至

四年級均有相關課程安排。除了在大一部分以基礎學科提供日後

修習進階與高等課程之基礎外，二、三與四年級之課程依據各核

心與次核心課程依序發展： 

一般企業 應對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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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類（主管特別助

理、專案經理、行政人員、

人事人員） 

外交英文（一）、英文文書處理、外交英

文（二）、西班牙文、國際談判、跨文化

溝通、外交決策分析、非政府國際組織 

 

6. 其他：當前社會發展多元，各種新興組織興起扮演積極的公民角

色。在上述職涯發展上無法歸類者，多數大學部同學以參與非政

府組織或是非營利組織為職志： 

其他 應對學科 

非政府組織（行政人員、

技術人員） 

外交英文（一）、英文文書處理、外交英

文（二）、西班牙文、國際談判、跨文化

溝通、外交決策分析、非政府國際組織 

非營利組織（行政人員、

技術人員） 

外交英文（一）、英文文書處理、外交英

文（二）、西班牙文、國際談判、跨文化

溝通、外交決策分析、非政府國際組織 

 

 碩博士班 

  業界就業領域又分為學術研究、政界服務、傳播企劃和一般企 

業四大區塊。 

  學術研究方面，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非國家行為者與國際關 

係之研究、美國外交政策研究、外交政策-中共外交政策研究、歐洲

安全研究、公眾外交研究、國際關係方法論等課程可幫助同學於學

術單位、政府機構、研究中心或民間智庫取得教職、研究助理或研

究員之資格。 

  政界服務方面，國際經濟理論、歐洲安全研究、區域研究-俄國 

與東歐國際關係研究、公眾外交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法貿

易研究、族群衝突與恐怖主義、中美關係史、美國外交政策研究等

課程對希望擔任縣市議員、市民代表等公職人員，或黨部行政人員、

立委助理等助理職位之同學有相當助益。 

  傳播企劃方面，國際關係研究、國際組織研究、公眾外交研究、 

非國家行為者與國際關係之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等課程對希望尋

求媒體記者、新聞主播、編譯人員等傳播企劃人員，或國內企業公

關、國際性 NGO 公關等公關企劃業職務之同學有實質上之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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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企業方面，國際關係研究、國際經濟理論、國際政治經濟、

公眾外交研究、國際法貿易研究、區域研究-東北亞國際關係研究、

區域研究-俄國與東歐國際關係研究、外交政策-中共外交政策、美國

外交政策研究等課程，為欲擔任主管特助、專案經理或行政人員之

同學提供紮實的就業基礎。 

 

 在職專班 

   本專班為在職進修，學生多數都有工作職務，透過專班紮實的

學術與國際化訓練，其學術理論專業上的知識有助於學生在工作上

之表現，在理論與實務結合之下，增加學生在職場上的競爭優勢。 

    課程規劃以國際關係及戰略兩個學門雙軌並行，戰略研究、國

際安全研究、國家戰略研究、國防政治學及運籌學等屬戰略研究學

門；國際關係研究、國際組織研究、國際公法研究、比較外交政策、

大國崛起與國際政治經濟學、兩岸關係等屬國際關係學門。另開設

研究方法以增進同學獨立研究與思辨能力，並開設談判研究、危機

處理及領導與統御等結合理論與實務的課程，以增進同學在職場的

競爭力。 

    在戰略與國家安全方面目前本專班在國防、國安、涉外相關部

門之畢業生已有約四十人晉階為少將或中將；而其他各行各業的畢

業生也都有相當優異的表現與升遷機會。這些都說明本班對提升學

生在工作職場上之競爭能力有相當助益。 

 

二、教師發展 

（一）教學 

1. 本系依據傳統及發展特色，讓本系教師依據自身學術興趣及

專長開設課程，未來如有機會招募新進師資將優先考慮符合

本系未來中、長程發展規劃方向的師資。 

2. 本系課程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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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為基礎課程：充實國際關係知識及奠定未來研究的基礎

學科(國際關係、  政治學、經濟學、中國外交史、西洋外

交史、研究方法、社會科學量化研究、英文文書處理等) 

 大二為進階課程：深化國際關係領域知識及外交實務工作的

進階學科(國際組織、比較政府與政治、中國大陸研究、外

交英文等) 

 大三為專業課程：開拓國際關係領域方面知識及選擇專精研

究區域的專業學科(國際公法、國際經濟、國際談判、國際

政治經濟學、國際安全、外交決策分析、區域研究－東北亞、

東南亞、中東、俄國及東歐、西歐、拉美) 

 大四為多元課程：大四完全開放選修，學生可依據自身興趣

及發展方向決定修課內容。 

 碩博士班課程則以學士班課程為基礎，以更專業的角度探究

各類國際關係議題，包含國際關係研究、國際法院成案等，

希能與學生有更進一步的討論。 

3. 本系教師依據上述課程設計並參照自身學術興趣，分別可分

為： 

 國際衝突、外交決策分析、東南亞研究 

 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及外交政策、拉美研究 

 國際經貿組織、日韓外交政策、東北亞研究 

 國際安全、研究方法、東南亞研究 

 國際政治經濟學、拉美研究 

 國防政策、戰略研究、俄國與東歐研究 

 危機處理、公眾外交、東北亞研究 

 非政府國際組織、國際談判、西歐研究 

 全球化爭辯、族群衝突、美國外交政策、南亞研究 

 中國外交政策、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兩岸關係、中國

大陸研究 

 國際公法、國際經貿法、衝突法、國際法院成案 

 國際經濟、量化研究、非洲研究 

 英文文書處理、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現勢、拉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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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 

  本系教師研究依據上述課程設計及自身學術興趣，在書籍、專

書篇章、期刊、報刊雜誌、網路電子出版品定期出版學術研究作品。 

 
表 2-3、外交系專任教師學術成果展現列表 

外交系專任教師學術成果展現（名單詳見附錄 2） 

年份 數量 

2009 31 

2010 44 

2011 54 

（三）社會服務貢獻 

  本系教師除教學研究外，亦參加社會服務工作。如擔任學術期

刊編輯委員、學術研究社團理事長(理監事)、政府部門顧問、民間智

庫研究部門委員等。 

 
表 2-4、外交系專任教師社會服務展現列表 

外交系專任教師社會服務展現（名單詳見附錄 3） 

年份 次數 

2009 6 

2010 5 

2011 12 

 

三、辦學國際化 

（一）國際招生競爭力 

    本系博士班現已規畫朝向全英語授課為目標；碩士班則以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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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為英語授課為目標；學士班現以國際關係課程為英語授課，並

逐步規劃若干必修(選修)課程為英語授課。由於各學年因教師休假研

究等因素，因此開課數目時有變動，然英語授課課程仍維持一定之

比例，均高於院均值與校均值。 

 

表 2-5、外交學系英文授課科目統計 

外交學系英文授課科目統計（名單詳見附錄 4） 

學期 科目數 

981 10 

982 10 

991 6 

992 7 

1001 7 

1002 5 

（二）多元國際連結 

1. 姊妹校區域分布 

表 2-6、政治大學締約學校統計表 

政治大學締約學校統計-地區別  Partner University 

地區 校數 百分比 

亞洲地區 82 35% 

美洲地區 46 19% 

歐洲地區 100 42% 

大洋洲地區 6 3% 

非洲地區 3 1% 

總計 237 100% 

 

2. 本系交換生分布區域廣泛，以最新年度(2012-2013)為例，前往

的國家計有： 

I. 歐洲地區：西班牙、愛爾蘭、列支敦士登、捷克、義大利、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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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法國、波蘭、瑞典。 

II. 美洲地區：美國、加拿大。 

III. 亞洲地區：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泰國、土耳其。 

3.  教師交換訪問：本系教師獲邀前往交換訪問，計有捷克、韓國

等。 

（三）多元國際學習 

1. 多語學習環境：本校擁有多種外語課程，除英語系(英語)、阿語

系(阿拉伯語)、土語系(土耳其語)、斯拉語系(俄語、波蘭語、捷

克語)、日語系(日語)、韓語系(韓語)、歐語系(法語、德語、西班

牙語)、外文中心(泰語、越南語、波斯語、葡萄語、馬來語、希

伯來語、古希臘文、斯瓦希里文等)。 

2. 雙聯學位：美利堅大學。 

3. 國際志工服務：本系鼓勵同學走向國際，拓展視野，同學均依

據本身志趣參與國際交流，或參加國際學術活動，或擔任國際

志工。表 2-7 羅列近三年本系參加國際志工服務之學生名單。 

 

表 2-7、外交學系近三年國際志工服務學生 

98(2009) 

96203039 鍾賢玉 WWOOF 國際有機農場志工，日本 

96203067 陳彥霖 世界展望會泰北實習生 

97203060 歐美廷 2009 年文杉書院菲律賓志工團 

 
99(2010) 

96203012 胡念慈 
2010 WorldMUN 志工 

2010 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聖文森 

96203057 李晟源 2010 暑假東帝汶和平營、The Frontiers 

97203031 葉 庭 暑期泰北服務遊學團 

97203059 林佑貞 伊甸基金會暑期服務遊學團；四川 

98203008 徐晏誼 2011 WORLD MUN (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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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台北花卉博覽會- 

園區志工&城市導覽員英語組 

98203012 簡宏恩 越南 

98203017 楊雅筑 菲律賓國際志工 

99203001 蕭立勳 2010 年暑假尼泊爾國際工作營 

 
100(2011) 

96203012 胡念慈 2011 南非開普敦青年行動計畫；南非 

96203039 鍾賢玉 WWOOF 國際有機農場志工，瑞典(2011) 

96203067 陳彥霖 海峽尋新論壇@香港 

98203017 楊雅筑 中國國際志工 

98203027 吳 艾 暑假國際工作營；法國 

98203028 陳昱豪 柬埔寨 

98203029 吳伯山 印度德蕾莎修女仁愛修會垂死之家 

98203046 陳俊融 2011 暑假泰北國際志工服務營隊: 

98203056 施依伶 2011 年 VYA 

98508028 張心怡 
2011 暑假 theater and creative camp 

lunaria clwn camp:義大利西西里 

 

四、師生校園參與 

  參與校園活動除為校屬各級教學單位與研究單位之權利以外，

並為師生熟悉學校發展、加強與學校情感聯繫之重要管道。准此，

本學系始終以「參與校園活動、提高學校認同」為宗旨，鼓勵師長、

行政人員與學生參與任何由校方主辦之活動。再者，本學系為政大

創校時的幾個元老學系之一，政大的發展就等於是本系的發展。因

此，參與校園活動不僅就是參與政大的活動，更等於是參與系上的

活動。這使得校園參與對本學系來說具有特別的意義。在本節，本

學系將透過比較近三年本系在校園主要活動（文化盃、校慶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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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賽成果，呈現本系在校園的高度參與率。 

  本學系在師生努力之下，除固定參與學校舉辦重要活動，如文

化盃合唱比賽、校慶運動會與園遊會和馬拉松之外，也在如校園博

覽會之政大包種茶節與校慶啦啦隊比賽等校級活動積極參與，爭取

理想名次。以最近一次在 2012 年 11 月舉辦之「政大包種茶節」為

例，本系分別得到「海報柱裝飾藝術展覽」與「系所展覽」第二名，

不僅為歷年來最佳之成績，也為各學系中同時囊括兩主要獎項之第

一個。至於同年 12 月舉辦之「101 學年度紫錐花校園馬拉松」比賽，

本學系同學分別在學生男子組與女子組部分得到佳績，成績與名次

分別如下（參閱表 2-8）： 

101 學年度紫錐花校園馬拉松外交學系學生得獎名單與名次（括弧

中為系級） 

 

表 2-8、紫錐花校園馬拉松外交學系學生得獎名單與名次 

男子組 名次 女子組 名次 

郭振賢（碩士班二年級） 3 曾懿德（學士班一年級） 3 

張景淳（學士班三年級） 37 明 琳（學士班四年級） 4 

黃泓聞（碩士專班二年級） 58 田麗娟（學士班一年級） 13 

城戶麟太郎（學士班二年級） 65   

趙祥亨（碩士班二年級） 68   

資料來源：體育室，「101 學年度紫錐花校園馬拉松成績公告，」  

http://sports.nccu.edu.tw/app/news.php?Sn=127 （2013 年 3 月 21 日查詢） 

 

  至於在校園主要活動參與之部分，先就師生參與文化盃的人數

比來看，本學系每年約有將近五分之一的師生參與此一凝聚師生情

感與校園情誼的活動自 2009 年以來參與的項目數請參考「師生參與

文化盃人數（%）」表。就參與「比例」來看，然本學系每年招收新

生約 65 名，四年加總約有 260 名。因此 20%的參與度代表每年約有

50 名同學投入比賽之中。系上老師自主任以降也固定於文化盃開始

前與比賽中關注同學的練習情形與比賽實況。101 學年度文化盃比

賽練習期間計有邱主任等三位老師（李明、張文揚）、正式比賽亦有

http://sports.nccu.edu.tw/app/news.php?Sn=127
http://sports.nccu.edu.tw/app/news.php?Sn=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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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等四位老師（李明、連弘宜與盧業中）等到場。文化盃已經成

為本學系的主要活動之一。 

  本系參加文化盃獲獎無數，近三年曾獲全校第五名及最佳伴奏

獎及最佳精神獎。另外，2012 年第 46 屆文化盃的參與，本系奪得

最佳精神獎。透過學生的演繹，學生「以法國大革命為故事背景，

全員化身為十九世紀的貴族、教士、熱情的革命人士和一般平民，

唱出革命的激情，歌曲最後，扮成君王的指揮被人民推翻，整場表

演故事性十足」，得到在場聽眾的肯定。1 

圖 2-1、外交系師生參與文化盃人數 

 

    每年五月 20 日的校慶運動會也是本學系充分展現校園參與的

時刻（自 2009 年以來參與的項目數請參考「師生參與校慶競賽活動

項目」表）。以八十五屆（2012 年）校慶運動會為例，本系計由學

士班三年級明琳同學在女子田徑 1500 公尺與 3000 公尺部分分別得

到第四與第一名的成績。而老師、行政人員與學生參與的活動項目

計有 77 項，位居全校第 10，可以說相當活躍。 

 

                                                      
1 周思宇、楊舒琪，「不只比歌藝，各系文化盃大秀創意吸睛」，政大校訊，2012 年 12 月 1

日，http://www.nccu.edu.tw/mobile/news_content/50baef2517881c464d00000d （2013 年 3

月 21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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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ccu.edu.tw/mobile/news_content/50baef2517881c464d000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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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外交系師生參與校慶競賽活動圖 

 

  在八十四屆（2011 年）校慶運動會部分，在本系教師、行政人

員與同學的積極參與下，分別在男子跳遠（第五名）、400 公尺（第

四名）、800 公尺（第三名）、1,500 公尺（第五名）、5,000 公尺（第

四、五名）與 10,000 公尺（第六名）；女子 100 公尺（第三名）與

400 公尺接力（第六名）；男女田徑錦標（第六名）與男女大隊接力

錦標（第四名）、女子拔河（第四名）與精神錦標（第三名）；與師

生趣味競賽（第六名）取得成果（得獎項目與同學請參考下表）。本

系在當年參與 135 項競賽，而競賽成績也為近年最佳。藉由參與活

動，本系不僅充分體現在校園參與的積極度，也促使全系師生進一

步團結感情。當年參與的校慶項目為各系所第一（請參考表 2-9）。 

 
表 2-9、八十四週年校慶運動會本學系得獎項目與名次 

項目 名次 學生姓名 

男子跳遠 第五名 胡念慈 

男子 400 公尺 第四名 磨鈺中 

男子 800 公尺 第三名 陳彥廷 

男子 1,500 公尺 第五名 劉育鋒 

男子 5,000 公尺 第四名 黃炎坤 

男子 5,000 公尺 第五名 胡子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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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 10,000 公尺 第六名 黃炎坤 

女子 100 公尺 第三名 蘇幼寧 

女子 400 公尺接力 第六名  

男女田徑錦標 第六名  

男女大隊接力錦標 第四名  

女子拔河 第四名  

精神錦標 第三名  

師生趣味競賽 第六名  

小計 參與項目 135 項  

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體育室，「校慶運動會」，

http://sports.nccu.edu.tw/intro/pages.php?ID=intro1 （2013 年 3 月 21 日查詢） 

 

    至於八十三週年校慶運動會之競賽成績，本學系在參與 106 項

活動中取得「精神錦標」第五名與「總錦標」第四名的成績。在個

人競賽部分，本學系師生分別於男子鉛球（第一名）、400 公尺（第

四名）、1500 公尺（第五、六名）與 5000 公尺（第四、五名）；男

女田徑錦標（第四名）、男女大隊接力錦標（第三名）、女子拔河（第

三名）與師生趣味競賽（第五名）（請參考表 2-10）。 

 
表 2-10、八十三週年校慶運動會本學系得獎項目與名次 

項目 名次 學生姓名 

男子鉛球 第一名 藍德天 

男子 400 公尺 第四名 磨鈺中 

男子 1,500 公尺 第五名 劉育鋒 

男子 1,500 公尺 第四名 牛煦庭 

男子 5,000 公尺 第五名 胡子仲 

男子 5,000 公尺 第六名 黃炎坤 

男女田徑錦標 第六名  

男女大隊接力錦標 第四名  

女子拔河 第三名  

精神錦標 第五名  

http://sports.nccu.edu.tw/intro/pages.php?ID=intr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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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名次 學生姓名 

總錦標 第四名  

師生趣味競賽 第六名  

小計 參與項目 106 項  

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體育室，「校慶運動會」，

http://sports.nccu.edu.tw/intro/pages.php?ID=intro1 （2013 年 3 月 21 日查詢）  

 

  綜合上述表現，本學系在校園參與部分不僅積極且成績與表現

相當優異。 

五、校友能量展現 

  外交學系 83 年的悠久歷史，為中華民國與世界培養出在政治、

商業與學界的優秀校（系）友，並在各行各業貢獻心力。校友的支

持是學校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職是之故，本節將分別瞭解校友對

學校的貢獻與校友在社會上的影響力。 

（一）校友對學校的貢獻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系友會」與「國際事務學院碩士在職

專班聯合校友會」（以下簡稱「在職專班聯合校友會」）分別於民國

96 年 5 月 19 日與 99 年 5 月 15 日成立，以增進校友情感、凝聚對

校共識為宗旨，藉由舉辦多項活動（如聯合見學、研討會等）與返

校活動。為加強校友與學校的情感維繫，本學系分別於近三年舉辦

活動，而返校參與的狀況亦相當踴躍，請參考下表 2-11。 

 
表 2-11、近三年本學系校友活動資訊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 

舉辦系所校友活

動頻率 

1 1 1 

校友返校日參加

校友人次 

24 46 30 

http://sports.nccu.edu.tw/intro/pages.php?ID=intr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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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本學系系友畢業後，對本校活動的參與度不低。至

於「在職專班聯合校友會」部分，亦藉由定期活動固定凝聚校友感

情。例如 2013 年 1 月 19 日，在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專

班」與本系「戰略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舉辦的聯合見學活動中，

「在職專班聯合校友會」亦派員參加。本次見學活動參與人員計有

國際事務學院內師長同仁、在職學生與校友們等共 66 人參觀蘇澳

168 艦隊。2 

  校友對學校的貢獻除了透過參與返校活動以外，亦可以從校友

對學校之捐款體現。過去三年本學系系友透過捐款的方式，對本校

校務運作分別貢獻了 43 人次、台幣 151 萬元，對於挹注本校經費、

推動校務發展、協助系務進行有實質的貢獻（請參考 2-12）。 

  從捐款的情況來看，98 年度適值本系校友會成立兩年，各方運

作尚待進一步磨合與調適。而隔一年便有系友踴躍捐款，使金額成

長五十七倍。至於 100 年度社會普遍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在非

必要性支出上較為保留，但全年仍有六十一萬餘元，且四位捐款人

之平均金額為 153,000餘元，相較於前一年度人均捐款金額的 24,000

元有顯著的差異。這顯示本系校友對學校之認同持續，且人均捐款

金額持續增加。 

 

表 2-12、近三年本學系校友捐助情形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 

校友捐款人次 2 37 4 

校友捐款總額 15,000 881,207 612,235 

校友捐款總額增

加幅度 

 5774.71% -30.52% 

平均捐款金額 7,500 23,816 153,058 

平均捐款金額增

加幅度 

-- 217.55% 542.66% 

                                                      
2 國際事務學院，「乘風破浪，國際事務學院參訪 168 艦隊」，政大校訊，2013 年 1 月 19 日，

http://www.nccu.edu.tw/mobile/news_content/50fa63ea17881c45dd00002a （2013 年 3 月 22

日查詢） 

http://www.nccu.edu.tw/mobile/news_content/50fa63ea17881c45dd000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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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學系系友除對學校發展有諸多貢獻以外，也對提攜後進不

遺餘力。例如本學系第卅三期校友提供獎學金獎勵高中學生以外交

學系為第一志願、且入學成績為當年全班指考分數最高者，選填本

學系。而為鼓勵同學出國進修，系友於2000年設立思菊留學獎學金，

以每年兩萬五千美元的額度分別提供兩位同學赴英美留學用。 

    總體而言，本系校友對校發展與對後進之提攜可謂不遺餘力。

這除了襄助學校發展以外，也能夠從鼓勵後進之中，培養學生進一

步在日後有所成時回饋母校與母系，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二）校友的社會影響力 

  如上所述，本學系校友在社會之積極投入，促使本學系在政治、

商界與學界部分有積極的成果。本學系在政治界、特別是外交工作

方面有相當多人投入，這除了是本學系創系目標之一、經過多年也

成為本系特色。換言之，外交學系與中華民國的外交息息相關。我

國的國際地位、外交政策、兩岸關係對於我國的生存至關重要，本

系校友則在此中發揮關鍵性的角色。 

  在政治界，本系在外交部方面計有四位系友先後擔任部長、八

位新聞局長、至於大使與其他政府各部會首長共 130 餘位。目前依

舊在政治事務上擔任重要職位者，有現任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

長與前任副總統蕭萬長、考試院院長關中、親民黨黨主席宋楚瑜、

總統府秘書長楊進添（前任外交部部長）、外交部次長柯森耀（前任

駐哥倫比亞台北商務辦事處代表、駐巴拿馬大使）、史亞平（前任駐

新加坡代表處代表）與石定（前任駐紐西蘭代表處代表、駐貝里斯

大使）與台中市市長胡志強等多人。本系校友透過在學校國際關係、

國際法、國際組織以及其他專業的訓練，在我國外交政策、兩岸關

係、經濟發展、社會政策的制訂、研擬與推動上有相當顯著的貢獻。 

  例如考試院長關中推動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與考績制度改革

部分，期望藉由對這兩部分的制度變動，使國內財富分配有新措施，

藉此減緩可能對政府財政產生的壓力。而制度之興革在民主社會之

中，本來就會在提出政策之後有多元意見出現與辯論，最後根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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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立場取得最一致的見解與可行方案。倘若經過共識凝聚以後取得

對退休制度與考績制度的一致看法，則欲進行之政策調整將得以收

到功效，而這又將是本系校友在社會正義與政府組織調整上發揮其

影響力的又一先例。 

  另外，本學系在商界與新聞界亦有多位校友服務。例如姜豐年

（新浪網聯席董事長）、胡立臺（經濟日報社長）、蘇宗怡（TVBS 新

聞主播）、江宜汾（中視主播）、史哲維（新聞主播）、卜大中（蘋果

日報總主筆）、潘祖蔭（東森新聞執行副總經理）與蘇一仲（合泰興

業董事長）等。透過在商界與新聞界的力量，本學系得以在形塑經

濟政策、體察社會脈動、掌握國際訊息上有更為精確的見解與客觀

的看法。 

  網際網路的發展不僅使人民接收訊息的速度加快，也使各方面

的資訊得以隨時被掌握。以校友姜董事長為例，新浪網自 1998 年由

四通利方公司與華淵資訊公司合併以來，已經在海峽兩岸三地及北

美成為華人社群的主要入門網站之一。透過網路平台，這幾個地方

的人民得以相互吸收資訊，瞭解相互之間的政經情勢發展。而新聞

媒體為一般人民吸收資訊的主要管道之一，目前台灣主要新聞媒體

如蘋果日報與聯合報等都有本系校友擔任主管職，其對新聞資訊的

擷取、蒐集與播報，影響人民對於新聞事件的看法。這對社會風氣

之影響不可謂不大。 

  至於學界部分，本系更有多位系友在各大學院校服務。例如林

正義（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包宗和（國立台灣大學政治

學系教授、前副校長）、林碧炤（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副校

長）、林文程（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與劉必榮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等。本學系除創系八十三年以來本身已

經培養四千餘名校友以外，更在多所大學作育英才，期望能夠在各

校之中培育社會未來菁英。 

  而在學界表現傑出之校友，亦易受到政府注意而延攬進入政府

擔任官職。如林副校長曾擔任總統府副秘書長；而原於東吳大學政

治學系擔任副教授之江啟臣，也因其專業而先後進入行政院新聞局

擔任局長，並回鄉參選立法委員為民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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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系除正規學士班與碩博士班在社會上貢獻所學之外，戰略

與國際事務在職專班等多位校友也在畢業後於軍旅生涯發展中晉升

中高階將領，為國防安全提供屏障。國防實際上就是國家安全，部

隊訓練除專精於專業戰技之外，對於國家安全之認識亦為精進戰力

之一環。而本學系的課程也足夠協助專班同學在瞭解兩岸情勢與中

國大陸政經發展上取得先機。而專班校友經過這方面的學習以後，

在職場上的表現相當亮眼。更重要的，可以對國防安全提出專業意

見，最為日後建軍備戰之參考。 

  綜觀本系校友在各領域之傑出表現，與其先前在本系學習過程

中奠定之基礎不無關係。儘管本學系之專業為外交與國際關係，然

大學四年之訓練卻遍及各相關領域。例如除傳統外交所需之國際公

法與國際組織外，台灣以經貿立國，自然需要在國際貿易、國際經

濟方面的專業知識，方得以應付日趨複雜國際政治經濟關係。而本

系也提供在研究方法領域的課程，如社會科學量化研究與研究方法

等，提供同學在分析國際政經情勢時的工具。又本學系極為重視英

語能力與第二外國與能力之培養。透過多項語言課程的選修，本學

系校友得以在畢業之後以較充分的準備進入職場，提昇自己與本系

對社會的影響力。 

六、單位治理 

（一）組織管理及行政運作機制 

  本系行政組織除設系主任一人，另設助教三人，分別負責學士

班、碩博士班、與在職專班學生的各項學務與教務問題，以及提供

教師教學研究之行政支援，和招生與各項學術及學生活動之舉辦，

以及各項經費執行與核銷作業等。三人職掌分工明確，行政效率受

到肯定。 

  本系運作健全正常，主管出席應出席會議出席率 98 至 100 年度

達 92%以上。系所務會議出席率三年度更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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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源整合運用 

  本系 98 至 100 年度專任教師平均為 14 人、兼任 6 人，師生比

約為 33.76。本系師資相當整齊，均獲國內外知名大學國際事務相關

之高學位，現有 14 位教師中，獲碩士學位者 1 名，獲博士學位者

13 名。教授 7 人，副教授 3 人，助理教授 3 人，講師 1 人。 

  本系每位教師皆對國際事務掌握嫻熟，且各有不同區域研究專

長，涵蓋美國、歐洲、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際法等，可以滿

足學生不同需求，而且在實施院整合後，教師能相當容易跨領域整

合相關課程。三個年度老師通過基本績效評量比例為 100%。 

  本系空間利用良好，總使用空間為 21 間，包含行政空間 2 間，

研究空間 13 間，討論空間 2 間。此外，師生使用圖書館比例三年平

均 54%、三年平均使用資料庫次數為 11,028 次。 

  本系經費運用狀況良好，教育訓育輔導經費充足，但本系亦未

曾浪費。本系擁有外交擴大輔系、以及碩士在職專班節餘款，該款

項用以充實學生課外活動資助、學生工讀金以及出版本系「國際關

係學報」半年刊。同仁則另踴躍參與各單位主持之研究計畫，研究

計畫管理費則由校方統籌運用。此外，政治大學有教育部所支持之

頂尖計畫，其中有提供多元入學管道、招聘優良教師、增加國際知

名學者邀訪等項目，本系亦充分配合運用，已有相當的成果。 

（三）業界合作連結 

  本系是目前全國唯一以「外交」為名的科系，以國際關係和外

交學為研究中心，並輔以諸如國際法、國際經貿、區域研究等其他

相關學門的基礎知識，學士班堪稱為通才教育、進入研究所之後，

將更朝向專精領域發展，本系老師背景，所授課程與學生畢業後出

路，在在都顯示了這種特質。例如本系鄧中堅教授、李明教授、與

邱稔壤教授等從事教學前後，均曾經參加涉（駐）外人員各項文官

考試，獲得錄取，且在國內外國際事務相關官署服務經驗，實務經

驗非常豐富。此外，本系教授多人尚且擔任外交部等單位諮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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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良多。這些經驗對於教學提供典範之作用，也有助於銜接學校

與相關官署之間的聯繫，並做為彼等之諮詢人才，更有益於學生從

事生涯規劃之參考。 

  本系之畢業生涵蓋學士班、碩士班和博士班等三個階層。除博

士班因成立較遲，校友較少之外，碩士班及學士班畢業生已經相當

眾多，且分屬各行各業，均已嶄露頭角。以本系畢業生而言，彼等

在外語下過相當功夫，因此相當受到外商公司的歡迎。自行創業的

畢業生亦不少。而每年外交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國家安全局、

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等相關的涉外事務單位，均有相當多的新人是由

本系畢業生雀屏中選，且在工作單位受到重視與好評。舉例而言，

外交部同仁當中幾乎三分之一是本系的畢業生。除此之外，本系也

有多位全國知名人物，他們對於國家社會均有重大貢獻。可見本系

學生在外界的評價，是相當高的。 

  再者，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至今已經進入第 14 期，招收學生每年

各 24 名，至今為止已經招收約 360 名。這些學生均是對於涉外或國

際事務以及戰略素養深厚者，也同時也獲得國防部及相關單位的重

視和支持，咸認對於國防及國家安全人才之培育具舉足輕重之貢

獻。 

  外交系為推廣及因應時下政策，常就外交政策議題廣邀專家學

者學生政府官員，進行討論，並請媒體做出報導及出版專書。這些

研討會可以彰顯本系對於國際事務的精湛認識與素養，同時對社會

提出獨特的貢獻。例如在去（101）年舉辦「和平倡議與東亞區域安

全學術研討會」以及「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本系將會繼續努力，擴展與政府機關與公民營機構合作連接的

機會。 

七、與國內外同類科系表現比較 

 學士班與碩博士班 

  本系的教學重點在於培育國際關係理論人才與涉外（駐外）事

務實務人才，因此並非一般純屬政治系（或政治科學, political science）

科系之專注於政治學科的教學研究。目前國內設有設政治系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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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除了台灣大學政治系國際關係組課程與本系相仿之外，其他

各校教學重點與本系有相當大的差異。如以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

務學系為例，該系於 96 年與該校亞太研究所合併，形成系所合一，

其課程規畫，則試圖兼顧國際關係與大陸事務，且顧及滿足國內外

企業之需求，將課程設計之重心置於現今已成為世界市場與世界工

廠的中國大陸。 

  茲因國際事務領域已擴及經濟、商務、文化、科技等，範圍廣、

性質複雜，故本系學士班課程亦隨之擴充，俾培植專才迎接挑戰，

同時兼顧學理與實用主義精神。本系學士班課程之內涵包括四項主

軸，分別為：核心性、延伸性、輔助性、及實務性。核心性課程包

括國際關係、中國外交史、西洋外交史、國際組織、國際安全、國

際經濟、及國際公法等科目，主要係幫助同學建立專業知能。延伸

性課程則包括中國大陸研究、國際談判、外交決策分析、國際政治

經濟學、及各區域研究等課程，主要為幫助同學進一步強化專業能

力。輔助性課程設計之目標在於協助同學奠立學習基礎，包括政治

學、社會科學量化研究、經濟學、比較政府與政治、及研究方法等，

均與本系專業科目相輔相成。實務性課程，有助於強化本系學士班

學生之外語及行政能力，強化渠等未來在職場之競爭力，包括外交

英文、英文文書處理、西班牙文、國際禮儀與外交實務等課程均屬

之。此外，本系並設有不同區域為主的「區域研究」課程，也是一

大特色。 

  另外，本系鼓勵學士班同學前往國外進行交換，除了政治大學

本身透過姐妹校等資源安排外，國際事務學院亦與美國、韓國、日

本、及捷克等國家之多所大學簽訂交換或雙聯學位計畫，有助開拓

同學們的視野；另一方面，也藉由這樣的交換計畫，吸引這些國家

的學生前來臺灣，與本系之同學交流，使得本系學士班同學未必一

定需要出國，即可以有與其他國家學生交流之機會。 

  碩士班課程本系原先區分為國際關係組與戰略與國際安全組，

而戰略與國際安全組已於 101 學年起停止招生，而以國際關係之相

關課程為主。國內目前僅台灣大學政治系碩士班國際關係組織課程

與本系碩士班相仿，但本系碩士班課程設有相關「區域研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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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強化了英語授課的陣容。淡江大學與中正大學所設戰略研究相關

之研究所與本系原先設立之戰略與國際安全組課程近似，但綜合言

之，彼等課程仍以戰略安全為主，不若本系討論國際關係新興議題

等課程設計之完備。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教學研究重點以國際政治

基礎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安全與戰略與兩岸事務等為四大

核心，對於除中國大陸之外的其他區域，其研究也為如本所碩博班

深入。本系與台灣大學政治系、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訂有合作計畫，

彼此的研究生可至對方系所選修本系所未開設之科目，此舉有助於

截長補短，使有關學校的研究生獲益。本系碩、博士班著重學術的

專業養成教育，目標設定與國際學界同步，討論並回應現今國際事

務的重大議題，從而深化研究生專業深度。就此而言，本系自 91 年

開始，每年舉辦研究生論文發表會，邀請研究國際關係之年輕學子

們參與。其中，第一屆至第五屆論文發表會皆採取系內形式，發表

人皆為外交系之碩博士生；第六屆始將規模擴展至校外。由於歷屆

參與之發表人所發表之題材均極具水準，引起國內學術界關注，近

年並將會議論文集結出版，突顯本系作為國內研究國際關係相關議

題之平台角色。 

  另，國際事務學院正在積極加入美國學界知名之國際事務專業

學院聯合會（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PSIA），屆時國際事務學院可望成為台灣第一個加入該組織的團體

會員，本系與國際事務學院相關系所將同獲認證為國際事務專業學

院之成員。 

 

 在職專班 

  在教育部推動「高等教育回流教育」，讓有志於研習戰略與國際

事務的菁英人才獲得進修的機會，本系於民國 89 年設置本班。本班

課程安排，主要是為了讓相關人士在進修後，強化彼等職務上處理

公共事務與決策之能力，以為國家培養優秀的人材，同時爭取國內

外知名人士至本班進行專題講座，以有效結合彼等之專業知識和社

會人際網絡，提升本班學生素養，並增強與社會各界的互動。學生

之必修課程為國際關係、國際公法、研究方法、國際組織、國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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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戰略思想。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所開之選修課程尚有：國際經

濟法研究、國家戰略研究、比較外交政策、兩岸關係、國際政治經

濟學、危機處理、國防政策專題。選修課程依該學期課程需求及聘

請師資狀況選擇開課，而課程之設計兼具理論與實務（政策）分析

之特色。 

  國內目前有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中興大

學國際政治所、中正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等設有相關碩士在

職專班。其中，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之「政府與公共事務」碩士在職

專班在招生對象、課程安排與授課方式上，與本系之戰略與國際事

務碩士在職專班較為接近，如均以公、私部門的中高階管理人員或

其他專業人員為主，授課教師視課程議題之性質，亦可邀請系外或

校外等優秀師資前來等。 

  在學生來源方面，本系歷年來招收之學生，大多從事公職服務，

包括文職與軍職人士在內，與淡江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以中、

高階經理人為主，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以教職及學校教官為主，

以及中正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以政府及其他單位等，均有不

同。 

  除此之外，本系多次舉辦以碩士在職專班為主體而進行之活動，

並就此等活動公開邀請本系其他年級之同學以及其他校內外人士參

與。這些活動之設計主要為借重在職專班學生長期在實務界服務之

專長，透過本系安排之平台，分享給尚未進入實務界、或工作資歷

尚淺的碩博生以及大學生，使後者得以藉此拓展經驗與視野。這些

活動之主題，集中在戰略與國防安全以及國際事務等面向，而近年

來也成立在職專班學生聯誼會，並藉此與中國大陸孫子兵法研究會

互動，成為國內少數首先討論孫子兵法的會議。 

  整體而言，本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的推廣教育，

使得在職人士能在其專業之外，深化對國際事務之研究，成功回應

全民教育之趨勢。



 

59 

 

 

 

 

 

 

 

 

II. 東亞研究所辦學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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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學習 

本所所名所指之「東亞」，乃中國大陸及其相鄰地區，換言之，

本所教學研究的範圍係以中國大陸為主。發展至今，本所立基於過去

的歷史傳統與研究基礎，結合西方社會科學理論，運用田野調查、問

卷訪談或是統計方法等經驗性、實證的研究方法，以培育具備專業分

析能力以及國際視野的「中國研究」人才為教育目標。此項設所宗旨，

配合本校致力於提供優質教學與研究環境，以及成為台灣、亞洲甚至

國際一流人文社會科學重鎮之願景，期能培養更多兼具頂尖知識、人

文關懷與國際視野的社會領導人才。 

本所於民國 57 年創立碩士班，創辦之初即以培養研究「共黨理

論」、「國際共黨運動」和「中國大陸問題」之高級研究暨政策人才為

主，以研究東亞地區之區域研究為輔，而發展方向與研究重點則隨著

國內外客觀局勢之演變而適時調整，從早期「匪情研究」、到「中共

研究」、乃至今日的「中國研究」，可謂充分反映中國大陸的走向及發

展。在本校校務發展的規劃下，本所於民國 89 年起改隸國際事務學

院，為配合本院「整合國際事務之研究，為我國培養國際事務專才」

之設立宗旨，本所在院整合計畫的分工架構下，研究重點為兩岸關係

及中國事務，係以培養兩岸公共事務之理論與行政人才為發展及教育

目標。 

（一）招生競爭力 

1、招生現況描述 

（1）碩士班 

本所碩士班每年招生名額為 19 人（4 名甄試、15 名入學考試），

外加外籍生 2 人。近五年入學學生分析其特色： 

(A)以畢業學科來看： 

本所學生大學學科背景以社會、人文科學相關學系為主（見圖

1-1），其中 43%畢業於社會科學相關系所（25%為政治或外交相關，

15%為公行相關，3%為其他社會科學相關學系），34%畢業於人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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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相關系所（16%為文學或語言相關，18%為歷史或地理相關），有

13%為傳播學系，10%為其他（5%為商管相關，1%為教育相關，2%

為法律相關，1%為理工相關，1%為農學相關）。其次，學生畢業的學

校（見圖 1-2），按照公立、私立、國外學歷來區分，有 51%為公立學

校畢業，41%為私立學校畢業，8%來自國外學校。以 100 學年度為例，

56%的新生係來自頂尖大學，高於本校、本院之均值。 

(B)以錄取率來看： 

大致而言，本所入學考試的錄取率約在二成左右，略高於與本校、

本院均值。101 學年度則因報考人數驟減，錄取率提高至 37% (參見

附錄一之 1)。在甄試入學方面錄取也在二成多，以 100 學年度為例，

錄取率為 23.53%，低於本院、本校均值(36.18%、29.27%)。 
 

 

圖 2-3、碩士班學生畢業學系比例圖(97-101) 

 

 

圖 2-4、碩士班學生畢業學校公私立比例圖(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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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博士班 

本所博士班每年招生名額為 6 人（入學考試），外加外籍生名額

1 人。以近五年學生來看，博士生原畢業研究所有 58%的學生為本所

碩士畢業生（見圖 2-5），另外有 10%的學生畢業於他校大陸研究所，

10%的學生就讀於本校或他校國家發展研究所，22%的學生則畢業於

其他相關系所。學生畢業的學校（見圖 2-6），按照公立、私立、國外

學歷來區分，有 80%為公立學校畢業，10%為私立學校畢業，10%來

自國外學校。以 100 學年度為例，40%的新生來自頂尖大學。 

在錄取率方面，97~101 學年度的錄取率(含在職)，除了 100 學年

度因報考人數減少、錄取名額不變的情況之下，錄取率高達五成；其

他年份則在二至三成之間，與本校、本院均值差距不大。(參見附錄

一-1) 

 
 圖 2-5、博士班學生畢業研究所比例圖(97-101) 

 

圖 2-6、博士班學生畢業學校公私立比例圖(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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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色分析 

以報考人數來看，97-100 年度碩士班人數呈現微幅上升的趨勢，

應與近年來由於兩岸交流日益頻繁，中國大陸研究相關系所成為學子

們的熱門選擇有一定程度的關聯。但 101 年度與前一年相比驟降 30

多人(見附錄一-1) ，博士班近三年來，報考人數及入學人數也有下降

趨勢（96 學年度入學人數為 8 個人，101 學年度入學人數為 2 個人），

特別是碩士班應屆畢業生報考博士班的人數，亦逐年遞減，此現象應

與近二年來，畢業後先行進入職場的氛圍或是對於未來就業市場緊縮

之考量有關。 

雖然近年來不論碩博士招生報考人數皆有下降趨勢，但錄取後的

報到率依舊相當高，碩士班甄試入學的報到率達 100%；碩士班入學

考試報到率，除 99、101 學年度為 75%之外，其他亦達 100%；博士

班報到率平均約為八成。(見附錄一-1)由此可見本所對於有志從事中

國大陸研究的學生而言，依舊具備十分強大的吸引力。 

就學生來源的特色來看，近五年與過往五年（92-96 年度）相比

（見圖 2-7），同樣具有相當高比例來自社會及人文科學方面的畢業生，

近五年甚至還有畢業於外文（法語、日語、英語皆有）、商（財金、

工管）等相關科系的同學錄取本所，顯示出本所對於各領域人才的吸

引力是有增無減。 

在外籍生方面，亦跳脫了以往多以日、韓為主，近年錄取的碩博

士生增加了包括俄羅斯、越南、泰國、波蘭等地的學生，亦使本所更

形國際化與國際視野。有關外籍生招生現況，請參見「三、辦學國際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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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碩士班學生畢業學系比例圖(92-97) 

 

（二）課程特色與教學品質確保 

1、課程現況描述：  

（1）碩士班： 

本所規定之畢業學分數為 36 學分，課程包含三部分：必修、群

修以及選修。其中必修科目為中共黨史、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文寫

作。為達到研究生專才之培養，特別規劃「黨政研究學群」、「社會經

濟學群」與「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學群」三大學群課程，學生依專長

及個人興趣，選擇一個學群為主修，一個學群為副修，並遵行相關修

業規定，每學群修習兩門必修課，輔以兩門以上的選修課，以幫助中

國問題專業研究的學習。 

為滿足本所學生多元的研究需求，落實本所融合學科領域專業之

走向，並提供更寬廣及深入的研究視角，本所亦開放學生得選修外所

(含跨校)課程(見附錄一-3)，至多承認 9 學分，每學期本所皆會列舉社

會所及政治所等開設的相關課程作為推薦東亞所學生修習之課程清

單，鼓勵學生利用自由學分 9 學分修習相關學科課程。 

（2）博士班： 

依據本所 99 學年度起實施之博士學位授與辦法，本所博士班畢

業學分共計 30 學分，包括共同必修（「中國研究方法論」）、群修課程

及選修課程。其中學群課程的設計係依照 2008 年教育部評鑑委員之

建議規畫而成，分成「中共黨政」（學群一）、「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

社會科學 

37% 

人文科學 

44% 

傳播 

9% 

其他 

10% 

碩士班學生畢業學系比例圖(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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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群二）、「中國大陸社會經濟」（學群三）三大學群。「中共黨政」

的群修課程為「中共黨政專題研究」、「中共黨史專題研究」；「國際政

治與兩岸關係」的群修課則為「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共外交」、「中共與

國際經濟體系」；「中國大陸社會經濟」的群修課為「中國大陸經濟與

社會發展專題」、「兩岸經濟社會發展比較」。學生須於三學群中選擇

一主修學群、並修習學群內二門學群課程；其餘二學群則為副修學群，

每學群中，最少須修習一門學群課程。 

本所博士班以培養學術專業人才為主，因此課程規畫重點在於為

博士班研究生未來於學術界發展鋪路，基於這個目標，本所有對博士

班畢業的英文門檻要求，且亦要求博士班學生畢業前須通過論文積分

標準（包括 SSCI、TSSCI、一般具匿名審查機制的期刊以及一般期刊等），

以培養發表的能力。 

2、教學品質確保： 

為能了解本所學生對於各科目的教學意見，本所於每學期末皆配

合學校進行教學意見調查作業，鼓勵學生填寫調查意見，且歷任主管

也會參考教學意見與各授課教師進行課程溝通與調整。從歷年教學意

見調查平均分數來看，一般說來，學生對於教師教學滿意度頗高，以

100 學年為例，本所平均分數 87.69 分，高本校、本院均值。 

此外，為提供修課同學對於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本所也要求各教

師於選課前上傳教學大綱，以 100 學年度為例，開課科目教學大綱上

傳率達 96.77%，高於本校、本院均值。同時，考量到最後實際的修

課人數與同學的意見反映，教師也能夠在實際授課之前對大綱作合情

合理的修正，使得師生間的教學/學習過程能夠更加順暢、有效。此

外，目前本所開設課程幾乎都要求學生每節課輪流進行課堂導讀，這

樣一來除了能夠使同學跟上每周的進度，同時也可以讓教師在講授的

過程中獲得較多的反饋。而於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實施的學長姐

輔導制度，也能使較低年級者更快的解決在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間接也使教師教學的問題減少許多。 

3、課程特色 

本所課程係依照本所為博碩士學生所設定的核心能力指標來規

劃。課程規劃具有下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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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構紮實理論基礎 

透過建構紮實的理論知識，逐步提高學生專業素養，培養學生專

業學術研究之能力，例如「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共外交」、「中共國際關

係研究」、「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以及「國家理論與中國研究」、

「比較政治經濟學導論」等課程，皆是從理論角度出發，奠定學生從

事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2）運用科學研究方法，兼顧質化與量化訓練 

專業的學術研究必須具備正確運用研究方法之實力，故本所在課

程規劃上，也特別重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訓練，例如「社會科學研

究方法」、「中共研究與比較方法」、「計量分析與中國研究」以及「社

會科學統計方法」等科目；透過豐富且多樣的必修與選修課程，對量

化與質化研究方法進行探討，加強學生之科學研究能力。 

（3）彈性開設課程，兼顧時事分析能力 

面對中國大陸的持續發展與不斷變遷，其國內政治、經濟、社會

的變化牽動著國際情勢與兩岸關係的發展。因此，結合中共改革開放

以來各項轉變及議題，開設豐富且多樣的實務課程，並彈性調整研究

主體，以時事案例為研析對象，達到理論與實務並重之目的，例如蘇

偉業教授開設之「中國大陸公部門改革專題研究」、丁樹範教授所開

之「中共軍事專題研究」等課程，皆是理論結合時事，並有利於充實

中國研究之內涵。 

（4）全國獨一無二的「中共黨史」與「中共意識型態」教學 

相較於其他各大學的中國研究相關系所，強調「中共黨史」與「中

共意識型態」的學習乃是本所的一大特色，透過這兩門課，本所學生

除了能夠掌握過去的歷史脈絡與中共領導人的思想外，對於理解現今

中國大陸的發展亦能有更完整的認識，畢竟，瞭解過去方能掌握現在，

進而預測未來，而意識型態更是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發展密不可分。

因此，有別於其他相關系所只關注中國大陸的單一面向(如社會經濟)

或是不重視黨史脈絡與思想等相關訓練，本所之課程設計，將能培養

出觀點更為獨特與全面的「中國研究」人才。 

（5）加強學生就業之需求課程 

本所學生畢業後，可能選擇繼續深造並以學術研究為志業，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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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選擇到相關智庫、基金會、政府單位或是業界(如新聞媒體、台商

企業) 就業貢獻所學，因此，本所除了開設基礎科目進行理論訓練外，

亦同時開設與實務分析相關之課程，如康榮寶教授之「大陸金融證券

市場專題」、吳德美教授開設的「大陸城鄉經濟發展專題」等，提升

學生就業時所需之背景知識與競爭力。此外，本所也自 100 學年起舉

辦一系列的職涯座談會，希望藉由本所畢業所友在各行業的實際工作

經驗，協助學生在學期間即可了解職場所需之能力，及早進行準備。 

（三）學習要求與多元輔導和協助 

1、學習要求： 

碩士班同學在學習的過程中，主要是要培養做學術、發現問題與

解決問題的基礎能力，因此，在本所開設的課程中，幾乎都會要求同

學每週繳交導讀文章、書籍的摘要並提出相關問題供課堂討論；另外，

論文寫作課則要求每位同學進行正式的學術文章大網報告，並於課程

結束後繳交一篇不論於格式、或內容都符合正式學術期刊要求的文章，

也鼓勵同學嘗試投稿或是參加學術活動進行發表。 

博士班同學不同於碩士班，已經具備基礎的理論與寫作能力，因

此在課程的修習過程中，除了必要的閱讀報告與問題討論之外，更要

求學生對於其研究領域，能夠具備通盤、博大精深的知識能力，因此，

在進行學術論文大綱口試之前，皆要求同學能夠通過三門學科資格考

考試，由此確保同學在研究上已具備足夠的敏銳度、以及知識的積累；

此外，為了順應全球化的潮流，並培養能力將所學與國際結合，本所

亦要求同學通過相關英文檢定，以期更加完備本身的實力。 

此外，本所亦要求博士班學生於畢業前在 TSSCI、SSCI 或各類具

匿名審查制的專業學術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如此的設計要求，係期望

博士班學生在學期間，即具有實際且完整的學術期刊投稿經驗，為其

未來投入學術研究工作預作準備 (見附錄一-4) 

2、多元輔導與協助： 

本所屬於研究型系所，不設有大學部，主要吸納來自各領域優秀

之大學畢業生與碩士畢業生，以此豐富中國大陸研究之面向；在網路

發 展 十 分 快 速 的 現 代 社 會 ， 透 過 東 亞 所 網 站 建 構

http://eastasia.nccu.edu.tw/main.php


 

68 

(http://eastasia.nccu.edu.tw/main.php)以及成立臉書社團)、痞客邦部

落格的設置，以期快速有效地傳播最新的訊息。其他輔導機制，分述

如下： 

（1）入學說明會 

本所每年在確定碩士班與博士班錄取名單（四、五月間），並掌

握其就讀意願之後，旋即邀請新生舉行入學說明會，會中主要闡述本

所的教育目標、課程設計理念以及修業規定等等，並以面對面的方式，

直接回應新生的需求或疑問。 

（2）導師制 

本所配合本校導師制，將學生分為四個班別：碩士班一年級、二

年級、三年級以上及博士班，每班各配有一位導師(見表 2-13)，並以

「多年一貫」(一入學的導師將會隨著級別的提升持續進行輔導，亦

即類似班導制度)方式進行。導師在開學後會邀集同學就該學期之課

程與所上學術活動之規劃作一完整的介紹。以班級為單位的師生座談

方式，學生能針對修課相關事項提出疑問或期待，而教師能直接向學

生釋疑並提供建議。 

同時，導師們皆會安排聚會時間與班級學生進行交流，或是個別

安排導生會議分別與班上同學進行會談，給予學生適時的輔導或幫助。

再者，學生也常常利用老師的 office hour 時間與老師會談，談論話題

包括論文、課業或是生活事務。 

 

表 2-13、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年度導師一覽表 

學年 碩一 碩二 碩三、碩四 博士班 

97 關向光 耿 曙 李英明 魏 艾 

98 李英明 關向光 邱坤玄 魏 艾 

99 邱坤玄 李英明 關向光 魏 艾 

100 王信賢 邱坤玄 童涵浦 魏  艾 

101 童涵浦/鍾延麟 王信賢 寇健文 魏  艾 

說明：1. 本所導師制，以年級分。由所長兼任主任導師，4 位專任老師則分任各年級導

師，輔導研究生學業及生活需要。2. 自 94 年起，本所即配合本校實施多年一貫的導師

制。3.101.2 開始，原童涵浦老師所負責之年級，因童師離職，改由鍾延麟老師負責。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94%BF%E6%B2%BB%E5%A4%A7%E5%AD%B8%E6%9D%B1%E4%BA%9E%E7%A0%94%E7%A9%B6%E6%89%80/155306911189908?fref=ts#!/pages/%E6%94%BF%E6%B2%BB%E5%A4%A7%E5%AD%B8%E6%9D%B1%E4%BA%9E%E7%A0%94%E7%A9%B6%E6%89%80/155306911189908?fref=ts
http://nccuea.pixnet.net/blog
http://nccuea.pixnet.net/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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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長姐輔導制 

為協助新生對研究生活的了解，以及輔導舊生在階段轉換時的規

劃問題，本所於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實施學長姐輔導制，希望以

學長姐以固定排班方式，接受本所同學的各項諮詢，不僅增加本所學

生縱向聯絡，強化博碩士生間的交流與互動，更期望博士班學長姐能

帶領新生學弟妹適應新環境，以同為學生的心態相互砥礪，並就本所

最新發展動態、師長專長與研究現況、學術新知與學習疑難等進行解

答。 

(4)職涯座談 

本所課程規劃以實務及學術並重的路線為主。針對未來欲進入職

場或繼續升學的學生，本所近年來已經舉辦三場職涯發展座談會（請

參考表 2-14），邀請各領域所友與學弟妹分享職場經驗，未來本所將

持續辦理座談，多方邀請不同領域的校友回所與在校生進行對談。 
 

表 2-14、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職涯座談場次表 

主題 座談時間 參加講座 

學術界就業動向與發展 100.10.31 寇健文（東亞所所長） 

何思慎（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 

張裕亮（南華大學傳播系教授兼主任） 

張弘遠（致理技術學院國際貿易系副教授

兼系主任） 

范世平（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如何撰寫學術期刊論文 100.12.02 寇健文（東亞所所長） 

特種考試應試準備與工

作發展 

100.12.05 寇健文（東亞所所長） 

國安、調查等相關單位所友 

（四）學習成效提升 

1、學科專業能力 

本所研究生在近五年的學術表現上，不論是在 TSSCI/SSCI 期刊發

表的文章數量，或是獲取中華發展基金、蔣經國學術基金會的補助前

往中國進行調查研究，乃至於參與國際研討會發表研究論文，皆所在

多有。(詳細資料請參閱附錄一-2、一-5)由此可見，本所近年來的專

業能力培養以及訓練，具有十分不錯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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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倫理、紀律與社會關懷 

本所學生除了參與學術活動之外，亦利用課餘時間參與社會活動。

例如碩士班研究生林柏勛於 2008 年 7 月中旬～8 月下旬前往印度新

德里、阿富汗 kabul、阿富汗巴米楊、北印齋浦爾，進行人道關懷的

活動，主要工作內容為以教導小朋友英文為主，在喀布爾(kabul)受訓

時並有人質安全訓練；此外，碩士班學生李宇欣、羅健祐在 2008 年

暑期，利用在中國大陸湖北農村進行田調時，教導當地落後農村孩童

英語；博士生王瑞婷則於 2009 年擔任台北主辦聽障奧運的志工。雖

然總體人數不多，但也顯示出本所學生對於國際事務的關懷與人道方

面的關注。 

3、國際移動能力 

本所碩博士生近年來利用各種獎助機會，配合本身研究方向與個

人規劃及教師協助，申請到許多政府以及民間所提供的計劃配額，前

往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其他國家與地區進修，增加學生與所上的國際

視野與能見度；此外，配合本所的創立宗旨與發展需求，近年來亦持

續有研究生申請到外交部、中華發展管理基金、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

會等單位的經費補助，前往中國大陸或其他國家進行田野調查，以完

成其論文並增加個人學術資歷（詳見附錄一-5）。同時，赴國外發表

論文者亦逐年增加，除美國、亞洲國家以外，更有學生遠赴西班牙等

地發表論文，這也代表本所鼓勵學生超越原本的中國研究框架，而將

中國研究的觸角更廣泛的伸向世界各地。(詳見附錄一-5) 

4、升學或就業（創業）競爭力 

近年來本所畢業生，碩士班主要是升學、政府部門、媒體與民營

公司，而博士班畢業生主要分佈於各大專院校專任教師、政府部門與

媒體。另外，歷年學生就業狀態請見表 2-15 及表 2-16。以下則分為

升學與就業分述之。 
 

表 2-15、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8-101.1 學年度碩士研究生畢業生就業狀態 

學年度 
畢業 

人數 

就業狀態 

升學進修 公部門 服役 民營公司 媒體 待業中 

97 18 2 2 0 11 1 2 

98 24 4 4 0 11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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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畢業 

人數 

就業狀態 

升學進修 公部門 服役 民營公司 媒體 待業中 

99 13 1 4 1 2 2 3 

100 12 0 2 6 4 0 0 

101.1 2 0 0 2 0 0 0 

 

表 2-16、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0 學年度博士研究生畢業生就業狀態 

學年度 畢業人數 
就業狀態 

專任教研 公職 兼任教職 媒體 其他 

97 9 3 2 2 1 1 

98 3 1 0 1 1 0 

99 0 0 0 0 0 0 

100 3 1 2 0 0 0 

101 1 1 0 0 0 0 

 

（1）升學 

本所課程致力於社會科學基礎知識的培養，並注重學科與區域研

究的對話以及比較研究，此外，本所亦致力於與其他系所（包括政治

系、社會系、公行系）合開並推薦各系所（包括政治系、社會系、經

濟系）相關基礎課程，此些訓練都有助於學生報考研究所博士班抑或

出國深造。一直以來，每屆碩士班畢業生均有一定人數報考、乃至錄

取本所博士班，畢業後在學界亦有不錯的表現。見表 2-17： 
 

表 2-17、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9-101 學年度畢業生報考本所博班及錄取者 

 本所畢業生報考本所博班 報考人員錄取博班者 

99 學年度 林○成、林○榕、王○婷、郭○秀 林○榕、王○婷、郭○秀 

100 學年度 劉○浩、林○娥 劉○浩、林○娥 

101 學年度 鄒○豐  

 

（2）就業 

本所畢業生主要分佈於各大專院校、政府部門、媒體與民營公司

等。關於課程設計與學生就業的關連，以下分述之。(詳見附錄一-6) 

 

(A)各大專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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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國內各大專院校與「中國大陸研究」相關研究所或研

究人員幾乎都與本所有關，本所所友分佈於中央研究院、台灣大學、

政治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台北大學、輔仁大學、文化大學、義守大

學、開南大學以及各大技職院校等。近年來，本所博士班課程更強化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與專業學科訓練，再加上對博士班畢業的英文門檻

要求，且亦要求博士班學生畢業前須發表期刊論文（具匿名審查機制

的期刊），以培養發表的能力。近三年進入學術界服務的畢業生均於

重要的國內外期刊發表多篇具影響力的論文，並獲得聲譽卓著的大專

院校，甚至是對岸知名大學的青睞，此些畢業生包括邵軒磊（現任台

灣師範大學東亞系助理教授）、蔡文軒（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

理研究員）、林瑞華（上海財經大學助理教授）與鍾延麟(政治大學東

亞所助理教授)，此成果不僅有助於本所學術聲譽的累積，並為後進

者豎立嚴格的學術標準與指引出努力的方向。 

 

(B)政府部門 

本所碩士、博士畢業生亦有不少進入政府部門服務，其中包括特

種考試（國家安全局與法務部調查局）與一般政府部門。值得說明的

是，本所專兼任教師中，不乏借調至相關部門服務者，如專任老師邱

坤玄教授目前為國安會諮詢委員，兼任老師趙建民教授與童振源教授

均曾任職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委，其實務經驗的傳授亦有助於同

學進入職場。 

 

(a)特種考試 

國家安全局特考三、四等考試中，「政經組」與「社會組」考試

科目含括中國大陸研究、政治學、社會學、行政學、經濟學等，而調

查局三等特考的「調查工作組」考試科目為社會學、刑法總則與政治

學，此些課程均是進行中國大陸研究所必備的基礎知識，其關於「中

國大陸研究」的相關知識更是上述特考中「面試」的重點。故本所幾

乎所有課程都是準備此類特等考試的基礎，此外，如前所述，本所亦

特別邀請在上述單位服務的所友回所參加職涯座談，傳承考試與準備

經驗，造就 98 年度三位碩士班畢業生考上調查局，100 年度兩位畢



 

73 

業生考上國安局。除此之外，本所碩博士班亦有不少原即任職國安局、

調查局、國防部與警政署等，他們報告並就讀本所即是為了充實與中

國大陸相關的理論與實務知識。 

 

(b)一般政府部門（高考二級） 

一般公職亦是本所畢業生就職的選項之一，特別是近年來高考二

級增加「兩岸組」，更有利於本所畢業生進入公部門服務。高考二級

考試專業科目之一即是「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包括兩岸關係相關

法律及其施行細則、兩岸關係的國際因素、兩岸政策與協商），此為

本所基礎訓練課程，而各類科（組）的考試科目包括：政治經濟學理

論與全球化、兩岸民族研究、兩岸文化現況與發展、兩岸教育制度及

政策之比較、兩岸產業經濟研究、兩岸高教與科技發展研究、兩岸農

業交流與問題研究、兩岸漁業交流與問題研究、兩岸衛生政策研究，

亦與本所開設課程有所相關，特別是「兩岸關係與區域安全」以及「兩

岸關係」等課程。近年來，亦有所友考試通過此類考試。 

 

(c)媒體與民營公司 

國內各大平面媒體「大陸新聞中心」的記者許多都是本所畢業生

（聯合報汪莉絹；中國時報林克倫；旺報林琮盛等），此外，亦有不

少進入新聞界服務，包括自由時報、公共電視東森新聞台、中央廣播

電台等，主要原因除畢業生個人特質外，本所課程所提供的訓練亦是

關鍵，本所教學過程全面、系統性地介紹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發展，以及兩岸關係等，相對於一般新聞傳播學院或政治經濟社

會等相關專業學科的畢業生，此種對於中國大陸「全局性」的理解正

好為媒體所需。同樣地，一般民營企業，特別是業務涉及對岸或在對

岸投資的台商，本所畢業生的訓練亦符合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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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發展 

本所現有之教學及研究安排，以中國大陸研究為主，各專任師資

各有不同專業領域。截至 101學年第 2學期本所共有專任師資共五名，

其中教授二位，副教授二位，助理教授一位；合聘教師共三名，其中

教授一位，副教授一位，助理教授一位。兼任教師（含外所外校）共

十四名，其中教授九位，副教授四位，助理教授一位。 

本自評報告橫跨時間為 97-101 學年度，在此五年時間裡，本所

計有耿曙老師（98.1）、關向光老師（99.2）、李英明老師（99.2）三

位教師離職或退休，同時新聘王信賢老師（100.1）、童涵浦老師（100.1；

101.2 離職）、劉致賢老師（100.1）、周嘉辰老師（100.2；101.2 離職）、

鍾延麟老師（101.2）。本所專任教師資料，請參閱附錄二-1；合聘教

師資料，請參閱附錄二-2；兼任教師資料，請參閱附錄二-3。 

（一）教學 

1、現況描述 

（1）開課狀況 

本所開設之課程皆依據專任教師之學術專長，且涵蓋了本所核心

課程；另因應時代潮流變化，本所也聘請本校其他系所或延攬外校學

有專精之學者開設多元化課程。目前本所專任教師授課學分數為 6~9

學分不等，皆符合授課時數之相關規定，教學負擔合宜，其開課狀況

請參閱附錄二-4。 

（2）指導學生狀況 

本所教師除負責課程教授外，亦承擔所內學生平時學習指導與論

文指導工作。在學生平時學習指導上，本所教師主要經由三個方式來

進行： 

(A)導師制：本所配合本校導師制工作，將學生分為碩一、碩二、

碩三四以及博士班四個班別，每個班別配予一位專任教師擔任導師。

此外，老師亦開放 office hour 或事先預約的方式，針對學生學業或生

活需求進行輔導； 

(B)網路互動：教師透過網路與學生分享研究訊息，並與學生透

過網路方式進行互動交流來補充教師在課堂上無法提供給學生之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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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訊息，如本校設有「WM3 數位學習平台」提供老師使用，而本所

關向光老師也自設「〔台灣〕中共歷史研究通訊」部落格並分享中共

黨史相關資訊給學生參考； 

(C)鼓勵出席研討會並發表文章：本所教師鼓勵學生多參與相關

領域之研討會或投稿學術期刊，為使本所學生能有更多發表機會，本

所與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於 96年至 99年期間共計合辦四屆研究

生論文發表會；102年3月4日則與日本慶應大學合辦研究生工作坊，

期望培養學生研究及發表能力。 

（3）教學與研究相契合 

本所專兼任教師在課餘時間，仍不斷進行研究工作，並有顯著的

著作表現。教師們的研究工作不但有助於自我專業識能的提升，更能

將研究與實務經驗與教學進行結合。以表 2-18 為例，本所專任教師

即在授課時充分展現其專長與長年觀察與研究的經驗，避免教學流於

理論上的堆砌，如此一來能使課程如活水源頭般，提供學生對於特定

學科領域發展的了解。 
 

表 2-18、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教學研究對照表 

姓名 專長 承接計畫名稱 開設之相關課程 

寇健文 中共黨政 

中共菁英政治 

多重緩衝下的中共黨內民主：鞏固黨的

領導的工具或民主化的媒介？ 

政權特性對菁英甄補的影響：兩岸海歸

菁英的政治流動 

中國社體制變遷與基層治理轉型 

中共政治改革 

中共研究與比較方法 

邱坤玄 中共外交 

中美與兩岸關係 

東北亞問題 

金磚四國與國際政治板塊之變遷：中國

在東亞地區的多邊外交戰略 

中共對美政策 

中共外交研究 

魏  艾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

與政策 

中共財政 

中共外貿 

大陸經濟及金融情勢分析 

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隱憂對我國經濟衝

擊之剖析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

政策 

中共外貿研究 

中共財政研究 

王信賢 中國大陸社會專題 

國家理論 

對口支援：中國大陸府際關係的另一種

觀察 

社會力量興起與黨國回應：兩岸「國家

－社會」關係比較 

當代中國社會抗爭與國家權力分析 

中國大陸社會結構與

變遷 

國家理論與中國研究 

治理中國：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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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專長 承接計畫名稱 開設之相關課程 

邁向公民社會：中國社會組織發展與比

較研究 

童涵浦 國際政治經濟學 

中國大陸經濟政策

制 

政治經濟學與制度性威權政體的經濟

政策制定：中國大陸案例與跨國研究 

中國大陸與國際政治

經濟學理論專題 

中國大陸之謎：威權

主義與經濟發展的政

治經濟學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中

的國際因素 

鍾延麟 中共政治 

中共歷史 

彭真和「文革」前的北京市：中共首都

的政治管理與運動領導 

中共黨政專題研究 

 

（4）教學優良的肯定 

本所教師的教學方式均深獲學生之肯定，同時也獲得本校「特聘

教授」、「教學優良」教師或「資深優良」教師等殊榮，教師獲獎內容

如表 2-19： 
 

表 2-19、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年度教師教學榮譽事項 

獲獎教師 獲獎事蹟 

寇健文 100-102 學年度校級特聘教授 

99 學年度社會科學院教學優良教師獎勵 

97、98、99 學年度校級教學優良教師（專業科目） 

邱坤玄 100 學年度國際事務學院教學優良教師獎勵 

99 學年度校級教學特優教師(專業課程教師)  

98 學年度資深優良教師（20 年） 

魏  艾 100 學年度資深優良教師（20 年） 

王信賢 100 學年度資深優良教師（10 年） 

教學優良教師（台北大學） 

李英明 97-99 學年度校級特聘教授 

 

2、近五年來之改變及系所特色 

本所教師結構近五年來有相當程度的變動，但本所藉由新聘、合

聘教師或合開課程的方式以確保本所課程結構的完整與教學品質的

提升。在教學方面，本所教師在教學上採取多元之做法，除老師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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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學生課前閱讀當週教材並於課堂上報告、討論亦為主要授課方式。

此方式好處在於使學生能課前預習，學生也能在課堂報告過程中整理

其思緒，老師並能從中找出學生學習的盲點，並從中予以改正。 

（二）研究 

1、現況描述 

（1）教師研究成果 

本所近五年來師資結構上雖然有相當之變動，但是並未影響本所

教師的研究能量，研究領域亦仍廣泛，諸如中共黨政（包括高層政治、

地方治理）、黨史、經濟（區域經濟發展比較、台商網絡、國際貿易）、

外交、社會發展、意識型態等方面。除此之外，結合本所教學目標，

在立足台灣關懷對岸發展的基礎上，深入剖析兩岸關係之發展。 

先較於前次評鑑，本所教師在發表成果的數量上有顯著的提升，

同時刊登在 SSCI、TSSCI或 THCI等期刊論文的數量亦有長足的進步（其

成果詳見附錄二-5），顯見本所教師在繁重的教學工作與指導學生論

文、擔任各領域職務之餘，仍持續不斷地進行學術研究。此外，由表

2-20 可知，本所教師之學界表現以期刊論文與會議論文為大宗，其中，

期刊論文部分，發表於 SSCI 與 TSSCI 期刊數量佔整體期刊數量 1/4，

在專書或專書篇章的成果方面，平均每年均會出版 1~2 本專書與 5 篇

專書篇章。 

就整體而言，本所教師在學術研究的發表成果上較美中不足的部

份是在國際論文的發表數量上。目前教師著作僅有五篇發表於 SSCI

國際期刊之學術成果且在國際會議論文的數量上亦與國內的會議論

文數量有相當落差，這對著眼於邁向國際化的研究目標，無非是一大

缺憾。當本所學術能力逐步提升之際，應該關注並加強國際化程度之

表現。 

本所為鼓勵（要求）新聘教師持續地從事學術研究並維持一定水

準之產能，於 100 學年度起，通過實施《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新

聘教師研究成果期中評量辦法》，要求新聘教師於到校服務滿四年時

即依辦法進行學術評量。而本院也訂有《獎勵學術著作發表辦法》，

旨在鼓勵及協助老師進行學術研究。 

http://www.ocia.nccu.edu.tw/recruit1/?S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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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接研究計畫方面，本所教師於授課之暇，仍不斷進行學術研

究與社會行政服務，近五年來也呈現來源多樣化的特色。除了主要的

國科會計畫之外，也積極參與本校頂尖大學計畫、以及政府部門委託

計畫，或財團法人委託研究案等，其所獲相關研究計劃詳見附錄二

-6。 

 
表 2-20、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發表成果統計 

類別           學年 97 98 99 100 101 總計 

書籍 2 1 1 2 2 8 

專書篇章 13 5 5 10 4 37 

SSCI 論文 2 0 1 1 1 5 

TSSCI 或 THCI 論文 7 6 8 2 2 25 

其他期刊論文（中文） 16 13 13 21 7 70 

其他期刊論文（英文） 2 0 0 2 0 4 

會議論文（台灣） 18 9 10 10 7 54 

會議論文（國際） 5 6 2 9 3 25 

總計 65 40 40 57 26 228 

（三）社會服務貢獻 

本所專任教師除在本所擔負教學授課與指導學生的重任外，依所

學專長，本所教師亦被政府單位或民間部門延攬擔任無給職顧問或董

事等工作；此外，本所教師亦擔任多種期刊之編輯委員或主編等工作，

說明如下： 

1、擔任公部門職務 

本所教師擔任政府部門的職務多是兼任顧問性質，如「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諮詢委員（寇健文、邱坤玄）、「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事

務研究委員會」研究委員（邱坤玄），而邱坤玄老師於 101 年 5 月起

則借調「國家安全會議」擔任諮詢委員一職。 

2、擔任民間部門職務 

除政府部門職務外，民間部門單位亦委任本所教師擔任無給職之

顧問或董事工作，諸如「財團法人二十一世紀基金會」顧問（寇健文）、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大陸事務委員會」委員（寇健文）、「華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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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董事（魏艾）、「華擎科技」獨立董事（魏艾）、「亞太和平研究基

金會」董事（魏艾、邱坤玄）。此外，李英明老師於 99 學年度第 2 學

期退休前，曾於 98-99 學年度間借調中華科技大學任副校長乙職。 

3、學術工作服務 

除擔任公、私部門職務之外，本所教師更以所學回饋學術圈，其

方式為擔任學術雜誌編輯委員或編輯，詳細如下： 

（1）擔任期刊編輯委員會委員 

本所教師擔任多部期刊編輯委員：《社會科學論叢》（寇健文）、《國

家與社會》（寇健文）、《Issues and Studies》（寇健文）、政大出版社「社

會科學領域」編輯委員會（寇健文）、《國際關係學報》（寇健文）、《遠

景基金會季刊》（邱坤玄、魏艾）、《東亞研究》（寇健文、邱坤玄、魏

艾、王信賢）、《政治學報》（王信賢）。 

（2）擔任期刊主編 

本所教師擔任多部期刊主編：《台灣政治學刊》執行編輯（寇健

文）、《社會科學論叢》執行編輯（寇健文）、《東亞研究》主編（寇健

文）、《東亞研究》執行編輯（王信賢、童涵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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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學國際化 

本所是國內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重鎮，幾十年來為國內及國際培

育眾多「中國研究」之人才，而近幾年本所辦學方向也朝向國際化發

展，期望能與國外學術圈更能緊密的結合。 

（一）國際招生競爭力 

1、現況描述 

本所目前雖未參與國際評比機制，但是透過本所四十餘年所建立

的口碑及政治大學係為「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的

補助對象，因此本所每學年均吸引一定數額國際學生前來就讀，本所

之外籍生招生情況請見表 2-21： 
 

表 2-21、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年度外籍生報名者國別 

學年 碩士班 博士班 

97 學年 日本(1 人)      韓國(2 人)    瑞典(1 人) 

白俄羅斯(1 人)  捷克(1 人)    美國(1 人)      

波蘭(2 人)  越南(1 人) 

98 學年 德國(2 人)      韓國(7 人)    美國(2 人) 

俄羅斯(1 人)    以色列(1 人) 

日本(1 人)  韓國(1 人) 

99 學年 西班牙(1 人)    韓國(5 人)    英國(1 人) 

俄羅斯(1 人)    加拿大(1 人)  美國(1 人) 

日本(3 人)  韓國(1 人) 

100 學年 義大利(1 人)    美國(2 人)    蒙古(1 人) 

西班牙(1 人)    烏克蘭(1 人)  韓國(3 人) 

拉脫維亞(1 人)  法國(1 人)     

韓國(1 人) 

101 學年 越南(2 人)      日本(1 人)    美國(1 人) 

韓國(2 人)      俄羅斯(1 人)  荷蘭(2 人) 

匈牙利(1 人)    

 

本所之外籍學位生的中文能力大多優良，故即便本所課程多以中

文為主，亦不構成本所外籍學生在語言上的學習障礙；且本所在「外

國學生入學申請簡章」均有說明外國學生於本所畢業時需通過各式中

文能力檢測。此外，本所每學年亦提供英語授課課程，提供同學選修，

期間開設之英文課程詳見表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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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年度英語授課資料表 

學期 授課教師 中文課名 英文課名 

97-100 趙建民教授 兩岸關係 Taiwan and China Relations 

100.2 童涵浦教授 中國大陸之謎:威權

主義與經濟發展的

政治經濟學  

The China Puzzl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an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01.1 童涵浦教授 中國大陸與國際政

治經濟學理論專題  

China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elected Topics 

    本所目前英語授課科目，數量並不多。未來將規劃與本院國際研

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IMPIS）共同合開相關主題課程。 

 

2、近五年之改變及特色 

本所近幾年因資深教師陸續退休的緣故，開始進行新進教師甄補

工作，這些新進教師不是畢業於美國一流名校，就是已在國內大學任

教多年並卓有聲望，因此不致影響本所的教學工作，同時亦能提供本

所英語授課課程。而本所外籍學生申請人數上除博士班有遞減趨勢外，

申請就讀碩士班的人數每人並無顯著變化。 

本所在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學術圈中是一個重要的學術重鎮，也

不斷吸引外籍學生申請進入本所就讀，早期因地緣政治緣故，申請就

讀本所之外籍生以日、韓籍居多，但近年來申請者國別漸趨多元。同

時近幾年在新進教師的支援下，開設以往所無之課程，給予所內學生

在研究中國大陸時能以不同視角來觀察。 

（二）多元國際連結 

1、現況描述 

（1）學術合作協議或締結姐妹校 

本所目前與德國杜賓根大學(Tuebingen Universitaete) 歐洲當代

臺灣研究中心簽訂合作協議，就台商、兩岸等議題進行學術合作。此

外，透過校級協議與院級國際學術合作協議的簽訂，本所學生得透過

這些協議至國外及大陸姐妹校進行交換學習，同時這些姐妹學校亦會

派遣學生到本所修課，促進彼此間的交流。目前本校共與大陸 2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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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建立合作關係，本所因為研究性質緣故，此管道將是本所未來與

大陸學界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其合作之大陸大學名單，請見附錄三

-1；在國際部份，截至 2012 年 5 月，本校計與六大洲共 237 所大學

締結姐妹校，同時國際事務學院亦與國外 12 所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

議，其合作學校詳見附錄三-2。 

（2）交換生學習 

本所於民國八○年代時便開始與大陸地區之大學展開學術交流，

學生間也透過管道至彼此校園進行修課或研究；另外，近幾年隨著校

級合作協議的簽訂，亦有國外姐妹校學生申請至本所交換學習，其交

換情況分述如表 2-23、表 2-24： 
 

表 2-23、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學生至大陸或國外大學交換學習 

姓名 級別 交換學校 交換日期 

許陳品 碩士生 中國人民大學 98.9-99.1 

羅依帆 碩士生 法國塞尚大學 98.9-99.7 

林俊言 碩士生 中國人民大學 100.2-100.6 

孔翎蓁 碩士生 芬蘭土庫大學社社會科學研究 100.8-101.7 

黃意植 博士生 棃花女子大學 100.8-101.2 

 

表 2-24、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大陸或國外大學學生至本所交換學習或研究 

姓名 級別 就讀學校 交換日期 

胡  櫻 碩士生 巴黎政經學院 102.1-102.4 

董弘亮 碩士生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 101.9-102.1 

梁秋實 碩士生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 101.2-101.6 

紀家博 碩士生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rague 101.2-101.7 

齊蔚洋 碩士生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rague 100.9-101.1 

杜遠航 博士生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101.2-101.6 

向淑雯 碩士生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100.9.1-101.1 

曾  毅 碩士生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98.8.21-98.9.21 

張絲思 碩士生 中國人民大學 98.3-98.5 

（3）教師交換互訪 

本所專任教師人數有限，每位老師均需協助分擔所務或行政服務

工作，故近年未有申請至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擔任訪問學人的案例，

但本所教師會利用寒、暑假或學期課餘時間至中國大陸或國外大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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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訪問工作。而本所也先後接待國外及大陸教師至本所進行訪問研究

與講學工作，詳見表 2-25： 
 

 

表 2-25、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年度訪問學者資料表 

姓名 所屬學校 

或單位 

來訪時間 研究主題 補助經費 

趙炳世 韓國漢陽大學

敎授 

100.3-101.2 Taiwan-China 

ECFA: Assessment and 

Impacts 

外交部「臺灣

獎助金」 

田炳坤 韓國統一研究

院研究委員 

100.7-101.6 ECFA 簽訂以後的兩岸

交流合作對南北韓關

係的意義 

外交部「臺灣

獎助金」 

李路路 中國人民大學

社會學系教授 

101.9.14-12.

13 

兩岸比較視野下的中

國政治發展：國家對社

經變遷的控制與調適─

子計畫三：社會力量興

起與黨國回應：兩岸

「國家－社會」關係比

較 

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延

攬科技人才」 

史衛民 中國社會科學

院政治學研究

所研究員 

101.11.25-12

.6 

中共黨內民主發展 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延

攬 科 技 人

才」、政治大學

研究發展處 

王英津 中國人民大學

國際關係學院

副教授 

101.11.29-12

.31 

臺灣民主化的經驗及

反思 

中華發展基金 

2、系所特色 

本所近幾年積極拓展與國外或大陸地區大學的學術合作，透過相

關單位的經費贊助，本所邀請 5 位大陸和韓國籍教授至本所進行研究

或講學，並以安排專題講座的方式與學生進行實質互動。此外，本所

亦鼓勵所內學生透過校際交換的方式，至本校之姐妹校進行交流學

習。 

（1）學生交流互動頻仍 

本所學生至國外交換學習的情況普遍，地點也不侷限於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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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外籍生申請至本所交換學習的情況多以陸生為主，透過與這些來台

學習的陸生建立之情誼，使本所學生在寒、暑假期間欲前往中國大陸

進行田野調查時往往能獲得適時的幫助，對於雙方學生均能獲得實質

助益。 

（2）邀請外籍教師長期駐點並舉辦演講或座談 

本所藉由外交部、國科會、中華發展基金等相關部門的經費贊助，

先後邀請五名韓國和大陸籍教師至本所進行長期研究或講學，本所充

分利用這些教師長時間待在本所的機會，舉行多場演講或座談會，使

學生能有管道向這些教師進行學術的請益，並從中獲取所需的知識。 

 

（三）多元國際學習 

在教學國際化的規劃上，除了提升英語授課的質與量外，本所更

透過各種方式來加強學生的國際化能力： 

（1）雙聯學程 

本所學生目前可依循國際事務學院所簽訂之雙聯學程協議，前往

美利堅大學(AU)或澳洲國家大學(ANU)修習雙聯學程學位。 

（2）移地教學 

本所碩士班學生在寇健文所長、王信賢老師的規畫之下，藉由參

加「2012《兩岸學子：彩虹計畫》」的機會，於中國人民大學進行移

地教學工作，在此次移地教學中，本所特別聘請人民大學楊光斌與陶

然老師就「中國政治發展趨勢與挑戰」和「中國經濟發展趨勢與挑戰」

兩項議題進行講解、討論。此活動深受學生好評，日後也將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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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生校園參與 

（一）教師參與 

1、教學指導 

（1）指導學生論文撰寫 

本所教師除戮力於課程教學與學術研究之外，指導碩、博士班學

生進行論文撰寫亦是本所教師重要工作。本所碩、博士班學生撰寫論

文分為二個階段：論文計畫審查與學位口試，因此本所學生在撰寫論

文時需與指導老師維持密切的互動，以利論文撰寫工作能順利完成。

雖然本所未強制規定學生需找尋本所專任教師進行論文指導工作，但

本所學生大多還是優先考量所內專任教師作為其論文指導老師；此外，

許多相關領域之外所或外校學生也會尋求本所專任教師進行論文指

導。本所專任教師指導學生數量請見表 2-26，而指導學生論文列表詳

見附錄四-1： 
 

表 2-26、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年度本所教師指導論文篇數 

  寇健文 邱坤玄 魏  艾 王信賢 李英明 關向光 耿  曙 

指導論文篇數 6 22 15 6 8 13 9 

（2）讀書會輔導工作 

本所教師除於課堂上講授課程傳遞知識外，本所教師會視其開設

課程或學生需求，舉行讀書會，希冀藉由讀書會的運作，讓學生進行

廣泛的閱讀，以提升學生專業素養，培養學習文化與讀書風氣，而本

校研發處在 100 學年度前亦提供讀書會運作相關經費，本所讀書會運

作如表 2-27。 
 

表 2-27、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年度師生讀書會 

時間 主題 指導教授 討論主文 

98.11.18 

至 

99.06.30 

當代中國經濟

專題讀書會 
魏  艾 

1. 中共經改的過程與邏輯 

2. 市場轉型 

3. 民營經濟與中國非正式金融制度 

4. 中共財政與中央地方關係 

5. 中國城鄉經濟 

6. 中國經濟崛起與東亞經濟整合 

7. 全球化與台商大陸投資 

8. 人民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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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指導教授 討論主文 

9. 東亞經濟整合 

99.05.20 

至 

99.11.22 

中共黨政專題

讀書會 
邱坤玄 

1. 中國發展模式的分析 

2. 中國共產黨的調適 

3. 中國基層民主發展 

4.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99.01.31 

至 

99.09.30 

中國研究基礎

導讀讀書會 
關向光 

1. 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及其特點 

2. 派系研究的方法與特點 

3. 實證史學與後現代史學 

4. 高華筆下的延安史學 

5. 「兩條路線鬥爭」與中共黨史編纂學 

6. 中國研究中的「四個陷阱」 

7. 有中國特色的消費主義 

100.06.0

1 

至 

100.12.0

4 

中國大陸政治

發展與公共管

理專題讀書會 

邱坤玄 

1.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與組織包容性 

2. 治理概念與「中國特色的治理」 

3. 市場轉型論與中國大陸社會經濟變遷 

4. 新公共管理理論與中國幹部制度改革 

5. 中國黨政菁英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6. 統計方法與中國研究 

2、擔任本校行政工作 

本所教師在教學與研究之餘，亦對學校行政事務貢獻一己心力。

在所務部份，本所由於教師人數較少，因此本所教師均為本所所務會

議與所教評會之當然成員或代表，同時，本所教師亦都擔負學生導師

工作，負責本所學生在學習或日常生活上的輔導工作；在院務部份，

除本所所長是院務會議與院教評會之當然成員或代表外，部份教師亦

被選為各會議之委員會代表；在校務部份，除本所所長為校級行政會

議當然委員外，本所教師亦被選為校務會議、經費稽核委員會、程序

與法規委員會等之代表，本所教師擔負之行政工作事務，詳見附錄四

-2。 

（二）學生參與 

1、參與校園服務、活動、比賽 

一般而言，研究生以上較少參與非學術性質的競賽或校園服務活

動，但本所同學在課餘也熱衷參與其有興趣之校園活動。有關本所學

生參與活動或獲獎情形詳見表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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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8、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年度學生獲獎一覽表 

比賽名稱 參與人/獲獎人 獲得獎項 

98 年度道南文學寫作比賽 碩士班研究生林敬棚 古典文學詩組佳作，曲組第

二名，散文組第三名，書評

組佳作 

98 學年度新生盃籃球賽 碩士班學生 亞軍 

99 年度道南文學寫作比賽 碩士班研究生林敬棚 古典文學散文組、曲組第三

名，以及詩組的佳作 

100 學年度全校史學論文獎 黃奕鳴 論文組第一名 

100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 碩士班研究生 滾籠球接力賽第三名 

每年度 11 月初，本所學生也會組隊參加由學校所舉辦的包種茶

節，配合招生活動。雖然本項活動是以高中生為主要對象，但本所仍

會報名組隊擺攤，當日以提供包括簡介、出版品以及遊戲互動的方式，

提早啟發有興趣的年輕學子，盼對其未來求學路程能有所幫助。 

2、擔任大學部課程 TA、CA（人次） 

本所碩博士生向來也積極爭取擔任大學部課程TA或CA之職務，

除了協助教學之外，也學習處理校務行政業務，另外，更要規劃小組

教學工作，對於研究生將來從事教學、乃至於人際相處、經營社會關

係都有長遠的影響。(詳見附錄四-3)  

3、學生參與學術及校園服務工作（人次） 

本所每年辦理一至二場學術會議，年中也經常負責接待國外或大

陸學者來訪，此外，本院其他教學或研究單位（如國際事務學院、國

研中心、選研中心、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乃至於社科院）所舉辦的各項

研討會或學術活動，都有本所學生協助規劃或執行，顯見學生對於校

園學術參與十分熱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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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友能量展現 

（一）校友對學校的貢獻 

本所所友於畢業後，多仍會以各種方式關心母校發展，除前述在

政府單位以及大專院校任職之所友返校進行職涯宣導、經驗分享外，

本所畢業的財訊董事長謝金河先生亦主動專款捐贈政大，並以此筆捐

贈為基底，委請魏艾老師於大學部開設通識課「大陸經濟與兩岸關係」，

邀請學者專家蒞臨課堂演講與授課；每年年底亦配合所慶活動舉辦

「芮和蒸教授專題講座」，邀請產官學界具影響力的專長進行專演講，

此對於激發本校大學生對於兩岸交流、中國大陸研究的興趣與深入研

究的契機，有著絕大的貢獻。 

在其他校友募款部份，由於考量捐款進入本校校務基金會，依規

定需每年扣繳固定比例之行政管理費，此規定將使校友捐款無法完全

滿足本所活動經費之需求；此外，歷任所長在本所有活動經費需求時，

無不竭力向政府部門或團體募款，以滿足本所活動需要，故本所目前

尚未主動向校友募款，未來會依發展或特定活動需要，依專案活動方

式向校友募款，用以推動學術活動或獎勵學生之用。本所所友對於母

所的認同，也反應在每年年底的所慶餐會。本所所慶餐會固定於每年

12 月 25 日前後擇日辦理，每年所友們出席情況大多相當踴躍，都有

近百位所友出席，不僅提供所友們與在校生聯絡情誼的機會，更提供

了經驗傳承的機會。 

 

（二）校友的社會影響力 

本所自民國 57 年成立碩士班，民國 70 年成立博士班以來，扣除

外籍生，計有博士畢業生百餘人，碩士畢業生逾六百人。畢業校友們

的社會表現亦相當優異，皆可結合其專長與專業貢獻社會。 

以所友發展來看，本所師生從事相關專業領域之工作大約分成下

列六大類： 

任職單位／性

質 

本所師長及校友 

總統府與國家

安全會議 

李登輝（總統；本所師長） 

曾永賢（總統府資政；本所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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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單位／性

質 

本所師長及校友 

張榮豐（國安會諮詢委員、副秘書長；本所校友） 

邱坤玄（國安會諮詢委員；本所師長） 

陳德昇（國安會諮詢委員；本所校友）。 

政府部門 關  中（考試院長；本所師長） 

吳安家（北美事務協調會委員、陸委會副主委；本

所師長） 

張良任（國防部副部長、駐以色列大使；本所校友） 

趙建民（陸委會副主委；本所校友） 

高永光（考試委員；本所校友） 

吳鵬翼（國安局副處長；本所師長） 

吳  漢（國安局副處長；本所師長） 

另有諸多所友任職於行政院各部會與調查局、國安

局等機構 

政黨機構或投

入政治工作 

鄭正鈐（新竹市議員；本所校友） 

張榮恭（國民黨副秘書長；本所校友） 

高  輝（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本所校友） 

董立文（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本所校友） 

研究單位或智

庫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宋國誠、陳德昇、陳永

生等教授)、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李英明教授)、遠

景交流基金會(陳重成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董事長趙春山教授)等。 

各大專院校教

職 

主要從事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研究與教學的工作，

例如： 

吳玉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主任；本所校友） 

周育仁（台北大學公行系教授；本所校友） 

高安邦（開南大學校長；本所校友） 

高永光（政治大學國發所教授；本所校友） 

趙建民（文化大學大陸所教授；本所校友） 

楊開煌（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本所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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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單位／性

質 

本所師長及校友 

李 明（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本所所友） 

張五岳（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本所校友） 

高  輝（金門大學教授；本所校友） 

董立文（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系教授；本所校友） 

張執中（開南大學公管系教授；本所校友） 

張弘遠（致理技術學院國貿系教授；本所校友） 

王綺年（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本所校友） 

王嘉州（義守大學公管系教授；本所校友） 

王信賢（政治大學東亞所教授；本所校友） 

鍾延麟（政治大學東亞所教授；本所校友） 

邵軒磊（師範大學東亞系教授；本所校友） 

蔡文軒（中研院政治所助研究員；本所校友） 

各媒體 本所亦有許多畢業人員從媒體與業界的角度，從事

大陸與兩岸觀察與作為，例如： 

謝金河（財訊文化執行長、今周刊發行人；本所校

友） 

王  丰（著名媒體人；本所校友） 

張所鵬（中國時報記者；本所校友） 

譚志強（香港新聞中心主筆；本所校友） 

汪莉絹（聯合報駐北京特派員；本所校友） 

白德華（中國時報大陸新聞中心；本所校友） 

陳智菡（東森新聞主播；本所校友） 

民營機構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的持續發展，許多畢業生亦

放眼中國大陸就業市場。由於本所畢業生對中國大

陸歷史發展與社會現勢之深入了解，配合其大學部

專業或個人專長，多能在中國大陸外商公司或台商

企業擔任要職。例如碩士班校友史庭寬任職於上海

頂新集團、蔡孟達任職於鴻海深圳龍華廠等，皆是

近期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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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擴大發揮其社會影響力，本所歷屆所友、現任教師也積

極編著不同的中國大陸研究學術專書，成為該領域重要的大專參考用

書，早期有張煥卿、段家鋒等人編著的《中國大陸研究》(台北：三

民，1991)。近年來則有例如李英明教授主編之《中國大陸研究》(台

北：巨流，2008)、張五岳教授等人主編之《中國大陸研究》(台北：

新文京，2012)、寇健文教授的專著《瞄準十八大》。這些書籍內容以

不同的型式介紹中國大陸研究的各項基礎概念，提供有志於此的大學

生、剛踏入中國大陸研究領域的研究生甚至於普羅大眾對於中國研究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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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單位治理 

（一）組織管理及行政運作機制 

本所為求所內行政事務運作順暢，並確保教學品質，定期召開所

務會議、召開擴大所務會議及教師評審委員會；此外，本所依據民國

97 年度上半年評鑑結果報告之建議，於民國 98 年 5 月通過《國立政

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並依該辦法成立課程委員

會作為課程規劃事宜的權責單位，其各會議及委員會具體分工職掌如

圖 2-8，各會議章程請見附錄六-1、六-2、六-3： 

 

圖 2-8、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行政管理組織圖 

 

所務會議 

由本所全體專任教師組成，其職掌
如下： 

1.所長繼任人選之推薦。 

2.教師之聘請。 

3.課程表之修訂。 

4.本所發展之方向。 

5.本所體制之變更。 

6.其他有關重要事項。 

 

課程委員會 

本委員會負責規劃本所
課程相關事宜，具體職

掌如下：  

1.必修科目之研議審
訂。 

2.專業必修（群）科目
之研議審訂。 

3.課程改進之研究。 

 

所長遴選委員會 

本委員會負責所長遴選
相關事宜，職權如下： 

1.現任所長任期屆滿前
三個月，遴選下任所長 

2.所長辭職或因故出缺
時，遴選繼任人選 

教師評審委員會 

本所「教評會」由本所全
體專任教師產生，掌理本
所教師有關下列事項之初

審： 

1.教師聘任。 

2.教師聘期。 

3.教師升等。 

4.教師停聘。 

5.教師解聘。 

6.教師不續聘。 

7.教師延長服務。 

8.教師資遣原因認定。 

9.其他依法令應予審議之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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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源整合運用 

1.現況描述 

本所為提供教師與學生有良好的學術環境，在教學與研究的相關

資源配置上皆以老師與學生的需求為優先考量： 

（1）圖書 

本所每學年由學校編列固定圖書經費預算，主要方式是本所師生

提出薦購申請，由本校圖書館負責採購及管理，近 3 年的圖書經費請

參見表 2-29。本所圖書室（270813）內部圖書資源由本所自行管理，

現有之圖書，包括各式政府出版品、大陸交換之圖書期刊，中英文書

籍、中、英、韓文期刊以及本所歷屆碩、博士畢業生之畢業論文，種

類相當豐富，平日由學生負責管理、整理書籍，所上訂有圖書借閱辦

法，包括論文在內的所有書籍皆可依規定借閱。本校訂閱及本所收藏

之期刊目錄請參見附錄六-4~六-5。 
 

表 2-29、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年度圖書經費分配表 

  中西文圖書 中西文期刊 資料庫 總計 

97 學年 567,460 326,307 52,000 945,767 

98 學年 363,772 415,659 130,000 909,431 

99 學年 360,912 400,368 141,000 902,280 

100 學年 386,347 364,553 150,000 900,900 

101 學年 250,983 384,337 149,000 784,320 

單位：新台幣元 

此外，本所寇健文老師於民國九十八年九月獲得國科會兩年期計

畫─《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中國的轉型與崛

起》，大量購進中國研究相關書籍，使本所老師和學生時能有更充沛

資源來進行學術研究。有關此補助計畫執行成果，請參見表 2-30： 
 

表 2-30、寇健文老師執行國科會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細目 

  中文圖書 西文圖書 總計 

經費（元） 2,264,108 5,751,892 8,016,000 

冊數（本） 3,920 2,383 6,303 

 

（2）儀器設備 

本所圖書室和研討室均在本校無線網路涵蓋範圍之內，同時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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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 化教學的需要，圖書室與研討室均備有一套投影、視聽設備，活

動白板架，研討用桌椅，以輔助教師或學生於上課時運用。 

為便利教師在個人研究室內進行研究與教學備課，本所統籌電腦

經費配給所上專任教師桌上型電腦及印表機各乙台；學生部份，則專

設「電腦室」並放置七部桌上型電腦及兩台印表機，另有筆記型電腦

三部，供教師或學生上課借用，此外，本所還備有數位相機、錄音筆、

圖形掃描器、彩色噴墨印表機等，詳細儀器設備表請參見附錄六-6。 

（3）空間配置 

本所使用之空間由本院所屬之國際事務學院統籌分配，設有所長

室、辦公室、圖書室、電腦室、研討室、期刊編輯室各一間，教師研

究室六間（詳細空間配置參閱附錄六-7)，分佈於本校綜合院館北棟八

樓及十三樓；另外學生研究室也由院辦公室共同調配，位於本校綜合

院館北棟十樓。此外，本所之圖書室及研討室，亦開放空間供學生晚

上或假日自修或召開讀書會使用；而為維護本所電腦室與圖書室使用

環境以及圖書借閱管理，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訂定電腦室管理辦法、

圖書室管理辦法，分別詳如附錄六-8 及六-9。 

（4）相關課程合開 

本所雖按各專任師資特長安排適當課程供同學修習，但因本所專

任教師人數過少，開設課程難免未能涵蓋各方面領域；然而，本校以

中國大陸研究為重點發展項目之一，其它系所均有老師依其專長透入

中國大陸研究領域中，並開設相關課程。因此本所為避免開課資源浪

費及提供修課學生更多元選擇，將與本所研究領域相關之其它系所課

程透過合開的方式列為所內學分，除提供本所學生更多元選擇外，並

藉以鼓勵學生至外系所修課，本所與本校其它系所課程資源整合詳見

表 2-31： 
 

表 2-31、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年度與外系所合開課程表 

學年度 學期 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98  

1 
吳德美 大陸城鄉經濟發展專題研究  

康榮寶 大陸金融證券市場專題（與會計所合開）  

2 
劉雅靈 後社會主義國家轉型（與社會所合開）  

趙建民 兩岸關係（與國發所合開，英文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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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期 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朱新民 中共開放改革政策研究  

99  

1 
吳德美 大陸城鄉經濟發展專題研究  

康榮寶 大陸金融證券市場專題（與會計所合開）  

2 

黃智聰 應用計量分析—－中國財政研究（與財政所合開） 

趙建民 兩岸關係（與國發所合開，英文授課）  

朱新民 中共開放改革政策研究  

100  

1 吳德美 大陸城鄉經濟發展專題研究  

2 

黃智聰 應用計量分析—中國財政研究（與財政所合開）  

趙建民 兩岸關係（與國發所合開，英文授課）  

朱新民 中共開放改革政策研究  

101  1 吳德美 大陸城鄉經濟發展專題研究  

蘇偉業 中國大陸公部門改革專題研究（與公行所合開）  

冷則剛 比較政治與中國政治（與政治所合開）  

2 黃智聰 應用計量分析—中國財政研究（與財政所合開）  

邵宗海 兩岸關係專題研究（與國發所合開） 

朱新民 中共開放改革政策研究 

林義鈞 中國環境治理（與國發所合開） 

 

2、特色分析 

本所自民國八十九年由校本部綜合院館落成後，即將所址由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遷回政大校園內，而教學研究所需器具也大多沿用原設

備，惟經過長年使用，各項設備開始出現老化問題，也間接影響教師

與學生的教學、學習及研究，故本所藉由學校編列設備費，逐年地依

據師生的需求更新設備，以期給予教師與學生有更好的學術環境，相

關設備汰換情況請見附錄六-6。在圖書方面，本所寇健文老師於民國

九十八年九月獲得國科會兩年期計畫─《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

書計畫規劃主題：中國的轉型與崛起》，於 2009 年 6 月至 2012 年 5

月間，大量且有計畫地購進與中國研究相關中、英文書籍，除充實本

校圖書館館藏外，本所教師和學生也更容易取得相關學術資源。 

在空間方面，本所設有電腦室、圖書室、研討室各一間，除了上

課使用之外，藉由簡便的借用登記制度，皆可供同學讀書及討論用。

因此本所研究生使用研討室、圖書室、研究室的時間長、頻率高，此

乃有助於學習效率的提昇，以及本所師向心力的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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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界合作連結 

1、現況描述 

本所因為學科性質關係，與公部門有較多的合作次數，諸如承接

研究案或共同合辦與本所研究主軸相關之研討會。 

（1）舉辦學術性質研討會或座談會 

本所是國內最早設立的研究中國大陸相關問題之研究所，經過四

十餘年的發展，在各領域都有本所畢業之所友，使本所成為國內研究

中國大陸問題的重鎮之一。因此公部門或民間單位常與本所合作舉辦

學術活動，運用本所充沛的學術資源，使研討會或座談會效益發揮極

致，如表 2-32 所示： 
 

表 2-32、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年舉行之研討會、座談會活動 

活動名稱 舉辦時間 合作單位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與經濟

發展戰略學術研討會 

97.11.10 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辦） 

財訊文化事業 

第四屆「兩岸和平研究」

學術研討會 

97.12.25-26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遠景基金會 

台灣民主基金會 

全球化下的東亞區域合作

學術研討會 

98.1.6 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辦） 

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 

財信傳媒集團 

中共建政暨兩岸分治 60年

學術研討會 

98.9.24 中共研究雜誌社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 

國際金融危機後的兩岸發

展學術研討會 

98.12.5 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辦） 

財信傳媒集團 

第六屆「兩岸和平研究」

學術研討會 

99.12.17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教育部 

台灣民主基金會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2010 中國研究年會 99.12.18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國科會社科中心 

政治大學研發處 

2011 中國研究年會 100.10.1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國科會社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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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研發處 

經濟轉型與新型工業化道

路學術研討會 

100.10.2 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辦） 

中華發展基金 

財信傳媒集團 

兩岸比較視野下的中國政

治發展學術研討會 

101.6.1-2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政治大學政治系 

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2012 年中國大陸公民社會

的發展與評估學術研討會 

101.10.6 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解析中共十八大座談會 101.11.16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旺報 

中國社會的土地衝突與官

民矛盾─《烏坎》紀錄片放

映會暨映後座談會 

101.12.9 陽光時務週刊 

陽光衛視 

第八屆「兩岸和平研究」

學術研討會 

101.12.21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2）承接研究案 

除與公、私部門合辦研討會或座談會的短期合作類型外，本所還

尚有由所內專任教師主持、與公私部門合作的半年至一年不等的委託

研究案計劃，如表 2-33： 
 

表 2-33、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年教師承接之研究案 

計畫案名稱 執行期間 委託單位 

中共對台談判思維與策略之研究：以兩

岸協商模式為例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103-113 中共綜合國力研析（政治面向） 98.10.1-11.30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中共「十八大」人事動向及政策走向 99.1-102.2.28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中國大陸對台工作組織體系與人事 99.8.6-100.2.5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中國大陸黨政幹部人事制度與職位管

理之研究 

100.5.20-100.1.19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商業服務業發展研究能量建置計畫」

前瞻分項下「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隱憂對

100.7.1-100.12.31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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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案名稱 執行期間 委託單位 

我國經濟衝擊之剖析」 

中國大陸黨政幹部人事制度與職位管

理之研究 

101.06-101.03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中共「十八大」後的內部情勢發展觀察 101.12.1-101.7.31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3）合開「中國大陸研究」相關課程 

隨著兩岸交流日趨頻繁，多數系所及學校均紛紛開設兩岸關係課

程。但長期以來，相關課程多著重於兩岸衝突兩岸談判等政治性議題

的探討，使得學生對於兩岸關係只能限於單方面的認識，而未能多方

面且真實的觀察中國大陸發展；而本所於支援大學部通識課開設的過

程中注意到此現象，在魏艾老師的奔走下，本所與「財訊文化事業」

有計畫合作，從 93 學年度開始便以「財訊校園論壇」之形式開設大

學部「大陸經濟與兩岸關係」通識課程，透過邀請國內經營兩岸經貿

議題的產官學專家進行專題講座，提供青年學子一個認識兩岸政經學

術與實務的交流平台。 

2、特色分析 

（1）與外界頻繁的學術交流 

從97學年度開始到101學年度止，本所共計主辦12場和校外產、

官、學合作的大型研討會或座談會，以平均一年兩場的方式，使本所

能與外界有所連繫之外，更能讓本所學生能對相關議題產生興趣，並

從中獲得知識或找到研究方向。而且研討會、座談會主題不僅數量多，

內容也多樣化。這類活動除了給予在校生有參與研討會的機會，也藉

由多元的活動主題上，培養學生的多元興趣。 

（2）承接非國科會研究案 

大專院校的研究計畫案，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其經費來源

大多來自政府部份。但本所教師除國科會計畫，近幾年還爭取到行政

院大陸委員會及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的委託研究案，以拓寬學術

研究合作之廣度。 

（3）拓展非政府組織的多元交流 

本所傳統上與大陸事務相關之政府部門有較多的互動，但與民間

企業或媒體的橫向聯繫上較為缺乏，但近幾年本所開始和私部門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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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門有更多的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模式，一則拓展本所的觸角，

二則使外界能更加瞭解本所的發展方向，並加強本所在中國大陸研究

領域的競爭力。 

本所和外界合作的模式多以學術性質的研討會或委託研究案為

主，然而本所也試圖與外界展開不同於上述兩種的合作方式，為本所

與異業合作的模式找出新的模式。因此本所規劃和媒體界展開合作，

如和旺報合作舉辦「解析中共十八大座談會」並同意在該報登載該座

談會討論內容，除使外界更能瞭解中國大陸一方最新的人事更迭及其

影響外，更能加深外界對本所的印象。此外，本所於 101 年 11 月間

也與香港媒體陽光衛視和陽光時務週刊合作舉辦紀錄片放映會，透過

影片賞析的方式，能擺脫以往學術會議的拘謹，使參加的老師、學生

能在寬鬆的場合裡更能提出自身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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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與國內外同類科系表現與特色之比較 

本所為國內第一所專研中國大陸問題之教學與研究之研究所。隨

著兩岸情勢的變化，中國大陸研究日顯其重要性，國內其他大學亦陸

續成立性質相近之研究所，如清華大學社會學所中國研究學程、中山

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文化大學中

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昔日尚有東華大學大陸所，已經轉型為「公

共行政研究所」)等。但相較於其他學校，本所之教學與研究重心廣

泛，著重基礎背景學科，期能使學生在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有深厚的理

論基礎。 

本所課程設計之特色，相較於其他學校中國研究相關系所等，首

先在於上述之全面與時代性，隨時掌握最新研究中國大陸問題之方法、

取向與研究成果。其次在於基礎課程之堅持，如中共黨史、社會科學

研究方法等課程之設置。惟結合新舊，方能充分打好學生未來面對學

術研究與教學之基礎，並能對現狀分析之掌握，得其過去之脈絡、理

解現在之作為，並預測未來之走向。就是因為兼顧基礎學科與學術潮

流，本所在研究與教學上之成就深受各方肯定。（其差異部份詳見表

2-34、表 2-35） 

而較諸世界各國的中國研究機構，其發展模式大多以綜合性研究

為主(即基礎研究和專題研究兼具)，而台灣則有若干學校走向領域分

工。以清華大學為例，其成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攻社會問題

與台商研究，並逐步建立田野調查資料庫等。但本所師生認為，台灣

以原本的具備語言及文化的優勢，進行有關於中共之國際關係、黨政、

思想意識和黨史研究等基礎研究，應為專題研究的基礎，兩者似乎不

宜偏廢，唯有如此，才能發展出具備台灣觀點與特色的「中國研究」。

因此，在基礎研究方面，本所之學群設計逐漸理論化與專精化，過去

曾經開設如「消費文化理論」、「新制度主義」、「比較政治經濟」等理

論課程以及如持續存在之「社會科學統計方法」、「計量分析與中國研

究」等方法課程。 

此外，針對新興領域近年來也曾開設有「三農問題專題」、「台商

研究」、「中國大陸之謎：威權主義與經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文化

資本與中國研究」、以及現有的「區域安全與兩岸關係發展」、「文



 

101 

革專題研究」「大躍進專題研究」、「全球化下的中共外交」等課程，

使本所學生除了基礎的、概括性的了解之外，能據此緊扣時代潮流，

進行深入研究，為全台各校中國研究之基礎研究，培養專業性、深入

性兼具之師資和研究人才。 

展望未來，本所仍將以綜合性研究為發展方向，除了繼續保持上

述基礎研究之優勢之外，也逐漸展開各種不同之專題研究，務求結合

傳統、不斷創新，另闢「中國研究」之蹊徑。 
 

表 2-34、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與他校研究所碩士班畢業規定對照表 

 政治 

大學 

東亞 

研究所 

清華 

大學 

中國研究

碩士學程 

淡江大學 

大陸 

研究所 

文化大學 

中山與中

國大陸研

究所(中國

大陸組) 

中山大學 

中國與亞

太區域研

究所(政治

組) 

台灣大學

國發所(大

陸與兩岸

關係組) 

畢業學分 36  32 34 36 28 

必修學分 6 6 0 10 12 6 

必選學分 10 12 0 4 0 10 

選修 20 0 32 20 24 12 

論文學分 0 4 4 0 0 0 

必修課程

(學分數) 

中共黨史

(3)、社會科

學研究方法

(2)、論文寫

作(1) 

社會分析基

本著作

(3)、社會學

方法論二擇

一(3)、中國

研究導論

(3）、中國研

究工作坊(0

學分，須修

滿三學期） 

無 社會科學研

究方法

(2)、研究設

計與論文寫

作(2)、中國

大陸專題研

究(2)、兩岸

關係專題研

究(2)、中國

大陸政治/

經濟/社會

研究(2)3 擇

1 

社會科學研

究方法

(3)、東南亞

政府與政治

(3)、兩岸關

係與亞太安

全(3)、國際

關係理論

(3) 

中國大陸專

題研究(2 學

分) 

必選課程 黨政群修：

中共意識型

態研究(3) 

及中共政治

  政治學/社

會學/經濟

學(4)三擇

一，唯若於

 現階段大陸

政策分析專

題(2)、兩岸

關係專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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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 

大學 

東亞 

研究所 

清華 

大學 

中國研究

碩士學程 

淡江大學 

大陸 

研究所 

文化大學 

中山與中

國大陸研

究所(中國

大陸組) 

中山大學 

中國與亞

太區域研

究所(政治

組) 

台灣大學

國發所(大

陸與兩岸

關係組) 

發展(2)、社

經群修：中

共經濟發展

理論與政策

(3)及中國

大陸社會：

結構與變遷

(2)、國關群

修：中共國

際關係研究

(3)及全球

化與中國大

陸發展

(2)，須修滿

2 學群群修

課 

入學考試選

考政治學或

經濟學或社

會學，且成

績達 65 分

以上者得予

免修。 

究(2)、中華

人民共和國

法制專題

(2)、當代中

共政經發展

專題(2)、中

共政府與政

治專題

(2)、中國經

濟發展與改

革專題

(2)、中國社

會制度與變

遷專題

(2)、中國勞

動市場專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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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與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所博士班、台大國

發所博士班修業規定對照表 

 台灣大學國發所

(大陸與兩岸關

係組) 

政大東亞所 中山大學中國與

亞太區域所 

(政治組) 

文化大學中山與

中國大陸研究所 

畢業學分 27 30 30 32 

必修學分 6 0 12 10 

必選學分 6 12 0  

論文 12 0 0  

必修課程  中國研究方法論   

必選課程 1.中共對台政策專

題研究 

2.國家安全專題研

究 

3.中國大陸社會變

遷專題  

4.比較政治與中國

大陸研究專題 (四

選二) 

學群一：「中共黨

政專題研究」、「中

共 黨 史 專 題 研

究」；學群二：「國

際關係理論與中

共外交」、「中共與

國際經濟體系」；

學群三：「中國大

陸經濟與社會發

展專  題」、「兩岸

經濟社會發展比

較」。學生須於三

學群中選擇一主

修學群、並修習學 

群內二門學群課

程；其餘二學群則

為副修學  群，每

學群中，最少須修

習一門學群課程。 

1、 社會科學研究

方法 

2、 中共外交政策

研究 

3、 美國外交政策

研究 

4、 比較政治理論 

1、 研究設計與論

文寫作 

2、 社會科學方法

論 

3、 中山學說與國

家發展 

4、 台灣發展經驗

的理論與實際

/全球化理論

與國家發展/

中國大陸專題

研究/兩岸關

係專題研究 4

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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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俄羅斯研究所辦學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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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學習 

本所為國內俄羅斯研究重鎮，在發展之初以培養俄羅斯研究專業

人才為主。近年來隨著中東歐國家民主化發展與獨立國協國家的政經

轉型，該區域國家的政經情勢成為國際社會所關注之焦點，本所逐漸

將研究領域擴展至後共國家，並且在課程內容設計上進行相關調整，

以培養我國俄羅斯、中東歐與獨立國家國協之政治、外交、經貿與相

關研究領域專業人才。由於本所屬區域研究學門，教學內容強調對區

域發展各面向進行廣泛研究與特色分析比較，因而在招生目標設定上

以廣招對區域研究有極大興趣且具備相當語文能力水準之學生為主。

如下將從招生情況、課程設計、學習要求與學生畢業發展等四部份述

明本所近年來的學生學習成效。 

（一）招生競爭力 

學生入學背景多元 

本所學生入學管道包括一般入學考試與推薦甄試。本所為了配合

研究發展領域的調整並符合學生招生目標，分別針對兩種入學考試內

容進行了相關調整。在一般招生考試部分，自 97 學年度起本所將共

同考試科目改為英文一科，專業科目部分則讓考生依據個人所學專長

選考政治學、經濟學或俄國史，並取消英俄文共同計分的方式，改以

讓考生在國文與俄文中二擇一選考，以此廣招對區域研究感興趣的優

秀同學，使學生來源更加多元。自 101 學年度起，本所除維持學生背

景多元化的招生目標之外，為強調國際專才的培訓，本所再度修改考

試科目，取消國文考科，將俄文改為自由選考科目，並規定:「考生

得選擇加考俄文，其成績不列入總分計算。惟俄文與英文兩科成績均

達 50 分(含)以上者，加總分 10 分。」，以此積極招攬同時具備英俄文

語言能力的學生。表 2-37 為本所近十年一般招生情況統計表，本所

自 97 學年度起修改考試科目內容以後，報考人數已較往年增加，且

錄取率皆低於院與校的平均值。此外，根據表 2-38 所示，本所學生

入學背景多元化，其專業領域包括外交政治社會、企管金融經貿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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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教育語言等，多元化的學生入學來源，除了能刺激同學彼此的學習

經驗交流之外，同時符合本所培養各領域區域研究專才之目標。此外，

本所歷年來報到率皆為 100%，顯示本所在相關學術領域中具備高度

招生競爭力。 
 

表 2-36、俄羅斯研究所一般入學招生考試科目修改歷程表 

考試科目 96(含)學年度前 97 學年度起 101 學年度起 

共同科目 英文、國文、俄國史 英文 英文 

選考科目 1. 政治學、經濟學 

   (二選一) 

2. 俄文(自由選

考) 

1. 政治學、經濟

學、俄國史(三

選一) 

2. 國文、俄文(二

選一) 

 1.政治學、經濟學、  

   俄國史(三選一) 

2.俄文(自由選考) 

備註 英文(必考)、俄文(自由

選考)兩科分開考試，合

併計分。英文佔 70%，

俄文佔 30%，兩科總分

合計共 100 分。 

 「考生得選擇加考俄文，

其成績不列入總分計算。

惟俄文與英文兩科成績均

達 50 分(含)以上者，加總

分 10 分。」 

 
表 2-37、俄羅斯研究所近十年一般招生情況統計表 

學年度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報考 

人數 

26 19 38 17 23 34 68 92 82 63 46 

招生 

人數 

11 10 11 10 8 8 10 10 10 9 9 

綠取 

人數 

11 10 11 10 8 8 10 10 10 9 9 

報到 

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本所 

錄取 

率% 

42.31 52.63 28.9 58.82 34.78 23.58 14.71 10.87 12.20 14.29 19.57 

院錄 

取率% 

- - - - - - - 14.28 14.90 14.54 2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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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均值 

校錄取 

率% 

均值 

- - - - - - - 14.54 15.94 17.14 21.41 

 
表 2-38、97-101 學年度俄羅斯研究所本國生入學學科背景一覽表 

學年度 外交政治 

社會 

(人數/百分

比) 

企管金融 

經貿 

(人數/百分比) 

俄語 

(人數/百分比) 

歷史、教育與

其他外語 

(人數/百分比) 

備註:當學

年度入學

人數 

97 2(18%) 5(46%) 2(18%) 2(18%) 11 

98 3(27%) 4(36%) 1(1%) 3(36%) 11 

99 2(18%) 5(46%) 2(18%) 2(18%) 11 

100 2(19%) 3(27%) 3(27%) 3(27%) 11 

101 2(18%) 3(27%) 4(37%) 2(18%) 11 

 

除了一般入學考試之外，本所從 97 學年度起提供 2 個名額給已

具備俄語能力的同學透過推甄方式入學(推甄報考資格為俄語相關科

系或曾修習俄語語言課程 20 學分之畢業生)。以往循該管道入學的學

生以俄文系本科生為主，但近年來已陸續出現其他科系(包括歷史系、

外交系與地政系等)畢業生透過推甄方式入所就讀(表 2-39)，顯示在台

灣的世界語言文化學習中，俄語學習的地位逐漸高升，對於俄羅斯區

域發展各面向深感興趣之人也愈來愈多，此對於本所招生競爭力之提

升有相當幫助。以推甄方式入學的同學除具備俄語能力之外，更受過

其他領域專業知識的訓練，有助於本所各面向研究領域的發展，同時

深化區域研究議題。自 103 學年度起本所將取消原推甄考試項目中俄

國史筆試一項並提高書面審查的佔分比例(表 2-40)，除了讓考試內容

側重於俄語能力的檢測之外，更重視同學學習經歷的表現與各類活動

參與的積極度，以培養具多元發展潛力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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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9、97-101 學年度俄羅斯研究所招生情況統計表 

學年度 招生 

名額 

報考 

人數 

正取 

人數 

錄取率 報到率 

97 2 3 1 (政大歷史系) 33.33%  100.00% 

98 2 1 1 (政大斯語系) 100.00%  100.00% 

99 2 2 1 (政大外交系) 50.00%  100.00% 

100 2 4 2 (政大斯語系、文化俄文系) 50.00%  100.00% 

101 2 5 2 (文化俄文系、淡江俄文系) 40.00%  100.00% 

102 2 4 2(政大地政系、淡江俄文系) 50.00%  100.00% 

 

表 2-40、俄羅斯研究所推甄入學考試項目修改一覽表 

102 學年度(含)以前推甄考試項目 103 學年度起推甄考試項目 

1. 筆試 

(1)俄語語文(30%) 

(2)俄國史(帝俄時期及蘇聯時期)(10%) 

2. 口試(30%) 

3. 書面審查(30%) 

1.筆試:俄語語文(30%) 

2.俄語口試(20%) 

3.書面審查(50%) 

 

（二）課程特色與教學品質 

本所隸屬之國際事務學院自 100 學年度(101 年 1 月)起開始執行

院實體化推動資源整合，並將「國際關係理論」與「社會科學研究方

法」兩門課程規劃為全院核心課程，以強調學生在國際、兩岸公共事

務與區域研究上之基礎理論訓練。為配合學院實體化之課程規劃，本

所於 101 年 11 月完成課程結構盤點，整體課程規劃如下： 

1. 重視學生區域研究能力之基礎訓練：本所開設「國際政治研究」

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與東亞所合開)兩門核心課程以培養同學

具備區域研究理論基礎與整合分析之能力。此外，有鑑於本所學

科屬性為區域研究，研究內容側重科際整合的發展與運用，因而

在研究方法訓練上，本所除了開設「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課程之

外，也採以由各專業課程授課教師於課程內容中強調專門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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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訓練，透過專門領域實作訓練加強學生之獨立研究能力

及其對研究資料之確實掌握運用。 

2. 專業課程領域涵蓋面向廣：本所專業領域課程包括政治、經濟與

外交三大類，內容涵蓋俄羅斯、中東歐與獨立國家國協等區域研

究相關課程，並開設區域研究相關延伸課程，以幫助同學依據所

學專長與興趣修習相關領域課程。 

3. 外語專業課程開設：本所除現有課程之外，也透過延攬外籍客座

教授來所開設英、俄語專業課程，有助於豐富本所教學與研究內

容，並強化本所授課課程與國際議題接軌。例如 97 學年度第 2 學

期-98學年度第 1學期間本所曾邀請白俄羅斯籍鮑樂維老師來所開

設「烏克蘭、白俄與摩爾多瓦在俄羅斯對外政策的角色」、「冷

戰後俄羅斯對中亞的外交政策」與「從地緣政治看高加索及俄羅

斯對外政策」等三門課程(俄語授課)。另外，於 101 學年度第 1 學

期，本所曾邀請俄羅斯籍薩基索夫老師來所開設「俄羅斯發展之

理論與實際:國家、政策、經濟與社會」一門課程(英語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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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97 學年度第 2 學期與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所曾邀請白俄羅斯籍鮑樂維老師來所開設「烏
克蘭、白俄與摩爾多瓦在俄羅斯對外政策的角色」、「冷戰後俄羅斯對中亞的外交政策」與「從
地緣政治看高加索及俄羅斯對外政策」等三門課程(俄語授課)。 
備註 2：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所曾邀請俄羅斯籍薩基索夫老師來所開設「俄羅斯發展之理論
與實際:國家、政策、經濟與社會」一門 課程(英語授課)。 
圖 2-9、俄羅斯研究所課程地圖 

 （三） 學習要求與輔導 

1. 鼓勵學生進行多元面向學習 

有鑑於本所學科屬性為區域研究，課程導向兼具專精與多面向，

為鼓勵學生進行多元學習，同時依生涯發展自行規劃課程安排，本所

自 96 學年度起逐年降低必修學分或必修零學分科目。截至 101 學年

度，本所除了保留 4 學分俄語課程為必修科目之外，其他課程皆改為

選修課程，以提供學生更具彈性的選課空間(本所修業規則調整歷程

請詳見下表 2-41)。此外，本所規定之 36 畢業學分，其中 9 學分同學

得以到外所或外校研究所選課，學生得以根據個人學習興趣與專長選

擇其他相關輔助課程，進行多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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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俄羅斯研究所修業規則調整歷程表 

學年度 必修科目 

(學分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必修科目 

(學分不列入畢業

學分計算) 

修改內容 

95 1.俄國史研究（一）(3) 

2.俄國史研究（二）(3) 

3.俄國政治研究(3) 

4.俄國經濟研究(3) 

5.俄羅斯國家安全與軍事

研究(3) 

國際政治研究(2) 

國際經濟研究(2) 

初級俄語(4)或 

高級俄語(6) 

 

96 1.俄國史研究（一）(3) 

2.俄國史研究（二）(3) 

3.俄國政治研究(3) 

4.俄國經濟研究(3) 

5.俄羅斯國家安全與軍事

研究(3) 

初級俄語(4)或 

高級俄語(4) 

1. 國際政治研究與

國際經濟研究兩

門課程改為選修 

2. 高級俄語必修 6

學分改為 4 學分 

98 俄國史研究(3) 初級俄語(4)或 

高級俄語(4) 

取消除「俄國史研究」

以外之必修課程 

101   初級俄語(4)或 

高級俄語(4) 

取消「俄國史研究」

必修 

 

2. 鼓勵同學自我充實語言能力並於在學期間積極參與各類活動、發

表文章 

在學生語言能力培訓上，本所規定同學於在學期間至少須修習俄

語課程 4 學分，但多數同學於上述學分修畢後仍會到斯語系以旁聽方

式繼續進行俄語學習。除此之外，本所同學也會透過與俄羅斯籍外籍

生進行語言交換的方式來加強聽力與口說練習。本所目前並沒有規定

同學的語言畢業能力門檻，但鼓勵同學於在學期間參加語言(英文及

俄文)檢定考試，為日後出國交換學習或就業及早進行準備。以目前

(101 學年度)所上碩一碩二註冊學生(共 18 人)為統計依據，通過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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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檢定人數為 5 人，多益(TOEIC)成績 600-699 分 2 人，700-799 分

2 人，800 分以上則有 7 人，將近有 2/3 以上的同學已於畢業前取得

語言能力證明。 

課堂學習之於，本所同學也相當積極參與各類校內外學習活動，

去年本所有 2 位同學(曾冠綸、范乃文)獲選參加「2012 年亞太青年事

務培訓營」，進行亞太事務相關課程及實務技能之培訓，另外，今年

4 月由外交部舉辦之「102 年國際青年台灣研習營」，本所也有三位同

學(周克宣、范乃文、林倩宇)獲選擔任青年大使，協助促進國際青年

交流事務推動。另外，從 2010 年起本所陸續有同學以「俄羅斯與 APEC

關係的展望」(陳芑錠)、「俄羅斯銀行業的發展現況與展望」(陳彥霖)、

「台灣機械廠商赴俄國市場的經營策略」(王蓁蒂)為題在台俄經貿雜

誌上發表文章，提供台俄經貿相關實務研究供業界參考。 

為了積極鼓勵同學參與學術活動、加強語言能力以提升研究生學

術素質，本所已著手修改獎學金辦法，擬透過從學業成績、學術活動

參與以及語言檢定考試等綜合評量方式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以此作

為獎學金頒發之依據。 

3. 採多年一貫導師制進行學習輔導 

本所透過多年一貫的導師制施行方式進行同學的學習輔導，有助

於導師對學生學習狀況、生涯規劃等深入瞭解，一旦學生有任何問題

狀況，導師也能在第一時間進行處理。本所導師除了安排全班性的班

組聚餐活動之外，也以開放時間的方式提供導生隨時與老師約談。同

學無論是課業上的問題或生活中的困難，皆可以尋求導師的建議，並

獲得學校相關資源的協助。另外，本所每學年都會辦理多次的全所聯

合導師活動，內容包括新生座談會、師生對系所願景發展之規劃座談、

迎新餐會或烤肉活動、職涯座談、留學講座與生命教育體驗活動等，

透過豐富的活動安排加強師生的互動交流，讓同學在本所學習中獲得

認同感，進而達到有效的學習輔導。 
表 2-42、97-101 年俄羅斯研究所聯合導師活動一覽表 

時間 活動內容 參與人數 

97 年 3 月 19 日 師生交流聚餐-談俄研所遠景規劃 35 人 

97 年 6 月 3 日 新生座談暨學術座談會 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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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參與人數 

97 年 10 月 31 日 師生期初座談會 24 人 

97 年 12 月 27 日 俄研所所友會 32 人 

98 年 6 月 4 日 新生座談暨「與俄國人溝通協商技巧」座

談會 

30 人 

98 年 12 月 12 日 俄研所所友會暨職涯座談會 41 人 

99 年 6 月 4 日 俄研所新生座談暨俄羅斯留學講座 40 人 

99 年 10 月 8 日 俄研所迎新烤肉活動 33 人 

99 年 12 月 18 日 俄研所所友會暨職涯座談會 29 人 

100 年 4 月 29 日 導師活動暨新生座談會 40 人 

100 年 9 月 22 日 迎新聚餐活動 32 人 

100 年 11 月 11 日 生命教育體驗活動-團體測驗:生涯發展阻

隔因素量表測驗(安排身心健康中心專業

教師協助同學進行團體測驗活動) 

25 人 

101 年 6 月 19 日 導師活動暨新生座談會 30 人 

101 年 9 月 18 日 教師節感恩師生聯誼餐會 22 人 

101 年 10 月 24 日 俄研所師生座談會 26 人 

 

（四）學習成效 

畢業後就業選擇多元 

根據統計(表 2-43)本所 97-101 學年度的畢業生人數共有 53 位，

就業率約 75%。目前在公部門任職的畢業生共有 5 位，其中 1 位於

97 學年度仍在學期間便考取外交特考俄文組榜首，目前任職於外交

部西亞及非洲司。另外有 3 位畢業生則於近兩年考取高普考，1 位考

進外貿協會。此外，約有五分之一的畢業同學目前於擔任國外業務人

員，在學期間的語言訓練，以及對俄羅斯國情具備專業知識，並對其

市場經濟發展高度熟悉，為本所提供同學進入所學相關工作領域之最

佳訓練。其他同學則依個人興趣選擇繼續進修，或任職於學術研究單

位與私人企業。同學於在學期間接受的獨立分析思考能力與多面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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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的學術訓練，加上具備國際視野之特質，使其在就業類型選擇上

更具彈性，同時也深獲業界肯定。 
表 2-43、97-101 學年度俄研所畢業生就業情形統計表 

學年度 97 98 99 100 101 總計 

畢業人數 5 11 14 12 11 53 

服兵役 0 0 0 1 0 1 

攻讀博士

/短期進

修 

0 1(國防大

學博士

班) 

0 0 0 1 

準備考試 0 0 0 0 0 0 

其他 1 4 2 2 1 10 

就業人數 4 6 11 9 10 40 

就業率% 80% 55% 85% 75% 91% 75% 

公部門 1(彰化縣

政府科

員) 

1(外交部

西亞及非

洲司) 

1(普考社

會行政) 

1(高考勞

工行政) 

1(外貿協

會) 

5 

國外業務 1 1 4 2 3 11 

私人企業 2 0 5 4 6 17 

教職 0 2 0 0 0 2 

學術/研

究單位 

0 2 2 2 0 6 

 

 

 

 

 

 

 

 

 

 

 

圖 2-10、97-101 學年度俄羅斯研究所畢業生就業情形比例圖 

 

其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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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發展 

（一）教學 

教師依專長開設課程以維護教學內容品質 

本所在 97學年度到 100學年度第 1學期有四名專任教師(表 2-44)，

其中王定士老師自 100學年度第 2學期起屆齡退休，轉任為兼任老師。

為維護教學品質，本所教師開設之課程強調與專長領域符合，其他相

關領域之課程，則透過聘請兼任教師與延攬外籍客座教授支援教學工

作，以充實本所課程之多元性與完整性、確保教學內容品質，同時減

輕教師授課負擔。在教學肯定上，本所洪美蘭與林永方老師於 100 學

年度獲頒 10 年資深優良教師，洪美蘭老師並榮獲通識課程之特優教

學助教指導教師獎項。 

 
表 2-44、97-101 學年度俄羅斯研究所教師專長與課程開設一覽表 

專任教師 

教師姓名 

(依姓氏筆劃排序) 

學歷 專長 課程開設 

王定士教授 

(自 101 年 2 月 1

日起屆齡退休) 

美國喬治城大學 

俄羅斯研究博士 

俄羅斯研究、中俄關

係研究 

俄國史研究 

俄國地緣政治與對外

政策研究 

林永芳 

副教授 

英國牛津大學政

治學博士 

俄羅斯研究、 

比較政治 

俄國政治研究 

中亞高加索政治與社

會 

中東歐政治研究 

俄羅斯國家與社會關

係 

洪美蘭 

教授 

烏克蘭基輔大學

國際經濟關係學

系經濟學博士 

東歐及獨立國協經、 

國際經濟學 、 

轉型經濟、 

比較經濟學 

獨立國協經濟發展研

究 

俄羅斯經濟現勢專題 

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經

濟發展比較研究 

中東歐與俄羅斯經濟

轉型比較研究 



 

117 

魏百谷 

副教授 

俄羅斯莫斯科大

學經濟學博士 

俄羅斯對外經貿關

係、俄羅斯能源 

俄國經濟 

俄羅斯能源 

俄羅斯的區域發展 

俄羅斯對外經貿關係

研究 

客座教師 

教師姓名 

(依客座時間排序) 

教師姓名 

(依客座時間排

序) 

教師姓名 

(依客座時間排序) 

教師姓名 

(依客座時間排序) 

鮑樂維 

客座期間:98 年 2

月 1 日-99 年 1 月

31 日 

鮑樂維 

客座期間:98 年 2

月 1 日-99年 1 月

31 日 

鮑樂維 

客座期間:98 年 2 月

1日-99年 1月 31日 

鮑樂維 

客座期間:98 年 2 月 1

日-99 年 1 月 31 日 

薩基索夫 

客座期間:101 年 9

月 14 日-102 年 1

月 31 日 

薩基索夫 

客座期間:101 年

9 月 14 日-102 年

1 月 31 日 

薩基索夫 

客座期間:101 年 9

月 14 日-102 年 1 月

31 日 

薩基索夫 

客座期間:101 年 9 月

14 日-102 年 1 月 31

日 

兼任教師 

教師姓名 

(依姓氏筆劃排序) 

教師姓名 

(依姓氏筆劃排

序) 

教師姓名 

(依姓氏筆劃排序) 

教師姓名 

(依姓氏筆劃排序) 

連弘宜 

副教授 

連弘宜 

副教授 

連弘宜 

副教授 

連弘宜 

副教授 

郭武平 

教授 

郭武平 

教授 

郭武平 

教授 

郭武平 

教授 

張京育 

教授 

張京育 

教授 

張京育 

教授 

張京育 

教授 

陳美芬 

教授 

陳美芬 

教授 

陳美芬 

教授 

陳美芬 

教授 

趙竹成 

教授 

趙竹成 

教授 

趙竹成 

教授 

趙竹成 

教授 

魏艾 

副教授 

魏艾 

副教授 

魏艾 

副教授 

魏艾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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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 

1. 研究計畫執行：透過執行整合型計劃與雙邊國際合作計畫展現多

面向的學術研發能量 

本所教師在研究執行上以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為主，計畫類型除

了個別型研究計劃之外，近年來也積極參與整合型計劃、雙邊國際合

作計畫以及雙邊協議研討會計畫等。99 年本所王定士老師主持雙邊

協議研討會計畫，與蒙古烏蘭巴托大學共同舉辦「非主要強權國家的

安全」學術研討會，並與俄羅斯外交部外交學院合作，執行「俄羅斯

與台灣參與亞太經合會之研究」雙邊研究計畫。另外，本所教師也參

與「金磚四國與國際政治板塊之變遷」與「中國大陸能源戰略外交之

研究」兩項整合型研究計畫，展現豐富多元的學術研發能量，同時與

國際研究議題接軌。在研究獎勵上，本所林永芳老師則接連於 99 與

100 年度獲頒國科會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表 2-45、97-101 年度俄羅斯研究所專任教師執行國科會計畫一覽表 

王定士老師 

執行年度 計畫名稱 

98-99 俄羅斯對波羅的海與東歐新獨立國家政策之研究：1992-2012 

99 台灣蒙古雙邊研討會：非主要強權國家的安全 

99-101 俄羅斯與台灣參與亞太經合會之研究 

99-101 金磚四國與國際政治板塊之變遷-當前俄羅斯對外政策走向對台

海安全的戰略意涵 

林永芳老師 

執行年度 計畫名稱 

97-98 俄羅斯 2007-2008 年選舉週期之研究 

98-100 俄羅斯的國家治理－制度、政策與官僚體系 

101-102 俄羅斯 2011-2012 年國會與總統選舉之研究 

洪美蘭老師 

執行年度 計畫名稱 

96-98 經濟發展的社會不均問題：獨協國家不均與穩定成長之實證分析 

99-101 經濟發展比較研究：中國大陸與俄羅斯成長模式之探索 

魏百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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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年度 計畫名稱 

97-98 普欽時期俄羅斯經濟外交的內涵與應用 

98-101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1922-1939）蘇聯、中國與日本期刊文獻中

之政治諷刺漫畫(共同主持人:陳美芬老師) 

99-100 金磚四國與國際政治板塊之變遷-俄羅斯與近鄰國家的能源關係:

衝突與合作模式之比較分析 

100-101 中國大陸重商主義發展模式之分析：以石油能源部門之全球戰略

佈局為例-子計畫三：中國大陸重商主義發展模式之分析：以中

亞石油能源戰略布局為例 

1. 學術成果發表：持續累積學術文章發表 

  本所教師為提升專業領域研究表現之成果並促進學術交流，積極

參與相關學術會議發表文章、於各類期刊發表論文並進行專書篇章撰

寫。本所教師近五年專業研究表現統計如下，詳細專業表現成果請詳

見附件一。另外，本院訂有學術著作獎勵辦法，鼓勵教師於 SSCI/SCI/ 

AHCI/EI 或具學術聲望且審查程序嚴謹的期刊上發表文章，以提升學

術研究水準。 
 

表 2-46、97-101 年俄羅斯研究所專任教師專業表現統計表 

項目 期刊論文 會議論文 專書 

教師 中 英/俄 中 英 中 

王定士 4 0 13 5 1 

林永芳 0 0 2 5 1 

(專書篇章) 

洪美蘭 6 1(俄) 13 4 1 

魏百谷 15 0 16 4 7 

(專書篇章) 

 

（三）服務貢獻 

擔任各項會議委員，協助推動校務發展 

本所教師除了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之外，也支援校內各項業務推

動，擔任各級委員，出席相關會議。97-101 年本所教師校內服務情形

統計如下表 2-47 所示。 
 

表 2-47、97-101 年俄羅斯研究所校內服務情形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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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 

會議名稱 / 教

師 

洪美蘭老師 林永芳老師 魏百谷老師 王定士老

師 

校級會議 1 24 2 0 

院級會議 0 5 0 9 

所務會議 3 3 3 3 

所教評會 2 2 2 3 

其他 0 0 1(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 

0 

98 年 

會議名稱 / 教

師 

洪美蘭老師 林永芳老師 魏百谷老師 王定士老

師 

校級會議 0 28 4 0 

院級會議 0 9 2 8 

所務會議 5 5 5 5 

所教評會 1 1 1 1 

所課程委員會 1 1 1 1 

其他 0 1(圖書館委

員會) 

5(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 

0 

99 年 

會議名稱 / 教

師 

洪美蘭老師 林永芳老師 魏百谷老師 王定士老

師 

校級會議 2 27 4 1 

院級會議 0 7 4 3 

所務會議 2 2 2 2 

所教評會 1 1 1 1 

所課程委員會 1 1 1 1 

其他 0 0 3(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 

0 

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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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 教

師 

洪美蘭老師 林永芳老師 魏百谷老師 王定士老師 

校級會議 13 13 6 0 

院級會議 7 10 3 3 

所務會議 9 9 9 9 

所教評會 5 7 5 4 

所課程委員會 3 3 3 3 

其他 0 0 4(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 

0 

101 年 

會議名稱 / 教

師 

洪美蘭老師 林永芳老師 魏百谷老師 王定士老師 

校級會議 27 0 5 0 

院級會議 10 3 1 0 

所務會議 4 4 4 1 

所教評會 4 3 3 0 

所課程委員會 1 1 1 0 

三、辦學國際化 

（一）國際招生競爭力 

提供國際化學習環境 

在國際招生方面，本所提供外籍生與僑生以書面申請方式入學，

同時提供非本國學生來所進行短期交流之機會。表 2-48 為本所近五

年非本國生入學申請概況，自 97 學年度起至 101 學年度止，本所每

學年都有一名來自俄羅斯或東歐國家學生入學就讀，此外，100 學年

度第 2 學期另有兩名分別來自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政治系以及國際關

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之陸生來所進行短期學術交流，與本所學生共同

參與課程討論。本所學生在不同文化與學科背景的環境下學習，有助

於激發學生在研究議題上之發展與創新；此外，本國生與外籍生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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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習互動下，得以學習文化包容力並擴展國際視野。 

 

表 2-48、97-101 學年度俄羅斯研究所非本國生入學一覽表 

學年度 國籍 專長領域 申請類別 

97 波蘭 1 名 政治學 正式生 

98 俄羅斯 1 名 法律 正式生 

99 俄羅斯 1 名 經濟、物流 正式生 

100 羅馬尼亞 1 名 公共關係傳播 正式生 

100 中國大陸 2 名 國際關係、政治 短期交流 

101 俄羅斯 1 名 哲學 正式生 

在辦學國際化表現上，本所除了招收外籍生與延攬外籍客座教

師之外，也藉由外語(英、俄文)專業課程的開設，招徠更多的外籍學

生來所修課，塑造國際化的學習環境，本所 97-101 學年度開設外語

授課課程一覽表如下表 2-49 所示。此外，自 101 年學年度起，本院

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程正式成立，提供學生更豐富的英語專業學習課

程，讓同學在多元文化的思維刺激下，發揮學習創造力並擴展國際視

野。 
 

表 2-49、俄羅斯研究所 97-101 學年度外語授課課程一覽表 

97 學年度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授課語文 

俄羅斯國家安全與軍事研究 王定士 英文 

冷戰後俄羅斯對中亞的外交政策 王定士 

鮑樂維 

俄文 

從地緣政治看高加索及俄羅斯對外政策 王定士 

鮑樂維 

俄文 

俄羅斯政府與政治專題研究 王定士 英文 

烏克蘭、白俄與摩爾多瓦在俄羅斯對外政策的角

色 

王定士 

鮑樂維 

俄文 

俄羅斯對外政策研究 王定士 英文 

98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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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授課語文 

俄羅斯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 王定士 英文 

俄羅斯政府與政治專題研究 王定士 英文 

烏克蘭、白俄與摩爾多瓦在俄羅斯對外政策的角

色 

王定士 

鮑樂維 

俄文 

俄羅斯對外政策研究 王定士 英文 

99 學年度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授課語文 

俄羅斯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 王定士 英文 

俄羅斯政府與政治專題研究 王定士 英文 

俄羅斯對外政策研究 王定士 英文 

100 學年度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授課語文 

俄羅斯對外政策研究 王定士 英文 

101 學年度 

俄羅斯發展之理論與實際：國家、政策、經濟與

社會 

康斯坦丁‧ 

薩基索夫 

英文 

 

（二）多元國際連結 

邀請外賓來所演講、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所透過辦理學術研討會的方式，結合本校相關系所、國關中心

與其他國內外相關領域學術機構之研究資源，針對當前俄羅斯、東歐

與獨立國協國家區域現況與未來情勢演變進行研究，藉以提升本所的

國際研究水準。此外，本所也不時接待來訪國際學者並安排專題演講，

讓師生汲取不同文化視野觀點的研究經驗，擴展學術研究領域學識，

並為日後國際合作建立友好的關係。另外，同學更在接待外賓的過程

中與國際學者交流互動、培養國際觀。過去，本所來訪外賓或參與學

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之學者主要以俄羅斯與歐洲地區國家學者為主，未

來本所將逐步開展與東亞地區國家俄羅斯研究相關學術單位之交流

(本所預計於 102 年 11 月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已邀請包括中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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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韓國、馬來西亞、越南與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學者與會)，期望與

鄰近地區相關研究領域進行教學研究與學生學習交流，擴展多元國際

連結之辦學成效。 

 

 

 
表 2-50、97-101 年俄羅斯研究所國際學術交流一覽表 

一、國際學術研討會 

日期 研討會名稱 

97 年 11 月 8-9 日 「俄羅斯的國家治理與民主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 

99 年 11 月 13-14 日 「俄羅斯與歐亞地區國家的現代化-機會與挑戰」國際學術

研討會 

100 年 11 月 26 日 「俄羅斯在東亞：台、日、俄學者之間的對話」國際學術

研討會 

101 年 5 月 12-13 日 「2012 台北-莫斯科論壇：新政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 

(與斯拉夫語文學系合辦) 

二、大師講座 

99 年 4 月 13-16 日 邀請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名譽教授 Archie 

Brown 來台進行大師講座系列演講(與國際事務學院頂尖大

學計畫共同辦理) 

三、外賓來訪 

來訪日期 來訪學者 單位 / 職稱 / 來訪目的 

97 年 10 月 17 日 Dr. Marlene Laruelle,  

Dr. Sebastien 

Peyrouse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亞與高加索研究所

(The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 Institut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來訪演講:French 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97 年 11 月 19 日 Dr. Laptev Victor 

Borisovich  

俄羅斯外交部外交學院(The Diplomatic 

academy of the MFA of Russia) 

來訪演講:Seminar on Taiwan in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cess 

97 年 11 月 28 日 Dr. Togzhan 

Kassenova 

喬治亞大學國際貿易與安全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Securit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來訪演講:A Window into Central Asia : 

Kazakh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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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 12 月 5 日 Prof. Alexander 

Lukin, 

俄羅斯外交部國立莫斯科國際關係大學

(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Russia) 

來訪演講:Seminar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Perceptions of Democracy 

98 年 03 月 27 日 Prof. Valeriy 

Mansurov 

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Sociolog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來訪演講:A Sociological Account of the 

Current Russian Societal Issues 

98 年 04 月 30 日 Prof. Masaaki 

Kuboniwa 

日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Japan ) 

來訪演講:Russian Economy under Dual 

Troubles: Falling Oil Price and the Lehman 

Shock 

98 年 09 月 23 日 Prof. Felix Patrikeeff 澳洲阿德萊德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the Uiversity 

of Adelaide, Australia) 

來訪演講: Reflections on the 

Russo-Japanese War 

98 年 10 月 13 日 Prof. Wilfried von 

Bredow 

德國菲利浦斯大學(Ph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 German) 

來訪演講: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Landscape and the challenges for 

National and Regional Policy  

98 年 10 月 22 日 Dr. Laptev Victor 

Borisovich 

俄羅斯外交部外交學院(The Diplomatic 

academy of the MFA of Russia) 

來訪演講:The Features of Russian 

Participation in APEC Activities 

99 年 12 月 02 日 Dr. Czeslaw 

Tubilewicz 

澳洲阿德萊德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the Uiversity 

of Adelaide, Australia) 

來訪演講: Shopping for Allies: Taiwan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100 年 04 月 27

日 

Prof. Masaaki 

Kuboniwa 

日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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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Japan ) 

來訪演講: The Impact of Oil Price on the 

Russian Economy and Society 

100 年 10 月 19

日 

Prof. L’udmila 

Lipkova 

 

斯洛伐克布拉提斯拉瓦經濟大學國際關

係學院(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in Bratislava) 

來訪演講:斯洛伐克的國內外政經情勢-現

況與展望 

100 年 12 月 28

日 

Dr. Mirkomil M. 

Sadikov 

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來訪演講: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s in Asia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case of Uzbekistan and 

Taiwan 

101 年 11 月 29

日 

Prof. Darina Malova 考門斯基大學哲學院政治科學系(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Faculty of Philosophy, 

Comenius University) 

來訪演講: Democratization and Quality of 

Democracy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101 年 12 月 18

日 

Prof. Grigorij 

Meseznikov 

斯洛伐克公共事務協會(Institute for 

Public Affairs) 

來訪演講: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Europe  

 

 

（三）多元國際學習 

提供豐富的國際交流機會 

  本校提供豐富的獎學金供同學進行國際交流，近年來本所學生赴

國外學習之人數逐年增加，而且主要以獲取獎學金身分赴外學習居多。

隨著本所在研究發展與教學領域擴展至獨立國家國協與中東歐國家

地區的發展，本所學生赴外學習的地點逐漸從俄羅斯擴展至捷克、匈

牙利與波蘭等國家。如下為本所近五年同學進行國際學習一覽表。今

年本所已有 4 位同學獲取獎學金補助，並於 102 學年度出國學習，其

中兩名同學剛升上碩二，將分別前往波蘭與捷克交流學習並辦理選課

進修;另有兩名同學考取 2013-2014 獨立國協語言交換獎學金，分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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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亞非學院。兩位同學目前已修完本所規定之畢業學分並著手進

行論文撰寫，此出國學習交流除了精進語文能力之外，對於其論文資

料蒐集與寫作議題發展有相當大之助益。 
 

 

 

表 2-51、97-102 年俄羅斯研究所學生國際學習活動一覽表 

     年  度 學年 姓名 出國經費來源 / 目的地 

97 年 8 月-98 年 7 月 97.1-97.2 尤俊雄 2008-2009 獨立國協語言交換獎

學金，聖彼得堡大學 

98 年 8 月-99 年 7 月 98.1-98.2 蔡孟真 捷克獎學金 

98 年 8 月-99 年 7 月 98.1-98.2 梁曉文 2009-2010 獨立國協語言交換獎

學金 / 莫斯科語言大學 

99 年 8 月-100 年 7 月 99.1-99.2 陳筱筠 自費 / 俄羅斯喀山大學 

99 年 8 月-100 年 7 月 99.1-99.2 林鴻芸 自費 / 俄羅斯喀山大學 

100 年 12 月-101 年 9 月 100.1.-100.2 梁曉文 捷克獎學金 / 捷克查理士大學 

101 年 1 月 5-12 日 99.2 張立宇 工作坊:Civil Society and Grassroots 

politics in New Democracies, 

Authoritarian and Hybird Regimes/

韓國高麗大學補助 

101 年 7 月-101 年 9 月 100.2 梁珮綺 自費 / 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 

101 年 11 月-102 年 7 月 101.1-101.2 陳筱筠 交換生獎學金 / 莫斯科市立師範

大學 

102 年 1 月-102 年 7 月 101.1-101.2 楊雯婷 匈牙利獎學金 / 匈牙利科維努斯

大學 

102 年 2 月-102 年 7 月 101.2 利國懋 2012-2013 獨立國協語言交換獎

學金 / 莫斯科人民友誼大學 

102 年 9 月-103 年 7 月 102.1-102.2 林倩宇 校級薦外交換生獎學金 / 波蘭華

沙大學 

102 年 9 月-103 年 7 月 102.1-102.2 歐陽萱 捷克獎學金 / 捷克大學 

102 年 9 月-103 年 7 月 102.1-102.2 楊天豪 2013-2014 獨立國協語言交換獎

學金 / 莫斯科亞非學院 

102 年 9 月-103 年 7 月 102.1-102.2 梁珮綺 2013-2014 獨立國協語言交換獎

學金 / 莫斯科亞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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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生校園參與 

本所為獨立研究所，學生皆為研究生，因而師生的校園參與以學

術活動為主，然所上仍會安排其他相關活動，幫助同學融入校園生活，

擴展生活經驗，促進身心健康，同時也增進師生間彼此的交流。 

(一)學術活動 

本所每年都會辦理一至兩場的學術研討會並安排外賓演講(詳細

學術活動內容請參考第三部份辦學國際化表十五 97-101 年俄羅斯研

究所國際學術交流一覽表)，這些學術活動辦理除了增進同學的學術

知能之外，更透過教師帶領同學籌辦會議、接待外賓的過程，擴展同

學的學習經驗，並培養合宜的應對進退禮儀態度。 

(二)體育活動 

本所師生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學院辦理的壘球比賽與綜合運動競

賽活動。此外，本所也曾於 100 年 9 月辦理「俄研所師生環山競賽活

動」，鼓勵師生在課餘走向大自然，舒緩教學研究與課業之壓力。 

(三) 系所招生活動 

本校於每年 11 月固定辦理包種茶節活動，針對高中生進行系所

招生說明與宣傳。雖然該活動參與對象以有大學部之系所為主，但本

所仍會擺設攤位，設計趣味活動，藉此宣傳俄羅斯研究所。本項活動

每年都由碩一同學負責籌辦，參與人數約 10 人左右。透過該活動辦

理，一方面讓剛入學的碩一新生能快速融入系所，同時對系所概況也

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四) 職涯發展與身心健康活動 

  職涯發展一直是在校生關心的面向，本所除了每年固定辦理所

友座談會邀請校友返校經驗分享之外，也適時安排生命教育體驗活動。

例如，100 年 11 月本所曾辦理生涯發展阻隔因素量表團體測驗，安

排身心健康中心的老師協助同學進行量表填寫，並進行測驗結果說明，

幫助同學找出並協助克服存在的生涯正向發展的阻隔因素，以使個人

生涯得到順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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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友能量展現 

本所從 83學年度起正式辦理招生，截至 101學年度第 1學期止，

本所畢業生共有 131 位。儘管本所目前並未成立正式的所友會，但為

凝聚校友對系所的向心力，本所於 97 年開始，固定每年舉辦一場所

友返校活動，邀請畢業生返校與在校師生聚會，並分享學習經驗與就

業心得。 

（一）校友對學校的貢獻 

參與所友座談會、提供在校生學習經驗與就業規劃 

  本所目前乃將所友返校活動與迎新或新生座談會結合，透過茶敘

及座談會的方式廣邀歷屆畢業校友返校，連結校友間彼此的情誼與力

量，建立校友互動平台。此外，本所每年都會特別安排在產、官、學

界中傑出的所友就現職發展狀況進行說明，提供在學生職涯規劃方向，

並鼓勵入學新生善用學習資源，充實自我。本所 97-101 年度校友返

校時程及返校傑出校友一覽表 2-52 如下所示。 
 

表 2-52、97-101 年俄羅斯研究所校友返校活動辦理一覽表 

年

度 

日期 活動名稱 傑出所友職涯分享 

97 97 年 12 月 27 日 俄研所所友會暨迎新活

動 

王金雄-英商節能元件股份

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蔡冰冰-創見科技國外(俄羅

斯)業務經理 

98 98 年 12 月 12 日 俄研所所友會、迎新暨職

涯座談會 

陳宜蓮-台大國發所博士班 

吳清風-政大國發所博士班 

99 99 年 12 月 18 日 俄研所所友會、迎新暨職

涯座談會 

梁毓莊-外貿協會市場擴展

處專員 

陳亞伶-左營國中教師 

100 100 年 12 月 11

日 

俄羅斯研究所所友學習

與職涯經驗傳習暨期末

師生座談會 

林姝萍-外交部西亞非洲司

科員 

裴凡強-遠見雜誌文字編輯 

101 101 年 5 月 19 日 85 校慶所友返校暨師生 賴怡君-外交部西亞非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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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餐茶敘 科長 

羅彥傑-文化大學新聞系助

理教授 

劉蕭翔-政大外交系博士 

 

（二）校友的社會影響力  

本所(成立於民國83)相較於國務院外交系(民國43在台復校)與東

亞所(成立於民國 57)而言是相對新興的系所，所上目前畢業校友雖只

有 131 位，但所友在產官學界皆有傑出的表現，尤其目前國內與俄羅

斯相關之公部門以及業界、學界等都有本所優秀校友在內任職，主要

任職單位與畢業所友名單羅列如下： 

1. 外交部: 領務局(張振國)、西亞及非洲司科長(賴怡君)、西亞

及非洲司科員(林姝萍)、條約法律司組員 (田文豪)。 

2. 外貿協會:市場擴展處歐非組組員(梁曉文)。 

3. 業界:創見科技俄羅斯區經理(蔡冰冰)、創見科技俄羅斯區業務

(蔡孟真、蕭乃文、陳筱筠)、微星科技業務(陳齊、曾靖芳、

王洪謙)、廣穎電通專案經理(闕旭淇)。 

4. 學界:政治大學國務院國際英語碩士學程兼任助理教授(劉蕭

翔)、文化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羅彥傑)。 
 

表 2-53、俄羅斯研究所傑出校友表現一覽表 

一、政府機構 

入學年度 姓名 工作單位及職稱 

83 張振國 外交部領務局 

85 賴怡君 外交部西亞非洲司科長 

85 吳美慧 桃園縣政府科員 

85 劉佳宜 內政部科員 

87 陽和剛 國防部中校 

88 劉亞京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員 

89 林裕淞 調查局南投調查站 

91 田文豪 外交部條約法律司(目前外派俄羅斯) 

91 曾孔良 國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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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陳立宗 法務部矯正署科員 

93 趙 瑋 台俄協會助理 

94 陳宜蓮 彰化縣政府科員 

94 許博凱 交通部民航局飛航管制員 

96 林姝萍 外交部西亞非洲司科員 

97 梁曉文 外貿協會市場或展處專員 

98 王蓁蒂 資策會研究助理 

98 陳彥霖 102 年高考勞工行政(待分發) 

98 徐孟詩 102 年普考社會行政(待分發) 

二、產業界 

83 李國馨 鴻海公司工程師 

84 王德偉 長榮海運 

84 許瑜玟 華碩電腦 

84 陳厚文 保誠人壽主任 

86 邱國棟 創見科技工程師 

86 陳 齊 微星科技國外業務 

88 闕旭淇 廣穎電通 

89 曾靖芳 微星科技國外業務 

89 陸志禮 首聚化工越南首席商務代表 

90 蔡冰冰 創見科技業務經理 

92 曾東隆 國泰人壽區主管 

96 蔡孟真 創見科技業務 

97 蕭乃文 創見科技業務 

97 陳筱筠 創見科技業務 

97 陳芑錠 俄羅斯業務 

97 王洪謙 微星科技國外業務 

三、學術研究單位 

85 蘇家玉 秀朗國小教師 

86 羅任媛 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行政人員 

86 劉蕭翔 政治大學國際英語碩士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87 羅彥傑 文化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 

88 劉淑芬 丹鳳國中教師 

88 陳建志 青年高中教師 

90 陳冠宇 國防大學政戰總隊講師 

95 王嘉瑜 萬芳高中地理老師 

96 阮相偉 雲林縣麥寮高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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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單位治理 

（一）組織管理與行政運作機制 

國際事務學院從 101 年 1 月起施行資源整合發展方案，將全院三

系所(外交系、東亞所、俄羅斯研究所)、兩個學位學程(日本學程、國

際研究英語碩士學程)與兩個在職專班(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專班、

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專班)進行經費、人力、招生、課程、空間、業

務及評鑑工作之整合，有效運用行政資源與師資人力，使國際事務學

院成為亞太地區頂尖的專業學院，培養國際公共事務、兩岸公共事務

與區域研究專業人才。 

 

 

 

 

 

 

 

 

 

 

 

 
圖 2-11、國際事務學院系所整合專業領域架構圖 

 

本所在行政運作與組織管理上乃依照院級規章辦法設置所務會

議、所教評會與課程委員會進行相關事務討論與決議，所務會議由本

所專任教師組成，為本所最高決策會議，議決本所教學、研究及所內

相關重大事務，必要時，會議得邀請本所兼任教師、學生代表或其他

相關人士列席。透過所務會議討論，可以充分溝通本所教師與學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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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務之意見，達到有效協調效果。課程委員會委員除本所專任教師之

外，另由所務會議遴聘校內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人士、學生代表各一

人擔任委員，負責規劃本所課程相關事宜。所教評會設置委員五人，

由本所專任教師擔任委員，不足之人數則推選外所委員擔任，所教評

會審議事項包括：(一)教師之聘任資格、職級、聘期，(二)教師之升

等、改聘，(三)教師之解聘、停聘、不續聘，(四)延長服務、資遣原

因之認定，(五)名譽教授之敦聘，(六)其他依法令應予審議之事項。 

 

 

 

 

 

 

 

 
圖 2-12、俄羅斯研究所組織管理圖 

（二）系所資源 

1. 空間配置：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為導向之空間規劃 

本所學生專屬教室包括研討室、圖書室、電腦教室與俄語交誼室

等四間。其中，學生主要於研討室與圖書室上課，教室內皆架設單槍

投影設備供上課、活動使用。本所圖書室設計為多功能空間使用，除

了可提供學生上課、閱讀使用之外，也作為舉辦演講、座談會等其他

小型活動使用。另外，本所有一間研究生專屬的電腦教室，共有 12

個座位區，學生於課餘時間可以在電腦教室進行學術資料蒐集、撰寫

研究報告或自習。本所另設置一間俄語交誼室，該空間提供多樣化的

教學相關影音資料，以及俄文學習書籍，提供所上師生ㄧ個輕鬆並富

涵學習功能的使用空間。為維護所上師生安全，本所公共空間走廊設

有 3 支滅火器與緊急逃生指示燈，該兩項設備由學校定期進行安全檢

查。另外，本所各空間教室都設有管理辦法，以維護空間使用安全。 

2.教學設備：定期盤點、汰舊換新 

所務會議 

教師評審委
員會 

課程委員會 

所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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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儀器設備採買主要以教學研究、學生學習與支援行政工作為

主，此外，為提供師生良好的教學與學習品質，本所也依照財產使用

年限規定，將過於老舊不堪使用之教學儀器設備進行汰換更新。本所

設備儀器由辦公室統一管理，以登記方式開放給所上師生進行學術相

關使用。本所每學期也會以工讀方式安排學生進行電腦維護，包括簡

單電腦問題排除、軟硬體新增等，以保持所上公用財產之壽命，同時

也培養學生愛惜所上公務之良好習慣，讓所上儀器設備隨時可提供師

生使用，達到最佳使用效率。另外，本所每學年度皆會進行財產設備

盤點，以掌握設備的使用狀況與使用年限，並視需要進行設備更新或

添購。 

3. 豐富的學術學習資源 

 本所擁有豐富的學術學習資源，根據本校圖書館提供的統計資料 

(102 年 2 月統計資料)，與本所研究相關的中文圖書資料為 90686 冊

(5 年前為 32752 冊)，外文圖書資料為 126495 冊(5 年前為 77237 冊)，

相關期刊報紙共有 44 種。另外，本校已於 99 年 8 月完成「斯拉夫語

研究資源建置計劃」，蒐集國際間斯拉夫語重要人文及社會科學領

域學術研究資源 (以俄文為主 )，內容包括等，上述學術資源提供

本所師生在研究資料蒐集上相當助益。 

 

七、國內外同類科系表現與特色 

本所為國內唯一專門從事俄羅斯、獨立國家國協與中東歐國家發

展的區域研究所，在國外，成立於 1958 年的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俄羅

斯與東歐研究所(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Institute, Indiana University, 

REEI)為該領域著名的教學研究單位。茲就該系所辦學表現進行特色說

明，以作為本所未來發展與辦學國際化目標之參考方向。 

 

表 2-54、REEI 與俄羅斯研究所比較表 

印第安那大學俄羅斯與東歐研究所(文

內將簡稱為 REEI)特色說明 

本所辦學發展目標 

1.完整的區域研究發展學習系統:REEI 本所為碩士班獨立研究所，課程內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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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那大學俄羅斯與東歐研究所(文

內將簡稱為 REEI)特色說明 

本所辦學發展目標 

為世界知名且歷史悠久的俄羅斯與東

歐學術研究單位。該單位具備完整的學

習系統，設有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

班，教學內容涵蓋外交政治、經濟、社

會、語言、文化、文學等。 

區域發展之政經社會外交等面向為

主。在語言學習部分，本校斯拉夫語文

學系除了能支援本所學生俄語學習之

外，也提供波蘭與捷克語的教學，整體

學習資源相當完整。本所未來希望透過

與斯語系在教師教學研究與學生學習

上進行合作，例如由教師在相關領域上

進行研究計畫執行，或進行相關學術活

動與辦理研習營、工作坊或系列大師講

座等，以有效運用本校資源，豐富學生

學習內容。 

2. 辦理夏日語言工作坊: REEI 從 1950

年起便開始辦理夏日語言工作坊，提供

包括俄語及中亞、中東歐國家等約 12

種密集的語言學習(8-9 週)。 

辦理「夏日學院」將是本所發展國際化

學習的重點。本所規劃與本校締約之俄

羅斯大學合作辦理「夏日學院」，透過

專門語言課程規劃設計，幫助同學密集

地進行語言學習，使其能親身體驗俄羅

斯生活、實際感受當地社會文化氛圍，

有助於促進其學習動力並擴展國際視

野。 

2. 邀請客座教授講學：系所廣邀國內

外知名學者、政府機關人員來所講

學進行學術交流 

邀請客座教授來所講學一直為本所之

教學特色。未來本所將繼續邀請相關領

域知名國際學者來所進行短期教學或

進行系列專題演講，使本所課程主題彈

性多元且順應國際研究議題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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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辦學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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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學習 

（一）招生競爭力 

從過去以來，台灣高等教育當中只重視基礎的日本語研究，而欠

缺應用性的日本研究，這從台灣現今各大學有超過 54 所日本語言相

關系所，但是卻沒有一個完整的日本研究相關系所，唯一的日本研究

所—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已於 98 學年度與東南亞研究所合併為亞

洲研究所，目前只有國立政治大學在 99 學年度設立的「日本研究碩

士學位學程」。 

由此可見，日本語文相關系所人力在台灣是供過於求，但是應用

性的日本研究人才卻是極度的缺乏，縱使日本語文相關系所開設有日

本文化及日本歷史的課程，但是這些課程卻皆為選修課程，而非日本

語文系所的主流，這種日本教育環境讓台灣日本語系所畢業的學生，

只懂得日本語文及日本文學，但是卻不了解日本政治、日本經濟及日

本社會的現狀，這讓多年以來台灣的日本研究人才出現明顯的斷層，

尤其是在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更是缺乏。 

因此，在國內長期以社會科學發展著稱的國立政治大學，便以統

合校內日本研究相關師資，成立國內首座以培養日本研究專業人才為

主軸的「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希望能夠積極培養台灣日本研究

的高級人才，以彌補日本語文學系課程及專業師資的不足。成立三年

以來，雖然每年錄取十位學生，但是報考的人數都超越三十五人，與

他校的日文系相比，在招生上是具有相當大的競爭力。 

    而本學程之所以在近三年來當中報考人數人數下降，最主要是因

為整體大環境考生減少，以及報考門檻過高所導致(必須具備日文檢

定二級以上)，但是本學程在去年度能夠維持 27％的錄取率，在政治

大學各系所當中的表現仍然是相當出色的，目前本學程已決定在下年

度將報考資格放寬至日文檢定三級以上，同時也開放不具備日文能力

的考生報名，希望能夠讓考生來源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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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日本學程近三年報考人數圖 

（二）課程特色與教學品質確保 

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以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為

主軸，以積極培養日本研究的人才：主要領域將著重在日本法政、

日本經濟、日本社會、日本外交與日本歷史研究，以彰顯本校在社

會科學領域的教學及學術研究上的相對優勢與傑出表現。 

本學程在第一階段的規劃上，將結合本校日本研究的教學師資、

日本研究中心的研究基礎、以及應用跨領域的精神，規劃出四個研

究主題群組，其分別有： 

(一) 日本政治法律研究。 

(二) 日本經濟社會研究。 

(三) 日本歷史制度研究。 

(四) 日本外交安全研究。 

    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將秉著跨領域研究的精神，

培養學生日後從事學術研究的動力：初期將提供日本政治、經濟、

社會、法律、外交及安全等相關課題之跨領域整合研究與資源共享，

提供學生以日本研究為主軸的國際學術趨勢，並提供政府國際發展

相關建議與培育以日本研究為主體之區域研究人才，旨在配合國際

學術與國家發展，建立以學術為管道與國際交流，並提升台灣日本

研究在國際學術的主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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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要求與多元輔導和協助 

本學程課程設計的原則兼具理論性與實務性，讓同學不但學習到

研究方法與理論分析，同時也讓同學了解日本實際的運作狀況，例如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日本專題研究」、「日本政治經濟研究」等課

程便是理論導向的課程，而「流動期的日本政治」、「日本社會問題分

析」、「日本防衛政策研究」等課程則是以實務為導向的課程；另外本

學程的課程架構最重要特性便是跨領域性，其分別從政治學、經濟學、

歷史學及國際關係學等四種不同學門來分析日本，讓同學可以從比較

這四種不同學門的研究方法，對於日本能夠有不同的體認與了解。 

 

 共同必修課程 

1.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教授內容，除了傳

統社會科學定量和定性等分析工具的理論探索和應用外，另一個

重點則是社會科學研究架構和概念基礎分析。對於一個碩士班學

生來說，了解科學探討的精神和本質、科學研究過程的設定和執

行、鑑別研究成果學術貢獻的能力培養，其重要性應該比擁有和

能夠使用分析工具的能力來的重要。 

2. 「日本專題研究」：日本專題研究主要是日本籍專任師資所組成

的，這些師資是由日本交流協會每學期定期派遣日本政治、日本

經濟、日本外交或是日本社會學的專門家，這些日本學者會以本

身的學術專長，針對當前日本研究的重要課題進行專題研究，這

可以訓練學生獨立研究的能力，同時也可以讓學生針對一個議題

進行長期性的分析研究，有助於學生日後碩士論文的撰寫，同時

也符合本學位學程強調國際化的教育宗旨。 

3.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設立在國際事務

學院，因此培養學生對國際關係理論的理解便顯得相當重要，而

且同學對國際關係理論若有深入了解，將有助於同學將理論概念

應用在日本研究當中，不但能夠培養同學對日本國際環境的了解，

訓練學生獨立研究的能力，同時也能強化其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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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政治法律研究」核心領域的選修課程： 

（一）「日本政府與政治」 

（二）「日本政黨與選舉研究」 

（三）「日本政治經濟研究」 

（四）「流動期的日本政治」 

（五）「日本選舉制度」 

（六）「日本官僚研究」 

（七）「日本政黨研究」 

（八）「日本法制研究」 

（九）「日本法政專題研究」 

 

 「日本經濟社會研究」核心領域的選修課程： 

（一）「日本經濟發展之研究」 

（二）「日系企業經營模式」 

（三）「日本社會與文化」 

（四）「日本社會問題分析」 

（五）「日本非營利組織研究」 

（六）「日本財政專題研究」 

（七）「戰後日本財政政策專題研究」 

（八）「日本與東亞區域經濟整合」 

（九）「日本經濟社會專題研究」 

 

 「日本歷史制度研究」核心領域的選修課程： 

（一）「戰後日本政治史」 

（二）「日本社會史研究」 

（三）「日本戰後經濟史研究」 

（四）「日本民族史專題研究」 

（五）「日本宗教研究」 

（六）「日本思想研究」 

（七）「中日關係史」 



 

142 

（八）「日本史研究」 

（九）「日本歷史專題研究」 

 

 「日本外交安全研究」核心領域的選修課程： 

（一）「日本外交政策研究」 

（二）「戰後日本的防衛政策」 

（三）「日中關係研究」 

（四）「美日同盟研究」 

（五）「日本開發援助研究」 

（六）「日本外交史研究」 

（七）「台日關係研究」 

（八）「日朝關係研究」 

（九）「日本海洋政策」 

（十）「日本外交安全專題研究」 
 

表 2-55、日本學程之學習要求 

指標 課程 

基礎課程 社會科研究方法 

國際關係研究 

專業知識 日本政治經濟研究 

日本決策過程 

日本外交政策研究 

日本政治史研究 

專業能力 日本金融制度研究 

日本民主黨研究 

日本 ODA 研究 

日本國際關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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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成效提升 

1.學科專業能力 

    本學位學程的之課程結構，以本學程的四大領域劃分成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共同必修課程，其包括「研究方法論」以及「日本專題研

究」，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則是四大領域課程，其依次為「日本政治

法律研究」、「日本經濟社會研究」、「日本歷史制度研究」以及「日本

外交安全研究」等四大核心領域，而在四大核心領域當中，每個領域

皆有開設八門課供同學選修。換句話說，「研究方法論」、「國際關係

理論研究」以及「日本專題研究」共同必修課程訓練同學的研究方法，

以及訓練獨立研究的能力，而四大核心領域的三十二門課則是著重在

實務方面，針對日本各種不同議題的探討，讓同學了解日本的過去與

現狀。 

    本學程課程設計的原則兼具理論性與實務性，讓同學不但學習到

研究方法與理論分析，同時也讓同學了解日本實際的運作狀況，例如

「研究方法論」、「日本專題研究」、「日本政治經濟研究」等課程便是

理論導向的課程，而「流動期的日本政治」、「日本社會問題分析」、「日

本防衛政策研究」等課程則是以實務為導向的課程；另外本學程的課

程架構最重要特性便是跨領域性，其分別從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

及國際關係學等四種不同學門來分析日本，讓同學可以從比較這四種

不同學門的研究方法，對於日本能夠有不同的體認與了解。 

 

2.國際移動能力 

日本交流協會每年補助每所同學到日本進行為期十天的參訪，讓

同學們能夠實際體察了解日本，同時日本交流協會也補助本所同學到

日本蒐集論文資料，時間為期兩個星期，由此可見，本所同學的國際

移動能力是相當強的。 

另外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將與日本慶應大學總

和政策研究學部進行雙邊學術合作，以進行教員與學生互換交流合作，

兩校預定將於 102 年 9 月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初期將規劃「雙

聯學位制度」，也就是「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學生在學期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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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到日本慶應大學總和政策學部修課取得碩士學位，這樣可以讓學位

學程學生同時取得政治大學與慶應大學兩校的碩士學位，這不但可以

有效強化「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畢業生在就業市場的學術競爭力，

同時也是符合當前教育部所推動的國際化學術潮流。 

 

3.升學或就業(創業)競爭力 

    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主要學生來源來自於國內

各日本研究及日文系相關研究所學生，以提供日本研究及日文系研究

所畢業生能夠進一步研究日本政治、經濟及社會等議題的進修機會，

在全國目前有 12 所日本研究及日本語文相關研究所，每年超過 150

名畢業生的情況下，學生的來源並不匱乏；其次本學位學程也能夠提

供政治系、經濟系、社會系及外交系等相關領域研究所畢業學生從事

日本研究的進修機會，國內相關社會科學類的畢業生每年也有超過

500 名。 

    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主要培養日本政治、日本

經濟、日本外交及日本社會方面的專業人才，其畢業生主要從事高等

教育專業人員、政治外交類的公務人員、經濟問題研究人員以及社會

問題研究人員，同時也可以到日本企業的相關智庫擔任高級研究員；

另外日本交流協會為了協助本學位學程培養台灣的日本研究人才，每

年將優先提供本學位學程畢業學生赴日留學獎學金，讓本學程畢業生

能夠有赴日進一步深造的機會，以提高其在就業市場的國際競爭力。 

 
表 2-56、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舉辦的國際研討會 

時間 地點 研討會名稱 使用語言 主辦／贊助 

2011

年 9 月

2 日

(五) 

台北深坑假日飯店

三樓國際會議廳(新

北市深坑區北深路

三段 265 號) 

第三屆釣魚

臺列嶼問題

國際學術研

討會 

 政治大學當代日本

研究中心、外交部

研究設計委員會 

2011

年 10

月 28 

-29 日

（五、

台北君悅大飯店一

樓君寓一（台北市信

義區松壽路 2 號） 

2011 年台日

論壇「美國重

返亞洲後的

東亞局勢與

兩岸關係」 

日文、中文

（備有同步

口譯）  

國立政治大學當代

日本研究中心、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

日本東京財團、慶

應大學 SFC 日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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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研討會名稱 使用語言 主辦／贊助 

六） 究中心 

2012

年 5 月

2 日

（三） 

台北國賓大飯店二

樓國際廳（台北市中

山北路二段 63 號） 

台日關係四

十週年國際

研討會 

日文、中文

（備有同步

口譯） 

政治大學當代日本

研究中心／日本交

流協會、外交部–

亞東關係協會、國

科會、新聞局 

2012

年 9 月

17 日

（一） 

台北國賓大飯店 2

樓聯誼廳 123（台北

市中山北路二段 63

號） 

2012 台日論

壇「台灣民主

化下兩岸關

係與台日關

係：台日學者

對話研討會」 

中文、日文

（備有同步

口譯）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

學院日本研究碩士

學位學程、政治大

學國際關係研究中

心當代日本研究中

心／日本國際交流

基金會、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 

2013

年 6 月

18 日

（二）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

大樓七樓第一會議

室(台北市文山區指

南路二段 64 號) 

One Asia 

Foundation 

「東亞共

同體講座」  

中文、日文

（備有同步

口譯）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

學院日本研究碩士

學位學程 

2013

年 11

月 23

日(六） 

深坑假日飯店(新北

市深坑區北深路三

段 265 號 ) 

日本民主黨

政權的回

顧：臺日學者

的視點 

中文、日文

（備有同步

口譯）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

學院日本研究碩士

學位學程、日本國

際交流基金會 

 

二、教師發展 

（一）教學 

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主要師資來自日本國際交

流基金提供每學年兩位專任師資，本學位學程也有專任及合聘教師九

位，另外校內各個系所日本研究相關教師也提供必要性的支援，而目

前以本校每學年共有超過五十門日本研究相關課程，以及超過二十位

教師教授日本研究相關課程的情況看來，本學位學程的基本師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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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匱乏。詳細師資及課程請參見表 2-57 及表 2-58。 

表 2-57、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師資表 

序

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

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註 

1 合聘 教授 蔡增家 政治大

學政治

學博士 

日本政治

經濟研究 

社會科學研究

方法、日本政

治經濟研究 

國際關

係研究

中心支

援 

2 兼任 教授 鄧中堅 美國西

北大學

博士 

國際關

係、國際

政治經濟

學研究 

國際關係理論 外交系

支援 

3 兼任 教授 于乃明 日本筑

波大學

歷史研

究博士 

日本歷

史、日本

近代史 

日本政治史研

究 

日文系

支援 

4 兼任 特聘

教授 

劉宗德 日本名

古屋大

學法學

博士 

行政法、

環境保護

法 

日本法制史研

究 

法律系

支援 

5 兼任 教授 劉德海 美國亞

利桑那

大學博

士 

國際關

係、比較

外交政策

研究 

日本外交政策 外交系

支援 

6 合聘 教授 湯紹成 德國波

昂大學

政治學

博士 

兩岸關係

研究、歐

盟研究 

日本與亞洲共

同體 

國際關

係研究

中心支

援 

7 兼任 副教

授 

李世暉 日本京

都大學

經濟學

博士 

日本經濟

研究 

日本消費研究

專題、日本數

位內容產業專

題研究、日本

經濟專題研

究、日本財政

政策研究、戰

後日本經濟發

展史、日本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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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

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註 

濟政策研究 

8 合聘 副教

授 

盧倩儀 美國德

州大學

奧斯汀

大學政

治學博

士 

移民政策 日本移民政策

之研究 

國際關

係研究

中心支

援 

9 合聘 助理

教授 

石原忠

浩 

政治大

學東亞

所博士 

日本外交

研究 

日本開發援助

研究、戰後中

日關係發展 

國際關

係研究

中心支

援 

10 兼任 助理

教授 

林超琦 美國史

丹佛大

學政治

學博士 

日本政治

研究 

日本政治研究 國際關

係研究

中心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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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58、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課程 

課   程   內   容 

授

課

年

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

(選)

修 

任課教師 專

(兼)

任 

最高學歷 專長 

一 社會科學研究

方法 

3 必 郭承天 專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東

亞研究 

一 國際關係理論

研究 

3 必 鄧中堅 專 美國西北大學博士 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經

濟學研究 

一 日本政治經濟

研究 

3 必 蔡增家 專 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 日本政治經濟研究 

一 日本消費研究

專題 

3 選 李世暉 專 日本京都大學經濟學博士 日本經濟研究 

一 日本數位內容

產業研究 

3 選 李世暉 專 日本京都大學經濟學博士 日本經濟研究 

一 日本經濟專題

研究 

3 選 李世暉 專 日本京都大學經濟學博士 日本經濟研究 

一 日本開發援助

研究 

3 選 石原忠浩 專 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 日本外交研究 

一 戰後中日關係

發展 

3 選 石原忠浩 專 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 日本外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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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授

課

年

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

(選)

修 

任課教師 專

(兼)

任 

最高學歷 專長 

一 戰後東亞國際

關係 

3 選 盧業中 專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

學博士 

東亞國際關係研究 

一 戰後日本外交

史 

3 選 于乃明 專 日本筑波大學歷史學博士 日本外交史研究 

二 日本財政政策

研究 

3 選 李世暉 專 日本京都大學經濟學博士 日本經濟研究 

二 戰後日本經濟

發展史 

3 選 李世暉 專 日本京都大學經濟學博士 日本經濟研究 

二 日本經濟政策

研究 

3 選 李世暉 專 日本京都大學經濟學博士 日本經濟研究 

二 日本選舉政治

研究 

3 選 俞振華 專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

博士 

日本選舉政治 

二 日本經濟史之

研究 

3 選 蕭明福 專 政治大學經濟學博士 日本經濟研究 

二 日本法制史之

研究 

3 選 劉宗德 專 日本名古屋大學法學博士 日本法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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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授

課

年

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

(選)

修 

任課教師 專

(兼)

任 

最高學歷 專長 

二 日系企業經營

模式之研究 

3 選 管康彥 兼 美國西北大學組織管理博

士 

策略與組織研究 

二 日本外交政策 3 選 劉德海 兼 美國亞歷桑納大學博士 國際關係、比較外交政

策研究 

二 日本政治史研

究 

3 選 于乃明 兼 日本筑波大學歷史研究博

士 

日本歷史、日本近代史 

二 日本政治研究 3 選 林超琦 兼 美國史丹佛大學政治學博

士 

日本政治研究 

二 獨立研究 3 選 指導老師 專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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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 

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的支援師資當中，每位教師每年都有定期

的出版，同時也積極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每位教師的著作統計表，

請參照表 2-59 與表 2-60。 
 

表 2-59、97-101 年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教師著作統計表 

 專書 專書篇章 期刊論文 會議論文 研究計畫 

 合

計 

有

審

查 

合

計 

有

審

查 

合

計 

有

審

查 

合

計 

有

審

查 

合

計 

國科

會計

畫 

非國科

會計畫 

蔡增家 2 0 11 1 6 5 12 0 5 5 0 

鄧中堅 0 0 4 3 12 7 8 0 4 4 0 

于乃明 2 1 4 4 2 2 0 0 18 3 15 

李世暉 0 0 2 0 5 4 5 2 2 2 0 

湯紹成 0 0 0 0 5 4 3 0 3 1 2 

盧倩儀 0 0 4 4 4 4 8 2 8 7 1 

劉德海 1 1 3 3 0 0 9 9 4 3 1 

林超琦 0 0 6 5 6 6 4 4 10 4 6 

 

表 2-60、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專任教師著作一覽表 

姓名 類別 名稱 

蔡增家 

教授 

研究計劃/

研究報告

(Research 

Project) 

"日本四大財閥的政治經濟分析," 國科會, 2008。 

"非正式制度的政治經濟學：日本經濟衰退的質量分析,"

國科會, 2007。 

"非正式制度的政治經濟學：日本經濟衰退的質量分析,"  

國科會, 2006。 

"超越雁行理論：以台日經濟合作為例看九七後東亞經濟  

分工體系的轉變," 國科會, 2005。 

"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之政經網絡及其對台政策之分析

(2/2)," 國科會, 2004.08。 

"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之政經網路及其對台政策之分析

(1/2)," 國科會, 2003.08。 

"執政黨、大企業及銀行:分析政黨輪替之後南韓政經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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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的變(1993-2001)," 國科會, 2002.08。 

"管制與革新:一九九 0 年以後日本政經體制的轉變," 國

科會, 2001.08。 

期刊論文

(Journal 

Article) 

〈日本行政指導的政治經濟分析〉,《中國政治學報》,

第 45 期(台北：2008 年),頁 1-26(TSSCI) 

〈韓国新大統領の東アジア安全保障觀と南北朝鮮関

係〉,《問題と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台北、2008 年)，

頁 67-84.(TSSCI) 

〈政府主導與經濟發展: 金大中時期南韓大企業改革之

分析,日本行政指導的政治經濟分析〉,《全球政治評論》,

第 22 期(台北：2008 年) 

"The Changing Japanese Defense Policy—A Perspective 

from Neo-Conservatism," Prospect Journal, No.2,  

2007.10, pp.67-94. 

〈中国式市場経济に見る不均衡：高度成長下の四大內

憂〉，《問題と研究》，第 36 卷：第 2 期(台北：2007 年 8

月)，頁 25-37． 

〈從雁行發展到經濟分工：從台日經濟合作看東亞經濟

分工模式的轉變〉,《國際關係學報》，第 24 卷，(台北：

2007 年)，頁 87-114 

〈日本正在改變它的防衛政策嗎：從新保守主義觀點來

論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8 卷：第 3 期, (台北：2007

年) ，頁 91-125. 

〈非正式制度政治經濟學：1990 年後日本經濟衰退的根

源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6 期, (台北：2006

年) ，頁 107-135. (TSSCI) 

〈經濟能夠打破政治的藩籬嗎：中共和平崛起政策下台

日關係的轉變〉,《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7 卷：第 3 期, (台

北：2006 年) ，頁 75-104． 

〈亞歐會議經濟議程的建構與發展：從國際建制的角度

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4 期, (台北：2006

年) ，頁 63-90. (TSSCI) 

〈全球化與日本政經體制的轉變：2005 年日本眾議院改

選的政經意涵〉，《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2 期, (台北：

2006 年)，頁 1-23. (TSSCI) 

〈擺盪在合作與衝突之間：中共和平崛起政策下中日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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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結構分析〉,《國際關係學報》, 第 21 卷：(台北：

2006 年) ，頁 45-70. 

〈選挙制度と政治改革―日本の経験から台湾の選挙制

度の改革を見るー〉,《問題と研究》，第 34 卷：第 8 期

(台北：2005 年)，頁 97-118．(TSSCI) 

〈超越發展國家論：九七金融風暴與南韓政經體制的轉

變〉，《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4 期(台北:2005 年)，

頁 75-100．(TSSCI) 

〈2000 年以來日本與東協關係的轉變：從國內層次分

析〉, 《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2 期(台北:2005 年)，

頁 103-129．(TSSCI) 

〈選舉制度與政治改革：從日本的經驗看台灣選舉制度

的改革〉,《問題と研究》，第 34 卷：第 8 期(台北:2005

年)，頁 97-118. (TSSCI) 

〈日本自民黨再執政基礎的政治經濟分析〉,《人文及社

會科學集刊》，第 16卷：第 3期(台北:2004年)，頁 435-463. 

(TSSCI) 

〈全球化與日本經濟衰退的政治經濟分析：從財政赤字

及公共工程建設的角度觀察〉,《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

第 1 期(台北:2004 年)，頁 63-79．(TSSCI) 

〈執政黨、地方派系與金融機構：政黨輪替導致台灣地

方金融政治的轉變〉，《問題と研究》，第 32 卷：第 11

期(台北:2003 年)，頁 30-54．(CITESEEN)  

〈如何達到最適匯率制度：美國與日本匯率政策選擇的

政治分析（1985-2001）〉，《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台北:2003 年)，頁 139-164．(TSSCI) 

〈東亞市埸經濟的深化與矛盾〉,《問題と研究》(日語

(文))，第 32 卷：第 7 期(台北:2003 年)，頁 59-71．(TSSCI) 

〈日本銀行體系的政治經濟分析：從政府、銀行、企業

與交叉持股觀察〉，《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台

北:2003 年)，頁 55-78．(TSSCI) 

〈多邊主義、區域主義與 ASEAN 體制：從跨層次分析金

融風暴後日本與東協關係的轉變〉，《中國大陸研究》，第

45 卷：第 4 期(台北:2002 年)，頁 75-99．(TSSCI) 

〈日本銀行體系的政治經濟分析：從政府、銀行、企業

與交叉持股觀察〉，《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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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2003 年)，頁 55-78．(TSSCI) 

〈九 0 年代日本派閥政治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3 期(台北: 2002 年)，頁 61-82．(TSSCI) 

〈金大中金融改革與南韓政經體制的轉變〉，《問題與研

究》，第 40 卷：第 6 期(台北: 2001 年)，頁 39-63．(TSSCI) 

〈國際匯率承諾與貨幣政策自主性：從廣場協議至羅浮

宮協議〉，《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9 期(台北: 2000

年)，頁 49-72．(TSSCI) 

〈管制與革新：美國金融改革的政治分析〉，《問題與研

究》，第 39 卷：第 6 期(台北: 2000 年)，頁 75-97．(TSSCI) 

〈國論資本自由化與總體經濟政策的調整：以日本及法

國等干預型國家為例〉，《美歐季刊》，第 14 卷：第 2 期(台

北: 2000 年)，頁 229-261．(TSSCI) 

〈垂直--整合與脆弱--衝突：論九○年代日本金融政治的

轉變〉，《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2 期(台北: 2000 年)，

頁 31-49．(TSSCI) 

〈中央銀行制度與貨幣政策：日本與德國之比較〉，《美

歐季刊》，第 13 卷：第 3 期(台北:1999 年)，頁 319-356．

(TSSCI) 

〈信用分配制度的轉變對政府、企業與銀行關係的影

響：日本與南韓之比較〉，《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5 期(台北: 1999 年)，頁 61-88．(TSSCI) 

〈資本管制與金融自由化：以日本為例〉，《問題與研

究》，第 38 卷：第 3 期(台北: 1999 年)，頁 71-84．(TSSCI) 

"Differential Impact of the Exchange Crisis on Taiwan, 

Japan, and South Nouth Korea: A Politico-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1998.12, issues &studies, Vol.34, No.11, 

pp.144-180.(SSCI,SCIE) 

〈南韓經濟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1963-1997〉，《問題與

研究》，第 37 卷：第 11 期(台北: 1999 年)，頁 29-48．(TSSCI) 

〈冷戰後中共對東協外交政策之轉變〉，《中國大陸研

究》，第 41 卷：第 9 期(台北: 1998 年)，頁 71-82．(TSSCI) 

〈美日安保條約的政經分析與制度調適〉，《問題與研

究》，第 37 卷：第 9 期(台北: 1998 年)，頁 1-18．(TSSCI) 

〈日本金融改革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7 期(台北:1998 年)，頁 31-48．(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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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與國內政治：以日韓為例〉，《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4 期(台北: 1998 年)，頁 21-35．(TSSCI) 

專書/專書

篇章

(Book,Boo

k Chapter) 

《擺盪在國際與國內之間：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之政經網

絡及其對台政策之分析》(台北：揚智出版社，2008) 

《日本財政融投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中央研究院亞

太研究中心，2008) 

《派閥崩壞抑或派閥重整？單一選區兩票制實施後日本

政黨政治的轉變（1996-2006）(台北：商務出版社，2008) 

《再起十年或十年危機:台灣與南韓產業生態與政企關

係之比較,番薯與泡菜:台灣與南韓經濟發展之比較》(台

北：亞太學術基金會，2008) 

〈十七大後中國與日本關係的兩重結構分析〉，收錄於劉

勝驥，《21 世紀中國:中共十七大觀察報告》(台北：國立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8 年) 

〈日本對兩岸外交休兵的看法與反應〉，收錄於林碧炤，

《兩岸外交休兵新思維》(台北：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2008 年)頁 159-174 

《日本研究與研究日本: 從方法到知識》(台北：台灣大  

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08 年)

頁 193 

《2000 年之後南韓自由貿易區政策的轉變》(台北：兩岸

交流遠景基金會，2007 年) 

《誰統治日本：經濟轉型之非正式制度分析》(台北：巨

流出版社，2007 年) 

《南韓轉型：政黨輪替與政經體制的轉變》(台北：巨流

出版社，2005 年) 

〈擺盪在國際與國内勢力之間:911 之後日本防衛政策的

轉變〉，《中共硏究,》，第 39 卷：第 1-4 期(台北: 中共硏

究雜誌社，2005 年) 159-174 

《日本轉型：九０年之後政治經濟體制的轉變》(台北： 

五南書局，2004 年) 

如何達到最適匯率制度：美國與日本匯率政策選擇的政

治分析, 〉收錄於黃秀端主編《政治學的發展：新議題

與新挑戰》(台北:韋伯出版社，2003 年) 

〈多邊主義、區域主與與 ASEAN 體制：從跨層次分析金

融風暴後日本與東協關係的轉變〉，收錄顧長永與蕭新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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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新世紀的東南亞》(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年) 

"Exchange Rate Commitment and Monetary Policy 

Autonomy:A Cross-Level Analysis," 政治分析的層次，(台

北:韋伯出版社，2001 年) 

〈金融管制與革新：日本與美國銀行自由化的政治分析,

管制與革新〉(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科所，2001 年)  

"90 年代日本政經體制的轉變,", 國立成功大學社會科學

院, 2003.12。 

會議論文

(Conferen

ce Paper) 

「再起十年或十年危機：台灣與南韓產業生態與政企關

係之比較」，南韓經驗與台灣經驗之比較研討會，國立政

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文化學術交流基金會主

辦，2008 年 5 月 24 日。 

「2000 年之後的台日政治關係」，台日關係研討會，台     

北：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2007 年 10 月 29-30 日。 

「日本財政融投的政治經濟分析」，蕭新煌，黃自進主

編，東亞世界中日本社會的特徵，台北：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7 年 3 月 15-16 日。 

「2000 年後日本對東南亞經貿政策的轉變」，日本與東 

亞國際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亞太研究

所，2006 年 11 月 25 日。 

「日本行政指導的政治經濟分析」，日本學與台灣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台中：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2006 年

5 月 20 日。 

「全球化與日本國會改選的政治分析」，全球化與地方 

治理研討會，台中：東海大學政治系，2005 年 12 月 24

日。 

「非正式制度的政治經濟學：1990 年之後日本經濟衰退

的根源分析」，2005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台北：國立

政治大學，2005 年 12 月 10 日。 

「從台日經濟合作看東亞經濟分工模式的轉變」，中華經

濟協作第十一屆國際研討會，日本：北九州市國際會議

廳，2005 年 12 月 9 日。 

「日本正在改變它的防衛政策嗎？從新保守主義的觀點

分析」，第三屆國防戰略與台海安全，台中：國立中興大

學國際政治研究所，2005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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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之後日本經濟衰退的根源分析」，國立政治大

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2005 年 10 月 26 日。 

「政府主導的構造改革：南韓大企業改革的政治經濟分

析（1998-2004）」，第十四屆中韓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北：中國文化大學，2005 年 10 月 21 日。 

「管制、自由化與再管制：2000 年之後台灣與南韓政經

轉型的比較」，2005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台北：中央

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05 年 10 月 1 日。 

「擺盪在合作與衝突之間：中共和平崛起政策下中日衝

突的結構分析」，中國崛起與全球安全研討會，台北：國

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2005 年 6 月 10 日。 

「經濟能夠打破政治的藩籬嗎：中國和平發展政策下台

日關係的轉變」，中國和平發展與亞太安全研討會，台

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5 年 5 月 12-13

日。 

「亞歐會議經濟議程的建構與發展：從國際建制的角度

分析」，亞歐會議對台灣經濟與安全之影響研討會，嘉

義：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2005 年 5 月 10 日。 

「911 之後日本反恐機制的設置與轉變」，台北：國立政

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4 年 7 月 16 日。 

「Regime Shift and Economic Governance: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嘉義：國立中

正大學政治學系，2004 年 5 月 29-30 日。 

「東亞區域整合：日本的立場與策略研究」，東亞區域整

合對台灣安全與發展之影響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亞太

研究所，2004 年 4 月 29 日。 

「二○○○年以來日本與東協關係的轉變：從國內層次來

分析」，2004 年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台北：淡

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2004 年 4 月 22-23 日。 

「全球化與日本經濟衰退的政治經濟分析」，全球化與全

球治理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2003

年 3 月 28 日。 

「東亞市場經濟的深化與矛盾」，台灣與日本中國大陸問

題研討會，東京：京王大飯店，2003 年 3 月 27 日。 

「90 年代日本政經體制的轉變」，台灣與日本的評比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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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台南：國立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2003年 1月 17-18

日。 

「日本自民黨再執政基礎的政治經濟分析」，2002 年台

灣政治學年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02 年 12 月 14-15

日。 

「執政黨、地方派系與金融機構：政黨輪替でから台灣

の地方金融政治の轉變」，日本：台灣研究學會，東京法

政大學，2002 年 9 月 26 日。 

「從日本的經驗看台灣選舉制度的改革」，台北：國立政

治大學公共政策論壇研討會，2002 年 6 月 11-12 日。 

「如何達到最適匯率制度：美國與日本匯率政策選擇的

政治分析（1985-2001）」，台北：東吳大學政治系『政治

學的發展：新趨勢與新議題』學術研討會，2002 年 6 月

1 日。 

「多邊主義、區域主義與 ASEAN 體制：從跨層次分析金

融風暴後日本與東協關係的轉變」，2002 年台灣東南亞

區域研究研討會，2002 年 4 月 26-27 日。 

「政黨輪替與經濟治理：日本與南韓經驗的比較」，2001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政黨輪替後之台灣政治」學術

研討會，台灣政治學會、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選舉

研究中心，2001 年 12 月 15 日。 

「日本派閥政治的政經分析」，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

經濟學研究會，2001 年 10 月 24 日。 

Exchange Rate Commitment and Monetary Policy 

Autonomy: A Cross-Level Analysis,” 跨層次分析國際研討

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2000 年 5 月 19-20

日。 

「金融管制與革新：日本與美國銀行自由化的政治分

析」，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及人文科學研究所「管制與

革新研討會」，1999 年 12 月 8 日。 

「信用分配制度的轉變對政府、企業與銀行關係的影

響：日本與南韓之比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經濟

學研究會，199 年 11 月 8 日。 

李世暉 

副教授 

研究計劃/

研究報告

(Research 

從「利益分配」到「不利益分配」：日本決策機制變遷之

政治經濟分析(3/3), 2015 年 08 月~2016 年 07 月,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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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從「利益分配」到「不利益分配」：日本決策機制變遷之

政治經濟分析(2/3), 2014 年 08 月~2015 年 07 月,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 

從「利益分配」到「不利益分配」：日本決策機制變遷之

政治經濟分析(1/3) ,2013 年 08 月~2014 年 07 月,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 

東亞國家民主治理與政權公約之研究：日韓經驗對於我

國的啟示（2/2）, 2012 年 08 月 ~ 2013 年 07 月,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 

東亞國家民主治理與政權公約之研究：日韓經驗對於我

國的啟示（1/2）, 2011 年 08 月 ~2012 年 07 月,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 

日本民主黨決策機制之研究—從政權公約的制定與執行

層面分析, 2010 年,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期刊論文

(Journal 

Article) 

"不情願的專業主義：從普天間基地問題探討日本民主黨

的決策過程," 政治科學論叢, Vol.0, No.54, 2012.12, 

pp.37-70.(TSSCI)(*為通訊作者) 

"台日經貿策略聯盟之研究,"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Vol.8, 

No.3, 2012.09, pp.165-183.(*為通訊作者) 

"日本媒體內容產業之萬代聯盟模式－現況與挑戰," 產

業管理評論, Vol.5, No.2, 2012.07, pp.39-54.(*為通訊作

者) 

"日本民主黨政權的外交政策思維," 國際關係學報, 

Vol.0, No.32, 2011.07, pp.157-173.(*為通訊作者) 

"創新式管理讓遊戲產業迎戰全球─日本遊戲產業前端創

新管理之研究," 產業管理評論, Vol.4, No.1, 2010.09,  

pp.7-19.(*為通訊作者) 

"台商科技產業大陸投資與台灣科技產品於歐盟市占率

之研究," 貿易調查叢刊, Vol.21, No.1, 2010.06,  

pp.35-54. 

"日本政黨輪替思維之探析－兼論民主黨的角色與定位," 

問題與研究, Vol.40, No.1, 2010.03, pp.1-33.(TSSCI)(*為通

訊作者) 

"現代台灣客家飲食的文化研究－傳統料理與創意料理

的界線," 客家公共事務學報, No.2, 2010, pp.79-98. 

"台湾の経済貿易戦略における西進と南向との論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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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 締結の背景を併せて論じる－," 問題と研究, 

Vol.39, No.3, 2010, pp.27-62.(日語(文)) 

"台商高科技業大陸投資與台灣高科技產品對日本出口

競爭力之研究," 多國籍企業管理評論, Vol.3, No.2, 

2009.09, pp.79-99. 

"日本政府與殖民統治初期台灣的幣制改革," 政治科學

論叢, Vol.0, No.38, 2008.12, pp.71-112. (TSSCI)(*為通訊作

者) 

"The Currency Conversion in Postwar Taiwan: Gold 

Standard from 1949 to1950," The Kyoto Economic Review, 

No.157, 2005, pp.191-203.(J-STAGE) 

"十九世紀の東亜銀貨圏と台湾の幣制改革," 経済論叢, 

Vol.177, No.2, 2005, pp.45-67.(日語(文)) 

專書/專書

篇章

(Book,Boo

k Chapter) 

"文化經濟與內容產業：日本動畫、漫畫與遊戲的煉金術

" 台北：智勝文化, 2013。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的理論與實踐：治理的觀點," 智勝文

化, 2011。 

"台灣第一國際品牌：文化篇," 御璽, 2008.12。 

"改變世界的任天堂," 商周, 2008.09。 

"政権交代後の日本における政官関係の分析," 日本民

主黨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 2011.10, 

pp.69-93.(日語(文))(*為通訊作者) 

"危機管理的危機：從日本關東大地震到昭和金融危機,"

災害與公共管理,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1.08, 

pp.197-206.(*為通訊作者) 

"日本影音媒體產業的經濟社會分析－從「超平面」與「角

色化」的概念談起," 影視媒體生態與娛樂經濟,崑山科技

大學媒體創意學院, 2010.01, pp.45-60.(*為 

  通訊作者) 

"客家經濟與產業發展," 客家政治與經濟, 智勝文化, 

2010, pp.136-160. 

"客家數位內容產業," 客家政治與經濟, 智勝文化, 2010,  

pp.190-217. 

"媒體科技發展與文化仲介之研究：以日本動漫文化為

例,"數位網路、媒體科技與文化研究研討會論文專刊, 文

鶴出版有限公司, 2009.06, pp.77-88.(*為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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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溝通平台之研究：以日本 NPO 電台與日本公

民媒體全國交流協議會（J-CAM）為例," 公民社會理論

與實踐, 智勝文化, 2009,  pp.94-112. 

"文化創意與角色經濟－兼論角色商品的多媒體行銷模   

式," 視覺影像、數位媒體與科技文化, 靜宜大學大眾傳

播學系, 2008.12, pp.116-130.(*為通訊作者) 

會議論文

(Conferen

ce Paper) 

"遊戲展覽與遊戲產業發展之關連性研究：以日本東京電

玩展為例," 2011 文化產業與創意經濟圓桌學術會議. 

2011。 

"Life Style Made in Taiwan：從競爭力思維到思維力競爭," 

2010 第一屆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競爭力學術研討會, 東

吳大學, 2010。 

"日本民主黨決策過程之研究：專業主義與多元主義的對

抗," 日本研究中心聯合年會暨 2010 東亞區域發展國際

學術研討會, 2010。 

"台湾コンテンツ産業の経済分析－中国音楽市場にお

ける台湾の役割," 金融全球化與國際貨幣系統學術研

討會, 日本國際經濟學會.(日語(文)) 

"アジア通貨危機後の台湾金融システム─遅れた金融改

革と内生的な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 10 年的教訓

與今後的課題」學術研討會,日本國際經濟學會.(日語

(文)), 2007。 

"都市發展與多元文化―論台灣青少年的『台客文化』與

『同人誌文化』," 兩岸四地都市治理與地方永續發展學

術研討會, 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2006． 

石原忠浩 

助理教授 

期刊論文 馬英九政権下の日台関係の進展―継続性、挑戦、実務

交流枠組みの形成，問題と研究，2012 年 4.5.6 月号，

第 41 卷 2 號，頁 49－94。 

もうひとつの両岸交流「小三通」の回顧と展望，問題

と研究，2010 年 1.2.3 月号，第 39 卷 1 號，頁 73－106。 

馬英九政権の一年の回顧と展望―内政と日台関係を中

心に，東亞，2009 年 9 月号，507 号，頁 28－38。 

馬英九政権の対中国政策－両岸関係の改善と今後の課

題－，問題と研究，2008 年 10.11.12 月号，第 37 卷 2

號，頁 33－70。 

「政治主導」的對外政策？：民主黨政權下的「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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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展望與探索，2012 年 7 月号，第 10 卷，頁 42-58。 

日本對台決策的組織、制度與過程：以駕照相互承認之

協定、FTA 談判、李前總統訪日為例，問題與研究，2010

年 4 月号，第 49 卷，頁 45-78。 

專書論文 「民主党政権下の政府開発援助政策の実践」，蔡東杰、

黎立仁主編「全球格局變遷下之東亞政經發展-台灣與日

本的視角」，國立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2012 年，

頁 23-48。 

「跳脫臺日中三邊框架:臺日外交中的『中國因素』」，何

思慎、蔡增家主編「『七二年體制』下臺日關係的回顧與

展望」，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2009 年，頁

153-186。 

「轉變期的日本政府開發援助:新世紀後的新趨勢之探

討」，楊永明主編「新世紀日本體制的再轉型:政治、經

濟與安全政策之轉變」，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頁 111-149。 

「新世紀日本對外政府開發援助的走向:以中國、泰國為

實例」，蔡增家主編「東亞國際關係中的日本邁向正常國

家?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9 年，頁

175-214。 

學術會議

論文 

「是否脫離推向戰略互惠關係?:從日本觀點探討當前中

日關係」，『習李體制下中國大陸對周邊國家政策研討

會』，政治大學歸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13 年 8

月 30 日。 

「從福田主義至安倍主義?淺析當前日本與東協關係」，

『東亞共同體國際研討會』，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日本

研究碩士學位學程、日本 One Asia 基金會，2013 年 6 月

18 日。 

「台湾の原住民政策：原住民族委員会の設置から」，『治

理視域下的地域文化震行對策與異文化歷屆國際學術研

討會』，西南政法大學日本研究中心，2013 年 3 月 16-17

日。 

「當前日本對中南半島經濟援助的實踐：從追求經濟利

益和國際公共利益之角度探討」，第三屆日本研究年會－

『轉捩點上的日本研究：新課題與新典範』，國立中山大

學，2012 年 11 月 17-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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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輪替後日本對亞洲新興國家的經濟合作:以印度、  

越南的政府開發援助為事例」，「美國重返亞洲後的東亞

政治經濟安全之轉變」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

研究中心第二研究中心，2012 年 9 月 26 日。 

「民主党政権下の政府開発援助政策の実践」，第二屆全

國大學院校日本研究中心聯合年會，國立台中技術學

院，2011 年 11 月 21 日。 

「當前日本對中東外交:試探對伊拉克、阿富汗政府開發

援助為事例」，「2011 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辛亥百年與兩

岸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2011 年 11

月 13 日。 

「政権交代後の日台関係の進展：継続性と変化、挑戦」，

亞太論壇，國立政治大學，2011 年 5 月 24 日。 

「日台關係中的中國因素:初探台灣政黨輪替前後之比  

較」，2012 年兩岸關係面臨的挑戰研討會，中國文化大

學，2011 年 5 月 21 日。 

「馬英九政權下的臺日關係：變化、挑戰和繼續性」，日

台研究者交流ワークショップ，大阪梅田スカイビル，

2011 年 2 月 17 日。 

「政治主導的對外政策?:初探日本民主黨政府的對中政

策」，國際格局與亞太形勢學術研討會，台灣大學政治學

系，2010 年 12 月 17 日。 

「另外的對美國反恐政策的合作? 當前日本對亞西國家

援助的分析：以巴基斯坦、阿富汗為例」，美日安保改定

50 週年與東亞安全問題國際研討會，中山大學日本研究

中心與台灣東北亞學會，國立中山大學，2010 年 12 月

12 日。 

「當前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政府開發援助政策的實踐與

現況：以越南、泰國為事例」，第一屆全國大學院校日本

研究中心聯合年會暨 2010 東亞區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

會，國立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2010 年 11 月 26 日。 

「後日圓貸款時代的日本對中國 ODA 的政經分析」，亞

太論壇，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10 年 5 月

25 日。 

「馬英九政權下的台日關係進展與展望」，2010 年台日

論壇民主黨政權獲得後的東亞情勢於兩岸關係的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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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應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大陸委員會，2010 年 3 月 8

日。 

「援外新潮流之下的日本對亞洲政府開發援助:以中

國、泰國為例」，亞太論壇，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2009 年 5 月 21 日。 

「轉變期的日本政府開發援助:911 事件後新趨勢的探

討」，日本論壇會議 2000 年後日本體制的再轉型:安

全、政治與經濟，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台灣安全研究中心，

2008 年 11 月 8 日。 

「520 之後的日中關係與台灣的觀察」，520 後中日台三

邊關係，台灣藍鵲文教發展協會，2008 年 6 月 26 日。 

「從制度、政策層面來探討金廈小三通」，2008「烽火僑

鄉．敘事記憶－－戰地．島嶼．移民與文化」，金門縣文

化局、中興大學文學院、臺灣敘事學學會，2008 年 6 月

14-15 日。 

「胡錦濤訪日後的日中關係」，胡錦濤訪日後的東北亞壹

捌情勢，中華歐亞基金會，2008 年 5 月 14 日。 

「日本對台灣政策的組織、制度與過程」，2008 年國際

關係學會「台灣與國際關係的新紀元」學術研討會，2008

年 5 月 10 日。 

「近年來日本對中國政府開發援助的演變」，日本與亞太

國際學術研討會，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與遠景基金會，

2006 年 11 月 25 日。 

「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大綱」(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harter )，台灣推動國際合作發

展之回顧與前瞻國際研討會，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

金會與台灣智庫，2006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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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專論

暨報告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日

台民間漁業取決め」の締結と第四原発建設の可否をめ

ぐる展開。交流。2013 年 11 月。Vol.876。頁。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交

流。2013 年 9 月。Vol.870。頁。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第

四原発」建設継続をめぐる問題、「洪仲丘事件」の波紋

（前編）。2013 年 8 月。Vol.869。頁 3-8。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日

台民間漁業取決め」の締結と第四原発建設の可否をめ

ぐる展開。交流。2013 年 5 月。Vol.866。頁 16-29。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江宜

樺内閣の成立と第四原発建設反対デモの実施。交流。

2013 年 3 月。Vol.864。頁 44-56。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日本

衆議院選挙と新政権に対する台湾の反応、手当削減政

治の展開。交流。2013 年 1 月。Vol.862。頁 53-64。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尖閣

諸島を巡る問題、内閣改造。交流。2012 年 11 月。 

Vol.860。頁 45-56。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立法

院臨時会の開催、尖閣諸島をめぐる問題。交流。2012

年 9 月。Vol.858。頁 40‐52。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馬英

九総統二期目の就任、政府高官の収賄事件。交流。2012

年 7 月。Vol.856。頁 44－56。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民生

問題に苦しむ馬総統、東日本大震災１年。交流。2012

年 5 月。Vol.854。頁 40-50。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陳冲

内閣の成立、駐日代表の交代。交流。2012 年 3 月。

Vol.852。頁 36-46。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総統

選挙、立法委員選挙直前の政治情勢と「日台開放天空」

の署名。交流。2012 年 1 月。Vol.850。頁 41-52。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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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類別 名稱 

報：馬英九総統が再選、立法委員選挙も国民党が勝利。

交流。2012 年 1 月。Vol.850。頁 12-19。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馬英

九総統の「黄金十年」構想の公表と「日台民間投資取

り決め」の締結。交流。2011 年 11 月。Vol.848。頁 35-46。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藍軍

の分裂と民進党の副総統候補の指名。交流。2011 年 9

月。Vol.846。頁 42-51。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馬英

九呉敦義ペアの選出と李登輝元総統の起訴。交流。 

2011 年 7 月。Vol.844。44-54 頁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総統

候補の選出と東日本大震災をめぐる日台関係。交流。

2011 年 5 月。Vol.842。頁 44-53。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立法

委員補選と民進党の総統候補問題。交流。2011 年 3 月。

Vol.840。頁 43-52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直轄

市長選挙後の情勢と日台学術交流の開催。交流。2011

年 1 月。Vol.838。頁 40-50。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速

報：直轄市長選挙は国民党が現有 3 議席死守も、民進

党は得票率で上回る。交流。2010 年 12 月。Vol.837。

頁 29-36。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直轄

市長選挙の展開と羽田―松山航空路線の就航。交流。

2010 年 11 月。Vol.836。頁 43-54。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直轄

市長選挙の展開と司法改革を求める声の高まり。交流。

2010 年 9 月。Vol.834。頁 48-58。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直轄

市長選挙候補の選出と ECFA 講義デモの実施。交流。

2010 年 7 月。Vol.832。頁 46-54。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をめぐる動向～ECFA

討論会と直轄市長選挙候補選出の進展。交流。2010 年

5 月。Vol.830。頁 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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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類別 名稱 

台湾内政、日台関係をめぐる動向～立法委員補欠選挙

後の政局。交流。2010 年 3 月。Vol.828。頁 27-35。 

台湾内政をめぐる動向～県市長選挙後の政局と日台実

務関係の進展。交流。2010 年１月。Vol.826。頁 16-25。 

台湾内政をめぐる動向～速報：台湾地方統一選挙国民

党後退、民進党は復調の兆し。交流。2009 年 12 月。

Vol.825。頁 42-44。 

台湾内政をめぐる動向～呉敦義内閣の成立と次期県市

長選挙に向けた動向。交流。2009 年 11 月。Vol.824。

頁 35-44。 

台湾内政をめぐる動向～台風 8 号による大災害とその

余波。交流。2009 年 9 月。Vol.822。頁 42-50。 

台湾内政をめぐる動向～馬英九政権一年の日台関係と

最近の台湾情勢。交流。2009 年 7 月。Vol.820。頁 38-44。 

台湾内政をめぐる動向～馬英旧政権一年の回顧と展

望：台湾内政を中心に～。交流。2009 年 5 月。Vol.818。

頁 36－43。 

台湾立法委員選挙と今後の政局 戦略誤った与党・民

進党。時事トップ・コンフィデンシャル。2008 年 1 月

22 日。頁 7-11。 

中台交流の最前線、金門・馬祖島 拡大する対岸・中

国との往来。時事トップ・コンフィデンシャル。2007

年 12 月 18 日。頁 2-6 。 

東日本大地震兩週年：重建之路的機會與挑戰。戰略安

全研析。第九十六期。頁 14-20。 

第二次安倍晉三政權的理念和對外政策的展望。新社

會。第 26 期。頁 6-12。 

安倍晉三內閣的人事佈局和經濟政策走向。戰略安全研

析。第九十三期。頁 14-21。 

野田佳彥首相訪中的戰略意涵。戰略安全研析。第八十

一期。頁 37-45。 

野田內閣的課題與展望。新社會。第 18 期。頁 30-34。 

中國漁船碰撞日本巡邏船事件與日中關係。新社會。第

13 期。頁 19-23。 

菅直人內閣的課題與展望。亞太和平月刊。2010 年 7 月。

第 2 卷第 7 期。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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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類別 名稱 

民主黨政權是親中路線？：從小澤訪中團與習近平訪日

事件談起。新社會。2010 年 2 月。 

日本民主黨政府的日美關係與東亞共同體主張。戰略安

全研析。第五十五期。頁 17-20。 

政治家主導的民主黨新政府?。新社會。第 6 期。頁 17-19。 

從「聯合號」事件來看台日關係的展望:從日本觀點探

討。戰略安全研析。第三十九期。頁 16-19。 

日中簽署「第四公報」後的日中關係與台灣。戰略安全

研析。第三十八期。頁 45-48。 

「新反恐特別措施法」的制定與展望。歐亞研究通訊。

第 11 卷第 3 期。頁 12-14。 

從日本觀點看安倍訪美後的美日關係。歐亞研究通訊。

第 10 卷第 6 期。頁 8-10。 

國科會專

題研究 

專題研究計畫(一般型研究計畫)，日本的國際合作:對東

南亞和中東的和平建構，計畫執行期間 2012.08.01 至

2014.07.31，計畫編號 100-2410-H-004-136-MY2 

專題研究計畫(一般型研究計畫)，日本對東南亞政府開發

援助政策的分析:以政府開發援助大綱的實踐為例，計畫

執行期間 2011.08.01 至 2012.07.31，計畫編號

100-2410-H-004-094-。 

專題研究計畫(一般型研究計畫)，當前日本政府開發援助

的研究，計畫執行期間 2010.08.01 至 2011.07.31，計畫

編號 99-2410-H-004-118-。 

專題研究計畫(新進人員研究計畫)，後冷戰時期台日關係

的實例分析，計畫執行期間 2009.08.01 至 2010.07.31，

計畫編號 98-2410-H-004-003-。 

  

 

 



 

169 

三、辦學國際化 

（一）國際招生競爭力 

    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是國內首座擁有碩士班的日

本研究所，而本學程成立之後，每年都招收來自國外的僑生、大陸學

生以及外籍生，舉例來說，在 101 學年度便招收一位來自日本法政大

學畢業的僑生，以及中國大陸南京大學畢業的陸籍學生，在 102 學年

度也將招收一名來自馬來西亞的日籍僑生，以及一位畢業於日本東京

女子大學的外籍生，尚有一名中央民族大學畢業之陸籍學生。(請參

見表 2-61) 

 
表 2-61、本學程歷年的國際學生 

年度 僑生 陸生 外籍生 

101 1 名 (日本) 1 名 (南京大學)  

102 1 名 (馬來西亞)  1 名 (日本大學) 

 

（二）多元國際連結 

姊妹校區域與國家分布、交換生學習、教師交換訪問 

國立政治大學與日本相關大學締結姊妹校及交換學生一共有 32

所大學，包括慶應大學、早稻田大學、北海道大學及名古屋大學等日

本著名大學，不論在學生就學期間要到日本進行短期交換訪問，或是

畢業之後要到日本留學，本校在日本龐大眾多的姐妹學校都能夠提供

及時的協助。而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目前正與日本慶應大學總和政

策學部簽訂合作備忘錄，每年定期交換一位教師以及四位碩士班學生，

同時也正在進行洽談雙聯學位的合作，希望每年能夠派遣三至五位學

生到慶應大學修課(為期一年)並取得該校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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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國際學習 

多語學習環境、英語授課、雙聯學位、跨國合作授課、移地教學、國

際志工服務、海外企業實習 

    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將與日本慶應大學總和政

策研究學部進行雙邊學術合作，以進行教員與學生互換交流合作，兩

校將於 102 年 9 月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初期將規劃「雙聯學位

制度」，也就是「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學生在學期間，可以到日

本慶應大學總和政策學部修課取得碩士學位，這樣可以讓學位學程學

生同時取得政治大學與慶應大學兩校的碩士學位，這不但可以有效強

化「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畢業生在就業市場的學術競爭力，同時

也是符合當前教育部所推動的國際化學術潮流。 

    同時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將結合日本與台灣的

日本研究，以拓展學生的國際觀與視野：日本學術交流基金( Japan 

Foundation)承諾，若政治大學成立以社會科學為主軸的綜合性日本研

究所碩士班，每年將提供兩位日本學者到政治大學進行講學，這兩位

學者將會是當前日本國內在政治、經濟、社會、外交及安全研究上，

具有相當學術地位的學者，以強化本校「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的

師資陣容，同時也透過日本學者的來台講學，以提升學生的國際觀。 
 

表 2-62、日本學程歷年交換教師 

年度 交換教師 經費來源 

100 高木誠一郎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 

池井優 (日本慶應大學) 

天川晃 (日本放送大學) 

101 上川龍之進(日本大阪大學)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 

加茂貝樹 (日本慶應大學) 

102 米原謙 (日本大阪大學)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 

上山隆大(日本慶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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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國內外同類科系表現與特色之比較 

從過去以來，台灣高等教育當中只重視基礎的日本語研究，而欠

缺應用性的日本研究，這從台灣現今各大學有超過 54 所日本語言相

關系所，但是卻沒有一個完整的日本研究相關系所，唯一的日本研究

所—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已於 98 學年度與東南亞研究所合併為亞

洲研究所，目前國內只有本學程是專門以日本研究為導向的研究所。 

由此可見，日本語文相關系所人力在台灣是供過於求，但是應用

性的日本研究人才卻是極度的欠缺，縱使日本語文相關系所開設有日

本文化及日本歷史的課程，但是這些課程卻皆為選修課程，而非日本

語文系所的主流，這種日本教育環境讓台灣日本語系所畢業的學生，

只懂得日本語文及日本文學，但是卻不了解日本政治、日本經濟及日

本社會的現狀，這讓多年以來台灣的日本研究人才出現明顯的斷層，

尤其是在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更是如此。 

從過去以來，台灣國內日本語文學系畢業的學生出路相當受限，

大多只能從事語言及文學翻譯的相關行業，再加上國內各大學每年日

本語言相關系所的畢業生將近三千名，使得日本語文系所畢業生的就

業市場受到相當的侷限。而本學程可以讓具有日本語言優勢的學生能

夠具備有日本研究的第二專長，以為政府單位、日系企業以及研究智

庫培養日本研究的人才，擴大日本語文學系畢業生的就業範圍。 

由此可見，本學程不但可以讓日本語文研究所的學生畢業之後，

利用日本語文的專長，再進一步深入研究日本政治、日本經濟、日本

社會以及日本外交，讓這些具有日本語文背景的研究生，能夠成為真

正的日本研究專門家，以為台灣的學術界培養高等的優秀研究人才。 
 

表 2-63、日本學程與國內同類系所比較 

系所 政治大學日本學程 日文系 

課程比較 日本外交、日本政治、

日本經濟、日本社會 

日本、日本語、文學 

課程特色 應用研究 基礎研究 

學生出入 多樣化 單一化 

系所特色 有特色 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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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園師生參與特色與建議 

    本學程成立之後，學程師生都積極參與校園及院內事務，例如本

學程學生人數雖然不多，但是卻參與 2013 年學校所舉辦的包種茶節

活動，並且設立攤位以利於擴大招生。在另一方面，本學程的的專任

教師雖然不多，但是學程蔡增家主任也擔任校行政主管會議代表、校

務會議代表、院行政主管會議代表，李世暉老師也擔任校圖書委員會

代表。 

    此外本學程教師也積極與學生互動，在學期當中的每個月都會舉

辦一次導生會，同時日籍老師也會舉辦一次研究會，石原忠浩老師則

會固定帶領學生讀書會，同時本學程也會在每年舉辦兩次國際研討會

以及一次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例如本學期將在 11 月 23 日舉辦民主黨

政權回顧國際研討會，同時在 12 月 6 日舉辦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表 2-64、多元輔導 

輔導指標 方式實施 

導生會 每月一次 

研究會 每月一次 

國際研討會 每學期一次 

讀書會 雙週一次 

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每年一次 

 

 

表 2-65、民主黨政權回顧國際研討會 

日本民主党政権検証シンポジウム：台日学者の視点 

時間：2013 年 11 月 23 日（土曜日） 

9：10－9：20 御挨拶 

李明（政治大學国際事務学院院長） 

9：20－9：50 
基調講演：民主党政権の功罪 

真渕勝（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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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10：00 コーヒーブレイク 

10：00－12：00 民主党政策過程 

司会 真渕勝（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 

報告 

テーマ：民主党政権における政策決定システムの変容 

上川龍之進（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 

テーマ：民主党政権の政策課程：民主的ガバナンスの観点 

李世暉（政治大学日本研究修士課程准教授） 

テーマ：民主党政権の安保外交政策 

信田智人（国際大学研究所教授・所長） 

コメンテーター 

林超琦（政治大學政治系助教授） 

宮本太郎（中央大学法学部教授） 

蔡東杰（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 

12：00－13：20 昼食 

13：20－15：20 民主党経済政策 

司会 任耀庭（淡江大学亞洲研究所所長） 

報告 

テーマ：民主党政権の社会保障・経済政策（仮題） 

宮本太郎（中央大学法学部教授） 

テーマ：民主党政権時期における消費増税法案の決定過程 

呉明上（義守大学マスメディア学科教授） 

テーマ：日本民主党外交政策の分析 

蔡増家（政治大学日本研究修士課程教授・主任） 

コメンテータ

ー 

任耀庭（淡江大学亞洲研究所所長） 

上川龍之進（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 

北村亘（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 

15：20－15：30 コーヒーブレイク 

15：30－17：30 民主党外交安保政策 

司会 中西寛（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教授） 

報告 

テーマ：なぜ、日本で政治の停滞は生じるのか？～2000 年 

    代の地方分権改革を題材にして～ 

北村亘（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 

テーマ：同盟政治における日本の防衛政策 

郭育仁（中山大学中国・アジア太平洋地域研究所助教授） 

テーマ：日本の対中国パブリックディプロマシー：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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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権時代を中心に 

石原忠浩（政治大学日本研究修士課程助教授） 

コメンテーター 

陳建仁（東海大学政治系准教授） 

中西寛（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教授） 

信田智人（国際大学研究所教授・所長） 

 

 

表 2-66、2013 年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姓名 論文名稱 

林佳蓉 日本民主黨執政時期外交政策之研究─日本對美、對中外交政策之比

較 

賴裕強 日本遊戲產業的平台策略與經營：任天堂及索尼的比較 

陳惠玟 教師工會集體協商制度之形成與實踐—以日本與台灣之比較、分析為

中心 

吳乃君 當前日台公眾外交之分析─以日台的青少年交流和日本研究為例 

楊國松 311 大震災後日本電力政策轉變的政治經濟分析─以福島核災為例 

梁瑩騏 日本對東協公眾外交之研究:以日本對泰國的文化交流為例 

吳依樺 日本三麗鷗國際化策略之研究：以台灣市場為例 

趙燦 從官僚主導到官邸主導——小泉執政後日本政官關係轉變之研究 

張資敏 日本漫畫責任編輯協力創作之角色轉換：以《週刊少年 JUMP》為例 

何欣鴻 從官僚主導到政治家主導:日本民主黨執政時期日本決策過程轉變之

研究 

 

五、校友能量展現與特色建議 

    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才於 100 學年度成立首度招生，現今尚未

有畢業生。 

六、單位治理特色與建議 

    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因為並非一般系所，因此師資來源皆由政

治大學校內各個系所所提供支援師資，這是學程的多元化特色，也顯

示日本研究學程跨領域、跨文化及師資多元化的單位治理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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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只有一名專任教師(李世暉教授)，而

在國際政治方面是由外交系所提供師資(鄧中堅教授、劉德海教授)，

日本政治方面則由政治系及國關中心提供支援師資(林超琦教授、蔡

增家教授及石原忠浩教授)、日本法制及歷史方面則由日文系及法律

系提供師資(劉宗德教授及于乃明教授)、日本企業及社會則由企管系

及日文系提供師資(管康彥教授及傅琪貽教授)。 

 
表 2-67、政治大學各系所支援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師資表 

序

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備註 

1 合聘 教授 蔡增家 政治大學

政治學博

士 

日本政治

經濟研究 

社會科學

研 究 方

法、日本政

治經濟研

究 

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支援 

2 兼任 教授 鄧中堅 美國西北

大學博士 

國際關

係、國際政

治經濟學

研究 

國際關係

理論 

外交系支援 

3 兼任 教授 于乃明 日本筑波

大學歷史

研究博士 

日本歷

史、日本近

代史 

日本政治

史研究 

日文系支援 

4 兼任 特聘

教授 

劉宗德 日本名古

屋大學法

學博士 

行政法、環

境保護法 

日本法制

史研究 

法律系支援 

5 兼任 教授 劉德海 美國亞利

桑那大學

博士 

國際關

係、比較外

交政策研

究 

日本外交

政策 

外交系支援 

6 合聘 教授 湯紹成 德國波昂

大學政治

學博士 

兩岸關係

研究、歐盟

研究 

日本與亞

洲共同體 

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支援 

7 合聘 教授 管康彥 美國西北

大學管理

組織博士 

策略與組

織 

日本企業

輕盈與管

理之研究 

企管系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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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會連結與建議 

    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每年接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補助，派遣兩

位日籍教師到本學程授課，每位教師至本學程一個學期，同時開設兩

門課(各三學分)，例如 100學年度有高木誠一郎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

池井優 (日本慶應大學)、天川晃 (日本放送大學)。101 學年度有上川

龍之進(日本大阪大學)、加茂具樹 (日本慶應大學)。102 學年度有米

原謙 (日本大阪大學)、上山隆大(日本慶應大學)。 

    這幾位派遣教師除了在本學位學程開授兩門課之外，還必須要到

台灣各大學進行演講，已將其日本研究專長與其他各大學相互連結，

同時也可以將日本研究拓展到台灣其他各大學。以下便是 102 學年度

有米原謙 (日本大阪大學)至台灣其他各大學演講的一覽表。 

 

表 2-68、米原謙教授演講一覽表 

時間 地點 演講主題 

102 年 10 月 16 日 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 日本政黨政治 

102 年 10 月 18 日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 日本政黨史 

102 年 11 月 11 日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日本政黨外交 

102 年 11 月 23 日 台灣大學日文系 日本政治思想 

102 年 12 月 11 日 中山大學亞洲研究所 日本政黨與自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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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辦學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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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學習 

  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成立於民國 92 年，迄今邁入

創立第十年，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為全國唯一結合國家

綜合安全與中國大陸研究兩個領域之在職專班，以提供服務於國家安

全與大陸事務相關部門之公或私部門人士在職進修之最佳管道。 

    成立至今已招收逾兩百名在職進修之學生，截至 102年 3月為止，

已有 161 人取得碩士學位，目前在學註冊者為 38 人，休學者為 10

人。本在職專班課程設計以結合理論與實務運用為原則，在師資規劃

上，本專班不僅運用院內外交學系、東亞研究所、俄羅斯研究所之專

任師資，同時延攬本校相關系所之專兼任師資開設課程，除原有校內

師資外，另延聘政府相關部門之首長及校外優秀專業人士參與教學及

座談，增加學生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本專班課程規劃最初以國家安全政策研究、國家安全機制研究、

中共政治發展、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為專業必修科目，其乃針對

服務多數就讀學生為服務於政府部門的公職人員之需求規劃。近年來，

為兼顧學生在職進修之需求與順應當代社會科學研究之潮流，轉為聚

焦於培養國際、兩岸公共事務與區域研究之專業及領導人才為主，重

視學生在國際關係理論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之基礎訓練，及配合院內

資源整合規劃及核心課程設計，於 99 學年度調整專業必修科目為國

際關係理論、研究方法(100 學年改為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領導與

統御，以針對學員未來職涯需求及結合國際事務和實務操作之設計為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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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國安專班課程設計圖 

（一）招生競爭力 

  本在職專班自民國 92 年成立迄今，學生來源由最初集中於來自

軍、警、情、調之公務體系，近年來，隨著兩岸互動頻繁與交流密切，

近年來增加了來自其他公務部門及非公務部門的學生。 

  本在職專班自 97 學年度至 102學年度，報考人數依序為 34、44、

32、44、32 和 50 人；錄取人數依序為 17、22、16、22、20 和 29

人，錄取率依序為 50%、50%、50%、50%、62.5%和 58%；在北部眾

多競爭激烈的在職專班中，平均 53.41%之錄取率，以維持本在職專

班的學生品質。另錄取報到率依序為 100%、100%、100%、86.36%和

85%(102 學年度目前仍統計中，未列入計算標準)，平均為 94.27％，

本在職專班之錄取生皆部份與他校在職專班之錄取生重榜，由此可知，

本在職專班仍為考生之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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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國安專班報考率及錄取率 

 

    就考生背景部份，以本在職專班近四年之考生資料來看，依公私

部門劃分，如圖 2-16，86%的考生服務於公務部門，另 14％服務於私

部門。本在職專班考生服務單位最多來自國防部，佔比重 31%；其次

為其他公職(含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財政部

關稅署、中央造幣廠等單位)，佔比重為 19%。再來為非公職考生（含

資訊業、傳播業、旅行業、金融業等），佔比重為 14%。本在職專班

之考生進修之動機主要分成三類：職務需求（公私部門因應接觸中國

大陸之需求增加，如海巡署、移民署）、升職需求（國防、情報相關

體系對學歷之考核）與個人進修需求（退休後基於個人對國家安全及

大陸研究之興趣投入終生學習之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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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國安專班考生來源分佈圖 

  更細部參考近四年每年之考生背景（如圖 2-17），可見考生背景

來自國防部及非公職報考人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而在軍情局部份，

則有逐步下降趨勢。另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公職部份考生，近年來，來

自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則有增加的趨勢，主要

原因為國內與大陸交流和開放頻繁與密集，職務上出現大量中國大陸

有密切關係之業務，出現在職進修的需要。 

 

 

 

 

 

 

 

 

 

 
圖 2-17、國安專班考生背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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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特色與教學品質確保 

課程特色： 

1. 培育國家安全與兩岸公共事務之領袖人才： 

  本在職專班隸屬於國際事務學院，本院設立宗旨以培養國際、

兩岸公共事務與區域研究專業人才為主，並重視學生在國際關係

理論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之基礎訓練。本院整合後之課程領域架

構，院屬核心課程為國際關係研究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並規畫

三大範疇專業課程，包含國際公共事務、兩岸公共事務與區域研

究三大領域。本在職專班之課程規劃理念謹依循本院之發展方向，

從國際政治研究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訓練（核心課程）出發，同

時著重兩岸公共事務之認識與訓練為架構出發，並配合開設領導

與統御課程一課，針對學生之職涯需求及結合國際事務和實務操

作之設計，以此三門課為本在職專班之必修課程。 

 

 

 

 

 

 

 

 

 

 

 
圖 2-18、國際事務學院課程規劃圖 

 

 

2. 全國唯一結合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課程：本在職專班集結國

內一流研究兩岸關係與國際事務之師資，提供在職生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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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整的兩岸與國際動態與理論架構，理論與實務並重，讓

專班之在職研究生能清楚掌握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之關聯性，

了解兩岸關係之發展與趨勢，藉以提昇自身在職場上專業工

作之品質與績效。 

3. 課程規畫完整：本在職專班課程區分為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

規畫理念如下： 

i. 必修課程以領導與統御、研究方法與基礎理論為架構，以

充實基本學科知識為本。 

ii. 選修課程則以國家安全、大陸研究、國際事務領袖人才培

育三大區塊，來規劃課程開設，以擴充及深化學生專業知

能為目的。 

iii. 課程設計的概念為：以必修課程提升與充實學生在基礎研

究方法與理論之知識，使學生具有一定的專業學術涵養。

在選修課程的規劃上，以當代社會國家脈動和潮流為根本，

來開設課程，依照學生個人需求與興趣之自行選擇課程，

目的為擴充與深化學生的知識與專業，並訓練同學學術研

究與獨立思辨之能力。 

4. 選課多元化： 

本在職專班之選修課程以國家安全、大陸研究、國際事務領袖人

才培育三大區塊為架構，開設一系列相關課程如下： 

i. 國家安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研究、國家安全政策研究、國

際安全研究、國際法與國家安全、經濟與國家安全、國家安

全與台灣法律地位、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 

ii. 大陸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研究、中共意識型態研究、中共與

南北韓關係研究、中共對臺政策研究、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

政策、中國大陸社會變遷與轉型。 

iii. 國際事務領袖人才培育：公共關係與策略管理、全球化之國

際投資與貿易的政治分析、危機處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亞太安全情勢分析。 

除本在職專班原開設之課程供學生修習外，同時開放承認外交學

系戰略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之學分，兩在職專班之課程可以互選後，



 

184 

提供學生更多的課程及選擇。戰略專班課程請參考本院外交學系戰略

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在教學品質方面，則以四個方面來確保本在職專班教學品質： 

1. 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設立：本在職專班設有專班教師評審委員

會，該教評會設置委員五人，本院院長及班主任為當然委員，

另由各系所推選助理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各一人組成。本專

班班主任得由院長兼任之，或由院長聘請本院專任教授擔任，

如院長兼班主任，則由院長推薦本院助理教授以上之專任教

師一名擔任本會委員。每年至少開會一次針對本在職專班兼

任教師有關聘任、聘期、停聘、解聘、不續聘及其他依法令

應予審議之事項進行會議。 

2. 課程委員會之設立：本在職專班為完善課程，於 101 學年度

第１學期通過校課程委員會核備，該課程委員會之職掌有二：

一為研議審訂本專班必修及選修科目、研究；二為改進本專

班課程。該委員會置委員七至九人，本院院長及系所主管為

當然委員，院長為召集人。本委員會其他成員為學生代表一

人、任課教師代表及校外委員若干人。每學期以開會一次為

原則，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必要時得臨時召集之。 

3. 教學意見調查問卷：鼓勵本在職專班學生填寫本校教學意見

調查問卷，輔以評估教師教學成果。 

4. 定期舉辦學生與執行長座談：近兩年來，為更貼近學生需求，

本在職專班執行長每學期定期舉辦學生與執行長座談之活動，

充份接近及瞭解學生對課程、論文撰寫、平日生活等相關課

務及生活上之意見和看法，以供未來改進之處，座談舉辦至

今，師生皆迴響熱烈，並提供未來可研議、發展及改進之處。 

（三）學習要求與多元輔導和協助 

學習要求： 

 畢業學分：36 學分，含必修 9 學分，以及選修 27 學分。各科

成績以 100 為滿分，70 分為及格，不及格者不給予學分。（畢

業論文不算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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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業年限： 

i. 在學（有註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修業年限為四年，若有

特殊情況經申請核准者，可延長至五年。 

ii. 休學（無註冊）：學生申請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休學

二學年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須再申請

休學者，得專案報請校長核准，再予延長一學年。 

 學分抵免：申請限制：新生於入學時一次辦理完畢為原則。原

修課程必須為正規碩士班課程，或本校開設相關學分班課程，

且成績達 85 分以上，方可提出抵免學分申請，最多抵免 12 學

分。 

 學位論文提報： 

i. 論文題目申報： 

 碩士班學生修業自二年級上學期起，應選定論文題目及

指導教授，經院長同意，依當年度校曆規定期限內申

報。  

 論文指導教授以本校專任教授、副教授擔任為原則，但

必要時，亦得由本校助理教授或其他大學教授擔任。  

ii. 論文計畫書審查： 

 計畫書繳交後，須公開陳列（上架）滿二週，方得口試。  

 口試委員三人，皆需曾任助理教授以上之教職，校外委

員須至少一人。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並推薦一位委員，

另一位委員由本院推薦。  

iii. 論文學位考試： 

 論文繳交後，須公開陳列（上架）滿二週，方得口試。  

 應試者至遲應於口試前兩週將論文送請口試委員審閱。

口試委員原則上與計畫書審查委員相同。  

 論文口試成績以 70 分為及格，100 為滿分，以出席委

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但碩士論文口試有委員二人評

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 

多元輔導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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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決業務之困難與增加國際情勢分析能力：課程中教師針對在職

學生實際業務之案例，提出理論上之分析，達到理論與實務之結

合。並針對不定時國際時事，如南北韓問題、中國大陸議題等，

進行分析，增加學生對國際情勢的理解和判斷力。 

2. 連結產官學之需求：在教學的過程中，學生於課堂中反映實際職

務所面對之問題，一方面刺激學界於理論中尋求解答，更貼近實

務應用之需求。另一方面，也提供學生更貼近學術界，當服務機

關有研究計畫或邀請委員之時，能得到本在職專班教師之推薦，

充份連結產官學之需求。 

3. 校外見學與參訪：為讓學生更熟悉國家安全，定期安排校外見學

參訪活動，赴國內重點軍事單位進行參訪，更瞭解實際國防安全

及發展。 

二、教師發展 

  本在職專班集結國內一流研究兩岸關係與國際事務之師資，提供

在職生最新、最完整的兩岸與國際動態與理論架構，理論與實務並重，

讓專班之在職研究生能清楚掌握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之關聯性，了解

兩岸關係之發展與趨勢，藉以提昇自身在職場上專業工作之品質與績

效。如下為本在職專班之師資結構分析： 

 學歷：本在職專班目前共有 22 名教師授課，其中 21 名教師擁有

博士學位，另 1 名專業技術教師則擁有碩士學位。擁有博士學位

之教師中，分別有 12 名教師博士學位自美國取得，6 名教師博士

學位自台灣取得，２名教師博士學位自英國取得，1 名博士教師

學自西班牙取得；擁有碩士學位之教師則自菲律賓取得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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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國安專班師資學位圖 

 

表 2-69、國安專班教師學歷及開設課程表 

專班師資(依教師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課程  

王定士 (美國喬治城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博士) 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 

王信賢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 中國大陸社會變遷與轉型 

朱新民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 中共對台政策研究 

李登科 (美國南加州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國際安全研究 

李  明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亞太安全情勢分析 

李英明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 中共意識形態研究 

邱坤玄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博士) 中共外交政策研究 

邱稔壤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政治學博士) 領導與統御 

邱奕宏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政治學博士) 全球化之國際投資與貿易的政治分析 

林正義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危機處理 

林永芳 (英國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 國際關係理論 

姜家雄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政治系博士) 論文寫作與研究方法 

倪炎元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 公共關係與策略管理 

郭武平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 國家安全政策研究 

陳純一 (美國杜蘭大學法學博士) 國際法與國家安全 

陳錫蕃 (菲律賓聖托瑪斯大學碩士) 國家安全與台灣法律地位 

黃仁德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 經濟與國家安全 

黃智聰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經濟學博士)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鄧中堅 (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博士) 領導與統御 

劉復國 (英國赫爾大學政治系博士)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研究 

劉德海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東亞研究博士) 中共與南北韓關係研究 

魏 艾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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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目前本在職專班授課教師中，13 名為本校專任教師，4 名

為校外兼任教師，5 名為本校退休兼任教師。 

 

 

 

 

 

 

 

 

 
圖 2-20、國安專班授課教師來源圖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比例：目前授課教師中，一共有 17 名

教授，4 名副教授及 1 名助理教授。 

 

 

 

 

 

 

 

 

 

 
圖 2-21、國安專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比例圖 

 

 其他師資之補充：除正規的課程開設外，本在職專班另有不定期

的演講及 99 學年度開設領導與統御講座一課，以邀請公私部門

中高階主管或領袖菁英，分享職場生涯之經驗與領導觀念，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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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進行對談分享。已邀請張忠謀、李昌鈺、張孝威、程建人、

歐鴻鍊、邱文祥等知名企業人士與部會首長，與本在職專班學生

暢談自身在職場及人生之經驗。 

 

 

 

 

 

 

 

 

 

 
 

圖 2-22、國安專班歷年演講者人數統計圖 

三、師生校園參與 

 演講與講座：本在職專班曾多次邀請知名人士舉辦多次演講及講

座（如下表 2-70），並多次開放校內師生同仁及校外人士參與。 
 

表 2-70、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演講及講座列表（2007/1-2013/1） 

時間 演講人 題目 

2007/1/8 張忠謀（台積電董事長） 世界級企業之全球發展 

2007/11/24 李昌鈺（刑事鑑定專家） 重大事故處理 

2009/5/19 李英明 

（政大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馬政府就職一週年兩岸關

係的回顧與前瞻 

2010/9/25 林岡（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中國政治改革的路徑選擇 

2010/10/9 許立忠（巨大集團發言人） 世界的捷安特，捷安特的世

界 

2010/10/23 朱宗慶（台北藝術大學校長） 演藝術機構與團隊的經營

管理探討 

2010/11/6 翁林仲 

（台北聯合市立醫院副總院長） 

從國際及兩岸醫療看領導

與統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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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演講人 題目 

2010/11/20 張孝威（台灣大哥大總經理） 企業人談領導 

2010/12/4 鄭文華（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

金會董事長） 

領導統御與部屬培育 

 

2010/12/25 沈呂巡（外交部政務次長） 我國的外交新局 

2011/9/4 傅慰孤 

（中華孫子兵法研究學會長） 

高維戰略－對人生的影響 

2011/10/8 程建人（前外交部長） 公職生涯的人生體會 

2011/10/22 薛石民（前國安局長） 領導與統御 

2011/11/4 林享能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政策委員） 

跨領域職場的挑戰 

2011/11/19 蘇起（台北論壇基金會董事長） 美中台關係六十年 

2011/11/26 李慶平（前海基會副秘書長） 九二共識與未來兩岸關係

的發展 

2011/12/17 張永昌 

（鬍鬚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創造一輩子的決心與信念 

2011/12/31 朱宗慶（台北藝術大學校長） 從組成音樂的四大要素看

管理 

2012/9/22 傅慰孤 

（中華孫子兵法研究學會長） 

高維戰略 

2012/11/3 歐鴻鍊（前外交部長） 外交休兵與活路外交 

2012/11/10 李大維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主任委員） 

審慎與節制：一個外交官看

台美關係 

2012/12/8 蘇起（台北論壇基金會董事長） 新的美中台關係 

2012/12/29 許立忠（巨大集團發言人） 捷安特全球佈局的戰略 

2013/1/5 胡志強（台中市市長） 告別「領袖」的世代—胡志

強談領導經驗 

2013/1/12 邱文祥（陽明醫學院院長） 領導與管理－醫界與政界

之異同 

 

 迎新送舊：本在職專班之學生秉持著薪火相傳的傳統和精神，每

年皆自發性舉辦迎新送舊活動，在校生以歡迎新生及歡送舊生之

目的，舉辦相關活動或餐會，讓師長及學生們多所親近，凝聚學

生對本在職專班之向心力，也讓本在職專班的校友活動得以順利

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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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友能量展現 

（一）校友對學校的貢獻 

 國際事務學院在職專班聯合校友會之成立：本在職專班於 2010

年 5 月 15 日，與院內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兩專班成立國際事務學院在職專班聯合校友會，成立大會中並邀

請到馬英九總統蒞臨致詞，肯定並期許在政治大學的努力下，為

國家培育更多人才，讓國家對外發展過程更為順利。 

 學術座談會之辦理與參與：為配合歷年定期校友活動，並借重本

在職專班校友之專才，於 2012 年 5 月 26 日首次舉辦南海議題座

談會，由本院鄧中堅院長主持，邀請校內學有專精之教授及校友

會之傑出校友，為南海議題進行座談及意見交換。會中，學者與

校友間精彩絕倫的討論，讓學界和實務界皆感收益良多。2013 年

也針對東海議題進行座談會，激發更多研究之火花。另本在職專

班之校友對本院之學術活動皆參與踴躍。 

 產官學之連結：本在職專班之學生來自產業及公部門，為產官學

界提供連結，以達相輔相成之效。另本在職專班除提供在職進修

在知識上的精進，學生間也因而拓展人脈，達到跨單位、跨部會

間交誼，有助於執行業務時，提升效能及解決相關問題。 

 

（二）校友的社會影響力 

  本在職專班之校友截至 102 年 3 月為止，共有 233 名校友（含目

前就讀之在校生），其中共 181 名校友服務於公部門，又以服務於國

防部為最多數，占全部校友之 43.77％，其次為服務於其他公部門，

占全部校友之 22.75%，再者為服務於國安單位者，占全部校友之

10.30%。歷年服務於公部門之人數之分布圖請參見下方圖 2-23。由此

可見本在職專班之校友在國內之公共事務有著不可小覷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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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國安專班校友服務公部門人數分布圖 

五、單位治理 

（一）組織管理及行政運作機制 

    本在職專班隸屬於本校國際事務學院，為院內所屬之碩士在職專

班。本在職專班在行政業務上直接從屬於院，由院長負責。而本在職

專班設有執行長一職，在課程規劃、實際運作、歷年招生和校友經營

等相關發展上，則由專班執行長負責。本在職專班於 100 學年度第二

學期前，由本院東亞所邱坤玄教授擔任執行長，因邱坤玄教授借調赴

任國安會諮詢委員後，轉由院長鄧中堅教授兼任執行長。 

    另本在職專班設有一名行政專員，負責專班課務、招生、活動、

校友、補助、經費核銷、預算控管及其他行政事務等工作，主要任務

為維持在職專班例行運作，並需於平日上課晚間及周六到班，提供學

生相關諮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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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國際事務學院組織架構圖 

（二）資源整合運用 

    師資整合：本專班隸屬於國際事務學院之下，運用院內外交學系、

東亞研究所、俄羅斯研究所之專任師資共 13 名，本校其他系所專任

師資共 2 名開設本在職專班之課程，將院內及校內師資整合運用，發

揮最大效益。 

    課程整合：在課程上，目前已和本院外教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

士在職專班開放互相選課並承認學分，利用院內課程整合的資源，提

供學生更豐富的課程及更好的授課品質。 

  校友整合：2010 年本院成立在職專班聯合校友會，將院內在職

專班校友資源整合為一校友會，透過校友會的運作來維繫校友對學校

及在職專班之情感，並挹注校友資源。 

六、與國內外同類科系表現與特色之比較 

    本在職專班與銘傳大學之兩岸關係與安全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淡

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為國內同類型之在職專班，主要

有幾點差異： 

國際事務學院 

外交學
系 

大學部 碩博班 
戰略與國際
事務在職專

班 

東亞研
究所 

俄羅斯
研究所 

日本研
究碩士
學位學
程 

國際研
究英語
碩士學
位學程 

國家安
全與大
陸研究
碩士在
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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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經驗：不同於其他兩個在職專班，本在職專班報考資格為工

作年資較長。 

 學分選修：銘傳大學兩岸關係與安全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之必修課

程即占所有學分數一半，而淡江大學則除了學位論文為必修外，

其餘皆為選修課。本在職專班以本院核心課程為規劃，另其餘課

程皆為選修課程，尊重學生需求及興趣進行選課。 

 課程：本在職專班以國家安全及大陸研究為主軸開設相關課程，

而銘傳大學著重與兩岸關係，淡江大學則著重於大陸研究課程。 
 

 

政治大學 

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

碩士在職專班 

銘傳大學 

兩岸關係與安全管理

碩士在職專班 

淡江大學 

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報考資格 得有學士學位（或大學

同等學力）且具 4 年以

上工作經驗者，或碩士

學位具 2 年以上工作

經驗；或博士學位具 1

年以上工作經驗。 

取得一般應試資格，並須

具工作經驗 2 年（含）

以上。 

獲學士學位或同等學

力；具1年以上工作經

驗者。 

考試方式 一、 筆試 30% (考試

科目：國際關係) 

二、 口試 30% 

三、 書面審查 40% 

 

一、專業選考科目，任

選 1 科： 30% 

(1)中國大陸研究

（含兩岸關係）        

(2)社會學 

二、書面審查 30% 

三、口試  40% 

一、書面審查 40% 

二、筆試 30% 

中國大陸研究(含兩岸

關係)  

三、面試 30% 

招生人數 29 25 30 

畢業學分 36 

(不含畢業論文) 

36 

(含畢業論文 4 學分) 

36 

(含畢業論文 4 學分) 

必修學分 9 18 4(論文) 

選修學分 27 14 32 

課程數 21 2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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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系／所／學程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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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外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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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勢、劣勢及外部環境分析摘要 

 學士班 

1. 已具備之優勢 

 全國唯一 

  外交系是全國唯一以「外交」為名的系所。就學士班之教學內容

而言，本系教育以培養國際事務研究與外交實務人才為主要目標，以

多面向之基礎通才教育為主，涵蓋政治、經濟、法律、傳播、歷史、

心理、語言、文化等課程，以擴展學生相關知識之廣度。因此，本系

提供學生多方面的發展方向，而不只侷限於特定類科，是作為全國唯

一之系所的特別之處。 

 實習參訪交流機會多元 

外交系為本校成立之初即設立之系所，學生在畢業後，除有心從

事外交者積極參與外特考試外，其他則多進入公私部門服務。在學期

間，在學期間，本系會安排同學前往相關部門實習參訪有助於對於公

部門業務之瞭解，如教育部、調查局、國安局等，進而確立同學之志

趣，為國家培養更多優秀公部門領導人。本系與公部門合作密切，也

因此能夠提供本系學生許多公部門實習機會如外交部，提升學生為國

服務意願。同時，本系亦會安排參訪其他可能就業的職場如 TVBS、

公視、報社等。 

  不僅如此，多數學生為提升國際競爭力，踴躍參與各種海外實習、

志工與服務機會以及學校或教育部的國際交換生計畫與獎學金，除拓

展國際觀和培養多元價值，亦能將習得之理論課程內容與實務結合，

加強學生未來競爭力。 

 為國掄才 

  本系教師多人同時擁有外交領事或國際新聞人員特考資歷，先前

亦曾參與公職。因此，本系教師亦常於課堂當中分享先前工作經歷，

藉此鼓勵學生以參加駐外人員特考為職志，期能學以致用。本系學生

在教師的鼓勵指導下，投入政府各部會駐外人員考試者甚多，且屢創

佳績，持續為國家培養一流涉外事務人才。 

2. 有待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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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外語師資無法自行提供 

  雖本系鼓勵學生修習第二外語，但本系因資源有限，無法獲得校

方支援足夠的第二外語課程列為本系畢業必修學分，故於近年將第二

外語自必修改為選修，以免阻礙同學畢業時程。但仍有過半數的學士

班學生自行於校內以輔系或雙修方式修習第二外語，或是於校外（如

政大公企中心、師大語言中心等單位）自費學習英語以外的第二外國

語。本系目前僅有邱稔壤教授（馬德里大學博士）可提供西語教學課

程，語言課程不足之部分甚為可惜。 

 與業界接觸仍有加強空間 

  本系素來與公部門緊密合作，提供許多有關公部門之實習或實務

經驗傳授，但與私人企業和第三部門之合作仍稍嫌不足。由於外交系

之課程設計多元廣泛，學生畢業後不僅只於涉外之公部門服務，亦有

相當人數於業界從事涉外商務工作。就此點來看，本系與私部門之聯

繫仍有加強的空間。 

3. 外部環境分析 

 業界 

  在國際化的趨勢下，人才的流動日益頻繁，現今企業界用人需求

多強調良好語言能力、跨文化溝通技巧和豐富的國際觀。本系向來以

培育涉外事務人才為職志，面對如今瞬息萬變的商業環境，除了給予

本系學生良好的外語溝通訓練與跨文化談判能力外，亦使本系學生能

夠掌握國際脈動，擁有獨到的眼光。 

 政經環境 

  雖現今我國的外交處境艱困，但憑藉我國深厚的經濟實力，與世

界主要國家均往來密切，因此我國從事涉外事務之人員，除須具備國

際關係相關之專業知識，更應對經貿事務有一定的認知。本系以往均

強調語言和國際關係相關領域的訓練，但在未來課程設計中，應增強

經貿類科相關之課程，使本系學生在未來能夠發展更多元的職涯出

路。 

 碩博士班 

1. 已具備之優勢 

 碩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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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過去外交系畢業的學長姐們在國內外各行各業表現優異，使

外交系在國內外享有一定好評，有助於我系招募到優秀青年學子就讀

碩士班。此外，在國內國立大學裡迄今鮮有以國際關係、國際法與外

交為專攻而又居於戰略位置台北市的系所（台大政研所非以國關為專

攻，且其國際關係組專任教師人數與專長多元皆無法與本所相較，而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在台中，成功大學政經研究所在台南，兩者

都不在台北，在這兩地就讀工作機會比較少，且遠離有意參加公職考

試需就讀的有名的補習班與可實習打工的中央政府機關），這是外交

系碩博士班的另一項優勢。區域研究是碩博士班的第三項優勢。國際

化程度相對地比其他相關研究所高（兩名外籍教師與多名外籍生）是

碩博士班的第四項優勢。 

2. 有待改進之處 

 碩士班 

  英文與其他已具備優勢外語能力多數仍嫌不足，在此國際競爭力

加劇的時代有待加強。另一項有待改進之處是演辯與撰述能力不足，

勢將影響未來覓職。 

 博士班 

  目前外交系博士班多為有全職工作者（2/3）但有 1/3 為全職學

生。整體而言，博士生的英文能力尚嫌不夠，將成為未來博士生就業

的潛在弱點。而現今國內博士生這使得畢業後越來越難以在國內教學

或研究單位就職，因為現在各大專院校皆力圖國際化，無法以英語授

課者或無法以英文在國際會議上或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者將難以

覓得教學與研究的工作。另一項有待改進之處是演辯與撰述能力不足，

亟待加強，否則將不僅影響這些學生未來覓職。 

3. 外部環境分析 

  當前國內外環境的主要特徵與趨勢是競爭越來越激烈、國際化日

益深化、國內學生人數越來越少，而國際學生也面臨全球競爭、服務

業人才需求日增、實務經驗越來越重要。在此背景下，工作市場對應

徵者的要求越來越高。單一專業競爭力明顯下滑，就算是企管系或國

貿系應屆畢業生也未必會被雇用。換言之，只通曉一種專業或一種外

語能力者越來越難找到工作，業界要的人才是具有多種外語與多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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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與能力的人才。 

 在職專班 

  基於外交系本身品牌與光環的吸引力，以及本系專兼任教師的聲

望，本系戰略專班成為相關性質在職專班學生最熱門選擇的系所。但

是這些優勢遭遇到以下的挑戰： 

1. 當前各大學滿開在職進修班別，各校相關類似系所面臨到激烈競

爭。 

2. 隨著本系優秀資深教師的退休，如何培養新進教師在學術領域上

的成就及在社會上的聲望極為迫切。 

3. 若干課程有待更易或改變焦點以符合快速變遷的國際環境的需

要。同時有必要引進更多年輕師資以提升本系的國際競爭力。 

二、願景與目標 

 學士班 

1. 願景 

 學生 

  在「學術與實務訓練並重」、「國際與兩岸關係專業並立」、「國際

政治與經濟知識並存」等原則下，本學系之學士班學生在課業上將具

有國際安全、國際政治經濟、國際法、國際組織之專業智識。若再輔

以本系提供之大量國際學術活動與課外研習活動，在此基礎下，預期

本學系之畢業生將同時習得學術和實務方面之技能，不但是具有核心、

廣博智識之未來研究人才，更擁有外交實務能力和業界國際移動能力，

是為廣度和深度兼具之擁有國際競爭力的跨領域人才，更是具社會責

任之國家一流人才。 

 系所 

  就學士班之教學內容而言，本系教育以培養國際事務研究與外交

實務人才為主要目標，實習機會多元，本系學生投入政府各部會駐外

人員考試者甚多，取得佳績者亦多。期待本系在未來能保持「外交理

論與實務兼顧」、「同時培養通才和專才」和「教學與學術研究兼備」

之優良傳統，持續培養跨領域的政經、安全的人才，不但保有優良傳

統，還能積極開拓新視野，成為一個擁有國際競爭力的專業能力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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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關懷並重的系所。 

2. 目標 

  本系教育以培養國際事務研究與外交實務人才為主要目標。教育

內容依據學生學習時期有所區分。學士班初期以多面向之基礎通才教

育為主，涵蓋政治、經濟、法律、傳播、歷史、心理、語言、文化等

課程，以擴展學生相關知識之廣度。接下來則著重學術專業養成教育，

與國際學界接軌，講授並研究現今國際事務之重大議題，以期深化學

生之專業深度、加強對國際事務之了解。 

 碩博士班 

  我們所面對的環境是個複雜多變而競爭激烈的時代。這個環境存

在著兩個主要特徵，其一，在此平坦世界(flat world)與超級競爭

（hypercompetition）的時代，各國與各界皆積極爭取優秀人才。而

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年輕人不易覓職與失業嚴重的殘酷現實。因此，

我們在培養的人才時必須考慮到畢業生的能力是否符合市場的需要。

在此背景下，首先必須要跳脫傳統觀念（外交所不是只培養外交官而

已），而是要培養更寬廣的全球化的未來領導菁英。 

 在職專班 

  本專班的願景與目標是為我國培育研究戰略與國際事務之優秀

人才，對國家的戰略與安全提供理論與實務上之有用結合，成為我國

培養研究戰略與國際事務之搖籃。 

三、中長期發展策略 

 學士班 

  面對高等教育環境的迅速進展與國際化的衝擊，本系勢必不可自

滿，必須與時俱進。本系之中長期發展策略分為三項，分別為「學生

學習」、「教師教學」和「系所發展」，分別列舉說明如下： 

1. 學生學習方面： 

  持續檢討課程，以符合國際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下學生未來發

展之需求。 

  強化人才培育，建構完善教學品質。 

  鼓勵學生修習雙、輔學位，以追求多元而跨領域學習，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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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標。   

  不定期舉辦各大政府行政部門之參訪活動，如外交部、情報局及

國家安全局等，不但擴大學生視野，也能適時了解政府施政計畫及人

才要求，作為系所教學發展之參考。 

  建構與國際接軌的雙碩士學位制度：關於這點，本校國際事務學

院已經於 96 年與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建立了雙向雙聯學程，本

系也將同時受惠。此類制度若能增加，將來可望有更多學生（包括學

士班與碩士班）赴國外學習。未來尚擬與波蘭與捷克等中歐國家設立

學術互補的雙聯學程與暑期學術交流。 

  創造第一、第二外語學習環境：為吸引國際學生進入本系就讀，

本系將檢討現行課程，並規劃逐步增加全英語教學課程，並將這些課

程改為必修，以落實高教國際化的目標。 

2. 教師教學方面： 

  鼓勵教師調整課程，促進本系教師在教學與研究、服務的平衡，

本系教師教學較重，加以本系尚有碩士專班之教學，教學負擔更是重

上加重雖然如此，本系教師均勉力而為，從事教學研究及社會服務工

作。本系教師多因教學負擔沈重，以致於若干教師在研究領域表現不

如預期。本系應鼓勵教師調整課程，減輕教學負擔，勤作研究，在國

際級期刊或本地具水準之刊物發表論文，以提振研究成果。 

  持續提供學生學習輔導、生活輔導和生涯輔導等服務。本系關於

師生互動、學生學習輔導、生活輔導與生涯規劃輔導等服務之執行良

好。系、所辦公室或老師皆會定期邀請校外各界菁英或傑出校友至本

系所演講及參與座談會，學生不僅踴躍參與，也善加利用這些寶貴的

時間向師長提出自己在未來生涯與學習方面的問題，此外本系之導師

時間實行情況亦佳，導師們樂於與同學分享生活與學習經驗，也願意

聆聽學生所欲與之分享之心得。導師、學生之間教學相長、相輔相成，

將為本系之教學帶來莫大效益。 

  鼓勵教師採用多元化教學方式。本系屬於社會科學為主的教學專

業，教學方式多半以口授為主、課堂討論為輔。部分教師願以

PowerPoint 投影片帶領學生學習，而亦有部分教師不喜 PowerPoint

投影片，而願以傳統方式做重點提示與啟發，將消化閱讀資料內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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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留予學生。透過要求學生上台口頭報告的形式，增加學生的思辨

與應答能力未來將鼓勵教師採用如多媒體教學或透過參觀訪問、個案

研究、座談等授課方式，塑造師生雙向交流機會、增加學生學習效率。 

3. 系所發展方面： 

  加強合作觀念：與企業界的交流：如參與企業人力培訓計劃，開

設學分班等；與其他系所的合作：如授課師資支援、共同指導學生、

整合型研究案等。強化產、官、學、研合作計畫，以提升畢業生之整

體素質。外交系研究領域廣泛，涉及國家內政外交甚至於區域合作以

及國際間重要議題皆有所涉獵，相關研究報告及計畫多為政府制訂政

策之參考依據，對於我國國際關係之研究與發展有莫大之助益，本系

教師常就自身專長提供產官學界諮詢，亦常與政府單位以及民間學術

機構合辦國內學術研討會；和本校配合，持續健全系友網絡及回饋機

制，以延續、加強系所之優良傳統 

  舉辦各類活動：一方面促進師生情誼，同時也鼓勵學生朝希望目

標邁 進，如上榜學長姊之心得分享、讀書會和講座等協助學生通過

國家駐外人員考試；持續配合學校於每學期舉辦親師座談會，透過面

對面與學生家長之意見交換，提升輔導學生在校期間學習之績效；與

國際接軌之相關活動：提供經費補助，鼓勵師生赴國外進修；每年研

究生海外參訪活動、教師及校友海外參訪活動；學術活動，廣邀學界

以外之其他專業人士參與。譬如本系曾與考試院合辦外交領事人員考

試之改進研討會。聆聽參酌各方意見，供本系教學發展之依據。賡續

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增進國際交流與國外知名學府和研究單位的學

術交流。本系每年舉辦之國際性學術研討會，不僅是國內各界意見交

流之管道，並透過邀請國際學者來台發表及訪問之安排，促使本系之

研究與教學可與國際接軌。增加對國際事務之接觸與瞭解的通識演講，

使全校學生均能熟稔最新的國際關係趨勢與議題。 

  擴充軟硬體設備：如圖書、資訊和研究討論空間等，因本系空間

狹小，除提供碩博士班上課用教室外，仍提供公共空間供本系師生休

憩暨課業討論。配合院實體化，期將空間進行最有效之利用。 

擴大爭取外籍教師至本系作長期或短期授課，同時增收外籍生以提升

本系的國際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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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特色刊物：《國際關係學報》為本系發行之學術性半年刊，

探討範圍以國際政經、戰略安全和外交實務等相關議題為主。刊載內

容分為特稿、專論、政策分析和國際要聞等四大類。《國際關係學報》

致力於在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及博士生發表文章。為求維護嚴謹的學

術要求與確保投稿者的對大權益，凡是專論來稿均依「雙向匿名的評

審制度」，邀請相關學者專家進行審查。我們誠摯地歡迎學界的諸位

前輩與新銳們踴躍投稿，共同於國際關係領域中耕耘，期許為國際關

係研究盡一點微薄的心力。目前將其申請為 TSSCI 刊物為本系最大目

標。同時，為使本系更國際化，未來擬就國際關係最新趨勢與議題舉

辦國際會議，然後編印成英文書作為未來教學與國際學術交流之用。 

  深化區域研究：東亞、北美、歐盟、拉丁美洲及中東地區國際關係

研究是本系現階段研究重點，一方面培植有志於投入該領域研究的優

秀人才，同時也奠定學術研究與政策發展得以相輔相成之長遠目標。 

以上各項，雖屬本系傳統之優勢，但有待進一步提升與發展，才有助

於增強競爭力以邁向卓越。 

 碩博士班 

  全面提升入學博碩士學生英語能力是當務之急，至少在入學前即

已具備學校所要求畢業英文的標準。將英語授課課程列為必修課程或

所有必須課程至少一半是英語授課，最終是要以必修課程全部為英語

授課的終極目標），尤其是外籍教師所開之課程。其次是重視英文以

外其他外語的能力以及積極協助與鼓勵學生構建符合自己志趣與能

力的知識整合模型（尤其是經貿相關者），所上除增加其他專業知識

相關的課程（如國際經營、國際傳播與經貿法）外，亦應與其他所或

他校或國外學校構建策略聯盟（宜選擇與國際關係具互補作用的系所，

如與澳洲或紐西蘭大學之國際經營系開雙聯學程，或與 EU 的大學如

華沙經濟學院等開雙聯學程），鼓勵學生修習本科以外配套專業能

力。 

 在職專班 

1. 進一步放寬報名資格，除政府部門外，讓各行各業有志學習者都

有學習的機會。 

2. 與政府相關機構或民間企業團體進行合作，讓戰略思維能更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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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到各領域工作崗位上。 

3. 除中共外交外，可考慮適當增加「兩岸經貿互動」、「亞洲經濟整

合」等新課程，以充實與更新國際關係研究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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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年重要績效指標(KPI) 

 學士班、碩博士班及在職專班共同指標 

項目 KPI 設定 數值／或每年指標 

學生學習 

（因在職專班學

生特殊，本處計

算將不計） 

國際移動能力 本系學生至少 50%有國際活動經驗，包含國際會議、國際志工、交換學生等。 

學術能力 學士班修完所有必修學分始得畢業，畢業時將具備國際關係基礎知識，可繼續修讀研

究所或直接進入職場。 

碩士班一年級學生皆為當年學度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工作人員，二年級以上者除鼓勵其

投稿參與論文發表會外，亦鼓勵參與及發表相關領域論文。 

博士班修業規定：「博士班研究生於提出論文口試前，須參加論文寫作研討會（辦法

另訂之），且至少應有二篇經匿名審查之相關領域學術著作發表或被接受。 

校園活動參與 本系學生校園活動參與率以達 50%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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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KPI 設定 數值／或每年指標 

教師發展 學術著作發表成長 參考數據 

維持國科會計畫執行數 參考數據 

教師國際移動能力 每年平均每位教師均出國參與國際活動 2 次以上，包含研討會、講學、研究、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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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KPI 設定 數值／或每年指標 

等。 

國際化 持續推動英語授課 本系博士班現已規畫朝向全英語授課為目標；碩士班則以必修課程為英語授課為目

標；學士班現以國際關係課程為英語授課，並逐步規劃若干必修(選修)課程為英語授

課。 

學士班整開課程固定一門以英語授課，開放全校學生修課。 

博士班以英語授課 100%為目標 

延攬外籍教師 每年至少有二名外籍教師支援授課，並不定期有客座教師。 

國際學術合作 每年至少舉辦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 

校友經營 定期校友活動辦理 除依學校時程辦理系友返校活動外，更透過系友會定期寄發電子郵件，告知系所現

況、重要活動等。每年暑期進行系友資料庫更新，以維護資訊正確，更新率以 60%

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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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東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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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勢、劣勢及外部環境分析摘要 

  本所為國內第一個專研中國大陸問題之教學與研究之研究所，在

四十餘年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建立本所之特色，期望以此與國內其它

大學性質相似之研究所做出區隔。與其他學校相較，本所之教學與研

究重心廣泛，著重基礎背景學科，期能使學生在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有

深厚的理論基礎。然而在辦學過程中，本所亦面臨不少問題，現以

SWOT 分析法進行分析如下： 

（一）優勢(Strengths) 

1、本所歷史悠久，人際資源豐富 

本所從民國 57 年秋正式招生開課起算，碩士班至 101 學年止已

招收 45 屆。本所學生於畢業後，在產、官、學界均佔有一席之地，

連帶使本所運作過程中得以接收來自各領域優秀學長、姐的支援。 

2、課程全面且完整 

本所早期研究方向係以「匪情研究」為主軸，然而隨著研究典範

的轉移與中國大陸的迅速發展，新興的「中國研究」與台灣過去的「匪

情研究」著重點顯有不同處，故本所主要以培養中國研究之頂尖人才

與發展具有台灣觀點之中國研究途徑為目標，在課程規劃上強調理論

基礎的扎根與實務問題的掌握與研析。 

本所碩士班課程以中共黨史、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和論文寫作作為

共同必修，以培養本所學生對於社會科學研究架構及中國大陸的基礎

認識；並以「中共黨政」、「中國大陸社會經濟」以及「國際政治與兩

岸關係」劃分為三大學群，研究範圍涵蓋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

國際關係、兩岸關係等領域，提供碩士班同學多元研究的視角。博士

班課程則以「中國研究方法論」此一必修課程提供博士班學生將社會

科學方法與中國大陸研究相結合的途徑，完備學生資料統整與分析的

知能；同時透過課程設計、與外系所合開課程的方式，培養學生擁有

專業學術及比較研究的知能；另外，開設「中共對美政策」、「全球化

下的中共外交」、與「兩岸關係」等課程，給予學生在學習理論的同

時能兼併實務的需要。 

3、教師研究能量充足，帶動本所研究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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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教師除講授課程與指導學生論文撰寫外，仍持續地進行相關

學術研究。本所教師大多接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大陸委員會的

補助進行相關學術研究，而新進教師也藉由學校的學術獎助機制開展

學術工作。本所教師在進行本身學術研究的同時，透過聘任所內學生

擔任研究助理的方式，來指導學生如何進行學術研究工作，而學生也

能藉由擔任助理之便，學習學術研究的運作方式，並從中發掘自身有

興趣的研究主題，作為日後學術論文撰寫的方向。 

4、師生溝通管道順暢，及時反應學生所需 

本所在每年新生入學之前，均會舉辦說明會，安排所內教師與學

長姐進行本所相關規定說明與經驗分享，使新生對於未來幾年的研究

生生活能有基本瞭解。此外，本所每學年均會舉辦「務虛會議」的非

正式餐聚，讓學生能針對學習上的相關問題與老師們進行交流，從而

作為老師們授課或所內相關規定修正時之參考。 

（二）劣勢(Weaknesses) 

1、師資人數不足，師生比過高 

相對於本校其它系所或國內其它大學性質相似的研究所而言，本

所師資人數相對短少，以致本所師生比過高，除使本所教師負擔過重

外，更影響老師研究或教學進度。 

2、教學內容偏重理論導向 

本所為專研中國大陸問題之教學與研究之研究所，雖課程安排上

有開設「兩岸關係」課程加強本所學生對此領域的瞭解，但整體而言，

相對於國內其它性質相似系所，本所在「兩岸關係」領域是較弱的一

環，但這卻與當前現實需要有所出入，無形中也削弱本所學生對外之

競爭力。 

3、學生背景多元，對基礎知識掌握程度不一 

本所在入學考試科目修改後，以中國大陸研究及政治學為考試內

容，但此舉無損本所學生背景多元的樣態。本所碩士班學生因大學主

修科目多元，就讀於本所後在將原先大學主修科目與中國大陸研究做

一結合後，往往能激盪出更多不同於以往的思考。但因學生背景結構

多元，以致個別學生間對於個別領域的掌握程度不一，此不僅構成學

生在學習上的困擾，亦使老師在教學上需考量學生狀況而做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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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會(Opportunities) 

1、兩岸交流日趨熱絡，提供本所學生發揮舞台 

隨著兩岸關係的緩和，促使兩岸之間的各項交流日趨熱絡，而本

所所培育出來的學生相對於其它系所學生而言，對於中國大陸有更為

詳盡的瞭解，因此對於亟需大陸事務人材的當下，也帶給本所學生在

完成學業之後有更多的選擇性。譬如因為政府因需要兩岸事務人才而

在高等考試之二級考試增開兩岸組，並於各職系之兩岸組增考「大陸

政策與兩岸關係」，此舉增強本所學生在公職考試上之競爭力，也使

本所學生在進入公部門工作時更能適才適所並發揮所長。 

2、本所產官學資源豐沛 

本所從民國 57 年設立以來已有 40 餘年之歷史，畢業所友已遍及

產官學各種領域，且因本所每年會運用工讀方式請在學之學生透過電

話與畢業所友進行聯繫並固定於每年年底舉辦所慶餐會，透過這些方

式，維繫畢業所友對母所的情感，並且使在學之學弟妹有機會認識學

有所成之學長姐，這對於之後畢業投入職場時往往能獲得學長姐或多

或少的支援，增強在就業職場上之競爭優勢。 

（四）威脅(Threats) 

1、性質相似系所構成之挑戰 

國內目前以中國大陸或兩岸關係為研究主題之系所，除本所之外，

計有台大國發、清華社會所乙組、政大國發、淡江陸研、文化陸研、

中山亞太等 6 個研究所；此外，另有其它社會科學相關系所而以中國

大陸研究對象之研究生。因此，本所學生畢業之後，將與這些學校研

究生一起競爭，雖然本所學生經歷嚴格的淬鍊後，應無懼於其它系所

學生的挑戰，但是本所並不能因此掉以輕心，必須持續將各種威脅當

成鞭策自我提升的動力。 

2、外界對本所性質認知不明的情況 

本所名為「東亞」，實則以中國大陸為主要研究對象，但外界常

認為本所研究性質係包含東北亞與東南亞在內泛東亞地區。雖然本所

教師與學生的研究主題尚包括東北亞與東南亞地區，但是本所的研究

主軸仍是焦聚在中國大陸，而這樣的誤解往往使本所學生在外找尋工

作時遭遇些許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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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願景與目標 

立基於過去的歷史傳統與研究基礎，本所未來的願景與發展目標

方向如下： 

1. 結合全校相關系所師資，與重點累積的「中國研究」圖書資

源； 

2. 超越區域研究的格局，挑戰既有的研究典範； 

3. 以中國大陸研究為主體，兼納相關社會科學學科的基礎知

識； 

4. 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的中國大陸事務人才。 

在面對中國大陸崛起為世界帶來巨大的轉變，「中國研究」已成

為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無法迴避的重要領域。本所累積了近半世

紀的研究基礎，匯聚了對中國大陸的理解與社會科學的訓練，為想駕

馭「中國崛起」歷史巨浪的學子們提供最佳的學習園地。東亞所過去

所培育的校友無論在學術界，政府部門、新聞媒體界與商業界都有耀

眼的表現。本所期待透過舊有的教學底蘊與學術成就、新教師的增補、

新課程的規劃以及新研究生的持續加入，以這「三新一舊」作為未來

發展的基礎，使本所能夠進一步獲得學界更多的肯定，並吸引更多有

志於中國研究的學子及研究者加入。 

三、中長期發展政策 

本所未來研究方向主軸為：（1）以中國大陸為核心，透過比較

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社會多元化之後，中共政權如

何治理和調適此一新局面；（2）當中國大陸國力上升之後，如何調

整其在全球格局下的政經角色，周邊國家如何回應這種結構性的變化。

為確保研究方向並保持此研究動能，本所未來中長期發展策略，分述

如下： 

1、甄聘優良師資：  

本所目前師資員額不足，專任師資僅有五名，卻要負責碩班(64

人)與博班(35 人)眾多學生，加以未來二、三年將有老師屆齡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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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夠順利獲得專任師資員額並補足缺額，如此一來，才能夠於課

程安排以及教學上無縫接軌。 

在未來本所師資更迭之際，本所將持續網羅、擇聘傑出之教學研

究人才；此外，本所於民國 100 年 5 月間自訂「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

究所新聘教師研究成果期中評量辦法」，依此辦法，本所新聘教師須

於起聘第四年結束前接受本所評量，評量標準以中英文期刊或專書著

作為依據，點數未達標者則不予續聘，此規定比學校限期升等辦法中

的六年規定更為嚴格，期藉此確保新聘教師之學術表現。 

2、完成課程調整： 

由於本所正面臨資深教師陸續退休，以及現任教師得依規定申請

減授時數以及資源整合等相關情況，都使得本所課程結構需進行新一

輪的調整，以利在新的情境下，能使所上的修業規定能讓學生有更合

理的負擔，並能應對本所未來的師資結構問題。本所業已擬定新的課

程結構，將於 102 學年度起實施。未來的課程將持續強化區域研究（中

國大陸研究），並且結合專業學科（政治學為主，社會學、經濟學為

輔），以合開課程或合聘教師的方式，讓課程結構更趨完整。主要的

課程主軸為： 

(1)  基礎課程（共同必修）：中國大陸發展史、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2)  中國大陸研究議題：「五選三」核心選修：主題包括政治轉型、

經濟發展、社會變遷、對外關係、兩岸關係及一般選修課程，學

生依議題興趣與未來學位論文方向選修。 

(3)  社會科學學科專業（鼓勵同學向相關系所修習）：預計分成國際

關係領域、比較政治領域、公共政策領域、經濟學領域、社會學

領域等五個領域。 

  此外，因應兩岸關係為目前國家之重要政策議題，本所已將「兩

岸關係」課程列為博、碩士班的群修課程。並且，為實踐本所培養理

論與實務並重的中國大陸事務人才之宗旨，本所已將規劃於 102 學年

度起邀請相關學者專長開設實務談判課程，以充實學生實務知識及能

力，供其未來職涯運用。目前規劃之課程為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敦聘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張榮豐先生開設「兩岸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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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第二學期則敦聘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前主任秘書詹志宏先生開

設「兩岸政策規畫」課程。 

3、學術交流： 

本所與中國大陸的學術交流始自 1993 年與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

的交流互訪，此後即展開與諸多重要高校定期或不定之學術交流活動。

2006 年起，更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以「兩岸和平研究」作

為學術研討會的名稱，建立兩所（院）學者交流的平台，由兩個單位

輪流主辦學術會議。近二年來，本所教師也在其研究專業之下，陸續

建立其他學術單位之長期研究合作機制，例如北京清華大學政治系、

浙江大學以及、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Keio University）。 

四、 五年重要績效指標(KPI) 

表 3-1、東亞所五年重要績效指標表 

項目 KPI 設定 數值／或每年指標 

學生學習 國際移動能力 每年有 3 成的學生國際活動經驗，

包含參與國際會議、國際學術活

動、出國交換或研究以及擔任國際

志工等。 

學術能力 碩士班：鼓勵學生參與相關學術研

討會；碩士班二年級以上同學者有

投稿學術期刊之經驗； 

博士班：依本所學位授與辦法規

定，學生畢業前須通過英文能力檢

定且須發表學術期論文。 

校園活動參與 本所學生參與校園活動達 30%為目

標 

教師發展 學術著作發表成長 本所教師數量雖少，但整體著作量

頗豐，希冀每年維持目前的產值，

並持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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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KPI 設定 數值／或每年指標 

維持研究計畫執行

數 

每位教師每年須主持或參與至少一

件研究計畫（含國科會及其他政府

或研究機構）。 

教師國際移動能力 每位教師每年平均出國參與國際活

動一次以上，包含研討會、講學、

研究、進修等。 

國際化 持續推動英語授課 每學年有一門英語授課課程。 

延攬外籍教師 每年邀請一至二名外籍(含中國大

陸、港、澳)教師來所進行客座授課。 

國際學術合作 每年至少舉辦一場國際學術活動

（包括研討會、工作坊）。 

校友經營 定期校友活動辦理 每年舉辦至少一次校友活動，並定

期更新每所友資料更新，以維護資

訊正確，更新率以 50%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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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俄羅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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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勢、劣勢及外部環境分析摘要 

(一) 優勢:課程結構完整、國際學習資源豐富 

本所目前的課程規劃涵蓋俄羅斯區域研究之政治、外交、經濟等

三大面向，並不時透過延攬外籍客座教授，針對當前區域研究發展趨

勢開設專業特色課程。另外，本校斯拉夫語文學系開設的語言課程(除

了俄文之外還包括捷克與波蘭文)與文化相關課程，能提供本所同學

依個人興趣或研究所需進行學習。此外，本校目前與 11 所俄羅斯大

學、2 所哈薩克大學、1 所烏克蘭大學、1 所烏茲別克大學、6 所捷克

大學等校締約，提供學生豐富的國際交流學習機會，因而本所學生於

在學期間能獲得多元完整的課程學習以及豐富的國際學習資源。 

(二) 劣勢：連結業界的網絡尚未成型 

就本所近五年畢業生就業情況看來，有半數以上(53%)的同學在

業界服務，其中與俄羅斯市場業務相關的就業比例佔兩成，顯示業界

工作為本所畢業生重要的就業選項。目前本所在學習規劃上，對於學

生的實務工作培訓相對較弱，因而如何將專業理論知識與實務工作串

聯，幫助同學於在學期間累積實作經驗(例如於相關企業實習)，進而

得以依據個人不足之處，選擇相關課程修習，提升職場競爭力，為本

所尚待強化之環節。 

(三) 機會:台俄關係發展日趨頻繁，相關領域專業人才需求廣增 

台俄關係基於政治因素考量，並無正式官方往來，但近年來雙方

在經貿、教育、科技與文化藝術等民間交流中取得了長足且穩定的發

展。2011 年台俄雙邊貿易已達到近 40 億美元，不論是在貿易總額或

是對俄出口金額方面，均為台俄雙邊直接貿易以來最高之紀錄，2012

年隨著俄羅斯加入 WTO，外貿協會也於聖彼得堡設立第二據點(第一

據點位在莫斯科)，展現台灣對俄羅斯經貿關係發展之重視。此外，

台灣與俄羅斯在學術研究、文化交流或是科技發展等各方面，都有穩

定的合作發展關係，因此，國內對俄羅斯研究專業人之需求勢必與日

俱增。本所之教育目標與課程設計乃以培養俄羅斯區域發展研究專才

為主，就當前國內對相關領域專業人才需求廣增的大環境看來，本所

同學於學習完成進入就業市場以後，有相當多元的領域可以發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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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四) 威脅: 國際化學習趨勢造成學生流失之威脅 

近年來國際化學習已成為學習發展的主要趨勢，俄羅斯許多著名

大學，例如聖彼得堡大學、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與烏拉爾大學等都陸

續開設以英文進行授課的俄羅斯研究碩士學位課程，此對於想進行俄

羅斯研究的學生而言，他們能直接到當地進行學習、無須擔心課程語

言障礙，同時又能親身體驗人民的生活、文化，以及社會發展與現況

等，是具備相當吸引力的學習選擇。因此，本所如何發展課程特色、

塑造國際化學習環境，並妥善規劃相關學習配套措施(例如進行移地

教學、與國外學校合作辦理夏日學院等)以避免造成學生流失等，成

為本所後續發展必須認真思考的面向。 

二、願景與目標 

在系所未來發展上，本所將依循國際事務學院之發展目標，重

視學術研究與實務發展、關懷多元議題、強調科際整合、推動學術國

際化之發展，持續整合國內相關領域之專業研究人才，完善本所的教

學內容與品質，並規劃與國際知名學術機構進行合作交流活動、舉辦

區域研究問題相關之學術研討會，俾以建立規模完整之俄羅斯、獨立

國家國協與中東歐資料中心，使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成為台灣研究

俄羅斯、東歐與獨立國協國家之研究重鎮，進而進入國際相關領域之

研究社群，提升本所之國際學術聲望。 

三、中長期發展策略 

本所之中長期發展策略乃依據本所態勢分析與本院訂定之四項

重要績效指標(學生學習、教師發展、辦學國際化與校友經營)進行如

下規劃: 

(一)學生學習:本所擬透過辦理「俄羅斯研究方法工作坊」紮實同學對

區域研究方法之掌握，增進學生獨立分析研究的能力;訂定學術

獎勵機制鼓勵同學參與論文發表或學術相關活動，並於在學期間

考取語言能力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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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發展:本所鼓勵教師執行各項俄羅斯、獨立國家國協與中東歐

專題研究計畫，並進行跨領域研究合作、規劃整合型研究計劃;

集結教師發表著作進行專書出版，累積學術資源;鼓勵教師於國

際學術期刊或具聲望且審查機制嚴謹之期刊發表文章。 

(三)辦學國際化:以短期講學的方式邀請外籍客座教師來所教學，協助

本所持續在教學研究上發展多元議題、豐富課程內容、擴展與鄰

近東亞國家俄羅斯區域研究之學術交流並與國外相關領域學術

單位合辦「夏日學院」，提供教師與學生移地教學與學習的管道、

透過此交流過程擴展學生的國際視野與學習經驗 

(四)校友經營:本所將持續每年定期進行校友通訊與近況調查，維持系

所與畢業生之聯繫、積極邀請所友返校進行演講，分享職場經驗，

以此建立所友回饋機制，作為本所課程改進或未來規劃發展之參

考。 

四、五年重要績效指標(KPI) 

本所近五年各項績效指標之執行情形與中長期發展策略結合如

表 3-2 所示： 

 

表 3-2、俄羅斯研究所 97-101 年度重要績效指標執行表 

項次 項目 內容 目前執行狀況 中長期發展策略 

一 學生學習 國際移動能力 97-101 年本所每年都

有同學獲得獎學金出

國交流學習，且人數

逐年增加，出國地點

除了俄羅斯之外，也

增加匈牙利、波蘭與

捷克等中東歐國家。 

1.辦理「俄羅斯研

究方法工作坊」增

進學生獨立分析

研究的能力。 

2.訂定學生學術

獎勵辦法，鼓勵同

學發表文章、參與

學術活動並於在

學期間考取語言

證照。 

學術能力 自 2010 年起本所陸

續有同學於台俄經貿

雜誌發表專題文章，

為實務界提供相關研

究資訊。 

校園活動參與 本所同學積極參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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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內容 目前執行狀況 中長期發展策略 

所各項學術活動 

二 教師發展 學術著作發表 本所每位教師每年皆

有著作發表 

1.推動教師進行

跨領域研究，整合

相關學術資源。 

2.集結教師發表

著作進行專書出

版，累積學術資

源。 

3.提昇教師學術

發表質量。 

國科會計畫執

行 

本所目前三位專任教

師皆有執行國科會研

究計畫 

教師國際移動

能力 

所上每年都有教師出

國參加學術研討會發

表論文或進行學術訪

問交流 

 

三 辦學國 

際化 

英語(俄語)授課 本院國際英語碩士學

程從 100 學年度起開

課，提供豐富的英語

授課專業課程 

1.本所未來將朝

以短期講學的方

式邀請外籍客座

教師來所教學，協

助本所在教學研

究上發展多元議

題，並豐富課程內

容。 

2.擴展本所與鄰

近東亞地區國家

之學術交流。 

3.與國外相關領

域學術單位合辦

「夏日學院」，提

供教師與學生移

地教學與學習的

管道。 

延攬外籍教師 本所分別於 97與 101

學年度延攬外籍教師

來所授課。 

國際學術合作 本所每年辦理一次國

際學術研討會，並不

定期安排外賓演講。 

四 校友經營 校友活動辦理 97-101 學年度，本所

每年皆固定辦理校友

活動 

定期進行校友通

訊與近況調查，維

持系所與畢業生

之聯繫。透過邀請

校友返校座談的

方式建立回饋機

制，以此作為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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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內容 目前執行狀況 中長期發展策略 

課程改善或未來

發 展 之參 考 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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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日本研究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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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勢、劣勢及外部環境分析摘要 

    國立政治大學近年來積極鼓勵推動跨領域的學位學程，這幾年在

校內陸續成立「台灣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中國大陸英語碩士學

位學程」、「亞太英語博士學位學程」以及「數位內容碩士學位學程」

等 (其中「台灣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中國大陸英語碩士學位學

程」已合併為「亞太英語碩士學位學程」)，這些學程都是強調跨領

域的學位學程，例如「亞太英語博士學位學程」便是結合中國大陸研

究、台灣研究、國際傳播研究以及國際經營研究等四大領域；而「日

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正是呼應本校跨領域的潮流，結合政治學、經

濟學、社會學以及歷史學的研究，由此可見，本學位學程是與本校未

來整體的發展是相互結合的。 

另外國立政治大學近幾年也推動了跨學院學位學程，例如本校在

98 年才在學校成立的「數位內容碩士學位學程」，便是結合理學院的

資訊研究以及傳播學院的數位媒體研究的跨學院學位學程；另外，「亞

太英語博士學位學程」及「亞太英語碩士學位學程」更是結合社會科

學院中的政治經濟研究、傳播學院的國際傳播研究以及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的外交政策研究。而「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結合社會科學院

的政治學與經濟學研究、國際事務學院的外交政策研究、商學院的法

制研究以及文學院的歷史學研究，由此可見，本學位學程與本校未來

的整體規劃是息息相關的。 

政治大學「邁向頂尖大學」之專案，即以「亞太區域研究」為主

要發展方向，並擬於即將建構之「人文社會科學園區」設立相關之研

究中心。而本學程培育日本研究人才，將與該園區之研究人力及企業

「born global」之發展形態相互結合，對於提升政治大學的國際學術

地位，乃至於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國際學術地位，均有非常正面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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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願景與目標 

國立政治大學在國內一向是以社會科學的研究發展著稱，尤其在

政治學、經濟學、國際事務、商學及法律學方面，更是國內歷史相當

悠久的系所，目前在本校現有師資當中，總計有 47 位從日本獲得博

士學位回國的教師，另外在本校每學期所開設的日本研究相關課程也

有 36 門課，每學年日本研究的相關課程總計更是超過 70 門課，例如

日本政治研究、日本外交研究、日本企業研究、日本社會研究及日本

法制研究等課程，由此可見，若要積極全力發展日本研究，以目前本

校日本研究的相關師資與專長來看，其實是相當充足的。 

  而「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只是本校發展日本研究的第一步，

應該要進一步設置「日本研究博士學位學程」來培養日本研究的高級

人才(其已經由教育部奉准於 103 年學年度招生)，尤其是教育部最近

鼓勵國內各大學成立跨領域的學位學程，國立政治大學設立的「日本

研究博士學位學程」，不但符合教育部目前所強調跨領域結合的宗旨，

更可以突破現今學門的分野與界線，若再加上現有的「日本研究碩士

學位學程」，將成為國內首座以跨領域結合的綜合性日本研究所，以

結合跨領域的研究，提升國立政治大學的學術聲譽。 

三、中長期發展策略 

   從過去以來，台灣國內日本語文學系畢業的學生出路相當受限，

大多只能從事語言及文學翻譯的相關行業，再加上國內各大學每年日

本語言相關系所的畢業生將近三千名，使得日本語文系所畢業生的就

業市場受到相當的侷限。而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可以讓具有日本語言優勢的學生能夠具備有日本研究的第二專長，以

為政府單位、日系企業以及研究智庫培養日本研究的人才，擴大日本

語文學系畢業生的就業範圍。而剛設立的「日本研究博士學位學程」，

不但可以讓日本語文研究所的學生畢業之後，利用日本語文的專長，

再進一步深入研究日本政治、日本經濟、日本社會以及日本外交，讓

這些具有日本語文背景的研究生，能夠成為真正的日本研究專門家，



 

226 

以為台灣的學術界培養高等的優秀研究人才。 

四、五年重要績效指標(KPI) 

    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將以日語為主要授課語言，

以培養真正的知日人才：本學位學程在語言上將以日本語為主要的授

課語言，以強化同學的日語聽說讀寫的基礎能力，並再輔以日本主要

大學碩士班的使用相關上課教材，以培養同學跨區域以及比較性的宏

觀視野，讓同學在台灣就可以與日本留學同樣的學習環境，以進一步

擴大國內日本研究的基礎，以及培養真正的知日學術人才。 

    而在重要績效指標方面，本學成雖然只有成立兩年，但是在國際

移動方面，學生每年都參加日本交流協會所舉辦的研究生交流訪日團，

以及由交流協會補助赴日本蒐集資料；在學術能力方面，本學程固定

每年舉辦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教師也每年固定發表學術論文；在校園

活動參與方面，本學程固定參加校際所舉辦的包種茶節、校慶典禮以

及徵才大會；在學術著作發表成長方面，在學校鼓勵同仁積極進行論

文發表的政策下，學程內同仁每年都維持一定數量成長的論文產出，

同時也每年都得到國科會研究計畫補助；在學程內教師國際移動方面，

學程內同仁每年固定到日本參加日本比較政治學年會以及國際政治

學年會，以強化與日本學術界之間的往來；在國際化指標方面，本學

程因為特殊屬性的關係，並未有英語授課的課程，但是每年卻都有四

門以上的課程是使用日語授課，同時每學年都有固定兩位的日籍教師

到所內開設課程，在校友經營方面，因為本所尚未有畢業生，所以從

缺。 

 
表 3-3、日本學程五年來重要績效指標(KPI) 

項目 KPI 設定 數值／或每年指標 

學生學習 國際移動能力 3／每年指標 

學術能力 4／每年指標 

校園活動參與 2／每年指標 

教師發展 學術著作發表成長 3／每年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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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KPI 設定 數值／或每年指標 

維持國科會計畫執行數 6／每年指標 

教師國際移動能力 7／每年指標 

國際化 持續推動英語(日語)授課 4／每年指標 

延攬外籍教師 2／每年指標 

國際學術合作 2／每年指標 

校友經營 定期校友活動辦理 尚未有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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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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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勢、劣勢及外部環境分析摘要 

    本在職專班成立迄今邁入第十年，目前因兩岸交流互動頻繁，使

國內對兩岸議題的需求增加，也為本在職專班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優勢為： 

 全國唯一：本在職專班是全國唯一結合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之碩

士在職專班，提供公私部門最佳的在職進修管道。 

 師資優良：本在職專班運用院內外交學系、東亞研究所、俄羅斯

研究所之專任師資，同時延攬本校相關系所之專兼任師資開設課

程，除原有校內師資外，另延聘政府相關部門之首長及校外優秀

專業人士參與教學及座談，增加學生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課程多元：本在職專班隸屬於國際事務學院，因院內資源整合，

在課程設計與安排上，以院為中心規劃，在職專班同學若需要修

習其他專業課程，可至院屬之系、所、學程（甚至外交系的戰略

暨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選修相關的課程。 

劣勢為： 

 實務面課程較少：雖然本在職專班以延聘政府相關部門之首長及

校外優秀專業人士參與教學及座談，但實際上在課程上，較缺乏

實務及兩岸層面，恐無法配合學生實務上之需求。 

 新課程規劃與設計流程稍嫌緩慢，擬加速進行於後續中長期規劃

中。 

機會為： 

 因兩岸交流頻繁，目前各行各業對大陸研究之需求增加。 

 創造產官學連結，因本在職專班以培育不少傑出之校友，服務於

各產官學領域中，藉由校友會、座談會等相關活動聯繫校友對母

校之情感。 

威脅為： 

 相似性質之在職專班互相競爭，雖本在職專班歷史悠久、品質保

證，但仍需謹慎面對各校相似性質之在職專班間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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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國安專班 SWOT 分析表 

優勢(Strengths) 

 全國唯一 

 師資優良 

 課程多元 

劣勢(Weaknesses) 

 實務及兩岸層面課程較少 

 新課程規劃與設計流程稍嫌

緩慢 

機會(Opportunities) 

 兩岸交流頻繁，各行各業對

大陸研究之進修需求增加 

 產官學連結 

威脅(Threats) 

 相似性質之在職專班互相競

爭 

 

 

二、願景與目標 

  本在職專班因隸屬於國際事務學院，本院設立宗旨以培養國際、

兩岸公共事務與區域研究專業人才為主，並重視學生在國際關係理論

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之基礎訓練為願景。並結合本在職專班設立之初

以為服務於國家安全與大陸事務部門的眾多公職人員及為有志研習

國際事務與大陸研究之菁英人士，提供一適當之在職進修途徑，以培

養理論與實務並重的中國大陸事務人才為目標。 

三、中長期發展策略 

  本在職專班中長期發展策略如下： 

 因應學生需求，調整課程：為因應兩岸事務的複雜及交流深化，

並符合學生在職進修之需求，擬針對課程盤點，加開與中國大陸

研究相關之課程。並擬調整部份選修課程為 3 學分，一是增加學

生選課的彈性；二是增加學生在研究上的深度，三是減輕學生上

課負擔，可專注於論文撰寫與自身有興趣或工作有所幫助的研

究。 

 與政府機構及民間企業團體合作，增加學生實務上之應用能力與

資源連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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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五年重要績效指標（KPI） 

表 3-5、國安專班五年重要指標表 

項目 KPI 設定 數值／或每年指標 

學生學習 學術能力  鼓勵學生參加研討會 

 學生畢業年限統計 

校友經營 校友活動辦理  校友活動定期辦理 

 更新校友聯絡資訊 

 



 

- 1 - 

 

 

 

 

 

 

 

 

第四部分、附錄 

 

 

 

 

 

 

  



 

2 

 

 

 

 

 

 

 

 

I. 外交學系 

 



 

3 

附錄 1－2011 年學生參與國際活動名單 

學號 姓名 活動類別 國家 參與活動說明 活動日期(起) 活動日期(迄) 

95203014  王龍慈 姊妹校薦外交換 捷克                 奧斯特拉瓦科技大學                                                                                                                                                                                                                                                  2010/08/01 2011/07/31 

95203024  謝佩誼 姊妹校薦外交換 荷蘭                 Erasmus 大學                                                                                                                                                                                                                                                  2011/02/01 2011/07/31 

95203040  李依蒨 姊妹校薦外交換 韓國                 全北大學                                                                                                                                                                                                                                                       2010/08/01 2011/07/31 

96101033  陳芃諭 姊妹校薦外交換 瑞典                 陸德大學                                                                                                                                                                                                                                                       2010/08/01 2011/01/31 

96101033  陳芃諭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美國                 2011 美國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 NMUN                                                                                                                                                                                                                                        2011/04/17 2011/04/27 

96102225  黃韻如 姊妹校薦外交換 荷蘭                 葛洛寧恩大學                                                                                                                                                                                                                                                     2010/08/01 2011/07/31 

96103021  申雅平 
各機構或國外大學

營隊 
中國大陸               

蘭州大學-2011 年海峽兩岸絲綢之路法律文化夏令

營暨學術考察行程安排                                                                                                                                                                                                                         
2011/07/08 2011/07/16 

96103054  劉方圓 姊妹校薦外交換 愛爾蘭                DublinInstituteofTechnology                                                                                                                                                                                                                                2011/08/01 2012/07/31 

96203002  江欣諭 姊妹校薦外交換 日本                 中央大學                                                                                                                                                                                                                                                       2011/08/01 2012/07/31 

96203003  盧子漸 姊妹校薦外交換 德國                 齊柏林大學                                                                                                                                                                                                                                                      2010/08/01 2011/07/31 

96203006  高禕婕 姊妹校薦外交換 韓國                 梨花女子大學                                                                                                                                                                                                                                                     2010/08/01 2011/07/31 

96203008  張庭瑄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美國                 2011 美國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 NMUN                                                                                                                                                                                                                                        2011/04/17 2011/04/27 

96203008  張庭瑄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TMUN                                                                                                                                                                                                                                                   2011/05/13 2011/05/15 

96203011  華佑禎 姊妹校薦外交換 泰國                 曼谷大學                                                                                                                                                                                                                                                       2011/08/01 201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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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011 年學生參與國際活動名單 

學號 姓名 活動類別 國家 參與活動說明 活動日期(起) 活動日期(迄) 

96203012  胡念慈 姊妹校薦外交換 加拿大                SimonFraserUniversity(西蒙菲莎大學)                                                                                                                                                                                                                              2011/02/01 2011/07/31 

96203012  胡念慈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TMUN                                                                                                                                                                                                                                                   2011/05/13 2011/05/15 

96203012  胡念慈 其他國際活動  南非                 ACTION 開普敦青年行動計畫                                                                                                                                                                                                                                            2011/08/06 2011/08/29 

96203014  周怡蘭 國際志工 帝汶                 2011 東帝汶和平營                                                                                                                                                                                                                                                 2011/07/23 2011/08/17 

96203025  李于彤 姊妹校薦外交換 列支敦斯登              列支敦斯登大學                                                                                                                                                                                                                                                    2010/08/01 2011/07/31 

96203034  黃畢誠 姊妹校薦外交換 美國                 美利堅大學                                                                                                                                                                                                                                                      2010/08/01 2011/07/31 

96203037  張捷 姊妹校薦外交換 韓國                 亞洲大學                                                                                                                                                                                                                                                       2011/08/01 2012/07/31 

96203038  葉承軒 姊妹校薦外交換 日本                 長崎大學                                                                                                                                                                                                                                                       2011/08/01 2012/07/31 

96203039  鍾賢玉 姊妹校薦外交換 瑞典                 哈爾姆斯塔德大學                                                                                                                                                                                                                                                   2010/08/01 2011/07/31 

96203039  鍾賢玉 國際志工 瑞典                 WWOOF 國際有機農場志工                                                                                                                                                                                                                                             2011/06/01 2011/07/31 

96203041  王詩菱 姊妹校薦外交換 瑞士                 佛立堡大學                                                                                                                                                                                                                                                      2011/08/01 2012/07/31 

96203050  吳健榮 姊妹校薦外交換 日本                 秋田國際教養大學                                                                                                                                                                                                                                                   2010/08/01 2011/07/31 

96203053  李亭宣 國際實習 中國大陸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1/06/28 2011/08/19 

96203055  陳向筠 姊妹校薦外交換 義大利                杜林大學                                                                                                                                                                                                                                                       2011/08/01 2012/07/31 

96203056  許維宸 姊妹校薦外交換 瑞典                 林奈大學                                                                                                                                                                                                                                                       2011/08/01 2012/07/31 

96203057  李晟源 國際志工 帝汶                 2010 暑假東帝汶和平營                                                                                                                                                                                                                                               2010/08/01 2010/08/31 

96203057  李晟源 姊妹校薦外交換 中國大陸               復旦大學                                                                                                                                                                                                                                                       2011/08/01 201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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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011 年學生參與國際活動名單 

學號 姓名 活動類別 國家 參與活動說明 活動日期(起) 活動日期(迄) 

96203064  伍瑩純 姊妹校薦外交換 中國大陸               北京大學                                                                                                                                                                                                                                                       2011/08/01 2012/01/31 

96203066  陳俐礽 姊妹校薦外交換 瑞典                 林奈大學                                                                                                                                                                                                                                                       2010/08/01 2011/07/31 

96203067  陳彥霖 姊妹校薦外交換 香港                 香港大學                                                                                                                                                                                                                                                       2011/02/01 2011/07/31 

96203067  陳彥霖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香港                 海峽尋新論壇                                                                                                                                                                                                                                                     2011/04/03 2011/04/09 

96203067  陳彥霖 
各機構或國外大學

營隊 
中國大陸               清華大學-2011“兩岸同心”大學生志願者西部行                                                                                                                                                                                                                                   2011/08/05 2011/08/20 

96209045  陳珈儀 姊妹校薦外交換 日本                 秋田國際教養大學                                                                                                                                                                                                                                                   2011/08/01 2012/07/31 

97203001  高珮芸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美國                 2011 美國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 NMUN                                                                                                                                                                                                                                        2011/04/17 2011/04/27 

97203001  高珮芸 短期課程、移地教學 泰國                 
東南亞飛行教室〈2〉國際社區志工行動研究─泰國

農村                                                                                                                                                                                                                                  
2011/07/05 2011/07/14 

97203004  郭慧珊 短期課程、移地教學 奧地利                InnsbruckSummerSchool2011                                                                                                                                                                                                                                  2011/07/08 2011/07/29 

97203005  胡巧畦 姊妹校薦外交換 捷克                 大都會大學                                                                                                                                                                                                                                                      2011/08/01 2012/07/31 

97203007  黃奕婷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美國                 2011 美國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 NMUN                                                                                                                                                                                                                                        2011/04/17 2011/04/27 

97203008  陳威霖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美國                 2011 美國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 NMUN                                                                                                                                                                                                                                        2011/04/17 2011/04/27 

97203008  陳威霖 其他國際活動  南非                 ACTION 開普敦青年行動計畫                                                                                                                                                                                                                                            2011/08/06 2011/08/29 

97203010  徐淳輔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台灣，中華民 2011TMUN                                                                                                                                                                                                                                                   2011/05/13 201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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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姓名 活動類別 國家 參與活動說明 活動日期(起) 活動日期(迄) 

文會議） 國            

97203011  吳柏翰 姊妹校薦外交換 瑞典                 克莉絲蒂安斯塔德大學                                                                                                                                                                                                                                                 2011/08/01 2012/07/31 

97203012  林雨璇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韓國                 哈佛亞洲暨國際關係計劃─2011 亞洲會議                                                                                                                                                                                                                                       2011/08/18 2011/08/24 

97203013  劉懷清 姊妹校薦外交換 法國                 特魯瓦高等商學院                                                                                                                                                                                                                                                   2011/08/01 2012/07/31 

97203014  張祐菁 姊妹校薦外交換 德國                 齊柏林大學                                                                                                                                                                                                                                                      2011/08/01 2012/07/31 

97203015  潘旻真 短期課程、移地教學 波蘭                 波蘭社會與文化                                                                                                                                                                                                                                                    2011/07/18 2011/08/04 

97203019  周思宇 姊妹校薦外交換 俄羅斯                聖彼得堡大學                                                                                                                                                                                                                                                     2011/08/01 2012/01/31 

97203020  高琮期 姊妹校薦外交換 中國大陸               北京大學                                                                                                                                                                                                                                                       2011/08/01 2012/01/31 

97203028  陳麟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TMUN                                                                                                                                                                                                                                                   2011/05/13 2011/05/15 

97203030  胡子昂 姊妹校薦外交換 中國大陸               山東大學                                                                                                                                                                                                                                                       2011/08/01 2012/01/31 

97203031  葉庭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美國                 2011 美國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 NMUN                                                                                                                                                                                                                                        2011/04/17 2011/04/27 

97203031  葉庭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TMUN                                                                                                                                                                                                                                                   2011/05/13 2011/05/15 

97203034  高藝芳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泰國                 2011 第二屆全球大專校院學術領袖研討會                                                                                                                                                                                                                                       2011/08/01 2011/08/07 

97203037  廖翁志 
各機構或國外大學

營隊 
中國大陸               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之春外語研習營                                                                                                                                                                                                                                          2011/04/02 2011/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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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03037  廖翁志 姊妹校薦外交換 中國大陸               吉林大學                                                                                                                                                                                                                                                       2011/08/01 2012/01/31 

97203041  羅文瑾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美國                 2011 美國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 NMUN                                                                                                                                                                                                                                        2011/04/17 2011/04/27 

97203041  羅文瑾 其他國際活動  南非                 ACTION 開普敦青年行動計畫                                                                                                                                                                                                                                            2011/08/06 2011/08/29 

97203052  何冠陵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捷克                 國際青年領袖會議                                                                                                                                                                                                                                                   2011/01/06 2011/01/11 

97203052  何冠陵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韓國                 哈佛亞洲暨國際關係計劃─2011 亞洲會議                                                                                                                                                                                                                                       2011/08/18 2011/08/24 

97203054  鄒冠倫 短期課程、移地教學 波蘭                 波蘭社會與文化                                                                                                                                                                                                                                                    2011/07/18 2011/08/04 

97203055  鄭瑋婷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韓國                 哈佛亞洲暨國際關係計劃─2011 亞洲會議                                                                                                                                                                                                                                       2011/08/18 2011/08/24 

97203056  蘇晏瑩 姊妹校薦外交換 波蘭                 托倫金融學院                                                                                                                                                                                                                                                     2011/08/01 2012/07/31 

97203059  林佑貞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TMUN                                                                                                                                                                                                                                                   2011/05/13 2011/05/15 

97203059  林佑貞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美國                 2011 紐約聯合國領袖營                                                                                                                                                                                                                                               2011/07/27 2011/08/13 

97203060  歐美廷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美國                 2011 美國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 NMUN                                                                                                                                                                                                                                        2011/04/17 2011/04/27 

97203061  黃渝棋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美國                 2011 美國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 NMUN                                                                                                                                                                                                                                        2011/04/17 201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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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姓名 活動類別 國家 參與活動說明 活動日期(起) 活動日期(迄) 

97203062  呂至穎 
各機構或國外大學

營隊 
中國大陸               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之春外語研習營                                                                                                                                                                                                                                          2011/04/02 2011/04/10 

97203064  郭亭廷 短期課程、移地教學 奧地利                InnsbruckSummerSchool2011                                                                                                                                                                                                                                  2011/07/08 2011/07/29 

97253016  張凱惠 姊妹校薦外交換 捷克                 大都會大學                                                                                                                                                                                                                                                      2010/08/01 2011/07/31 

97403031  彭邦穎 姊妹校薦外交換 法國                 亞眠管理學院                                                                                                                                                                                                                                                     2010/08/01 2011/07/31 

98103027  林威呈 其他國際活動  香港                 學生會幹部寒假香港參訪                                                                                                                                                                                                                                                2011/02/10 2011/02/13 

98104017  張瀞文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TMUN                                                                                                                                                                                                                                                   2011/05/13 2011/05/15 

98104017  張瀞文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 澳門府城模擬聯合國會議                                                                                                                                                                                                                                            2011/11/14 2011/11/15 

98104017  張瀞文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美國                 2011 美國模擬聯合國會議                                                                                                                                                                                                                                              2011/11/19 2011/11/22 

98104059  顏婉庭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美國                 2011 美國模擬聯合國會議                                                                                                                                                                                                                                              2011/11/19 2011/11/22 

98203006  謝亞承 國際志工 印尼                 AIESEC 國際志工實習計劃                                                                                                                                                                                                                                             2011/07/14 2011/08/20 

98203007  萬茞韻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TMUN                                                                                                                                                                                                                                                   2011/05/13 2011/05/15 

98203007  萬茞韻 姊妹校薦外交換 捷克                 大都會大學                                                                                                                                                                                                                                                      2011/08/01 2012/07/31 

98203008  徐晏誼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韓國                 哈佛亞洲暨國際關係計劃─2011 亞洲會議                                                                                                                                                                                                                                       2011/08/18 201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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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03008  徐晏誼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南非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17 次締約國會議                                                                                                                                                                                                                                       2011/11/25 2011/12/06 

98203011  蔡元閎 姊妹校薦外交換 法國                 亞眠管理學院                                                                                                                                                                                                                                                     2011/08/01 2012/07/31 

98203015  陳胤祖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 台北模擬聯合國：二十國集團模擬會議                                                                                                                                                                                                                                      2011/01/22 2011/01/24 

98203015  陳胤祖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TMUN                                                                                                                                                                                                                                                   2011/05/13 2011/05/15 

98203017  楊雅筑 國際志工 中國大陸               2011 年暑假中國國際志工服務隊                                                                                                                                                                                                                                           2011/07/01 2011/07/31 

98203018  李依潔 姊妹校薦外交換 德國                 波昂大學                                                                                                                                                                                                                                                       2011/08/01 2012/07/31 

98203019  王馨 
各機構或國外大學

營隊 
中國大陸               東北林業大學-第四屆海峽兩岸夏令營                                                                                                                                                                                                                                          2011/07/19 2011/07/26 

98203020  劉琦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韓國                 哈佛亞洲暨國際關係計劃─2011 亞洲會議                                                                                                                                                                                                                                       2011/08/18 2011/08/24 

98203020  劉琦 國際競賽 菲律賓                The Miss Earth 2011 Pageant                                                                                                                                                                                                                                2011/11/03 2011/11/03 

98203027  吳艾 國際志工 法國                 2011 暑假國際工作營                                                                                                                                                                                                                                                2011/07/01 2011/07/31 

98203029  吳伯山 國際志工 印度                 德蕾莎修女仁愛修會垂死之家                                                                                                                                                                                                                                              2011/08/01 2011/08/31 

98203031  廖俊哲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TMUN                                                                                                                                                                                                                                                   2011/05/13 2011/05/15 

98203031  廖俊哲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韓國                 哈佛亞洲暨國際關係計劃─2011 亞洲會議                                                                                                                                                                                                                                       2011/08/18 201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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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03032  許芷芳 
各機構或國外大學

營隊 
中國大陸               東北林業大學-第四屆海峽兩岸夏令營                                                                                                                                                                                                                                          2011/07/19 2011/07/26 

98203037  張家卉 國際志工 中國大陸               
2011 中國農村小學生暑期夏令營寧夏政大志工代

表團                                                                                                                                                                                                                                  
2011/07/08 2011/07/20 

98203038  蔡欣芝 
各機構或國外大學

營隊 
中國大陸               西安交通大學-手拉手心連心兩岸同胞情                                                                                                                                                                                                                                         2011/09/02 2011/09/09 

98203046  陳俊融 國際志工 泰國                 2011 暑假泰北國際志工服務營隊                                                                                                                                                                                                                                           2011/08/01 2011/08/31 

98203048  馬瑞晴 
各機構或國外大學

營隊 
中國大陸               

上海交通大學-巷語-2011 海峽兩岸大學生文化夏

令營                                                                                                                                                                                                                                 
2011/07/08 2011/07/17 

98203052  劉方 姊妹校薦外交換 法國                 巴黎高等管理學院                                                                                                                                                                                                                                                   2011/08/01 2012/07/31 

98203056  施依伶 國際志工 德國                 2011 德國 IBG36                                                                                                                                                                                                                                                2011/07/01 2011/07/31 

98203057  李勁德 短期課程、移地教學 美國                 2011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暑期學分班                                                                                                                                                                                                                                       2011/07/05 2011/08/12 

98203063  柯俊廷 國際志工 
台灣，中華民

國            
受庇護外籍勞工中文教學                                                                                                                                                                                                                                                2011/02/01 2011/07/31 

98508028  張心怡 
各機構或國外大學

營隊 
中國大陸               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之春外語研習營                                                                                                                                                                                                                                          2011/04/02 2011/04/10 

98508028  張心怡 國際志工 瑞士                 
THEATREANDCREATIVEACTIVITIESCLOWNINAKRAI(願

景青年)                                                                                                                                                                                                             
2011/07/17 2011/08/16 

99203001  蕭立勳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 亞洲民主大會                                                                                                                                                                                                                                                 2011/08/22 2011/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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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03002  邱晨瑜 
各機構或國外大學

營隊 
中國大陸               

中山大學-追尋孫中山的足跡 2011海峽兩岸大學生

夏令營                                                                                                                                                                                                                                
2011/07/20 2011/07/26 

99203014  林依瑩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TMUN                                                                                                                                                                                                                                                   2011/05/13 2011/05/15 

99203014  林依瑩 短期課程、移地教學 美國                 2011 美國史丹福大學英語研習計畫                                                                                                                                                                                                                                          2011/07/31 2011/08/31 

99203019  賴緗芸 短期課程、移地教學 波蘭                 波蘭社會與文化                                                                                                                                                                                                                                                    2011/07/18 2011/08/04 

99203021  劉彥霞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 世界國際法學會亞太區域會議                                                                                                                                                                                                                                          2011/05/30 2011/05/31 

99203022  王文彥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韓國                 哈佛亞洲暨國際關係計劃─2011 亞洲會議                                                                                                                                                                                                                                       2011/08/18 2011/08/24 

99203033  陳邑安 短期課程、移地教學 美國                 2011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暑期學分班                                                                                                                                                                                                                                       2011/07/05 2011/08/12 

99203035  張育慈 短期課程、移地教學 波蘭                 波蘭社會與文化                                                                                                                                                                                                                                                    2011/07/18 2011/08/04 

99203036  王筑平 短期課程、移地教學 波蘭                 波蘭社會與文化                                                                                                                                                                                                                                                    2011/07/18 2011/08/04 

99203038  莊幼寧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 世界國際法學會亞太區域會議                                                                                                                                                                                                                                          2011/05/30 2011/05/31 

99203038  莊幼寧 短期課程、移地教學 美國                 2011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暑期學分班                                                                                                                                                                                                                                       2011/07/05 2011/08/12 

99203047  李格心 短期課程、移地教學 美國                 2011 美國史丹福大學英語研習計畫                                                                                                                                                                                                                                          2011/07/31 2011/08/31 

99203051  王郁雯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 世界國際法學會亞太區域會議                                                                                                                                                                                                                                          2011/05/30 201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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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03052  鄧佳宜 短期課程、移地教學 波蘭                 波蘭社會與文化                                                                                                                                                                                                                                                    2011/07/18 2011/08/04 

99203060  王怡淨 短期課程、移地教學 美國                 2011 美國史丹福大學英語研習計畫                                                                                                                                                                                                                                          2011/07/31 2011/08/31 

99203064  張競之 國際志工 蒙古                 2011 暑期蒙古國際工作營                                                                                                                                                                                                                                              2011/08/15 2011/08/29 

99209027  韋怡冰 短期課程、移地教學 中國大陸               社科院 2011 國際夏日學院                                                                                                                                                                                                                                              2011/07/03 2011/07/17 

99209027  韋怡冰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美國                 2011 美國模擬聯合國會議                                                                                                                                                                                                                                              2011/11/19 2011/11/22 

99209046  蘇怡安 短期課程、移地教學 中國大陸               社科院 2011 國際夏日學院                                                                                                                                                                                                                                              2011/07/03 2011/07/17 

99253003  張書銘 
各機構或國外大學

營隊 
中國大陸               山東大學-海峽兩岸師生孔孟故里尋根夏令營                                                                                                                                                                                                                                       2011/07/11 2011/07/22 

99253027  黃琳筠 
各機構或國外大學

營隊 
中國大陸               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之春外語研習營                                                                                                                                                                                                                                          2011/04/02 2011/04/10 

99501012  田琳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TMUN                                                                                                                                                                                                                                                   2011/05/13 2011/05/15 

99501012  田琳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韓國                 2011 澳門府城模擬聯合國會議                                                                                                                                                                                                                                            2011/08/19 2011/08/23 

99501012  田琳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 澳門府城模擬聯合國會議                                                                                                                                                                                                                                            2011/11/14 2011/11/15 

99501012  田琳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美國                 2011 美國模擬聯合國會議                                                                                                                                                                                                                                              2011/11/19 2011/11/22 

99508013  袁尚勇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台灣，中華民 2011TMUN                                                                                                                                                                                                                                                   2011/05/13 201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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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011 年學生參與國際活動名單 

學號 姓名 活動類別 國家 參與活動說明 活動日期(起) 活動日期(迄) 

文會議） 國            

99508013  袁尚勇 
國際會議（非學術論

文會議） 

台灣，中華民

國            
2011 台大 GIS 全球集思論壇                                                                                                                                                                                                                                            2011/07/13 2011/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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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外交系專任教師學術成果展現 

朱新民 

A. 專書篇章 

1. 朱新民；謝宇程，2010， "強化陽光法制，建構廉能政治，" 台灣展望

2010 年，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B. 期刊論文 

1. 朱新民，  2010.06，  "Sunshine Laws and Anticorruption," Taiwa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pp.P.131-134. 

C. 會議論文 

1. 朱新民， 2011.08， "建構兩岸政治關係的新思維與新挑戰─2012 台灣

大選與兩岸政治關係分析，" 兩岸特色：理論建構與路徑探討， 全國

台灣研究會， pp.116-124。 

2. 朱新民， 2011.04， "中共「18 大」新領導班子組成對中共對台政策的

可能影響，" 中共第五代領導人蠡測與對未來影響座談會， 展望與探

索雜誌社， pp.67-72。 

3. 朱新民， 2010.10， "台灣政局的特色與兩岸關係的互動-台灣民意與

兩岸關係之探討，" 第四屆北京台研論壇學術研討會。 

4. 朱新民， 2010， "後 ECFA 兩岸和平發展的契機與挑戰-兩岸「共同利

益」認知差距的分析，" 兩岸關係： 共同利益與和諧發展學術研討會。 

5. 朱新民， 2009.12， "增進兩岸政治互信的認識基礎與步驟，" 首屆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研討會。 

6. 朱新民， 2009.07， "中華文化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第五屆兩岸經

貿文化論壇， 海協會研究中心與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共同主辦。 

7. 朱新民；謝宇程， 2010， "強化陽光法制，建構廉能政治，" 台灣展

望 2010 年，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D. 研究報告 

1. 朱新民；蕭全政；章光明；馬中慧；黃啟賓；張淵崧， 2010.04， "

強化警民合作機制之研究，"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 朱新民；曹俊漢；蕭全政；張瓊玲；陳淳文；陳志瑋， 2009.01， "

陽光法案立法及執行成效之比較研究，"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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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外交系專任教師學術成果展現 

 

邱稔壤 

A. 期刊論文 

1. 邱稔壤， 2009.03， "委內瑞拉在全球化浪潮下之「玻利瓦美洲替代方

案」--拉美左派非傳統區域選項，" 台灣民主季刊， Vol.6， No.1， 

pp.107-132.(TSSCI) 

B. 研究報告 

1. 邱稔壤， 2009.05， "聯合國與國際衝突解決-後冷戰時期聯合國在拉

丁美洲之維和行動與人道救援，" 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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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外交系專任教師學術成果展現 

劉德海 

A. 專書篇章 

1. 劉德海， 2011.08， "進入 21 世紀以來 21 世紀南韓與東協經貿關係/

瞭解當代韓國民主政治，" 瞭解當代韓國民主政治， 台灣國際研究學

會， pp.251-279. 

2. 劉德海， 2011， "Cross-Taiwan Straits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 ECFA，

" Cross-Taiwan Straits Relations since 1979： Policy Adjustment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cross the Strait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p.155-185. 

3. 劉德海， 2011， "2007 年以來的南太平洋國際環境，" 林正義與歐錫

富主編，2009 亞太和平觀察，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

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pp.341-378. 

B. 期刊論文 

1. 劉德海， 2012.10， "2007 年以來的南太平洋國際環境/澳洲研究，". 

2. 劉德海， 2012.09， "李明博時代的南韓與澳洲經貿關係/WTO 研究，

". 

3. 劉德海， 2012.06， "李明博时代的韩国与澳大利亚经贸关系/西华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0， 

No.3， pp.31-37 页. 

4. 劉德海， 2010.09， "Cross-Straits Economic Relations under Ma Ying-jeou，

" Trading Arrangements in the Pacific Rim， Vol.4， No.9， pp.1-29.(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劉德海， 2010.07， "陆克文亚太共同体倡议之研析，" 国际论坛， 

Vol.12， No.4， pp.15-19. 

6. 劉德海， 2009.10， "India’s Response to China’s Proactive FTA Strategy，

" One-dot Center Occasional Working Papers Series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Regimes and Globalization， Vol.2， No.3， pp.3-18. 

7. 劉德海， 2009.07， "印度因應中國崛起與中國 FTA 策略的對策，" 國

際關係學報， Vol.7， No.28， pp.191-208. 

8. 劉德海， 2009.02， "超越貿易的韓美自由貿易協定，" 韓國學報， 

Vol.20， No.20， pp.60-73. 

9. 劉德海， 2009.01， "A Taiwanese Perspective on the DPRK’s Nuclear Test，

" The Icfai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 No.1， 

pp.48-64. 

10. 劉德海， 2009， "變遷中的南韓中國政策，"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Vol.5， 

No.2， p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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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會議論文 

1. 劉德海， 2011.06， "India's Approach to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characterized by gaining accesses to the service sector，" the 3rd China 

Trade in Services Congress， China Associ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Ministry of Commerce. 

2. 劉德海， 2011.0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Japan’s FTA 

Strategies： Implications for 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ving with Giants：A Canada-East Asia Dialogue on Regional 

and Global Issues， Canadian trade office in Taipei. 

3. 劉德海， 2011.03， "The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India's 

Approach to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eace，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 Asia， Association 

of Asia Scholars (New Delhi) and Punjabi University. 

4. 劉德海， 2010.12， "South Korea-Australia Relations under President Lee 

Myung-bak，"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Korean Cultural 

Relations，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Korean Studies. 

5. 劉德海， 2010.10， "李明博時代的南韓與印度關係，" Conference in 

Celebration of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政治大

學外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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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外交系專任教師學術成果展現 

陳純一 

A. 專書篇章 

1. 陳純一，2009.07， "從邦交國變化觀察兩岸外交休兵" 兩岸國際空間

談判，政大國關中心。 

 

B. 期刊論文 

1. 陳純一，  2012.07，  "Legal Aspects of Mutual Non-Denial and the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Marylan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7， pp.111-127.(West， Lexis-Nexis) 

2. 陳純一， 2009.06， "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之研究，

" 政大法學評論， No.109， pp.59-111.(TSSCI) 

C. 會議論文 

1. 陳純一修訂*；丘宏達，  2012.09，  "現代國際法，" 三民書局， 

pp.1-1256.(*為通訊作者) 

2. 陳純一*；謝笠天， 2012.03， "Report of the 2011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Asia-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

院國際法學研究中心 中華民國 

3. 陳長文；高玉泉；陳純一；廖宗聖， 2011.11， "中華民國與國際法-

民國百年重要紀事，" 理律法律叢書，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有限公司. 

4. 丘宏達；陳純一編， 2011.10， "書生論政：丘宏達教授法政文集，" 三

民書局， pp.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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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外交系專任教師學術成果展現 

鄧中堅 

A. 專書篇章 

1. 鄧中堅*， 2012.0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Lexington Book， pp.11-24.(*為通訊作者) 

2. 鄧中堅， 2011， "China’s Quiet Rise： Peace through Integration，" China’s 

Quiet Rise， Lexington Book， pp.1-13. 

3. 鄧中堅， 2010.04，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China's Acquisition 

of Oil in the Third World，" Dancing With the Dragon， Lexington Books， 

pp.105-124. 

4. 鄧中堅， 2010，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China’s Acquisition 

of Oil in Third World，" Dancing with the Dragon： China’s Emergen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Lexington Book， pp.105-124. 

B. 期刊論文 

1. 鄧中堅， 2010.04， "中國大陸在拉丁美洲的石油取得：國家與企業的

聯盟，"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 Vol.3， No.1， pp.45-70. 

C. 會議論文 

1. 鄧中堅*；盧業中，  2011.09，  "Butter versus Gun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無，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為通訊作者) 

2. 鄧中堅*， 2011.04， "Taiwan in Latin America & Caribbean Region in the 

21st Century，" Joint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為通訊作者) 

3. 鄧中堅*， 2010.02， "Taiwan’s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toward Latin 

America in the 21st Century：，".(*為通訊作者) 

4. 鄧中堅， 2009.05， "The New Trend of China’s Strategic Maneuver in 

Latin America， "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 

Challenges，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p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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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外交系專任教師學術成果展現 

李 明 

A. 專書篇章 

1. 李 明， 2011， "2010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2010 中國人權觀察報

告，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pp.1-23. 

2. 李 明， 2011， "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2010，" 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2010，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pp.1-31. 

3. 李 明， 2011， "Cross-Taiwan Strait Relations and Ma Ying-jeou's Policy 

of Diplomatic Truce，" Cross-Taiwan Straits Relations since 1979： Policy 

Adjustment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cross the Strait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pp.187-211. 

4. 李 明， 2011， "Cross-Taiwan Strait Relations and Ma Ying-jeou's Policy 

of Diplomatic Truce，". 

5. 李 明， 2009， "North Korea’s China Policy，" Nor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under Kim Jong Il：  New Perspectives.，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6. 李 明*, 2012.03, "Demise of Kim Jong II : Impact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Cross-Taiwan Strait Relations," Prospects and Perspectives 

2011, Prospect Foundation.(*為通訊作者) 

B. 期刊 

1.  李  明，「歐巴馬政府的朝鮮半島政策：2009-2012 年」，《遠景基金   

    會季刊》，2013 年 4 月，第 14 卷，第 2 期，頁 1-52。（TSSCI 期刊） 

C. 會議論文 

1. 李 明， 2011.05， "世界台灣研究的發展與展望，" 創新與遠景：建

立台灣學的新趨勢， 韓國外國語大學台灣研究 Center， pp.6-26. 

2. 李 明*, 2012.09,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ROC amid 

Sea-Power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2012 

International SLOC Conferenc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O.C, 

pp.259-280.(*為通訊作者)  

3. 李 明*, 2011.10,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Taiwan 

and Korea in Comparison," The 20th Taipei-Seoul Forum-The Making of 

East Asia Community: R.O.C and R.O.K, IIR, pp.1-16.(*為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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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外交系專任教師學術成果展現 

林碧炤 

A. 專書篇章 

1. 林碧炤， 2012.10， "從東協到「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灣東南亞國

家協會研究中心. 

2. 林碧炤*， 2009.01， "ECFA 後兩岸關係之新局，" ECFA：開創兩岸互

利雙贏新局面， 朱敬一.(*為通訊作者) 

3. 林碧炤， 2009.01， "兩岸關係的戰略新思維，" 馬總統執政後的兩岸

新局：論兩岸關係新路向， 蔡朝明。 

B. 期刊論文 

1. 林碧炤*， 2012.09， "國家利益，" 亞太研究論壇， Vol.0， No.57， 

pp.1-54.(*為通訊作者) 

2. 林碧炤， 2010.10， "國際關係的典範發展，" 國際關係學報， No.29， 

pp.11-68. 

3. 林碧炤， 2009.01， "國際關係的轉變與研究：從封建王國到全球化時

代，" 國際關係學報， No.27， pp.1-40. 

C. 會議論文 

1. 林碧炤*， 2012.07， "Is 21st century a century of Free Trade Agreement?，

" Conference on TAIWAN-ASEAN Relation， 台灣東南亞研究協會中心.(*

為通訊作者) 

2. 林碧炤， 2010.10， "區域關係與國際關係，"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系

創系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系. 

3. 林碧炤， 2010.08， "Peace building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Conference 

on Asian-pacific Security in the 21th century，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4. 林碧炤， 2010.07， "Manag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under a new status 

quo，" Conference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an era of negotiation and 

consultation， Carneig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5. 林碧炤， 2010.06， "兩岸關係的新安全觀，" 兩岸關係與國際安全研

討會， 中央研究院亞太專題研究中心。 

6. 林碧炤， 2010.05， "外交政策理論與制定過程之分析，" 國際關係理

論研討會， 台大政治系。 

D. 研究報告 

1. 林碧炤*；林正義*， 2009.01， "美中台關係總體檢：<<台灣關係法>>30

年，" 美中台關係總體檢：<<台灣關係法>>30 年， 林碧炤， 林正義 主

編.(*為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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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外交系專任教師學術成果展現 

姜家雄 

A. 會議論文 

1. 姜家雄， 2012.10， "〈不可能的任務？非洲聯盟的維和行動〉，" 2012

年國際關係學會年會，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本論著未刊登但已被

接受) 

2. 姜家雄， 2012.10， "〈中國對歐盟的投資〉，" 兩岸歐盟研究學術論

壇，， 中國人民大學. 

3. 姜家雄， 2011.12， "〈中國與印度對非洲的石油戰略〉，" 「崛起的

中國與全球石油能源市場：秩序的維護者或是規則的改變者？」，， 國

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4. 姜家雄， 2011.06， "〈重返非洲抑或前進非洲〉，" .2011 年國際關係

學會年會，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 

5. 姜家雄， 2010.10， "〈歐洲聯盟與打擊人口販運〉，" 九十九年會暨

學術研討會， 中國政治學會. 

6. 姜家雄， 2010.10， "〈印度與聯合國〉，" 國際政治經濟學與金磚四

國 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7. 姜家雄， 2009.06， "〈美國對中東的公眾外交〉，" 公眾外交學術研

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8. 姜家雄， 2009.05， "〈人口販賣：人類安全的新興議題？〉，" 2009

年國際關係學會年會，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 

 

 

  



 

23 

附錄 2－外交系專任教師學術成果展現 

黃奎博 

A. 專書篇章 

1. 黃奎博*， 2012.12， "台灣對東協外交政策之軌跡與評估，" 東南亞

區域整合：台灣觀點 (暫定名稱)， 中華經濟研究院東南亞國協研究中

心.(*為通訊作者) 

2. Kwei-Bo Huang*，  2011，  "Cross-Strait CBMs：  Taiwan’s Views on 

Opportunities， Obstacles， and Challeng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aiwan's Security， RAND Corporation， pp.25-32.(*為通

訊作者) 

3. 黃奎博*， 2009.05， "從「零和」走向「雙贏」：我國活路外交的戰

略轉折，" 馬總統執政後的兩岸新局：論兩岸關係的新路向， 兩岸交

流遠景基金會， pp.69-84.(*為通訊作者) 

B. 期刊論文 

1. Kwei-Bo Huang*， 2012.11， "Participation internationale de Taiwan： 

«Avancées et limites de la diplomatie flexible»，"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Vol.0， No.138， pp.0.(法語(文))(*為通訊作者) 

2. 黃奎博*， 2012.10， "Peaceful Management of the Diaoyutai Dispute，" 

Prospects & Perspectives， Vol.0， No.18， pp.0.(*為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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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法學院。 

3. 陳貞如， 2012.03， "國際法之碎裂性於國際漁業貿易規範之體現，" 第

12 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 

4. 陳貞如， 2012.03， "國際法之碎裂性於國際漁業貿易規範之體現，" 第

一屆海峽兩岸國際經濟法論壇， 廈門大學法學院與政治大學法學院。 

5. 陳貞如， 2011.12， "國際刑事正義於轉型社會的功能，" 司法改革與

人權保障學術研討會，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6. 陳貞如， 2011.11， "論中國對於東海春曉油氣田投資開發之法律基礎 

－兼論臺灣可能之因應之道，" 第三屆兩岸國際法學論壇學術研討會，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際法學研究中心、政治大學法學院。 

7. 陳貞如， 2011.11， "論海洋軍事使用與自衛權行使-兼論中越南海衝

突，" 國際軍事法學學術研討會，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系、中山科

學研究院、社團法人台灣海洋事務策進會。 

8. 陳貞如， 2011.08， "以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國際法相關研究單位為

中心-介紹漢堡大學與海德堡大學之國際法教學與研究現況，" 國際法

教育論壇： 如何推動大學國際法與超國界法教育座談會， 政治大學

法學院。 

9. 陳貞如， 2011.05， "Soft Law as Part of the Multilateral Treaty-Making 

Process， " 2011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Asia-Pacific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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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0. 陳貞如， 2010.11， "國際漁業管理法制之新發展，" 第二屆國際海洋

法暨臺灣漁業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臺灣國際法學會。 

11. 陳貞如， 2010.10， "論國際法中漁業補貼之相關規定，" 第二屆兩岸

國際法學論壇， 北京清華大學。 

D. 專書 

1. 陳貞如， 2010.10， "Fisheries Subsidi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Hamburg Studies on Maritime Affairs， Springer Verlag， pp.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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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外交系專任教師學術成果展現 

張文揚 

A. 期刊論文 

1. 張文揚*, 2012.07, "貿易與國際政治關係：兼論海峽兩岸經濟架構協議

(ECFA)對臺海關係的啟示," 國際關係學報 34 期, pp.195--212.(*為通訊

作者) 

B. 會議論文 

1. 張文揚*， 2011.11， "論民主和平論中的制度因素：制度和平論的觀

點，1970-2001 年，" 2011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 「辛亥百年與兩岸

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 台灣政治學會、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為

通訊作者) 

2. 張文揚*, 2012.09, "以國家能力檢視非洲環境治理政策的執行：一個實

證分析," 低碳發展與法律制度構建海峽兩岸學術會議, 中國大陸中國

法學會能源法研究會.(*為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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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外交系專任教師學術成果展現 

郭昕光 

A. 會議論文 

1. 郭昕光， 2011.12， "巴西能源戰略，" 「崛起的中國與全球石油能源

市場 ： 秩序的維護者或是規則的改變者？」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華

民國，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TSSCI) 

2. 郭昕光；柯玉枝,，2010.10， "魯拉政府時期巴西與中國政經關係互動

研究," 「國際政治經濟學與金磚四國」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

系。 

B. 研究報告 

1. 郭昕光，2012.06，"能源資源中心課程規劃：國際關係與能源經濟管理，

" 教育部。 

2. 郭昕光，2012.04，"巴西能源政策，"教育部。 

  



 

36 

 
附錄 3－外交學系專任教師社會服務展現 

職務名稱 單位 起訖時間 

(朱新民)執行長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

士在職專班 2011 年 08 月 ~ 2012 年 07 月 

(朱新民)執行長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

士在職專班 2011 年 08 月 ~ 2012 年 07 月 

(李  明)院長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2013 年 08 月~至今 

(李 明)編輯委員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問題與

研究》 2009 年 08 月 ~至今 

(李 明)校務發展委員 國防大學 2009 年 08 月 ~ 2013 年 07 月 

(李 明)編輯顧問 

韓國統一部出版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 2007 年 01 月 ~至今 

(李 明)講座 

國家安全局戰略班、研究班、安幹班

及初官班 2002 年 08 月 ~至今 

(李 明)市政顧問 台北市政府 1998 年 05 月 ~至今 

(李 明)特約研究員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家安

全組 1999 年 01 月 ~至今 

(李 明)秘書長 財團法人中美文經協會 2011 年 05 月 ~至今 

(李 明)常務理事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 2002 年 06 月 ~至今 

(李 明)監事 財團法人中韓文化基金會 2007 年 06 月 ~至今 

(李 明)節目主講人 國防部漢聲電台《全球觀點》 2002 年 06 月 ~至今 

(邱稔壤)系主任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2011 年 08 月 ~ 2012 年 07 月 

(邱稔壤)系主任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2012 年 08 月 ~ 2013 年 07 月 

(邱稔壤)系主任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2010 年 08 月 ~ 2011 年 07 月 

(邱稔壤)系主任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2009 年 08 月 ~ 2010 年 07 月 

(鄧中堅)代理所長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2012 年 09 月 ~ 2013 年 07 月 

(鄧中堅)執行長 

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

職專班 2012 年 08 月 ~ 2013 年 07 月 

(鄧中堅)院長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2012 年 08 月 ~ 2013 年 07 月 

(鄧中堅)代理主任 

政治大學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籌備處) 2012 年 02 月 ~ 2012 年 07 月 

(鄧中堅)院長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2011 年 08 月 ~ 2012 年 07 月 

(林碧炤)研發長 政治大學研究發展處 2012 年 08 月 ~ 2013 年 07 月 

(林碧炤)副校長 政治大學副校長室 2012 年 08 月 ~ 2013 年 07 月 

(林碧炤)副校長 政治大學副校長室 2011 年 08 月 ~ 2012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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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外交學系專任教師社會服務展現 

職務名稱 單位 起訖時間 

(林碧炤)副校長 政治大學副校長室 2010 年 08 月 ~ 2011 年 07 月 

(林碧炤)副校長 政治大學副校長室 2009 年 08 月 ~ 2010 年 07 月 

(姜家雄)總導師 政治大學國際發展書院 2013 年 01 月 ~ 2013 年 05 月 

(黃奎博)學程主任 

政治大學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籌備處) 2012 年 08 月 ~ 2013 年 07 月 

(黃奎博)主任 

政治大學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籌備處) 2011 年 08 月 ~ 2012 年 07 月 

(黃奎博)主任 

政治大學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IMPIS) 2012 年 08 月 ~ 

(黃奎博)Visiting Fellow 

Brookings Institution (布魯金斯研究

院)CNAPS 2012 年 03 月 ~ 2012 年 06 月 

(黃奎博)編輯委員 國防雜誌 2012 年 03 月 ~ 

(黃奎博)主任 外交政策研究中心 2011 年 02 月 ~ 

(黃奎博)榮譽理事 喬治華盛頓大學台灣校友會 2010 年 07 月 ~ 

(黃奎博)董事 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2009 年 11 月 ~ 2011 年 01 月 

(黃奎博)副執行長 台灣民主基金會 2009 年 07 月 ~ 2011 年 01 月 

(黃奎博)主任委員 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 2009 年 02 月 ~ 2011 年 01 月 

(黃奎博)Editorial Board 

Member Asian Politics & Policies 2009 年 0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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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外交學系英文授課科目統計 

學期 科目名稱 數目 

981 國際公法(學) 

國際談判(學) 

外交英文(二) (學) 

國際禮儀(學) 

國際法院成案(碩) 

武裝衝突法成案(碩) 

國際法上之主權論(碩博) 

國際海洋領土航空外層空間法(碩博) 

加拿大外交政策研究(碩博)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一）(博) 

10 

982 國際公法(學) 

國際法院成案(碩) 

武裝衝突法成案(碩)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二）博) 

區域研究—東南亞國際關係研究(碩博) 

論文寫作(碩) 

比較政治經濟學:東亞與拉丁美洲(碩博) 

世界法討論(碩博) 

國際爭端處裡(碩博) 

國際組織研究(碩) 

10 

991 國際公法(學) 

國際談判(學) 

外交英文(二) (學) 

國際法院成案(碩)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一）(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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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外交學系英文授課科目統計 

學期 科目名稱 數目 

衝突研究(碩) 

992 國際公法(學) 

國際法院成案(碩)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二）博) 

衝突研究(碩) 

國際組織研究(碩) 

加拿大外交政策研究(碩博)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碩) 

7 

1001 國際談判(學) 

外交英文(二) (學) 

國際組織研究(碩)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一）(博) 

亞洲經濟整合(學) 

國際關係研究(碩) 

外交政策—美國外交政策研究(碩博) 

7 

1002 國際組織研究(碩) 

區域研究--東北亞國際關係(學) 

國際關係研究（一）(博) 

近代外交史研究(碩博) 

中美關係史研究(碩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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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東亞所 

  



 

41 

附錄一-1  近五年東亞所招生表 

碩士甄選歷年招生名額、報名人數、錄取人數、錄取率、報到人數表

一覽表 

 招生名額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報到人數 報到率 

97 4 8 4 50% 4 100% 

98 4 15 4 26.7% 4 100% 

99 4 16 4 25% 3 75% 

100 4 17 4 23.5% 4 100% 

101 4 19 4 21.1% 3 75% 

 

表二、碩士考試歷年招生名額、報名人數、錄取人數、錄取率、報到人數表一覽表 

 招生名額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報到人數 備取人數 報到率 

97 15 69 15 21.7% 15 1 100% 

98 15 68 15 22.1% 12 3 100% 

99 16 73 16 21.9% 14 2 100% 

100 15 78 15 19.2% 12 3 100% 

101 16 43 16 37.2 13 3 100% 

 

表三、博士考試歷年招生名額、報名人數、錄取人數、錄取率、報到人數表一覽表 

 招生名額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報到人數 備取人數 報到率 

97 6 26 6 23.1% 6 1 100% 

98 6 18 5 27.8% 5 0 100% 

99 6 19 6 31.6% 4 0 66.7% 

100 6 11 6 54.5% 5 0 83.3% 

101 6 10 2 20% 2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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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  近五年東亞所研究生、畢業生 TSSCI&SSCI 發表一覽表 

東亞所研究生、畢業生 97~101 年發表 TSSCI & SSCI 一覽表 

類別 博/碩 時間 姓名 刊別 論文名 

TSSCI 博 98.6 呂爾浩 中國大陸研

究，第 52

卷第 2 期 

市場化國家資本主義

1990-2005：中國兩個地級城市

個案研究 

TSSCI 博 97.12 林祈昱 

蔡文軒 

政治學報，

第 46 期 

共黨意識型態的「再功能化」

與政權存續--中共「三個代表」

的「啟發式個案」研究 

TSSCI 博 97.9 陳華昇 中國大陸研

究，第 51

卷第 3 期 

廣東「反地方主義」運動與派

系衝突之分析 (1949~1975 年) 

TSSCI 博 99.6 蔡文軒 政治科學論

叢，第 44

期 

解釋中國大陸省級的政治改

革：「政績/派系」模式的思考 

TSSCI 博 99.6 蔡文軒 中國大陸研

究，第 53

卷第 2 期 

「黨管一切」或是「部門利

益」 : 以三峽大壩與青藏鐵路

的決策為例 

TSSCI 博 97.12 陳奕伶 人文及社會

科學集刊，

第 20卷第 4

期 

有限改革的政治意義：中國大

陸動員式選舉參與對其城市

居民參與意識的影響 

TSSCI 博 100.9 陳奕伶 東吳政治學

報，第 29

卷第 3 期 

政治代表、治理效率與城市穩

定：論中國大陸城市基層治理

策略中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TSSCI 博 101.3 陳奕伶 中國大陸研

究，第 55

卷第 1 期 

誰是明日之星？中共中央候

補委員的政治潛力分析 

TSSCI 博 100.6 林雅鈴 中國大陸研

究，第 54

卷第 2 期 

中國特區經濟發展誘因機制

轉變的政經意涵：天津濱海新

區的個案分析 

TSSCI 博 99.3 黃鴻博 中國大陸研

究，第 53

卷第 1 期 

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及調

適：制度安排的成本與效益分

析 

TSSCI 博 99.6 黃鴻博 中國大陸研

究，第 53

卷第 2 期 

中國的負責任大國身分建構

與外交實踐 : 以參與國際裁

軍與軍備管制建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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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SCI 博 100.12 林瑞華 中國大陸研

究，第 54

卷第 4 期 

「階級差異」或「認同制約」？

--大陸臺灣人當地融入的分析 

TSSCI 博 101.6 林瑞華 東吳政治學

報，第 30

卷第 2 期 

階級不同不相為謀：大陸臺灣

人社會融入狀況之研究 

SSCI 博 101.9 張廖年

仲 

Issues & 

Studies, 

Vol.48, No.3 

Building Trus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 Strategy of 

Reassurance 

SSCI 博畢 100 鍾延麟 China 

Quarterly, 

No. 206, 

2011, pp. 

391-411. 

The Witch-Hunting Vanguard: 

Then Central Secretariat’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SSCI 博畢 101 蔡文軒 Asian 

Survey, 

vol .52, no. 

3 (May-June 

2012), pp. 

484-502. 

“Public Nomination and Direct 

Election in 

China: An Adaptive Mechanism 

fot Party Recruitment and 

Regime Perpetuation,” 

SSCI 博畢 accepte

d 

蔡文軒 The China 

Quarterly 

”Secret Codes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The Unknown System of 

Writing Teams,” 

SSCI 博畢 accepte

d 

蔡文軒 The China 

Journal 

“The CCP's Learning System: 

Thought 

Unification and Regime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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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3  近五年東亞所研究生跨校選課一覽表 

近五年東亞所研究生跨校選課紀錄表 

級別 姓名 選課名稱 校名 授課教師 修課年度 

博士 王敬智 比較威權政體與中國

政治 

清大社會所 徐斯儉 98.1 

博士 林雅鈴 全球化與東亞政經發

展專題 

台大政研所 陶儀芬 98.1 

碩士 蔡儀儂 社會主義政改與新興

民主專題 

台大政研所 吳玉山 98.1 

碩士 沈家銘 中日文化交流史 輔大日文所 何思慎 98.1 

碩士 羅依帆 國際關係、歐洲整合、

國際貿易、國際公法 

法國塞尚大

學企管所 

 98.1 

碩士 許陳品 文化大革命史、中共黨

史文獻選讀、境外中共

黨史研究、劉少奇生平

與思想研究 

中國人民大

學馬克思主

義學院 

 98.1 

碩士 蔡儀儂 社會主義經改比較研

究專題 

台大政研所 吳玉山 98.2 

碩士 高頡 社會主義經改比較研

究專題 

台大政研所 吳玉山 98.2 

博士 林雅鈴 社會主義經改比較研

究專題 

台大政研所 吳玉山 98.2 

碩士 張越思 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共

外交專題 

台大政研所 張登及 99.1 

碩士 曾敬豪 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共

外交專題 

台大政研所 張登及 99.1 

碩士 莊怡忻 兩岸關係研究途徑 台大政研所 吳玉山 99.1 

碩士 謝維航 當圍牆倒下的一年：

1989 年的歐洲、中東歐

政治體系、全球治理與

世界秩序 

捷克大都會

大學國際關

係與歐洲研

究所 

 99.1 

碩士 林俊言 當代中國外交概論 中國人民大

學國關學院 

 99.2 

碩士 張子苓 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共

外交專題 

台大政研所 張登及 100.1 

碩士 吳承翰 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共

外交專題 

台大政研所 張登及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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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4  東亞所碩、博士班修業規定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及學位授與規定 

民國 87 年 6 月 16 日所務會議通過 

民國 90 年 3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4 年 9 月 9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5 月 4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宗旨 

為培養高等研究人才，提昇研究素質，本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相關事項，除

本校規定外，另訂定本辦法。 

 

二．學位授與 

依所內規定修課滿三十六學分並完成學位論文一篇，由本校授與碩士學位。 

 

三．修課規定 

(一) 學分要求 

1. 畢業最低學分：三十六學分，含共同必修六學分。 

2. 修課限制： 

(1)  全職工作生每學期修習研究所課程不得超過四門課。 

(2)  非全職工作生每學期修習研究所課程不得超過六門課。 

(3)  本所學生選修外所課程以主修與副修學群相關課為限，總學

分不得超過 9 學分。 

(4)  本所得依個別研究生之學術背景及研究方向，要求其加修指

定之科目。其經指定在大學部補修之科目不計學分。 

(二) 學群要求 

1. 學群劃分(詳見本所開設課程表) 

(1)  黨政研究學群 

(2)  經濟與社會研究學群 

(3)  國際政治理論與兩岸關係研究學群 

2. 學群限制 

碩士班學生應選擇其中一學群為主修，另選擇一學群為副修。 

主修學群必須修習學群四門課程（含該學群之共同必修）， 

副修學群必須修習三門課程（含該學群之共同必修）。 

3. 學群選擇 

碩士班學生於二年級開學時提交學群選課確認單，並由所辦確認選課，其後

亦得變更主修或副修學群，唯需符合上列學群限制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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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位論文規定 

學位論文申報及撰寫，應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 所內論文題目預報： 

學生正式提報論文前，應依規定提報「研究生論文題目預報單」進行所

內審查，論文題目及方向應配合主修或副修學群。經審查通過後，學生

始能與擬定指導教授討論並徵求其同意。 

(二) 正式論文題目申報： 

前項程序完成後，學生應配合學校公告時間，於修業第二學年起提交指

導教授名單及論文題目。學生應儘早與指導教授商定論文題目後開始撰

寫論文，撰寫論文期間應與指導教授保持密切聯繫。 

(三) 論文計劃審查： 

1. 學生於提交指導教授名單及論文題目後，經指導教授同意，得填寫

論文計劃審查申請表，申請論文計劃審查。 

2. 論文計劃審查委員名單須由所長與指導教授會商延聘校內外教授三

至五人組成論文計劃審查委員會。 

3. 校外委員按規定至少應佔審查委員人數之三分之一。 

4. 此委員會成員亦為論文學位考試委員之當然委員。 

(四) 研究生學位考試： 

1. 論文計劃審查通過四個月後，始得經指導教授之同意，填寫研究生

學位考試申請表，申請論文考試；並應於考試前兩個星期於所辦公

開上架，並寄送每位口試委員。 

2. 學位考試申請，應於畢業當學期校定之休學截止日前提出。 

3. 學位考試時間，上學期應於 1 月 15 日前完成口試；下學期應於７

月 15 日前完成口試。 

4. 論文考試以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且平均評分滿七十分

為及格。考試不及格者得重考一次，重考不及格者應予退學。 

5. 研究生學位考試應於擬畢業當學期舉行完畢，並以成績報告單送達

教務處登錄日期為通過學位考試時間。 

五．本規定經所務會議通過後，於次學年起開始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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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及學位授與規定 

民國 87 年 6 月 16 日所務會議通過 
民國 91 年 6 月 24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2 年 3 月 7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2 年 5 月 2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3 年 11 月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 年 10 月 13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10 月 13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12 月 6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學年度後入學新生適用） 

 

三．宗旨 

為培養高等研究人才，提昇研究素質，本所博士班研究生修業相關事項，除

本校規定外，另訂定本辦法。 

 

四．學位授與 

依所內規定修課滿三十學分並完成學位論文一篇，由本校授與博士學位。 

 

三．修課規定 

（一）畢業最低學分：三十學分，含必修 3 學分，學群必修 12 學分。 

（二）本所博士班課程，設有必修課程、學群課程及選修課程 

必修課程：中國研究方法論 

學群課程： 

學群一：「中共黨政專題研究」、「中共黨史專題研究」 

學群二：「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共外交」、「中共與國際經濟體系」 

學群三：「中國大陸經濟與社會發展專題」、「兩岸經濟社會發展比較」

學生須於三學群中選擇一主修學群、並修習學群內二門學群課程；其

餘二學群則為副修學群，每學群中，最少須修習一門學群課程。 

選修課程：詳見各學期開課課表 

學生選修外所課程最多承認九學分。 

（三）修課限制： 

1. 全職工作生每學期修習課程不得超過四門課。 

2. 非全職工作生每學期修習課程不得超過六門課。 

3. 本所得依個別研究生之學術背景及研究方向，要求其加修指定

之科目。其經指定在大學部補修之科目不計學分。 

 

四．學科考試： 

（一）學生於修滿畢業學分三分之二之當學期，始得提請學科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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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科考試科目： 

1. 必考科目：「中國研究方法論」 

2. 主修學群課程中，二選一。 

3. 副修學群課程中，四選一。 

（三）學科考試通過後，始得申報論文題目。 

 

五．論文發表 

學生須於博士修業期間提出 2 篇與本所研究方向相符之學術論文，且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 

（一） 國科會 TSSCI。 

（二） 國內外及大陸地區有匿名審查之專業性學術論文（請另提證明文

件），並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 

合著文章的計分方式為【2／（N＋1）】換算得分，其中 N 為作者人數。其

餘不變，並附貢獻說明書。若有特殊狀況，則提請所務會議，以專案審查處

理之。 

登載於 SSCI 之單篇論文，可提請專案審查，認定其可抵免篇數。 

外籍同學，期刊論文需有一篇為中文，另一篇可用其母語發表，但需提審查

證明。 

請填妥「東亞所博士研究生畢業期刊論文認定表」後，隨提隨審。最遲應於

學位口試前進行審查。 

 

六．英語能力檢定 

本所博士班學生須於畢業前通過規定之英語能力檢核。英語能力畢業標準如

下：（一）紙筆 TOEFL540；CBT 207 分；IBT 76 分以上；（二）全民英檢中高

級以上；（三）IELTS：5.5 級以上；（四）多益 700 分以上；（五）畢業前於

英語系國家獲得碩士學位；（六）於國外修習英語授課專業課程一年（含）

以上者。英文能力檢核，隨提隨審，最遲應於學位口試前進行審查。 

 

七．學位論文規定 

學位論文申報及撰寫，應依下列規定進行。 

(五) 所內論文題目預報： 

學生正式提報論文題目前，應依規定提報「研究生論文題目預報單」進

行所內審查。經審查通過後，學生始能與擬定指導教授討論並徵求其同

意。 

(六) 正式論文題目申報： 

前項程序完成後，學生應配合學校公告時間，於學科考試通過後得提交

指導教授名單及論文題目。學生應儘早與指導教授商定論文題目後開始

撰寫論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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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論文計劃審查： 

5. 學生於提交指導教授名單及論文題目並完成論文研究計劃後，經指

導教授同意，得填寫論文計劃審查申請表，申請論文計劃審查。 

6. 論文計劃審查委員名單須由所長與指導教授會商延聘校內外教授五

至七人組成論文計劃審查委員會。 

7. 校外委員按規定至少應佔審查委員人數之三分之一。 

8. 此委員會成員亦為論文學位考試委員之當然委員。 

(八) 研究生學位考試： 

6. 論文計劃審查通過六個月後，始得經指導教授之同意，填寫研究生

學位考試申請表，申請論文考試；並應於考試前一個月前將完成之

論文，於所辦公開上架，並寄送每位口試委員。 

7. 學位考試申請期間為自研究生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起，至當學期學校行

事曆規定休學截止日。應完成口試時間為上學期 1 月 15 日前；下學期 7

月 15 日前。因故未能依前述時間完成口試者，應備說明函，並經指導教

授簽名同意。 

8. 論文考試以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且平均評分滿七十分

為及格。考試不及格者得重考一次，重考不及格者應予退學。 

9. 研究生學位考試應於擬畢業當學期（上學期學期結束時間為 1 月 31

日，下學期學期結束時間為 7 月 31 日。）舉行完畢，並以成績報

告單送達教務處登錄日期為通過學位考試時間。 

八．本規定經所務會議通過後，於 93 學年起開始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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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5  東亞所研究生近五年出國研究、交換、參與會議一覽表 

近五年東亞所碩、博士生出國短期進修表 

姓名 級別 獎助單位 時間 地點 

羅依帆 碩 政大交換計畫 98.9-99.7 法國塞尚大學 

林祈昱 博 蔣經國國際學

術交流基金會 

99.2-100.4 越南 

張鈞智 博 國科會千里馬

計畫 

99.5-100.4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謝維航 碩 99 年國際青年

人才培訓計畫 

99.6-99.8 美國哈佛大學 

龔祥生 博 國科會千里馬

計畫 

99.7-100.1 日本東京大學 

謝維航 碩 教育部學海飛

颺計畫 

99.9-100.2 捷克大都會大學 

林俊言 碩 政大交換計畫 100.2-100.6 中國人民大學 

孔翎蓁 碩 政大交換計畫 100.8-101.7 芬蘭土庫大學社社會科學研究 

黃意植 博 政大交換計畫 100.8-101.2 棃花女子大學 

東亞所碩、博士生近五年獲獎助赴中國大陸短期研究表 

蔣逸青 碩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人民大學 97.7.15~97.9.15 

廖筱縈 碩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上海社科院 97.7.1-97.9.1 

蘇佑磊 碩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上海社科院 97.7.1-97.9.1 

呂政泰 碩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上海大學 98.7.1-9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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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姿秀 碩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上海大學 98.7.1-98.8.31 

蔡儀儂 碩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上海大學 99.7.15-99.9.15 

林瑞華 博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上海大學 99.7.1-99.9.1 

林瑞華 博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黃意植 博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蔡儀儂 碩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陳奕伶 博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蔡宜靜 碩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上海大學 100.1-100.3 

張廖年

仲 

博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上海大學 100.4.10-100.6.10 

王敬智 博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廣州大學 100.7.27-100.9.26 

陳奕伶 博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上海大學 100.7.4-100.9.12 

鍾詠翔 博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101.8 

張鈞智 博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復旦大學 101.1.5-1.1.3.5 

曾于蓁 博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上海財經大

學 

101.2.1-101.3.1 

邱韋智 碩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上海財經大

學 

101.7.1-101.8.31 

許繼中 碩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中國社科院 101.7.1-101.8.31 

鍾詠翔 博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清華大學 101.11.1-101.12.1 

許繼中 碩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101.7 

林承慧 碩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101.7 

許晉銘 碩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黃奕鳴 碩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許晉銘 碩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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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所碩、博士生近五年赴國外發表論文一覽表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參與人數 類別 

論文發表：全美中

國研究學會（AACS）

第 49 屆年會 

2007.10.05-07 李奇蒙，美國 

 

博士生許志吉 國際會議 

論文發表：亞洲研

究協會紐約年會

(NYCAS) 

2007.10.26-27 賓漢頓，美國 博士生許志吉 國際會議 

論文發表：第四屆

國際研究生「當代

中國」研討班 

2008.1.7-11 香港中文大

學「中國研究

服務中心」 

博士生林瑞華 國際會議 

論文發表：第四屆

國際研究生「當代

中國」研討班 

2008.1.7-11 香港中文大

學「中國研究

服務中心」 

博士生蔡文軒 國際會議 

論文發表：第四屆

國際研究生「當代

中國」研討班 

2008.1.7-11 香港中文大

學「中國研究

服務中心」 

博士生林祈昱 國際會議 

論 文 發 表 ：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 50th Annual 

Convention 

2008.3 New York, 

USA. 

博士生許志吉 國際會議 

論文發表： AACS 

2009 Conference, 

Preliminary 

Program 

2009.10.16-17 Rollins 

College, 

Winter Park, 

Florida 

博士生林瑞華 國際會議 

論文發表：國社科

院政治所與浙江行

政學院合辦＂經濟

社會發展與民主政

治建設＂國際學術

研討會 

2009.10.26-29 中國浙江 博士生蔡文軒 國際會議 

GCOE-CGC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010.3 日本 Keio 

University 

博士生曾于蓁 國際會議 



 

53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10.9.4-7 

 

Washington, 

D.C., USA 

 

博士生張鈞智 國際會議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The 12th Meeting 

of CSCAP WMD 

Group 

2010.12.16 越南，胡志明

市 

博士生張廖年

仲 

國際會議 

美國，美國，第十

四屆哈佛大學東亞

研究社群研究生年

度發表大會 

2011.2.25-27 美國，哈佛大

學 

博士生陳奕伶 國際會議 

美國，美國，第十

四屆哈佛大學東亞

研究社群研究生年

度發表大會 

2011.2.25-27 美國，哈佛大

學 

博士生黃意植 國際會議 

夏威夷，亞洲研究

七十年 

2011.3.31-4.3 美國，夏威夷 博士生張廖年

仲 

國際會議 

加拿大魁北克，

52nd ISA Annual 

Convention 

in Montreal 

2011.3.15-19 加拿大，魁北

克 

博士生黃彥穎 國際會議 

亞洲研究七十年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11.3.31-4.3 

 

美國，夏威夷 博士生張鈞智 國際會議 

2011 美國政治學年

會 

2011.11.17-19 

 

美國.西雅圖 博士生張鈞智 國際會議 

Northea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43rd 

Annual Meeting 

2011.11  碩士生高頡 國際會議 

國際研究學會 2012

聖地牙哥國際學術

研討會 53rd  ISA 

Annual Convention 

2012.4 美國聖地牙

哥 

 

博士生黃彥穎 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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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Power, Principles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Age 

22 屆世界攻治學年

會,IPSA,22nd World 

Congress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2.7.7-7.13 西班牙，馬德

里 

 

博士生張鈞智 國際會議 

2012 政治學行政學

博士壇暨國家治理

的理論與實踐學術

研討會 

2012.7.11-14 

 

中國北京 博士生王瑞婷 國際會議 

美國智庫CSIS”亞太

安全論壇” 

2012.10.4-6 

 

印尼，雅加達 博士生黃彥穎 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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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6  東亞所近年畢業生考取公職與博班畢業生就業狀況表 

東亞所近年畢業生考取公職與博班畢業生就業狀況表 

98~101 年度碩士班研究生錄取公職考試名單 

年度 姓名 考試類別 

98 邱〇淵   調查局特考 

張〇瑋 調查局特考 

林〇彰 調查局特考 

張〇維 高考二級：經建行政 

黃〇書 高考二級：文化行政 

100 林〇紘 國安局 

劉〇崑 國安局 

許〇碩 地方特考：一般行政 

101 陳〇怡 普考：文化行政 

胡〇弘 高考三級：一般民政 

 

 98~101 年度博士班畢業生就業狀況 

98.1 王〇璽 兼任助理教授 

98.2 白〇華 工商時報 

98.2 蔡〇軒 中央研究院政研所助研究員 

100.2 林〇華 上海財經大學助理教授 

100.2 王〇華 國防部 

100.2 黃〇博 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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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1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資料表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資料表 

教師 

姓名 

職

稱 

年

齡 

學

歷 

專長 系內開設課程 跨系開設課程 

寇健文 教

授 

4

9 

博

士 

中共黨政 

軍文關係 

比較共黨政治 

中共菁英政治 

中共政治發展 

中共黨政專題研究 

中共政治改革 

中共研究與比較方法 

共黨專政轉型鞏固 

威權政治研究 

中共政治發展 

中共黨政專題研

究 

邱坤玄 教

授 

6

2 

博

士 

中共外交 

東北亞問題 

國際關係理論 

中美與兩岸關係 

中共國際關係研究 

國關理論與中共外交 

中共對美政策 

中共外交研究 

東北亞關係 

魏  艾 副

教

授 

6

3 

博

士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

與政策 

中共財政 

中共外貿 

大陸企業問題研究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

政策 

中共與國際經濟研究 

中共外貿研究 

中共財政研究 

國際經濟學 

經濟史 

中共經濟發展理

論與政策 

中國大陸企業研

究 

王信賢 

（100.1

起聘） 

副

教

授 

4

3 

博

士 

中國大陸社會專題 

國家理論 

兩岸關係 

台商研究 

中國大陸社會結構與

變遷 

兩岸經濟社會發展比

較 

國家理論與中國研究 

治理中國：個案分析 

國家理論與中國

研究 

治理中國：個案

分析 

童涵浦 

（100.1

起聘、

101.2

離職） 

助

理

教

授 

3

7 

博

士 

國際政治經濟學 

中國大陸經濟政策

制 

中國研究方法論 

論文寫作 

中國大陸與國際政治

經濟學理論專題 

中國大陸之謎：威權

主義與經濟發展的政

治經濟學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中

的國際因素 

中國大陸與國際

政治經濟學理論

專題 

中國大陸之謎：

威權主義與經濟

發展的政治經濟

學 

中國大陸政治經

濟中的國際因素 

鍾延麟 助 3 博 中共政治 中共黨政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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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起聘） 

理

教

授 

6 士 中共歷史 大躍進專題研究 

李英明 

（99.2

退休） 

教

授 

5

8 

博

士 

馬克思主義 

中共意識型態 

社會學 

中共黨政 

中共意識型態 

全球化與中國大陸發

展 

社會主義思潮 

中國大陸研究方法 

馬克思主義 

全球化與宗教研

究 

中國大陸研究方

法 

耿  曙 

（98.1

離職） 

副

教

授 

4

8 

博

士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 

中國大陸區域發展

與社會研究 

兩岸經貿及台商研

究 

中國大陸社會：結構

與變遷 

比較政治經濟、 

質性研究 

台商研究 

兩岸政治經濟 

中國大陸政治經

濟 

關向光 

（99.2

退休） 

副

教

授 

5

9 

博

士 

中共黨史 

毛澤東研究 

中共文教 

中共黨史 

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 

文化大革命專題研究 

大躍進專題 

中共文教研究 

中共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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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2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合聘教師資料表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合聘教師資料表 

姓名 所屬單位 研究專長 開設課程 

丁樹範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研究員 

中共的安全政策、中國國防

研究、美國外交政策、中國

政治、東亞國際關係 

中共軍事專題研究 

蔡佳泓 
政大選舉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美國政治、民意理論、政黨

政治、賽局理論 
社會科學統計方法 

劉致賢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助理研究員 

比較政治、政治經濟學、國

際關係理論、中國政治 

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

專題、社會科學統計方

法、比較政治經濟導論 

周嘉辰

（101.2

離職）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助理研究員 

比較威權主義、政策改革的

政治經濟學、國際關係、勞

動政策、中國大陸政治 

比較政治經濟學與中國

大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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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3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兼任教師資料表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兼任教師資料表 

姓名 所屬單位 研究專長 開設課程 

趙春山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

究所專任教授 

中共政治制度研究、中共與

周邊國家關係、中共意識形

態研究、中共對外放政策研

究 

中共政治發展、中共黨

政專題研究 

楊開煌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

系專任教授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兩岸關

係專題研究、中共政治專題

研究、社會主義傳播理論、

中共公共行政及政策專題

研究、中共談判策略研究、

中共宣傳政策。 

中國政治思想研究、中

共意識型態、兩岸關係

與區域安全 

施哲雄 
致理技術學院國貿系

專任教授 

中國大陸研究、中國地理、

中國歷史 

中國大陸社會結構與變

遷、中共人口政策 

趙建民 
政大國家發展研究所

專任教授 

中共政府與政治、兩岸政治

制度比較、東亞政治發展、

兩岸關係、中共政治、中共

黨史、兩岸政治制度比較、

東亞政經發展、威權政治與

民主化 

中共政治體系、中共派

系政治 

朱新民 政大外交系專任教授 

中共對台政策與兩岸關

係、中共政治與外交、 

中共改革開放政策、憲政改

革與憲政體制 

中共開放改革政策研究 

高永光 
政大國家發展研究所

專任教授 

社會科學方法論、比較政治

制度、地方政府與自治、地

方派系、中國大陸基層民

主、中國大陸民主運動 

中國大陸政治參與之研

究、共黨群眾運動─中共

民主運動 

黃智聰 政大財政系專任教授 

大陸經濟、兩岸勞動市場、

兩岸經貿、TFP 與技術效率

估計、產業政策、 家庭經

濟、所得稅理論與制度、經

濟發展、政治經濟分析 

計量分析與中國大陸研

究、大陸產業政策與發

展、應用計量分析—中

國財政研究 

吳德美 政大國家發展研究所 大陸勞動經濟、大陸農村發 大陸城鄉經濟發展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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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授 展與城鄉關係、大陸經濟發

展 

研究 

冷則剛 
政大政治學系專任教

授 

政治經濟學，全球化政治、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 
比較政治與中國政治 

關向光 
政大東亞研究所兼任

副教授 

中共黨史、毛澤東研究、中

共文教 

中共黨史、中共黨史專

題研究 

劉雅靈 
政大社會學系專任副

教授 

政治社會學、發展社會學、

後社會主義轉型、中國研究 
後社會主義國家轉型 

蘇偉業 
政大公共行政系專任

副教授 

政府人事管理、公共行政、

政治經濟學、中國大陸研究 

中國大陸公部門改革專

題研究 

康榮寶 
政大會計系專任副教

授 

分析性會計理論研討、分析

性及實證會計研究 
大陸金融證券市場專題 

林義鈞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

心助理研究員 

全球政治經濟學、全球環境

治理、永續發展理論、全球

化與全球治理、中國大陸環

境治理、亞太地區的全球化

與區域化 

中國大陸環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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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4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 97-101 學年度開課情況表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 97-101 學年度開課情況表 

附錄二-4-1：寇健文教師開課明細 

開課

學年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開課院系 

97 

一 
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 政治三、四 

中共研究與比較方法 東亞、政研碩博合開 

二 

中共菁英政治 政治二 

政治學之發展 政治博一、二 

中共政治改革 碩博合開 

98 

一 
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 政治三 

中共政治發展 東亞碩一 

二 

中國政府專題研究 政治碩博合開 

中共菁英政治 政治二 

政治學之發展 政治博一、二 

中共研究與比較方法 東亞、政研碩博合開 

行政管理專題講座（二） 行管碩一 

99 

一 
中共政治發展 東亞碩一 

行政管理專題講座 行管碩一、二 

二 

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 政治二 

威權政治研究 東亞、政研碩博合開 

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 行管碩一行管碩二 

100 

一 
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 政治二 

中共政治發展 東亞碩一、政研碩博合開 

二 

中共黨政專題研究 東亞博一、二；政研碩博合

開 

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 行管碩一、二 

101 

一 

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 政治二 

中共政治發展 東亞碩一、二；政研碩博合

開 

二 
中共研究與比較方法 東亞碩一、政研碩博合開 

中國政府與社經變遷 行管碩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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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4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 97-101 學年度開課情況表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 97-101 學年度開課情況表 

附錄二-4-2：邱坤玄教師開課明細 

開課

學年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開課院系 

97 

一 

中國大陸研究 外交二 

中共國際關係研究 東亞碩博 

當代中國專題研究 東亞碩博 

中共對美政策 東亞碩博 

國際關係 外戰略一 

二 

中國大陸研究 外交二 

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共外交 東亞博一 

全球化下的中共外交 東亞碩博 

中共外交政策研究 國安碩一 

98 

一 

中國大陸研究 外交二 

中共國際關係研究 東亞碩博 

中共對美政策 東亞碩博 

國際關係 外戰略一 

二 

中國大陸研究 外交二 

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共外交 東亞博一 

全球化下的中共外交 東亞碩博 

中共外交政策研究 國安碩一 

99 

一 

中國大陸研究 外交二 

中共國際關係研究 東亞碩博 

中共對美政策 東亞碩博 

國際關係 外戰略一 

二 

中國大陸研究 外交二 

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共外交 東亞博一 

全球化下的中共外交 東亞碩博 

中共外交政策研究 國安碩一 

100 

一 

中國大陸研究 外交二 

中共國際關係研究 東亞碩博 

中共對美政策 東亞碩博 

二 
中國大陸研究 外交二 

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共外交 東亞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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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的中共外交 東亞碩博 

中共外交政策研究 國安碩一 

101 

一 
中共國際關係研究 東亞碩博 

中共外交政策研究 國安碩一 

二 
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共外交 東亞博一 

國際關係 外戰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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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4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 97-101 學年度開課情況表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 97-101 學年度開課情況表 

附錄二-4-3：魏艾教師開課明細 

開課

學年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開課院系 

97 

一 

大陸經濟與兩岸關係 通識 

經濟史 經濟系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 東亞碩博 

中共財政研究 東亞碩博 

兩岸經濟問題 行兩岸二 

兩岸關係 外戰略一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 國安碩二 

二 

大陸經濟與兩岸關係 通識 

經濟史 經濟系 

中共與國際經濟體系 東亞博 

中共外貿研究 東亞碩博 

國際經濟研究 俄羅斯碩 

98 

一 

大陸經濟與兩岸關係 通識 

經濟史 經濟系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 東亞碩博 

中共財政研究 東亞碩博 

兩岸經濟問題 行兩岸二 

兩岸關係 外戰略一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 國安碩二 

二 

大陸經濟與兩岸關係 通識 

經濟史 經濟系 

中共與國際經濟體系 東亞博 

中共外貿研究 東亞碩博 

國際經濟研究 俄羅斯碩 

中國大陸金融及經濟政策分析 營碩 FM 二 

99 一 

大陸經濟與兩岸關係 通識 

經濟史 經濟系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 東亞碩博 

中共財政研究 東亞碩博 

兩岸經濟問題 行兩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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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 外戰略一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 國安碩二 

二 

大陸經濟與兩岸關係 通識 

經濟史 經濟系 

中共與國際經濟體系 東亞博 

中共外貿研究 東亞碩博 

國際經濟研究 俄羅斯碩 

100 

一 

大陸經濟與兩岸關係 通識 

經濟史 經濟系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 東亞碩博 

中共財政研究 東亞碩博 

兩岸經濟問題 行兩岸二 

兩岸關係 外戰略一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 國安碩二 

二 

大陸經濟與兩岸關係 通識 

經濟史 經濟系 

中共與國際經濟體系 東亞博 

中共外貿研究 東亞碩博 

國際經濟研究 俄羅斯碩 

101 

一 

大陸經濟與兩岸關係 通識 

經濟史 經濟系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 東亞碩博 

中共財政研究 東亞碩博 

兩岸經濟問題 行兩岸二 

兩岸關係 外戰略一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 國安碩二 

二 

大陸經濟與兩岸關係 通識 

經濟史 經濟系 

中共與國際經濟體系 東亞博 

中共外貿研究 東亞碩博 

國際經濟研究 俄羅斯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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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4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 97-101 學年度開課情況表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 97-101 學年度開課情況表 

附錄二-4-4：王信賢教師開課明細 

開課

學年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開課院系 

99 二 中國大陸社會結構與變遷 東亞碩一 

100 

一 

兩岸經濟社會發展比較 東亞博一、二 

國家理論與中國研究 東亞碩博合開 

中國大陸社會變遷與轉型 國安碩一 

二 
組織理論與中國研究 東亞碩博合開 

中國大陸社會結構與變遷 東亞碩一 

101 

一 

中國大陸社會結構與變遷 東亞碩一 

治理中國：個案分析 東亞碩博合開 

中國大陸社會變遷與轉型 國安碩一 

二 
兩岸經濟社會發展比較 東亞博一、二 

國家理論與中國研究 東亞碩博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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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4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 97-101 學年度開課情況表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 97-101 學年度開課情況表 

附錄二-4-5：童涵浦教師開課明細 

開課

學年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開課院系 

100 

一 
中國研究方法論 東亞博一 

中國大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專題 東亞碩博合開 

二 

論文寫作 東亞碩一 

中國大陸之謎：威權主義與經濟發展

的政治經濟學（英文授課） 

東亞碩博合開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中的國際因素 東亞碩博合開 

101 一 

中國研究方法論 東亞博一 

中國大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專題

（英文授課） 

東亞碩博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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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4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 97-101 學年度開課情況表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 97-101 學年度開課情況表 

附錄二-4-6：鍾延麟教師開課明細 

開課

學年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開課院系 

101 二 
中共黨政專題研究 東亞博一 

中共「大躍進」專題研究 東亞碩博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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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4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 97-101 學年度開課情況表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 97-101 學年度開課情況表 

附錄二-4-7：李英明教師開課明細 

開課

學年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開課院系 

97 

一 

全球化與中國大陸發展 東亞碩一 

中國研究方法論 東亞博一 

消費文化與中國大陸研究 東亞碩博合開 

中共意識型態研究 國安碩一 

二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東亞碩一、俄羅碩一 

中共意識型態研究 東亞碩一 

98 
一 中國研究方法論 東亞博一 

二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東亞碩一、俄羅碩一 

99 一 中國研究方法論 東亞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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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4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 97-101 學年度開課情況表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 97-101 學年度開課情況表 

附錄二-4-8：耿曙教師開課明細 

開課

學年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開課院系 

97 

一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 社會通識 

比較政治經濟導論 東亞碩博合開 

邏輯與社會科學 東亞碩博合開 

二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 社會通識 

質化研究方法 社科院 

研究方法 外交一 

論文寫作 東亞碩一 

中國大陸社會結構與變遷 東亞碩一 

比較政治經濟經典 東亞碩博合開 

中共的社會發展 亞太碩一、二 

中國大陸社會結構與變遷 國安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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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4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 97-101 學年度開課情況表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專任教師 97-101 學年度開課情況表 

附錄二-4-9：關向光教師開課明細 

開課

學年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開課院系 

97 

一 

中共黨史 東亞碩一 

中國大陸文教 東亞碩博合開 

中共「大躍進」專題研究 東亞碩博合開 

二 

中共黨史專題研究 東亞博一 

多元視角的中共黨史 東亞碩博合開 

文化大革命專題研究 東亞碩博合開 

中共政治發展 國安碩一 

98 

一 

中共黨史 東亞碩一 

建立新國家：中共經驗（1949-1956） 東亞碩博合開 

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 東亞碩博合開 

二 

中共黨史專題研究 東亞博一 

多元視角的中共黨史 東亞碩博合開 

文化大革命專題研究 東亞碩博合開 

中共政治發展 國安碩一 

99 
一 

中共黨史 東亞碩一 

中國大陸文教 東亞碩博合開 

文化大革命專題研究 東亞碩博合開 

二 中共黨史專題研究 東亞博一 

100 
一 中共黨史 東亞碩一 

二 中共黨史專題研究 東亞博一 

101 
一 中共黨史 東亞碩一 

二 中共黨史專題研究 東亞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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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5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研究目錄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期教師研究目錄 

寇健文 

A、專書  

1. 寇健文，2010.07，《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

五南。 

2. 楊光斌、寇健文，2012.01，《中國政治變革中的觀念與利益》，中國人民大

學出版社。 

3. 寇健文、蔡文軒，2012.08，《瞄準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領導菁英》，博雅書

屋。 

B、專書篇章  

1. 寇健文*, 2011, "“Elite Recruitment and the Duality of the Chinese Party-state: 

The Mobility of Western-educated Returnee Elites in China, 1978-2008,”," In 

Search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Beyond the Beijing Consensus, 

Routledge, pp.166-185. 

2. 寇健文*，2011.09，「政治菁英流動」，《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研究》，巨流圖

書公司, pp.41-64. 

3. Kou, Chien-wen*;Xiaowei Zang, 2012.01, "Informal Politics Embedded in 

Institutional Contexts: Elit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4. 寇健文*，2012.07，「中共『十八大』政治局人選：分析與預測」，《中共「十

八大」政治繼承：持續、變遷與挑戰》，INK 印科出版有限公司, pp.57-96. 

5. 寇健文*，2012.09，「中共『十八大』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人選」，《中共「十

八大」菁英甄補：人事、政策與挑戰》，INK 印科出版有限公司, pp.89-118. 

6. Zang, Xiaowei*;Chien-wen Kou*, 2013.03, "Introduction: Elit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 Elit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Routledge. 

7. Chien-Wen Kou*;Xiaowei Zang, 2013.08, "Informal Politics Embedded in 

Institutional Contexts: Elit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oosing China's 

Leaders, Routledge. 

8. Chien-Wen Kou*, 2013.08, "The Rise of Youth League Affiliates and Their Paths 

to the Top," Choosing China's Leaders, Routledge 

C、期刊論文  

1. 寇健文，「解放軍將領在中共中委會的分布情況」，國防略摘要：第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16-29。 

2. 寇健文、梁書瑗，2008.12，「中共領導人權力消長在黨報新聞照片上的呈現」，

政治科學論叢, Vol.0, No.38，pp.35-70.(TSSCI) 

3. 寇健文，2009.02，「『零八憲章』的意義與影響」,展望與探索， Vo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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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pp.1-5. 

4. 寇健文、陳方隅，2009.06,「1978 年以後中共財經高官的仕途流動：特徵與

趨勢」，政治學報， No.47, pp.59-103.(TSSCI) 

5. 寇健文，「中國國台辦成立『政黨局』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7 卷第 7 期（2009

年 7 月），頁 1-4。 

6. 寇健文，「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之分析」，展望與探索：第 7 卷第 10 期（2009

年 10 月），頁 1-6。 

7. 寇健文，「近來中共省部級幹部人事調動之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6-12。 

8. 寇健文， 2010.09, 「邁向權力核心之路：1987 年以後中共文人領袖的政治

流動」，政治科學論叢， No.45, pp.1-36.(TSSCI) 

9. 寇健文，「中國大陸政治菁英機制的發展」，交流：第 113 期（2010 年 10 月），

頁 38-41。 

10. 寇健文*，2011.06, 「1987 年以後解放軍領導人的政治流動：專業化與制度

化的影響」，中國大陸研究，Vol.54, No.2.(TSSCI) 

11. 寇健文，「李克強訪港的政經意涵」，展望與探索：第 9 卷第 9 期（2011 年 9

月），頁 18-23。 

12. 寇健文，「從 2011 年大陸省級一把手異動的特徵與意涵」，交流：第 119 期

（2011 年 10 月），頁 64-69。 

13. 寇健文，「王立軍事件對中共十八大前政治角力的政治影響」，展望與探索：

第 10 卷第 3 期（2012 年 3 月），頁 11-17。 

D、會議論文 

1. 寇健文;陳方隅, 2008.09, 「1979 以後中共財經高官的仕途流動：特徵與趨勢」,

「變局與挑戰」學術研討會 (二○○八年中 8 年國政治學會年會, 中國政治學

會主辦，中正大學政治系協辦. 

2. 寇健文;陳方隅, 2008.12, 「1978 年以後中共財經高官的仕途流動：特徵與趨

勢」, 觀念、制度與中國政治發展（1978~2008）學術討論會, 中國人民大學

國際關係學院政治系主辦. 

3. 蔡文軒;寇健文, 2009.10, 「『黨內民主』的發展與侷限：以幹部甄補為例,「經

濟社會發展與民主政治建設」國際學術會議,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浙

江行政學院主辦. 

4. Hsin-hao Huang;Chien-wen Kou, 2009.10, “Beyond Redness and Expertise: Party 

Experience and Career Path of Political Elit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 Six Decades and After,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5. 寇健文, 2010.03, 「邁向權力核心之路：中共文人領袖的政治流動及其意

涵」,2010 年台日論壇, 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慶應義塾大學 SFC 研

究所日本研究平台. 

6. 寇健文, 2010.09, 「解放軍領導人的政治流動：專業化與制度化的影響」,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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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台灣與日本學者的對話, 國立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

究中心. 

7. 寇健文, 2011.03, 「從 1980 年代末期以後中共領導人的甄補特徵看第五代領

導人接班」,中共十八大政治繼承：持續、變遷與挑戰研討會. 

8. 寇健文;蔡文軒, 2011.06,「省級政治改革模式的相異：四川與廣東的個案比

較」,新時期地方政府建設學術研討會, 天津南開大學. 

9. 寇健文;高頡, 2011.11, 「新型態威權主義：概念與政權演變的再檢驗」,「辛

亥百年與兩岸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 台灣政治學會主辦，政治大學政治系

協辦. 

10. Kou, Chien-wen;Jie Gao*, 2011.11,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Concepts and Regime Trajectories,”," Northea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1. Kou, Chien-wen*, 2012.03, “Chinese Leaders of the Fifth Generation and Their 

Decision-making Style,”, Keio SFC-NCCU Workshop o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East Asia with the Emerging Nation, Keio Research 

Institute at Shonan Fujisawa Campus (SFC) of Keio University. 

12. 寇健文, 2012.04, 「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的可能人選」, 中共十八大精英

甄補與政治繼承：變遷、政策與挑戰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發

展暨治理論壇. 

13. 寇健文, 2012.04, 「社會經濟變遷下的中國大陸政權特性：兩岸黨國體制的

比較」,比較視野下的國家建設與民主學術研討會,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

院政治系. 

14. 寇健文, 2012.06, 「社會經濟變遷下的中國大陸政權特性：兩岸黨國體制的

比較」, 「兩岸比較視野下的中國政治發展：國家對社經變遷的控制與調適」

學術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籌備處、國立政治大

學政治系. 

15. 寇健文、吳奕霖，「『重慶模式』：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或追求晉升的政績工程？」

「重新定位的年代：伸張正義、能源發展、與國際趨勢」研討會（2012 年

台灣政治學會年會研討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台灣政治

學會年會主辦，台北，2012 年 12 月 8-9 日。 

16. Kou, Chien-wen, and Wen-Shuen Tsai, “‘Sprinting with Small Steps’ towards 

Promotion: Solutions for the Age Dilemma in the CCP Cadre Appointment 

System,”「重新定位的年代：伸張正義、能源發展、與國際趨勢」研討會（

2012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研討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台灣政治學會年會主辦，台北，2012 年 12 月 8-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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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期教師研究目錄 

邱坤玄 

A、專書篇章 

1. 邱坤玄，2011.6，「中共高層外交」，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 

2. 邱坤玄，「大國外交的戰略意涵與作為」，載於高長,陳德昇主編，中國大陸

改革開放三十年評價與反思(臺北市 :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2008)，頁

91~106。 

3. 邱坤玄，「大國權力分配下兩岸外交休兵的可行性」，載於林碧炤主編，兩岸

外交休兵新思維(台北市：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2008)，頁 73~88。 

B、期刊論文 

1. 邱坤玄*, 2009.07, "「台灣的中共外交研究與國際關係理論的對話」," 東亞

研究, Vol.40, No.2, pp.1-28 

2. 邱坤玄;黃鴻博*, 2010.06, "中國的負責任大國身分建構與外交實踐：以參與

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為例," 中國大陸研究,.(TSSCI) 

3. 邱坤玄*, 2010.10, "「中國在周邊地區的多邊外交理論與實踐」," 遠景季刊, 

Vol.11, No.4, pp.1-41.(TSSCI) 

C、會議論文 

1. 邱坤玄、張登及，2012.08，「中共外交政策」，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學術研

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2. 邱坤玄、張登及，2008.12，「台灣國關學界的中共外交研究：理論選擇的回

顧與前瞻」，第四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

年的回顧與展望，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3. 邱坤玄、許志吉，2008.11，「胡錦濤時期對美歐的大國外交戰略」，兩岸治

理與公共政策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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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5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研究目錄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期教師研究目錄 

魏  艾 

 

A、專書  

1. 魏艾;林長青, 2008, "中國石油外交策略探索：兼論安全複合體系之理論與實

際," 亞太研究系列, 生智文化. 

B、專書篇章  

1. 魏艾, 2010, "美國面對次貸危機的態度與作為," 國際金融風暴下的全球經濟

情勢評估, 中共研究雜誌社, pp.21-34.  

2. 魏艾, 2010, "國際金融危機的起因與各國因應策略," 國際金融風暴下的全球

經濟形勢評估, 中共研究雜誌社, pp.1-19.  

3. 魏艾, 2010, "後危機時代的經濟形勢展望及我國因應策略," 國際金融風暴下

的全球經濟形勢評估, 中共研究雜誌社, pp.105-121.  

4. 魏艾, 2009, "中美經貿摩擦的政經意涵及其經濟影響," 金融海嘯與中美經濟

關係, 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 pp.55-77. 

C、期刊論文  

1. 魏艾, 2012.11, "2012 年前三季大陸經濟情勢及調控政策走向," 大陸與兩岸

情勢簡報(台北), Vol.0, No.0, pp.16-32.  

2. 魏艾, 2012.10, "大陸將發生資本流入停滯現象," 大陸情勢雙週報(台北), 

Vol.0, No.1631, pp.11-14.  

3. 魏艾, 2012.10, "從兩岸關係民意調查看當前兩岸關係互動形勢," 亞太和平

月刊(台北), Vol.4, No.10, pp.3-5.  

4. 魏艾, 2012.08, "大陸面臨社會結構調整困境," 大陸情勢雙週報(台北), Vol.0, 

No.1627, pp.1-4.  

5. 魏艾, 2012.08, "2012 年上半年大陸經濟情勢及未來展望," 大陸與兩岸情勢

簡報(台北), Vol.0, No.0, pp.1-13.  

6. 魏艾, 2012.08, "當前大陸經濟情勢及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走向," 中共研究(台

北), Vol.46, No.8, pp.54-71.  

7. 魏艾, 2012.07, "大陸稀土管理政策面臨考驗," 大陸情勢雙週報(台北), Vol.0, 

No.1624, pp.4-7.  

8. 魏艾, 2012.06, "大陸外貿困局與因應對策," 大陸情勢雙週報(台北), Vol.0, 

No.1622, pp.5-8.  

9. 魏艾, 2012.06, "大陸因應經濟下滑措施及其影響," 展望與探索(台北), Vol.10, 

No.6, pp.1-6.  

10. 魏艾, 2012.05, "2012 年第一季大陸經濟情勢及經濟調控政策走向," 大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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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情勢簡報(台北), Vol.0, No.0, pp.1-16.  

11. 魏艾, 2012.04, "重慶模式的政經意涵及其影響," 大陸情勢雙週報(台北), 

Vol.0, No.1618, pp.4-8.  

12. 魏艾, 2012.04, "2012 年兩會後大陸經濟情勢," 海峽評論(台北), Vol.101, No.4, 

pp.27-31.  

13. 魏艾, 2012.03, "歐債危機與兩岸經貿關係展望," 海峽評論(台北), Vol.101, 

No.3, pp.34-37.  

14. 魏艾, 2012.02, "當前大陸經濟情勢與兩岸經貿關係展望," 展望與探索(台北), 

Vol.10, No.2, pp.7-11.  

15. 魏艾, 2012.02, "總統大選後的兩岸關係展望," 亞太和平月刊(台北), Vol.4, 

No.2, pp.3-5.  

16. 魏艾, 2012.02, "大陸經濟情勢及宏觀調控政策," 大陸情勢雙週報(台北), 

Vol.0, No.1615, pp.1-4.  

17. 魏艾, 2012.01, "2012 年大陸社會經濟情勢展望," 大陸情勢雙週報(台北), 

Vol.0, No.1613, pp.1-4.  

18. 魏艾, 2011.11, "美債風波衝擊下大陸外滙儲備的管理和變革," 大陸與兩岸

情勢簡報(台北), Vol.0, No.0, pp.11-16.  

19. 魏艾, 2011.11, "大陸海洋經濟發展的挑戰與機遇," 大陸情勢雙週報(台北), 

Vol.0, No.1609, pp.4-7.  

20. 魏艾, 2011.10, "大陸投資產業結構調整虛實," 大陸情勢雙週報(台北), Vol.0, 

No.1607, pp.10-15.  

21. 魏艾, 2011.06, "第七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評析," 展望與探索月刊(台北), 

Vol.9, No.6, pp.8-15.  

22. 魏艾, 2011.05, "2011 年第 1 季大陸經濟情勢及經濟調控政策走向," 大陸與

兩岸情勢簡報(台北), Vol.0, No.0, pp.7-15.  

23. 魏艾, 2011.04, "「從十二五規劃」看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 兩岸經貿(台北), 

Vol.100, No.4 月, pp.8-11.  

24. 魏艾, 2011.04, "中共「十二五」規劃的政策意涵及其問題," 海峽評論(台北), 

Vol.100, No.4 月, pp.44-48.  

25. 魏艾, 2011.02, "從量化寬鬆政策看中美匯率博奕," 海峽評論(台北), Vol.100, 

No.2 月, pp.29-31.  

26. 魏艾, 2011.01, "大陸因應通貨膨脹對策及其成效,"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台

北), Vol.100, No.1 月, pp.1-8.  

27. 魏艾, 2010.09, "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第二經濟體的虛與實," 展望與探索月刊, 

Vol.8, No.9, pp.11-15.  

28. 魏艾, 2010.08, "2010 年上半年大陸經濟情勢,"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台北), 

Vol.99, No.8 月, pp.1-9.  

29. 魏艾, 2010.07, "大陸房市調控政策措施及其成效,"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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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Vol.99, No.7 月, pp.4-10.  

30. 魏艾, 2010.07, "ECFA 與未來兩岸經貿互動關係," 海峽評論(台北), Vol.99, 

No.7 月, pp.32-36.  

31. 魏艾, 2010.05, "中美人民幣匯率爭議及其未來的發展," 海峽評論(台北), 

Vol.99, No.5 月, pp.16-19.  

32. 魏艾, 2010.03, "近期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策略評析,"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台

北), Vol.99, No.3 月, pp.14-22.  

33. 魏艾, 2010.01, "2009 年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評析," 展望與探索月刊, Vol.8, 

No.1, pp.13-17.  

34. 魏艾, 2009.11, "2009 年大陸第 3 季經濟情勢研析,"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台

北), Vol.98, No.11 月, pp.4-10.  

35. 魏艾, 2009.08, "2009 年上半年大陸經濟情勢研析,"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

委會), Vol.2009, No.8, pp.4-11.  

36. 魏艾, 2009.05, "第三次江陳會談及其政經意涵," 展望與探索月刊, Vol.7, 

No.5, pp.15-20.  

37. 魏艾, 2009.05, "中國大陸第1季經濟情勢及其政策走向,"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

報(陸委會), Vol.2009, No.5, pp.1-8.  

38. 魏艾, 2009.02, "2008 年中國大陸經濟情勢及未來的展望," 大陸與兩岸情勢

簡報(陸委會), Vol.98 年, No.2 月號, pp.11-19.  

39. 魏艾, 2009.01, "中國大陸開放券商融資融券對股市之影響," 大陸與兩岸情

勢簡報(陸委會), Vol.98 年, No.1 月號, pp.13-18.  

40. 魏艾, 2008.11, "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大陸經濟的影響," 展望與探索, Vol.6, 

No.11.  

41. 魏艾, 2008.11, "中國大陸 2008 年前 3 季經濟情勢及其問題," 大陸與兩岸情

勢簡報 (陸委會), Vol.97 年, No.11 月號, pp.7-13.  

42. 魏艾, 2008.09, "中國大陸股市震盪的因素及影響,"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 (陸

委會), Vol.97 年, No.9 月號. 

D、會議論文  

1. 魏艾, 2012.11, "中共十八大後經濟政策走向及經濟情勢發展," "十八大"後大

陸經濟與兩岸關係發展趨向研討會.  

2. 魏艾, 2012.10, "2012年前三季大陸經濟情勢:特點,問題和展望," "大陸經濟與

產業政策推動要況"研討會.  

3. 魏艾, 2012.06, "中共對外經貿政策調整及其影響," "新形勢下中共對外經貿

政策選擇與面臨挑戰"研討會.  

4. 魏艾, 2012.04, "2012 年大陸經濟情勢走向及面臨的挑戰," "大陸當前經濟發

展情勢與面臨挑戰"研討會.  

5. 魏艾, 2011.06, "中美經貿博弈的政經意涵及其影響評析," 「國關理論與全球

發展」國際研討會(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四屆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國



 

79 

 

際關係學會、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  

6. 魏艾, 2010.09, "後 ECFA時代兩岸經濟合作的選擇方向," 後 ECFA時期兩岸經

濟交流與合作學術研討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  

7. 魏艾, 2008.12, "內外在政經形勢變化下的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 第四屆「兩

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8. 魏艾, 2008.10, "當前全球經濟危機下的兩岸經貿關係—兼論兩岸經貿關係正

常化機制的可行模式," 兩岸經貿合作研討會, 浙江大學台灣研究所.  

9. 魏艾, 2008.08, "兩岸建立經貿關係正常化機制的機遇及問題--兼論兩岸簽訂

綜合經濟合作協定的可行性," 第三屆「兩岸和平發展論壇」, 中國人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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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5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研究目錄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期教師研究目錄 

王信賢 

 

A、篇章專書  

1. 王信賢，2012.09，「當代中國國家能力與社會穩定：兼論『社會管理創新』

的意涵」，收錄於陳德昇主編，《中共「十八大」精英甄補：人事、政策與挑

戰》，印刻出版社，pp.197-240。 

2. 王信賢，2012.03，「中國大陸人口老化問題及對台灣之政經影響」，收錄於

《非傳統安全威脅研究報告》（國家安全叢書），pp. 245-261 

3. 王信賢，2011，"The Evolution into NGO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Two 

Approaches and Dilemmas," In Search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Beyond 

the Beijing Consensus, Routledge. 

4. 王信賢，2011，「社會團體與非政府組織」，《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研究》，巨

流圖書公司，pp.305-332. 

5. 王信賢，2010，「兩岸交流與台灣民眾認同變遷：2008 年以來的分析」，《續

與變：2008-2010 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法務部調查局，pp.77-102。 

6. 王信賢，2009，「當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的變與常：以環保組織的發

展為例」，《中共建政暨兩岸分治 60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法務部調查局，

pp.145-170。 

7. 王信賢，2009，「邁向公民社會？中國市場改革與社會變遷的省思」，《中國

改革開放卅年論文集》，海峽學術出版社。 

B、期刊論文 

1. 王信賢、涂秀玲，2013.04，「多層次競爭：「天津濱海新區」的發展與挑戰」，

中國大陸研究， Vol.0, No.0, pp.0.(TSSCI) (本論著未刊登但已被接受) 

2. 陳陸輝、陳映男、王信賢， 2012.10，「經濟利益與符號態度：解析臺灣認

同的動力」，東吳政治學報，Vol.30, No.3, pp.1-51。(TSSCI) 

3. 王信賢，2012.07，「當代中國國家能力與社會穩定：兼論「社會管理創新」

的意涵,」，中國治理評論，Vol.0, No.2, pp.54-87。 

4. 王信賢，2012.03，「中共『社會管理創新』評析：2012 年「兩會」的觀察」，

中共研究，Vol.46, No.3, pp.62-74。 

5. 王信賢，2012.03，「廣東烏坎村民主選舉之評析」，展望與探索，Vol.10, No.3, 

pp.6-10。 

6. 王占璽、王信賢，2011.12，「中國社會組織的治理結構與場域分析：環保與

愛滋 NGO 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 Vol.15, No.2, pp.115-175。(TSSCI) 

7. 張四明、王信賢，2010.10，「公務出國計畫績效評估與管考機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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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月刊，Vol.38, No.10, pp.78-97。 

8. 王信賢, 2010.06，「當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的變與常：以環保組織的

發展為例」 政治學報, No.49, pp.1-39。(TSSCI) 

9. 王信賢，2010.04，「中國社會政策與困境：2010 年『兩會』的觀察」中共研

究，Vol.44, No.4, pp.49-63。 

10. 王信賢，2010.03，「誰統治？論中國的政策制定過程：以《反壟斷法》為例」，

中國大陸研究，Vol.53, No.1, pp.35-62。(TSSCI) 

11. 王信賢、李宗義，2008.10，「尋找中國 NGOs：兩種路徑與困境」，社會科學

論叢，Vol.2, No.2, pp.113-145。 

12. 王信賢, 2008.09，「傾斜的三角：當代中國社會問題與政策困境」，中國大陸

研究，Vol.51, No.3, pp.37-58.(TSSCI) 

C、會議論文 

1. 王信賢，2012.12，「台灣中國政治研究的系譜：方法論與議題分析」（Th

e Pedigree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in Taiwan: Methodology and 

Issues），發表於現代中国政治研究の方法論的諸問題：日本的特色をもつ

新しい研究戦略を求めて（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Search of New Research Strategies with 

Japanese 

Characteristics），日本慶應義塾大学東アジア研究所・現代中国研究セン

タ。 

2. 王信實、王信賢，2012.11，「影響中國民眾暴力抗爭的因素分析，中國大陸

經濟成長與結構調整之研究」。 

3. 王信賢，2012.06，「為何鎮壓？中國社會抗爭與國家的策略選擇，兩岸比較

視野下的中國政治發展」。 

4. 王信賢，2012.04，「當代中國國家能力與社會穩定：兼論「創新社會管理」

的意涵」，比較視野下的國家建設與民主學術研討會。(*為通訊作者) 

5. 王信賢，2011.12，「中國經濟不均衡發展與社會抗爭」，中國大陸區域經濟

不均衡發展之研究。 

6. 王信賢、涂秀玲，2011.10，「層層博奕：『天津濱海新區』的發展與挑戰」，

第三屆發展研究年會，元智大學社會既政策科學學系。 

7. 王信賢，2011.06，「中國大陸社會抗爭分析：兼論對地方治理的啟示」，新

時期地方政府建設學術研討會，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8. 王信賢，2011.04，「牽一髮動全身：中國大陸社會問題連動與維穩困境」，

大陸社會發展與穩定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財團法人資策會。 

9. 王信賢、柯采霈，2010.10，「兩岸交流與台灣民眾認同變遷：2008 年以來的

分析」，續與變：2008-2010 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國立台北大學亞洲研究

中心。 

10. 王信賢，2010.09，「中國國際化與區域發展戰略：『內外聯結』的觀點」，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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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台灣與日本學者的對話，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中

心。 

11. 王信賢、王占璽，2010.06，「社會力量組織化的進程與差異：中國環保與愛

滋 NGO 的經驗比較與理論反思」， 兩岸民間社會與公共參與學術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12. 王信賢、張弘遠，2010.03，「中國地方政府創新與治理變遷：理論對話與實

證檢視」，中國地方治理：變遷、趨勢與挑戰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

係研究中心。 

13. 王信賢，2010.03，「評析中共 2010 年『兩會』之社會政策」，解析中共 2010

年「兩會」後之施政發展，中共研究雜誌社。 

14. 王信賢，2009.09，「當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的變與常：以環保組織的

發展為例」，「中共建政暨兩岸分治 60 年」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東亞

研究所。 

15. 王信賢， 2008.12，「中國特色！？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理論爭辯」，第四屆「兩

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回顧與展望，國立政

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16. 王信賢，2008.12，「誰統治？論中國政策過程中的官僚競爭」，觀念、制度

與中國政治發展（1978~2008）學術討論會，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17. 王信賢，2008.12，「公民社會理論與中國特色」，海峽兩岸第二屆公共管理

論壇─傳統文化與公共管理會議，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18. 王信賢，2008.11，「邁向公民社會？中國市場改革與社會變遷的省思」，中

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大陸研究學會、銘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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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涵浦 

 

A、專書  

1. 童涵浦, 2011, "Protection for Sale, Chinese Style: Promotion, Politics, and Trade 

Policy Determination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B、專書篇章  

1. 童涵浦;周嘉辰, 2009, "Policy Experimentation and China's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The Case of the Labor Contract Law in China," Toward Better 

Governance in China: An Unconventional Pathway of Political Reform., Lexington 

Books, pp.125-145. 

C、期刊論文  

1. 童涵浦, 2010, "Book Review for "China into Africa: Trade, Aid, and Influenc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16, No.1, pp.121-122. 

D、會議論文 

1. 童涵浦*;朱雲漢, 2012.06, "Signaling Peace: A Theory of ECFA and Peace 

Dividend Beyond the Taiwan Strait.," China Impact Seminar, University of 

Tuebingen.(*為通訊作者) 

2. 童涵浦*;Szu-chien Hsu, 2011.11, "Wither the Local Autonomy under the “China 

Mode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2008 Stimulus Packag," The Chinese 

Models of Development: Domestic and Global Aspects, 

中研院政治所.(*為通訊作者) 

3. 童涵浦*, 2011.11, "Exploring China’s Audience Costs: An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Models of Development: Domestic and Global 

Aspects, 中研院政治所.(*為通訊作者) 

4. 童涵浦, 2011, "Dynamic Career Incentive versus Policy Rent-Seeking in 

Institutionalized Authoritarian Regimes: Testing a Long-Run Model of Trade 

Policy Determination in China.,"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SRN) 

5. 童涵浦, 2010, "Credible Commitment, Reciprocal Accountability, and China's 

Economic Policymaking: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6. 童涵浦, 2009, "Common Agency and China's Trade Policymaking: An 

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Analysis.,"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S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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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童涵浦, 2008, "Protection for Sale, Chinese Style: Two-Tier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China's Trade Liberalization, 1996~2003,"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S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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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延麟 

 

A、專書  

1. 鍾延麟，《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香港中

文大學出版社 (預定 2013 年 6 月出版)。 

B、專書篇章  

1. 鍾延麟，〈「文革」前周恩來與鄧小平關係之研究(1956-1966)〉，徐行主編，《二

十一世紀周恩來研究的新視野》(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下冊，頁

712-730。(後經大幅修改與增補，投稿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2. 鍾延麟，〈「三面紅旗」執旗手：鄧小平在「大躍進」運動中之態度、角色與

作為〉，宋永毅、丁抒編，《大躍進—大饑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

辨》(香港：田園書屋，2009)，上冊，頁 319-332。(原發表於《當代中國研究》) 

3. 鍾延麟，〈中共軍方對大躍進運動之參與、活動及其影響〉，宋永毅、丁抒編，

《大躍進—大饑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辨》(香港：田園書屋，

2009)，上冊，頁 374-402。(原經刪節後發表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此為

全文版，並恢復原題) 

4. 鍾延麟，〈回憶錄與大躍進研究—兼評中共對該歷史之處理手法與解釋邏輯〉，

宋永毅、丁抒編，《大躍進—大饑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辨》(香

港：田園書屋，2009)，下冊，頁 775-791。

(原發表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電子版) 

C、期刊論文  

1. Yen-lin Chung,“The CEO of the Utopian Project: Deng Xiaoping’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Journal. No. 69(January 2013), 

pp. 154-173. (SSCI) 

2. Yen-lin Chung,“The Witch-Hunting Vanguard: The Central Secretariat’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06(June 

2011), pp. 391-411. (SSCI) 

3. 鍾延麟，〈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之角色與作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第 22 卷第 4 期(2010 年 12 月)，頁 521-562。(TSSCI) 

4. 鍾延麟，〈劉少奇與鄧小平關係之研究(1952-196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

報》，第 34 期(2010 年 11 月)，頁 115-164。(THCI) 

5. 鍾延麟，〈中共建政後周恩來與鄧小平關係之研究(1949-1976)〉，《國立政治

大學歷史學報》，第 32 期(2009 年 11 月)，頁 169-220。(THCI) 

6. 鍾延麟，〈西方「文革」研究新力作—評《毛澤東的最後革命》〉，《二十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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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雙月刊》，總第 114 期(香港，2009 年 8 月)，頁 120-127。  

7. 鍾延麟，〈大躍進運動中的軍方活動〉，《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第 106 期(香

港，2008 年 4 月)，頁 57-68。 

8. 鍾延麟，〈鄧小平對文革前中共重大農業政策中之立場與作為〉，《思與言：

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第 46 卷第 1 期(2008 年 3 月)，頁 35-74。 

D、會議論文 

1. 鍾延麟，〈黨如何指揮槍：鄧小平與 1958 年中共軍隊「反教條主義」〉，中共

黨政讀書會專題論文發表會，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2010 年 11 月 19

日。 

2. 鍾延麟，〈強撐紅旗：鄧小平在 1960 年「大躍進」運動中之角色與活動〉，

第二屆中共黨史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2010 年 7 月 1 日。 

3. 鍾延麟，〈政治獵巫的急先鋒：鄧小平在 1957 年中共整風、「反右派」運動

中之角色〉，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2010 年 5 月 20

日。 

4. 鍾延麟，〈從「醫生助手」到「獨立王國」—「文革」前中共中央書記處之

制度分析〉，中國大陸決策研究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籌備處，2008 年

4 月 25 日。 

5. 鍾延麟，〈「文革」前周恩來與鄧小平關係之研究(1956-1966)〉，第三屆周恩

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天津南開大學和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2008 年 4

月 20-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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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樹範 

 

A、專書篇章  

1. 丁樹範, 2012, "Will Taiwan Go Nuclear?," Over the Horizon Proliferation Threat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3-46. 

2. 丁樹範, 2011.12, "軍事與國防安全," 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研究, 巨流出版社, 

pp.65-86. 

3. 丁樹範, 2011.11, "Will Taiwan Go Nucle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 丁樹範, 2010.05, "Practice without Formal Agreement: Fragile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in Northeast Asia, 

Cambridge Scholar Publishing, pp.126-146. 

5. 丁樹範, 2009.06, "Taiwan: The Prevalence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New Threat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ost-postwar Era, ISDP, pp.23-49. 

6. 丁樹範, 2009, "Globalization and Defense Industry in China: Seeking 

Self-Sufficiency and Teaming up for Dual-Use Technology," Globalization and 

Def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rms across Asia, Routledge, pp.148-165. 

B、期刊論文  

1. 丁樹範;黃恩浩;王俊評, 2012.04, "中國歷史上的『信心建立措施』：以宋遼軍

事關係為例," 遠景基金會季刊, Vol.13, No.2, pp.99-141.(TSSCI) 

2. 丁樹範;黃恩浩, 2011.12, "Taiwan’s Paradoxical Perceptions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More Capable but Less Threatening?," China Perspectives, Vol.2012, 

No.4, pp.43-51. 

3. 丁樹範, 2011.06, "中國的兩岸軍事互信政策：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最終統

一," 亞太研究論壇, No.52, pp.86-106. 

4. 丁樹範, 2010.03, "中美關於太空、導彈防衛、與核武政策爭議之研究," 中國

大陸研究, Vol.53, No.1, pp.99-133.(TSSCI) 

5. 丁樹範, 2009.06, "China’s Growing Military Capability in Search of a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4402, No.4402, pp.95-110. 

D、會議論文 

1. Paul Huang;Arthur Ding*, 2012.12, "’Trust’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Re-Visit," 重新定位的年代：伸張正義、能源發展、與國際趨勢, Taiwan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為通訊作者) 

2. 丁樹範, 2012.09, "China’s Defense Industry in the A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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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ation:Struggling to Move Up Along Technological Ladder," Conference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Security 

Linkage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ican Studies. 

3. 丁樹範, 2012.07, "China’s Ordnance Industry: More Butter Than Gun," 

Conference on China’s Defens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Base, 

Institute on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4. 丁樹範, 2012.03, "Defense Industries: Growing Role for China’s Foreign Policy," 

Conference on Domestic Sources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5. 丁樹範*, 2011.12, "Party-Military Relations in a Fragmented Decision-Making 

Environment," 40th Taiwan-US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China,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和美利堅

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為通訊作者) 

6. 丁樹範*, 2011.03, "Energy-Orient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iddle 

East," conference on “China-Middle East Political and Energy Relations”, Energy 

Studies Institute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為通訊作者) 

7. 丁樹範, 2010.07, "Conference on China’s Defense and Dual-Us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Ba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pp.待確定.(SSCI) 

8. 丁樹範*, 2009.07, "Pursuing a Yousuozuowei(有所作为) within Existing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China’s External Strategy for the Next Decade," the 

38th Taiwan-US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China,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

中和布魯金斯研究院.(*為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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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泓 

 

A、專書篇章  

1. 蔡佳泓;徐永明;于孟涵, 2009.07, "新興民主國家的公投現象與初步解析

（1971-2005）," 公投民主：台灣與世界的對話, 台灣智庫, pp.95-119. 

2. 陳義彥;蔡佳泓, 2009.05, "民意與民意調查," 民意調查新論, 五南出版社, 

pp.1-26. 

3. 蔡佳泓;王鼎銘;林超琦, 2008.12, "選制變遷對政黨體系之影響評估：變異量

結構模型之探討," 如何評估選制變遷：方法論的探討, 五南圖書, 

pp.197-222. 

B、期刊論文  

1. 蔡佳泓*, 2012.12, "選舉課責：以 2009 年台灣縣市長選舉為例," 社會科學論

叢, Vol.6, No.2, pp.35-58.(*為通訊作者) 

2. 俞振華;蔡佳泓, 2011.12, "社會公平與經濟發展：台灣民眾的政策意向之初

探," 社會科學論叢, Vol.5, No.2, pp.135-172. 

3. 蔡佳泓;陳陸輝;林超琦;鄭夙芬, 2011.11, "Voting Behavior under the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s: Korea, Taiwan, and Japan," Election 

Studies, Vol.1, No.2, pp.95-121. 

4. 蔡佳泓*;俞振華, 2011.06, "地方政府如何回應民意？以 2006-2007 年為例," 

台灣政治學刊, Vol.15, No.1, pp.73-136.(TSSCI)(*為通訊作者) 

5. 林瓊珠;蔡佳泓, 2010.12, "政黨信任、機構信任與民主滿意度," 政治與社會哲

學評論, pp.147-194.(TSSCI) 

6. 林瓊珠;蔡佳泓, 2010.09, "從成案到投票：2008 年討黨產與入聯公投的公投

意向與參與行為," 台灣民主季刊, Vol.7, No.3, pp.45-85.(TSSCI) 

7. 蕭怡靖;蔡佳泓, 2010.06, "政治責任與投票：2009 年苗栗縣第一選區立法委

員補選之探析," 台灣民主季刊, Vol.7, No.2, pp.1-32.(TSSCI) 

8. 蔡佳泓, 2009.04, "台灣民眾的民主評價: 以 2004 年為例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社會科學論叢, Vol.3, No.1, pp.151-184.(未收錄資料庫) 

9. 蔡佳泓;王鼎銘;Livianna S. Tossutti, 2008.12, "Between Independence and 

Unification:An Ordered Probit Analysis of Panel Survey Data on Taiwan's 

Constitutional Future," Issues and Studies, Vol.44, No.4, pp.71-98.(SSCI) 

10. 蔡佳泓;趙雙駿, 2008.11, "Nonpartisans and Party System of Taiwan: Evidence 

from 1996, 2000, and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s,"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43, No.6, pp.617-643.(Worldwide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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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會議論文 

1. 蔡佳泓;徐永明;蔡昀君, 2009.11, "對外關係公民投票之國際比較," 台灣政治

學會. 

2. Alex Tan;Chia-hung Tsai, 2009.05, "Issues and Voting Choices in Taipei City's 

Mayoral Elections 1994-2006,"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Election Studies,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Election Studies. 

3. 蔡佳泓, 2009.01, "民意與公民投票：解析台灣民眾 2008 年的公投意向與參

與行為,"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學術研討會.(無) 

4. 黃紀;陳永福;蔡佳泓;游清鑫, 2008.11, "Issues and Voting Choices in Taiwan's 

Local Elec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Taipei City's Mayoral Elections 1994-2006,"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verseas Voting and Electoral System: 

Focusing on Korea, Taiwan and Japan, 韓國選舉學會. 

5. Chi Huang;Alex Tan;Chia-hung Tsai;Ching-hsin Yu, 2008.11, "Issues and Voting 

Choices in Taiwan's Local Elec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Taipei City's Mayoral 

Elections 1994-2006," Overseas Voting and Electoral System: Focusing on Korea, 

Taiwan and Japan. 

6. 蔡佳泓, 2008.10, "解析台灣民眾 2008 年的公投意向與參與行為," 公民意識

研討會. 

7. 蔡佳泓;俞振華;黃紀, 2008.08, "Issues beyond Independence versus Unification: 

Taiwanese Orientation on Domestic Public Policy," 美國政治學會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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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致賢 

 

A、 專書篇章  

1. “Between Hierarchy and Market: Managerial Career Paths in China’s Energy 

Sector.” with Chung-min Tsai. In Chien-wen Kou and Xiaowei Zang, eds, Choosing 

China’s Leader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2.  

B、期刊論文 

1. 劉致賢, 2011.09, "Book Review -- Socialist Insecurity: Pens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Chin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y Mark W. Frazier, 2010,"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11, No.3.(SSCI) 

6. 劉致賢, 2009.07,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Overseas Investment by Chinese 

State-Owned Oil Companies: Illusory Champions.” Asian Survey 49:4 (July/ 

August 2009): 670-690.,".。(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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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5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研究目錄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期教師研究目錄 

李英明 

 

A、專書  

1. 李英明，2008.10，《中國大陸勞動合同法解析與案例》，三民。 

2. 李英明、張甫任，2010.05，《憲法 大學用書系列》，新保成。 

B、期刊論文 

1. 李英明、賴皆興，2008.8，「解構神聖的話語遊戲：中共宗教世俗化論述的

建構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Vol.9, No.3，頁 1-3。(TSSCI) 

2. 李英明，2010.11，「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評析」，展望與探索，Vol.8, No.11，

頁 1-6。 

3. 李英明、賴皆興，2011.1，「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的政治經濟戰略意圖」，

展望與探索，Vol.9, No.1，頁 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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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5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研究目錄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期教師研究目錄 

耿  曙 

A、專書篇章 

1. 耿曙，〈邁向和諧社會、引入柔性威權：從中共十七大社會政策前瞻中國大陸未來

政社體制〉，載陳德昇編，《經濟全球化與台商大陸投資：策略、佈局與比較》，臺

北：印刻，2008，頁 3-29 。 

2. 耿曙，〈中國大陸中產階級的興起與公民社會的形成〉，載高長、陳德升編，《中國

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評價與反思》，臺北：遠景基金會，2008，頁 199-218。 

3. 陳陸輝、耿曙，〈臺灣民眾統獨立場的變遷與持續〉，載吳玉山、包宗和編，《重新

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五南：2009，頁 163-194。 

B、期刊論文 

1. 耿曙、陳奕伶，2008.10，「 發展策略與政權體質：走向『內分－外聯』體制的

中國大陸」，社會科學論叢，Vol.2, No.2，頁 192-222。 

2. 張雅雯、耿曙，2008.12，「中國大陸基層選舉中的物質誘因與投票動員：以上海『先

進』、『發達』、兩社區『村改居』為例」，東吳政治學報，Vol.26, No.4，頁 145-195。

(TSSCI) 

3. 耿曙 ; 陳奕伶 ; 陳陸輝，2008.10，「有限改革的政治意義：中國大陸動員式選舉

參與對其城市居民參與意識的影響」，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Vol.20, No.4，頁 513-552。

(TSSCI) 

4. 耿曙、林瑞華，2008.12，「臺商研究入門的小幫手：『臺商資料庫曁檢索互動網』

介紹」，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Vol.10, No.1，頁 86-95。 

5. 耿曙，2009.01，「大陸失業勞工潮對社經之影響」，展望與探索，Vol.7, No.1，頁

21-26。 

6. 陳陸輝、耿曙、涂萍蘭、黃冠博，2009.06，「 理性自利或感性認同？--影響臺

灣民眾兩岸經貿立場因素的分析」，東吳政治學報，Vol.27, No.2，頁 87-125。(TSSCI) 

C、會議論文 

1. 耿曙，2008.11，「官箴與迴避：中國傳統治理模式的創造性轉化」，兩岸治理與公

共政策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2. 耿曙，2008.11，「中國大陸台商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站在新移民研究的起點？」，

2008 年中興大學「台商研究工作坊」，台中，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3. 耿曙、陳奕伶，2008.12，「觀察中共政權的新角度：『內分-外聯』分析架構」，第

四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回顧與展望，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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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5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研究目錄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期教師研究目錄 

關向光 

 

A、期刊論文 

1. 關向光，2010.5，「溫家寶追憶胡耀邦的政治意涵」，展望與探索，Vol.8, No.5，

頁 1-4。 

B、會議論文 

1. 關向光、王瑞婷，2008.12，「大躍進政策研究中的毛澤東權力圖像」，第四

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回顧與展望，

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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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5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研究目錄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期教師研究目錄 

周嘉辰 

 

A、專書篇章  

1. Chia-chen Chou*;Han-pu Tung*, 2010, "Policy Experimentation and China's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The Case of the Labor Contract Law," Toward Better 

Governance in China: an Unconventional Pathway of Political Reform, Lexington 

Books. 

B、期刊論文 

1. Chia-chen Chou*, 2011, September 1-4, “When Does an Autocrat Compromise 

with Social Voices? Determinants of the Extension of Social Rights in China.” 

2011 APSA, Seattle, WA. 

2. Chia-chen Chou*, 2010, "The Politics of Voluntary Expansion of Social Righ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Promotion of Labor Contract System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the 23rd ACPS Annual Meeting, 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為通訊作者) 

3. Chia-chen Chou*, 2009, "Bureaucratic Bargaining in a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ase of Labor Policy Reform in China," 2009 Annual 

APSA Confer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為通訊作者) 

4. Chia-chen Chou*, 2009, "Experimentation under Authoritarianism: The Politics 

of Labor Market Liberalization in China," 2009 Annual MPSA Conferenc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為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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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6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參與研究計畫目錄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97-101 學年度專任教師參與研究計畫目錄 

教師 計畫名稱 單位 

寇健文 

兩岸比較視野下的中國政治發展：國家對社

經變遷的控制與調適-總計畫暨子計畫一：多

重緩衝下的中共黨內民主：鞏固黨的領導的

工具或民主化的媒介？（三年期計畫，2011

年 01 月~2013 年 12 月）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

題：中國的轉型與崛起（兩年期計畫， 2009

年 06 月~ 2012 年 05 月） 

政權特性對菁英甄補的影響：兩岸海歸菁英

的政治流動（三年期計畫，2008年08月~ 2012

年 07 月） 

制度累積與制度耗散：共黨國家高層政治的

比較研究(兩年期計畫，（2007 年 08 月~ 2009

年 07 月） 

第八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2012 年 12

月~ 2012 年 12 月)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兩岸比較視野下的中國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

（2012 年 06 月~ 2012 年 06 月） 

「中共『十八大』後的內部情勢發展觀察」，

（2012/12/1-2013/7/31） 

「中國大陸黨政幹部人事制度與職位管理之

研究」，2011/5/20-2012/1/19） 

「中共「十八大」之人事變局和政策」，

（2011/10-2012/8） 

中國大陸對台工作組織體系與人事」，

（2010/8/6-2011/2/5） 

中共『十八大』人事動向及政策走向」，

（2010//1-2013/2/28） 

103-113 中共綜合國力研析（政治面向），

（2009/10/1-2009/11/30）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發展強化計畫－東亞跨領

域投資、政治體制轉型及中國跨域（中國大

陸政治菁英資料庫，2008/5/1-2010/12/31） 

政治大學「發展國際一流

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第

二梯次計劃，地方治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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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中 國 社 體 制 變 遷 與 基 層 治 理 轉 型

（2008/5/1-2008/12/31）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發展

強化計畫－國家社會體

制轉型與中國地方治理

轉型研究團隊子計畫 

魏  艾 

大陸經濟及金融情勢分析，（2010 年 10 月

14 日至 2011 年 10 月 13 日）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隱憂對我國經濟衝擊之剖

析（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

院 

邱坤玄 

金磚四國與國際政治板塊移動--金磚四國與

國際政治板塊之變遷：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多

邊外交戰略（2010 年 8 月 1 日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王信賢 

對口支援：中國大陸府際關係的另一種觀察

（2012 年 08 月~ 2013 年 07 月）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兩岸比較視野下的中國政治發展：國家對社

經變遷的控制與調適－子計畫三：社會力量

興起與黨國回應：兩岸「國家－社會」關係

比較（三年期計畫，2010 年 01 月~ 2013 年

12 月） 

當代中國社會抗爭與國家權力分析（兩年期

計畫， 2010 年 08 月~2012 年 10 月） 

邁向公民社會：中國社會組織發展與比較研

究（2009 年 08 月~2011 年 01 月） 

誰統治？中國大陸政策制定的理論與實際

（2008 年 08 月~2010 年 01 月） 

中國大陸黨政幹部人事制度與職位管理之研

究（2012 年 06 月-2013 年 03 月）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大陸「中產階層」的形成與影響之研究 

對口支援：中國大陸府際關係的另一種觀察

（2012 年 02 月~ 2012 年 12 月） 

政治大學研究發展處鼓

勵新進教師申請國科會

計畫 

童涵浦 政治經濟學與制度性威權政體的經濟政策制

定：中國大陸案例與跨國研究 

政治大學研究發展處鼓

勵新進教師申請國科會

計畫 

鍾延麟 彭真和「文革」前的北京市：中共首都的政

治管理與運動領導 

政治大學研究發展處鼓

勵新進教師申請國科會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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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明 俄羅斯與台灣參與亞太經合會之研究（2009

年 08 月~ 2010 年 07 月）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台灣在區域整合過程之地位（2008 年 08 月~ 

2009 年 07 月） 

中共對台談判思維與策略之研究：以兩岸協

商模式為例（2008 年 08 月~ 2009 年 07 月）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耿  曙 全球化、區域經濟與治理：從比較觀點看環

渤海灣區的發展－從招商引資到安身立命：

中國大陸跨國社群的當地植根（208 年 08 月

~ 2009 年 07 月）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台商研究資料庫暨檢索互動網(三)學術研究

網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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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1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學術交流締約學校一覽表（兩岸部份） 

兩岸交流 

政治大學兩岸合作計畫一覽表（校級協議） 

締約年份 締約學校 學校特色 位置 

95.03.30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University 

中國政法大學 

為大陸「211 工程」重點大學。 

訴訟法學研究院、法律史學研究院為

大陸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

地，法治政府研究院為北京市哲學社

會科學研究基地。 

幾乎參與大陸所有的立法活動，引領

法學理論的變革與更新，代表著國家

對外進行法學等領域的學術交流。 

北京市 

96.09.19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國人民大學 

為大陸「985 工程」重點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綜合性研究型全

國重點大學。 

注重發揮人文社會科學、認識世界、

傳承文明、創新理論、咨政育人、服

務社會的作用。 

北京市 

97.02.20 
Xiamen University 

廈門大學 

為大陸「985 工程」重點大學。  

學校擁有完善的教學、科研設備和公

共服務體系，學科門類齊全、師資力

量雄厚、居大陸一流、在國際上有廣

泛影響的綜合性大學。 

積極推展國際交流，與美國華盛頓大

學等 9 所高校簽訂了「全球十校聯盟」

合作協議；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和

人文內涵，也成為對臺灣研究和兩岸

學術交流最具優勢的重要高校。 

福建省廈門

市 

97.11.12 
Nankai University 

南開大學 

為大陸「985 工程」重點大學。  

文理並重並重視學生德、智、體、美

全面發展，營造了豐富高雅、活潑向

上的校園文化氛圍。 

強化學生全面素質和創新能力的培

養，珍視「文以治國、理以強國、商

以富國」的辦學理念。 

天津市 

97.11.14 Nanjing University 為大陸「985 工程」重點大學。  江蘇省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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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年份 締約學校 學校特色 位置 

南京大學 借鑒國外教學科研及管理經驗，積極

探索多形式、多層次的國際合作模

式，受到國際重視和稱讚。 

依託多科學的綜合優勢和高素質的教

師隊伍，辦學水準和效益在大陸高校

中名列前茅。 

市 

97.11.18 
Fudan University 

復旦大學 

為大陸「985 工程」重點大學。 

大膽吸收國內外高校的成功經驗，注

重學科間的滲透、交叉與組合，發揮

多學科的特色和優勢。 

注重課堂內外教育的結合，鼓勵學生

開展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 

上海市 

97.12.22 

Sun Yat-Sen 

University 

中山大學 

為大陸「985 工程」重點大學。  

孫中山先生親手創立，擁有百年辦學

傳統的綜合性重點大學，提倡人文與

科學精神結合。 

學校以「課堂教學、校園文化、社會

實踐」，培養國際視野的高素質複合

型拔尖創新人才為目標。 

廣東省廣州

市 

98.02.19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西安交通大學 

為大陸「985 工程」重點大學。 

適應國際高等教育改革，使學校的管

理模式和國際接軌，奠定了建設世界

知名高水準大學的堅實基礎。 

堅持「起點高、基礎厚、要求嚴、重

實踐」的辦學特色，不斷開拓創新，

精勤育人。 

陝西省西安

市 

98.04.08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華東師範大學 

為大陸「985 工程」重點大學。 

中文、歷史、數學、地理、心理和物

理 6 個專業是國家文理科基礎科學人

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 

注重推進國際化辦學進程，先後與法

國、美國、日本等世界著名大學建立

了合作夥伴關係。 

上海市 

98.04.29 
Tsinghua University 

清華大學 

為大陸「211 工程」和「985 工程」

重點大學。 

中國著名高等學府，坐落於北京西北

郊風景秀麗的清華園。是中國高層次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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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年份 締約學校 學校特色 位置 

人才培養和科學技術研究的重要基地

之一。 

繼承「愛國、奉獻」的優良傳統，秉

承「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

「行勝於言」的校風以及「嚴謹、勤

奮、求實、創新」的學風，使清華大

學躋身世界一流大學行列。 

98.05.05 
Jilin University 

吉林大學 

為大陸「985 工程」重點大學。 

大陸辦學規模最大的高等學府，學科

門類齊全。 

以「人才強校、學科興校、依法治校、

勤儉持校」為本，是大陸高素質創新

人才培養、高水準科學技術研究和成

果轉化、高層次決策諮詢的重要基地。 

吉林省長春

市 

98.07.14 
Wuhan University 

武漢大學 

為大陸「985 工程」重點大學。 

武漢大學環繞東湖水，坐擁珞珈山，

校園環境優美，風景如畫，被譽為「中

國最美麗的大學」。 

學科門類齊全、綜合性強、特色明顯，

明確了綜合性、研究型、國際化大學

的發展定位。 

湖北省武漢

市 

98.09.07 
Shandong University 

山東大學 

為大陸「985 工程」重點大學。 

山東大學創建於 1901 年，是繼京師大

學堂之後大陸第二所國立大學。 

汲取齊魯文化營養，秉承學術自由、

相容並包的辦學理念，積澱了博大精

深、歷久彌新的文化底蘊。 

山東省濟南

市 

98.10.16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上海交通大學 

為大陸「985 工程」重點大學。 

以「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大膽推進改

革，率先組成教授代表團訪美國，實

行校內管理體制與教學科研的改革。 

以學科建設為龍頭，先後恢復和興建

理科、管理學科、生命學科、法學和

人文學科等，朝著「綜合性、研究型、

國際化」的世界一流大學目標奮進。 

上海市 

98.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為大陸「211 工程」重點大學。 

堅持外語基礎教學、優化專業結構、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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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年份 締約學校 學校特色 位置 

University 

上海外國語大學 

調整課程設置、拓寬專業方向，在各

環節上建立全新的教學和管理體制。 

積極培養具國際實業、創新精神、外

語特長、實踐能力、暢達跨文化溝通

的高端國際型特色人才。 

98.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北京外國語大學 

大陸首批「211 工程」建設的重點大

學。  

以外國語言文學學科為主體，文、法、

經、管多學科協調發展的專業格局；

外國語言文學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具有

傳統優勢的特色學科。 

培養外交、翻譯、經貿、新聞、法律、

金融等涉外高素質人才的重要基地。 

北京市 

99.04.26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學 

為大陸「211 工程」和「985 工程」

重點大學。 

創辦于 1898 年，初名京師大學堂，是

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 

今天的北京大學已經成為國家培養高

素質、創造性人才的搖籃、科學研究

的前沿和知識創新的重要基地和國際

交流的重要橋樑和視窗。 

北京市 

http://www.shi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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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2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學術交流締約學校一覽表（國際部份） 

國際交流 

國際事務學院國際學術合作列表 

 

時間 締約學校 文件名稱 內容 

92.02.14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澳洲國家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與澳洲國家大

學協議書（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共同合作開發、推廣及教

授澳洲國家大學之戰略

與國防碩士學程【to 

develop, promote and 

deliver the ANU’s 

Graduate Studies in 

Strategy and Defence 

Program（GSSD）】，目

前合作計畫業已終止。 

94.07.28 Hokkaido 

University 

北海道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社會

科學學院及國際事務學院與 

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

科、法學部、大學院公共政

策學共同研究部及公共政策

學教育部之學術交流協定書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School of Law, Hokkaido 

University and the College of 

Law, th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社會

科學學院及國際事務學院與 

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

科、法學部、大學院公共政

策學共同研究部及公共政策

學教育部間之學生交流實施

細則（The Addendum to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教師及研究人員之交流

學生之交流學術資料、出

版品及資訊等之交換、共

同研究及研討會之實施 

  

  

  

  

  

  

  

  

  

  

  

  

推動兩校學生之交流（交

換學生名額為兩名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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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締約學校 文件名稱 內容 

School of Law, Hokkaido 

University and the College of 

Law, th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95.05.10 American 

University 

美利堅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與美國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 

學院學術交流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American University 

(U.S.A.) and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R.O.C.)】 

教學與研究成果交流（to 

exchange academic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教師與研究人員互訪（to 

mutually receive 

educational visits by 

faculty members and 

researchers） 

發展兩院間之雙學位計

畫（to develop dual 

degree programs 

between two schools 

合辦國際學術會議（to 

hold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教學與學術研究交流（to 

promote faculty 

exchange and conduct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其他促進雙方瞭解與合

作交流之事項（to 

engage in other activities 

to better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96.11.19 American 

University 

美利堅大學 

學術交流備忘錄補充協定一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Supplement one） 

 

推動本校與美利堅大學

碩士班之雙聯學程

（Supplement one） 

  

推動本校與美利堅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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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締約學校 文件名稱 內容 

學術交流備忘錄補充協定二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Supplement two） 

大學部之雙聯學程

（Supplement two） 

  

97.03.12 Hokkaido 

University 

北海道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社會

科學學院及國際事務學院與 

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

科、法學部、大學院公共政

策學共同研究部及公共政策

學教育部間之學生交流實施

細則（The Addendum to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School of Law, Hokkaido 

University and the College of 

Law, th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推動兩校學生之交流（交

換學生名額為三名以下） 

97.04.29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rague 

捷克大都會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與捷克大都會大學學術交流 

備忘【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rague (the Czech Republic) 

and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R.O.C.)】       

教學與研究成果交流（to 

exchange academic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教師與研究人員互訪（to 

mutually receive 

educational visits by 

faculty members and 

researchers） 

發展兩院間之雙學位計

畫（to develop dual 

degree programs 

between two schools 

合辦國際學術會議（to 

hold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教學與學術研究交流（to 

promote faculty 

exchange and conduct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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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締約學校 文件名稱 內容 

其他促進雙方瞭解與合

作交流之事項（to 

engage in other activities 

to better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97.09.11 the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IFES), 

Kyungnam 

University 

慶南大學（韓國）

遠東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與慶南大學（韓國）遠東研 

究所學術交流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IFES), Kyungnam 

University and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R.O.C.)】 

  

教學與研究成果交流（to 

exchange academic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教師與研究人員互訪（to 

mutually receive 

educational visits by 

faculty members and 

researchers） 

交換學生（to exchange 

students） 

合辦國際學術會議（to 

hold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學術研究交流（to 

conduct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其他促進雙方瞭解與合

作交流之事項（to 

engage in other activities 

to better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97.09.11 University of 

North Korean 

Studies 

北韓研究大學 

  

中華民國國立政治大學國際

事務學院與北韓研究大學 

（韓國）學術交流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University of North Korean 

Studies and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教學與研究成果交流（to 

exchange academic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教師與研究人員互訪（to 

mutually receive 

educational visits by 

faculty memb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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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締約學校 文件名稱 內容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R.O.C.)】 

  

researchers） 

交換學生（to exchange 

students） 

合辦國際學術會議（to 

hold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學術研究交流（to 

conduct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其他促進雙方瞭解與合

作交流之事項（to 

engage in other activities 

to better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97.09.12 the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韓國外國語大學

國際地域大學院 

中華民國國立政治大學國際

事務學院與韓國外國語大學 

國際地域大學院學術交流備

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nd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R.O.C.)】     

  

教學與研究成果交流（to 

exchange academic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教師與研究人員互訪（to 

mutually receive 

educational visits by 

faculty members and 

researchers） 

交換學生（to exchange 

students） 

合辦國際學術會議（to 

hold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學術研究交流（to 

conduct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其他促進雙方瞭解與合

作交流之事項（to 

engage in other activities 

to better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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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締約學校 文件名稱 內容 

cooperation） 

98.03.03 th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Diplomacy, 

Vytautas Magnus 

University 

(Lithuania) 

立陶宛 Vytautas 

Magnus 大學政治

暨外交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與立陶宛 Vytautas Magnus

大學政治暨外交學院學術交

流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Diplomacy, Vytautas 

Magnus University(Lithuania) 

and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R.O.C.)】 

  

教學與研究成果交流（to 

exchange academic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教師與研究人員互訪（to 

mutually receive 

educational visits by 

faculty members and 

researchers） 

交換學生（to exchange 

students） 

合辦國際學術會議（to 

hold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學術研究交流（to 

conduct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其他促進雙方瞭解與合

作交流之事項（to 

engage in other activities 

to better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98.03.08 American 

University 

美利堅大學 

學術交流備忘錄補充協定三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Supplement Three） 

簽訂五年合作協定 

98.07.13 the Faculty of 

Social Studies, 

Masaryk 

University (Czech 

Republic) 

捷克馬薩里克大

學社會研究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與捷克馬薩里克大學社會研 

究學院學術交流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Faculty of Social Studies, 

Masaryk University (Czech 

Republic) and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教學與研究成果交流（to 

exchange academic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教師與研究人員互訪（to 

mutually receive 

educational visits by 

faculty members and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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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締約學校 文件名稱 內容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R.O.C.)】 

  

交換學生（to exchange 

students） 

合辦國際學術會議（to 

hold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學術研究交流（to 

conduct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其他促進雙方瞭解與合

作交流之事項（to 

engage in other activities 

to better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建立歐洲政治雙聯碩士

學位學程（to build a joint 

Master’s degree in 

European Polit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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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1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指導學生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指導學生論文 

 

附錄四-1-1：寇健文教師指導論文明細  

所名 姓名 論文名稱 畢業 

時間 

共同 

指導 

政大政治 施志平 後冷戰時期北韓存續策略模式之分

析:1989~2009 

98  

台大政治 陳容芳 中共黨務與經濟領導幹部甄補路徑之比

較：1992-2009 年 

98  

政大政治 陳鴻章 我國高階政務及事務官員調動的模式：以行

政院為例，1988~2010 

99  

政大東亞 陳鄭為 中國國有企業領導幹部晉升的制度性流

動：以國有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產業為例 

100  

政大政治 王帥涵 1980 年代後期至今解放軍高階軍官團特徵

分析 

100  

政大東亞 高  頡 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權性質的探討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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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1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指導學生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指導學生論文 

 

附錄四-1-2：邱坤玄教師指導論文明細  

所名 姓名 論文名稱 畢業 

時間 

共同 

指導 

政大戰略專 白慧娟 中共與上海合作組織安全合作研究 97  

政大外交 黃柏維 論戰國時期的推卸責任-攻勢現實主義

的觀點及分析 

97  

政大國發 康崇旗 中國崛起:美國認知與中美戰略互動 97  

政大戰略專 田燕平 中國「和平崛起」思維與在東亞地區的

實踐研究 

97  

政大國安專 傅淑花 21 世紀中印戰略關係之研究 97  

政大國安專 詹國宏 國軍保防安全制度與國家安全之研究 97  

政大東亞 許志吉 中共對聯合國干預制度之政策 97  

政大東亞 潘振綱 冷戰後中共國家安全與東南亞戰略：對

區域安全合作之意涵 

97  

政大東亞 張騰陽 中國多邊外交戰略之美國因素研究：以

東亞及中亞地區為例(1996-2008) 

97  

政大戰略專 郎世瑀 冷戰後中共對東協的安全戰略 97  

政大國安專 王瑞賢 軍事轉型下的我國動員制度之研究 97  

政大國安專 林宜虹 胡錦濤時期建構中國和平形象之研究 97  

政大外交 楊宗鑫 中國周邊外交戰略之研究(2001-2009) 98  

政大外交 吳姿慧 冷戰後中國對東協運用軟權力：外交政

策因素分析 

98  

政大東亞 林信成 911 事件後之中美反恐戰略與合作 98  

政大國安專 許瑞山 兩岸警方共同打擊跨境犯罪偵查之研

究 

98  

政大東亞 林彥榕 糧食安全對中國參與國際建制之影響

---以「東協十加一」為例 

98  

政大戰略專 陳朝鑫 中共和諧世界戰略與美中台關係之研

究 

98  

政大戰略專 王怡偉 江澤民時期中共大國外交與歐盟關係

之研究 

98  

政大國安專 楊情偉 中共對台「三戰」之研究(2003~2009)─

以輿論戰為例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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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戰略專 林志穎 胡錦濤時期中共軍事外交之研究 98  

政大國安專 孫爾駿 中國與美國在朝核六方會談之策略研

究─地緣政治角度的分析 

98  

政大國安專 陳忠賢 馬英九政府大陸政策制定因素與具體

實踐 

98  

政大國安專 李永寧 從國家安全觀點探討我國全民國防與

軍備發展 

98  

政大東亞 李易穎 中國石油安全戰略中的美國因素

(1993-2009) 

98  

政大外交 林書蘅 中共十二大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形成

因素及內涵─結構現實主義的檢證 

98  

政大國發 倪智琳 中國在六方會談中的角色與展望 98  

政大戰略專 宋智遠 論弱國長期維持和平戰略模式─以北宋

澶淵之盟為例 

98  

政大東亞 林漢發 21 世紀中國對泰國文化軟權力研究：以

孔子學院為例 

99  

中興國政 謝上衡 胡錦濤時期中美兩國的東協外交戰略

研究 

99  

政大國安專 葉柏熙 從釣魚台爭議分析中國與日本之海洋

戰略 

99  

政大戰略專 劉宴慈 21 世紀美國對東北亞安全政策之研究 99  

政大戰略專 鄭秋明 冷戰後美國與中共的南海戰略互動研

究 

99  

政大國安專 高文定 ECFA 簽訂與中共對台政經策略研究 99  

政大國安專 曾正仲 大陸對「臺灣史觀」之詮釋與對台政策

關係 

99  

政大國安專 趙大均 胡錦濤時期中美安全關係研究 99  

政大國安專 孫晉華 我國海洋事務發展與海域執法研究 99  

政大外交 陳臆尤 從新自由制度主義分析中美因應氣候

變遷議題：1992~2010 

99  

政大國安專 陳仁欽 冷戰後美中權力關係之研究─以權力轉

移理論分析 

99  

政大外交 黃炎坤 中國加入 GATT/WTO 的談判決策研究 99  

政大國安專 許清仁 胡錦濤執政時期中共對台宗教交流政

策研究 

99  

政大東亞 謝維航 中國氣候外交決策研究：「國際/國內」

分析途徑(1972-2009) 

99  

政大國安專 劉兆瑞 兩岸建構「軍事互信機制」之 SWOT 分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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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政大東亞 沈家銘 21 世紀日本對中外交決策模式研究─以

日中戰略互惠關係為例 

100  

政大東亞 邱佩涓 現實主義下中共對非洲政策：以「中非

合作論壇為例」 

100  

政大國安專 慎炳倫 中共「反介入與區域拒止」軍事戰略之

研究 

100  

政大戰略專 陳相如 中國大陸軟實力建設：以國家形象建設

為例 

100  

政大外交 徐笠嫻 中共參與國際安全機制的絕對與相對

利益分析：以南海爭端為例 

100  

政大東亞 黃鴻博 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之動態衝突抉擇模

式 

100  

政大國安專 黃建銘 中國大陸與越南南海政策之比較研析 100  

政大國安專 柴士杰 中共空軍航空兵現代化發展之研究 100  

政大國安專 林展弘 冷戰後中美在朝鮮半島的政策比較：以

權力平衡理論探析 

101  

政大外交 馮湘茹 冷戰後中共在六方會談之角色：多邊安

全機制的理論與實踐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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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1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指導學生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指導學生論文 

 

附錄四-1-3：魏艾教師指導論文明細  

所名 姓名 論文名稱 畢業 

時間 

共同 

指導 

政大國發 張哲源 台灣太陽能光電產業創新發展與競爭

優勢 

97  

政大東亞 王韋翔 中國宏觀經濟調控之研析

(2003-2008)：居民投資行為與股票市場

的發展 

97  

政大東亞 陳幼軒 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與區位選擇之

關聯性分析 

97  

政大東亞 金炫廷 韓中兩國策略性產業發展政策比較分

析 

98  

文化大陸 鄭家琪 中美太陽能光電產業對綠色貿易障礙

建構之策略貿易分析—以綠色技術標

準為例 

98  

政大國發 潘玉菁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之影響評析 98  

政大東亞 王琳粢 日本企業在中國經營策略之分析—與

台灣企業的策略聯盟 

98  

文化大陸 沈怡玟 中國大陸「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研

究—以浙江省為例 

98  

政大戰略專 傅永俊 中國智庫角色與功能之研究 99  

政大東亞 黃聖琳 國家科技政策與產業發展：中國

TFT-LCD 產業個案研究(2000-2010) 

99  

政大俄研 許馨亞 俄羅斯金融安全之研究 99  

政大國安專 陳宇桓 兩岸共同打擊電信詐欺犯罪之研究─以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機制分析 

99  

政大行管碩 李勝楷 兩岸政府採購之政治經濟視角研究 99  

政大戰略專 賴欣宏 新世紀之初中共與泰國關係之研究 100  

師大政治 林文正 中國大陸對台採購之政治經濟分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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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1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指導學生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指導學生論文 

 

附錄四-1-4：王信賢教師指導論文明細  

所名 姓名 論文名稱 畢業 

時間 

共同 

指導 

台北大公行 張敦程 網際網路發展對國家能力的影響：以台

灣網路交易為例 

98  

台北大公行 戴祺修 主權財富基金與外拓型國家：以中國投

資責任公司為例 

98  

台北大公行 陳信吉 境外社會組織於中國大陸合法性的建

立 －以慈濟基金會為例 

99  

台北大公行 柯采霈 事與願違？！兩岸交流與臺灣民眾認

同變遷：2008 年以來的分析 

101  

政大東亞 許繼中 中國大陸捍衛「綠家園」的「志願者」：

組織變遷的觀點 

101  

政大東亞 邱韋智 多層次策略互動：「中央－地方－抗爭

者」視角下的群體性事件 

101  



 

116 

 

附錄四-1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指導學生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指導學生論文 

 

附錄四-1-5：李英明教師指導論文明細  

所名 姓名 論文名稱 畢業 

時間 

共同 

指導 

政大東亞 陳昱豪 馬克思的危機理論 99  

政大東亞 林柏勛 中國電影的後現代性，以張元、婁燁為例 98  

政大東亞 王振諭 上海消費社會之國家話語權力分析（ 98  

政大國發 黃德源 中共「軟實力」戰略之根基及其建構 98 蕭全政 

淡江大陸 陳盈如 中梵修和之橋樑：香港與澳門天主教會 97  

政大東亞 張宇韶 理性、制度與結構：胡錦濤對台政策的新

制度主義分析 

97  

政大國發 王宗安 中國大陸環保非政府組織的角色與功能 97  

政大國發 紀光陽 情報決策象限理論之建構與個案分析－

孫子兵法情報概念的反思 

97 宋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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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1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指導學生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指導學生論文 

 

附錄四-1-6：耿曙教師指導論文明細  

所名 姓名 論文名稱 畢業 

時間 

共同 

指導 

政大東亞 梁廣榮 獨在異鄉為異客：中國大陸台、港商

身份認同的比較研究 

98  

政大國安專 張詠真 大陸台商生活層面的當地化：以廣東

及上海為例 

97  

政大陸研英

語學程 

詹偉伶 How a Man Reshapes the Image of a 

Country?: Analysis of President Ma’s 

Image among Shang Hai City from the 

Soft Power Perspective 

97  

政大國安專 楊凌竹 新勞動合同法對台商影響以及台商因

應之道 

97  

政大陸研英

語學程 

柯愛蓮 China’s energy security: the impact on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97  

佛光公務 馮貴聲 開放大陸人民來台觀光政策評估 97  

銘傳國發 陳志榮 中共菁英政治制度化與權力轉移之研

究 

97 樊中原 

銘傳國發 陳曉玲 其實我們沒有不同－大陸與外籍配偶

子女自我認知與學校適應之差異 

97 樊中原 

政大陸研英

語學程 

趙毓青 挣來的女性自主 97  

政大東亞 陳威仰 上海移民文化下的多元認同：以台商

「抱團群聚」為例 

97  

政大台研英

語學程 

艾頓 移民社會的國家認同形態: 與台灣的

比較研究 

97  

政大陸研英

語學程 

李敏菁 台商生活在地化之個案研究-以廣州

市為例 

97  

政大陸研英

語學程 

Joe, 

Landgreb

e 

The dragon's leap: China wielding its 

soft power in the strait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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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陸研英

語學程 

白安潔 Cultural power in the space of political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China's 

cultural import into lithuania 

97  

政大台研英

語學程 

白亞芬 中國對臺策略﹕柔性攻勢 97  

政大國安專 王正韜 中共對台統一戰略—從中共國家安全

戰略角度研究 

97  

政大陸研英

語學程 

洪儷珊 政府大陸政策之主導因素分析：「國

家中心」與「社會中心」的論證研究 

97  

政大東亞 詹為元 經濟帶動的參與：中國城市社區的政

治參與 

97 陳陸輝 

政大東亞 蘇祐磊 落地生根或落葉歸根：族群接觸與上

海台商子女身份認同之關係 

97  

政大東亞 廖筱縈 上海白領青年消費前衛之社區參與研

究：城市青年與農村青年比較 

97  

政大東亞 蔣逸青 群際接觸對登陸台灣人當地化之影

響：以東莞及上海為例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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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1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指導學生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指導學生論文 

 

附錄四-1-7：關向光教師指導論文明細  

所名 姓名 論文名稱 畢業 

時間 

共同 

指導 

政大東亞 文玫今 文革後中國電影中的女性形象---以彭

小蓮、胡玫、李少紅的電影為例 

101  

政大東亞 陳進傑 李大釗其人思想與政治運動之研究 101  

政大東亞 劉至剛 胡風事件的再思考 100  

政大東亞 林敬棚 論當代中國大陸網路文學 100  

政大東亞 黃淑嫆 毛澤東形象之建構 99  

政大東亞 黃宇松 
中共軍事路線的轉變─黨內鬥爭所扮演

之角色（1949-1976） 
99 

 

政大東亞 沈伶鎂 解放與規訓：中共與性別話語建構

（1921-1949） 

98  

政大東亞 王瑞婷 大躍進時期的中蘇關係 98  

政大東亞 陳志杰 毛澤東與劉少奇關係研究 1949～1954 98  

政大東亞 劉兆崑 「高山低頭，河水讓路」—大躍進時期

革命語言之研究 

98  

政大東亞 曾俊傑 顧準研究－一個中共黨內知識分子的

思想歷程 

97  

政大東亞 黃忠信 林彪的歷史形象─戰神、叛徒、騎虎者   

政大國安專 房彼得 江澤民時期中共軍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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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2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參與行政服務表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參與行政服務表 

 

姓名 學年 所級 院級 校級 

寇健文 

97 碩班導師   

98 碩班導師 行管碩執行長  

99 碩班導師 行管碩執行長  

100 東亞所所長 院務會議代表 

院教評會委員 

行政會議代表 

101 東亞所所長 院務會議代表 

院教評會委員 

行政會議代表 

魏 艾 

97 博班導師 兩岸政經中心研究主任  

98 博班導師 兩岸政經中心研究主任 校教務會議代表 

99 博班導師 兩岸政經中心研究主任 

院教評會委員 

 

100 博班導師 兩岸政經中心研究主任 校教務會議代表 

101 博班導師 兩岸政經中心研究主任 

院務會議代表 

 

邱坤玄 

97 東亞所所長 院務會議代表 行政會議代表 

校務會議代表 

經費稽核會委員 

98 東亞所所長 院務會議代表 

院教評會委員 

行政會議代表 

校務會議代表 

99 東亞所所長 國安專班執行長 

院務會議代表 

院教評會委員 

行政會議代表 

校務會議代表 

100 碩班導師 國安專班執行長 

院課程委員會委員 

校務會議代表 

程序與法規會委員 

101 碩班導師  校務會議代表 

王信賢 
100 碩班導師 院務會議代表  

101 碩班導師  校教務會議代表 

童涵浦 
100 碩班導師   

101 碩班導師   

鍾延麟 101 碩班導師   

李英明 
97 碩班導師 國務院院長 校務會議代表 

行政會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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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碩班導師   

99 碩班導師   

耿曙 
97 碩班導師 院務會議代表 

院教評會委員 

 

關向光 

97 碩班導師  校教務會議代表 

98 碩班導師 院務會議代表  

99 碩班導師 院務會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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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3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研究生近年擔任校內 CA/TA 一覽表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研究生近年擔任校內 CA/TA 一覽表 

姓名 級別 課程名稱 職稱 時間 授課教師 

張廖年仲 博士 電影與國際關係(通識) TA 971 蔡增家 

鍾詠翔 博士 電影與國際關係(通識) TA 982~1012 蔡增家 

鄭文翔 博士 電影與國際關係(通識) TA 972、981、

982、991、

992、

1011、1012 

蔡增家 

曾于蓁 博士 電影與國際關係(通識) TA 981~1012 蔡增家 

黃意植 博士 電影與國際關係(通識) TA 981、982 蔡增家 

詹為元 博士 電影與國際關係(通識) TA 1011~1012 蔡增家 

龔祥生 博士 中國大陸研究(外交系必修) TA 1001、1002 邱坤玄 

褚填正 博士 中國大陸研究(外交系必修) TA 1001 邱坤玄 

林彥榕 博士 中國大陸研究(外交系必修) TA 1001、1002 邱坤玄 

王瑞婷 博士 中國大陸研究(外交系必修) TA 1002 邱坤玄 

王瑞婷 博士 中國大陸研究(社科核心通識) TA 1012 吳德美 

黃羽汶 碩士 地球的奧祕(通識) CA 992、

1001、

1002、1011 

陳文山 

張子苓 碩士 大陸經濟與兩岸關係(通識) CA 1001、

1002、1011 

魏艾 

邱韋智      

吳柏諺      

曾占旭      

顏佑樺      

楊棟賢      

蔡孟達 碩士 電影與國際關係(通識) TA 971、972 蔡增家 

王琳粢 碩士 電影與國際關係(通識) TA 971、972 蔡增家 

王振諭 碩士 電影與國際關係(通識) TA 971、972 蔡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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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1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務會議簡則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務會議簡則 

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十四日所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所「所務會議」由本所全體專任教師組成。 

第二條 本所「所務會議」原則上每月召開會議一次；但每學期至少須召開所務

會議兩次；如有必要並得召開臨時所務會。 

第三條 「所務會議」由所召集並擔任主席；所長因故不克召集時，得由三分之

一以上專任教師之連署召集之，並由出席教師互選一人為主席。 

第四條 所務會議討論並議決左列事項： 

一  所長繼任人選之推薦。 

二  教師之聘請。 

三  課程表之修訂。 

四  本所發展之方向。 

五  本所體制之變更。 

六  其他有關重要事項。 

第五條 本所「擴大所務會議」由本所全體專、兼任教師及博、碩士班研究生代

表組成。 

第六條 本所「擴大所務會議」原則上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但每學年至少須召

開會議一次。 

第七條 本所「擴大所務會議」由所長召集並擔任主席；如所長因故不克召集，

得由全體專、兼任教師五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召集之，並互推教師一人為

主席。 

第八條 「擴大所務會議」討論並建議左列事項： 

一  本所發展之方向。 

二  本所體制之變更。 

三  其他有關之重要事項。 

第九條 本簡則由本所所務會議通過並經本校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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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2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92 年 3 月 7 日所務會議通過 

92 年 6 月 3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1 日第 1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3 日第 50 次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國立政治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十四條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所教評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  教師之聘任資格、職級、聘期。 

二  教師之升等、改聘。 

三  教師之解聘、停聘、不續聘。 

四  延長服務、資遣原因之認定。 

五  名譽教授之敦聘。 

六  其他依法令應予審議之事項。 

所教評會通過前項之初審，應送院教評會複審。 
本所教師聘任、升等評審要點另定之。 

第三條  所教評會委員不得少於五人，委員區分為當然委員與推選委員。所長為

當然委員，推選委員由本所全體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產生，必要時

得由所外教師或研究人員擔任。 

所長擔任召集人，但因迴避或低階高審不得擔任時，由委員互推一人擔

任召集人。 

所教評會委員之人數、資格條件、任期、產生方式、出缺遞補、解職、

候補委員等，由所務會議訂定。 

所教評會審議升等案件時不得低階高審，低階者就升等個案不得參與表

決。 

審議升等案若具資格委員人數不足五人時，其不足名額，應由所教評會

遴薦相關領域具資格者加倍人數，簽請院長擇聘補足之。 

第四條  所教評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所教評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得開會；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方得決議，如有應行迴避情事者，於決議時不計入該案

件之出席人數，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有關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之審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並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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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所教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 

委員無故連續二次未出席會議，或於一年內無故不出席會議之次數達應

出席次數之三分之一時，視同放棄委員資格。 

第六條  所教評會委員審議案件時，如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

或三親等內之姻親為當事人，委員應迴避。如有其他利害關係應主動

迴避而未自行迴避者，得經所教評會決議令其迴避。 

所教評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項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

所教評會申請迴避。 

有具體事實足認所教評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所

教評會申請該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第二、三項之迴避申請，由所教評會決議之。 

第七條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並報請院教評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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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3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98年05月13日所務會議通過 

98年10月16日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規劃本所課程相關事宜，

設置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九至十一人，全體專任教師為當然委員，另由所務會議

遴聘校內外學者專家、校友代表各一人及學生代表二人組成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所長擔任召集人。所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

主席。  

第四條 本委員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學年以集會一次為原則，必要得臨時召集之。 

第六條 本委員會負責規劃本所課程相關事宜。  

一  必修科目之研議審訂 

二  專業必修（群）科目之研議審訂 

三  課程改進之研究 

本委員會因重要或特定事項或議案，應邀請有關人士列席會議。  

第七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院務會議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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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4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訂閱期刊、資料庫一覽表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訂閱期刊、資料庫一覽表 

(註：置於本校圖書館) 

編

號 
刊名 

可使用版本

(P：紙本、

E：電子) 

電子期刊所在系統及收錄

年限 

國內中文期刊 

1 全球防衛雜誌  P   

2 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  P   

3 中共硏究 P  

4 中國地方自治 P+E  

大陸期刊  

5 三联生活周刊 生活.讀書 P  

6 中囯文化遗产 P+E 中國期刊全文(2004- ) 

7 日本學刊 P+E 中國期刊全文(1985-) 

8 
未來與發展 P+E 中國期刊全文

(1994- );CEPS(2007- ) 

9 
每周經濟觀察行業視點 P+E 中國期刊全文(1980-); 

CEPS(2007.04-) 

1

0 

每週经济观察 P  

1

1 

亞洲週刊 P  

1

2 

新世纪周刊 P+E 中國期刊全文(2007-2009) 

1

3 

新周刊 P  

1

4 

新維月刊 P  

1

5 

漢和防務評論 P  

1 瞭望东方周刊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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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文期刊  

1

7 
時局 P   

西文期刊 

1

8 

Alternatives : global local political P+E PAO(1975-1995); 

ProQuest(2008.01-); EBSCO 

Host(1998.01-6 months 

delay); PAO(1975-2000); 

SAGE(2005-) 

1

9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P+E EBSCO Host(2001.02-12 

months delay); EBSCO 

EJS(1997-); 

Informaworld(1997-) 

2

0 

China report = Chung-kuo t‘ung hsün P+E EBSCO EJS(2011-); 

SAGE(1965-) 

2

1 

Economic geography P+E EBSCO Host(2007.01-12 

months delay); EBSCO 

EJS(2002-2006); 

JSTOR(1925.03-2006.10); 

ProQuest(1994.01-2008.10)

; Wiley Online 

Library(1997-) 

2

2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P  

2

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 J-Stage(1957-2008); 

SAGE(1960.04-); 

SwetsWise(2002-2009) 

2

4 

Millennium P  

2

5 

Modern age P+E PAO(1957-2000); EBSCO 

Host(1996.09-); 

ProQuest(1998.04-2006.01) 

2

6 

Review of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law 

P+E EBSCO Host(2002.01-12 

months 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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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South East Asia monitor P  

2

8 

South Korea business forecast report P  

2

9 

The Hong Kong business forecast report P EBSCO Host(2008.03-) 

3

0 

World heritage review P  

電子期刊 

3

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E Informaworld(1997-); 

EBSCO Host(1996.07-12 

months delay); EBSCO 

EJS(1997-); 

ProQuest(1997.11- 

2000.11) 

3

2 

Socio-economic review E Oxford Journals(2003-) 

資料庫 

1 人民日報線上版資料庫-2 人同時上線   

2 ProQuest (CCT) --ARL  (partial: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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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5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圖書室期刊一覽表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圖書室期刊 

(註：置於本所圖書室) 

1. 東亞研究 

2. 展望與探索 

3. 問題與研究 

4. 中國大陸研究 

5. 政治學報 

6. 中共研究 

7. 政治科學論叢 

8. 大陸工作簡報 

9. 國際新聞界 

10. 港澳 

11.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年報 

12. 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 

13. 中華發展基金年報 

14. 工業 

15. 北韓的經濟改革動向 

16.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17.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報 

18. 遠景基金會季刊 

19. 亞太經濟合作評論 

20. 亞太研究論壇 

21. 國防雜誌 

22. 合作經濟 

23. 復興崗學報 

24. 大陸情勢 

25. 全球政治評論 

 

26. 歐亞研究通訊 

27.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28. 報和平 

29. 開放雜誌 

30. 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31. 教育與心理研究 

32. 海峽兩岸：民主社會主義通訊 

33. 知識通訊評論 

34. 蒙藏現況雙月報 

35. 國防譯粹 

36. 國防雜誌 

37. 原教界：原住民族教育情報誌 

38. 僑聲 

39. 高校簡訊 

40. 文山 people 

41. Korea Foundation 

42. Korea Focus 

43.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4.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45. Maryland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46. Kore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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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6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儀器設備表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學生使用儀器設備表 

儀器及設備 數量 購置年份 使用情形 

電話傳真機 1 8705 使用情形良好 

投影機 1 9109 使用情形良好 

投影機 1 9503 使用情形良好 

音響設備 1 9503 使用情形良好 

銀幕 1 9506 使用情形良好 

投影機 1 9506 使用情形良好 

個人電腦（桌上型） 1 9508 使用情形良好 

印表機 2 9510 使用情形良好 

圖形掃描器 1 9510 使用情形良好 

數位相機 1 9610 使用情形良好 

投影機 1 9611 使用情形良好 

綜合擴大機 1 9611 使用情形良好 

銀幕 1 9611 使用情形良好 

電視機 1 9611 使用情形良好 

桌（270813） 1 9707 使用情形良好 

個人電腦（攜帶型） 1 9709 使用情形良好 

個人電腦（桌上型） 2 9709 使用情形良好 

影印機 1 9805 使用情形良好 

個人電腦（攜帶型） 1 9807 使用情形良好 

個人電腦（桌上型） 4 9807 使用情形良好 

印表機 1 9807 使用情形良好 

桌（270812） 12 9909 使用情形良好 

椅凳（270812） 25 9909 使用情形良好 

收錄音機 1 9910 使用情形良好 

伺服器 1 10009 使用情形良好 

個人電腦（攜帶型） 1 10109 使用情形良好 

椅凳（270813） 20 10109 使用情形良好 

照相機 1 10110 使用情形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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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7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空間位置及聯絡電話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空間位置及聯絡電話 

空間名稱 電話 空間位置 

教 師 研 究 室 

所長辦公室 86615137/公分機 50800 綜合院館北棟 8 樓 270803 

寇健文教授研究室 公分機 50744 綜合院館南棟 7 樓 270744 

邱坤玄教授研究室 公分機 50803 綜合院館北棟 8 樓 270801 

魏 艾教授研究室 公分機 50815 綜合院館北棟 8 樓 270815 

王信賢教授研究室 公分機 50803 綜合院館北棟 8 樓 270802 

童涵浦教授研究室 

公分機 51302（101.2 離

職） 
綜合院館北棟 13 樓 271302 

鍾延麟教授研究室 
公分機 51302（101.2 起

聘） 
綜合院館北棟 13 樓 271302 

行 政 部 門 

東亞所辦公室 

86615137/公分機 50801/ 

2 
綜合院館北棟 8 樓 270804 

東亞所會議室  綜合院館北棟 8 樓 270804 

東亞所研討室  綜合院館北棟 8 樓 270812 

東亞所圖書室  綜合院館北棟 8 樓 270813 

東亞所電腦室  綜合院館北棟 8 樓 270814 

東亞研究編輯室  綜合院館北棟 8 樓 27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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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8  東亞研究所電腦室使用規則 

東亞研究所電腦室使用規則 

92.9.17 

第一條  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非上班時間不開放。 

第二條  電腦設備若有損壞，請隨時登記簿中詳實紀錄。 

第三條  本電腦室電腦裝有還原卡，請勿任意更動，個人檔案請自行

保存。 

第四條  本電腦室為本所師生共同使用，請尊重他人使用權益。請勿

亂丟垃圾，請勿播放音樂，請勿長期佔用座位影響他人使

用。 

第五條  違規使用電腦者，停權二週。 

第六條  本規則經所長核准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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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9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圖書室管理辦法 

政治大學東亞所圖書室管理辦法 

94.9.9所所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凡本所學生均得使用圖書室。圖書室開放使用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8：30-17：00。若其他時段需要使用，請事先與本所所辦洽商。 

第二條 圖書室之使用採自由出入開放式管理，管理相關事項由所辦負責

處理。 

第三條 圖書室圖書資料及各項設備，不得任意污損破壞及擅自攜出。 

第四條  本所學生均可於開館時間內至所辦辦理借書，借期八週。借出圖

書如遇整理清點及學期結束時，本所得通知收回。 

第五條 學生畢業、休學或轉學時，應於離校前歸還所借圖書，否則不予

辦理離校手續。 

第六條  學生所借圖書應於規定期限內歸還，如借書逾期次數超過二次，

將停止借書至歸還圖書為止。 

第七條  借書人對所借之圖書應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或損壞，應負賠償之

責。 

第八條 為提供本所學生良好的上課與學習環境，特將本所圖書室安排為

研討課課程上課地點，其餘非上課時間可作為學生自習的場所。 

第九條 使用圖書室須知： 

一  應維持肅靜與整潔。 

二  禁吸煙、臥睡、喧嘩、以物品佔位及影響其他使用者權益之

行為。 

三  應妥善使用相關設施，或有損壞或遺失，應負賠償責任。 

四  嚴禁在圖書室過夜。 

五  每日開放使用時間結束時，應將個人物品攜離。 

六  如有個人物品佔位遭清除，本所概不負責。 

七  違反以上規定經規勸無效者，得禁止其使用圖書室。 

第十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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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俄羅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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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97-101 年俄羅斯研究所專任教師專業表現 

 

洪美蘭老師 

A. 期刊論文  

1. 洪美蘭, 2012.07, "中國大陸與俄羅斯貿易關係之發展、轉變與其意涵(The 

Development, Transition and Meaning of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Russia)," 遠景基金會季刊, Vol.13, No.3, pp.1-48.(TSSCI)  

2. 洪美蘭, 2012.04, "普欽主義下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及其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

(續)(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ssia under Putinism and its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 Asia-Pacific area-II)," APEC 通訊, Vol.0, No.151, pp.7-9.  

3. 洪美蘭, 2012.03, "普欽主義下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及其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ssia under Putinism and its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 Asia-Pacific area-I)," APEC 通訊, Vol.0, No.150, pp.9-10.  

4. 洪美蘭, 2011.02, "烏克蘭市場探微(The analysis of Ukrainian market)," 國際商

情雙週刊, Vol.0, No.311, pp.42-45.  

5. 洪美蘭, 2008.09, "從轉型政策效應論獨協國家之顏色革命(A study on the color 

revolution in the CIS from the effects of transition policies)," 東吳政治學報, 

Vol.26, No.3, pp.149-196.(TSSCI)  

6. 洪美蘭, 2007.07, "「從俄羅斯與歐洲國家經貿關係論俄國對外政策之現實性」

(The realism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 analysis on Russian economic-trade 

relations with European countries)," 國際關係學報，台北, Vol.0, No.24, 

pp.145-156.  

7. 洪美蘭, 2007.02, "Gospodarka Tajwanu wobec wyzwan globalizacji (The Economy 

of Taiwan and its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Studia i Materiały, Vol.0, No.6, 

pp.98-103.  

B. 會議論文 

1. 洪美蘭, 2012.10, "歐盟對中國和俄羅斯之互動比較：以高峰會為例," 海峽兩岸

歐洲研究「歐洲轉型與世界格局」研討會.  

2. 洪美蘭, 2012.10, "歐債危機對兩岸的影響," 海峽兩岸歐洲研究「歐洲轉型與世

界格局」研討會.  

3. 洪美蘭, 2012.10, "歐盟與俄羅斯的能源貿易問題：以跨國天然氣管為例," 2012

第 6 次台灣歐盟論壇-「歐盟東擴後的能源策略：以跨國天然氣管為例」, 臺

灣歐洲聯盟中心、政治大學歐洲聯盟莫內教學模組計畫、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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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in’s Presidency," 俄羅斯的國家治理與民主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政治

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14. 魏百谷, 2008.05, "新總統梅德韋傑夫的經濟主張," 「最近的杜馬與總統選舉之

後的俄羅斯」國際學術研討會, 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15. 魏百谷;Viktor Kiktenko, 2007.11, "台灣與烏克蘭關係：兩造觀點彙述," 2007 學

術研討會「台灣民主的實踐：責任、制度與行為」, 台灣政治學會.  

16. 魏百谷, 2007.10, "葉爾辛「休克療法」經改之評析," 「俄羅斯葉爾辛政績總評」

研討會, 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  

17. 魏百谷, 2007.05, "獨立國協國家「數位人權」問題," 「獨立國協國家民主發展

的挑戰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18. 魏百谷, 2007.05, "中國對中亞石油能源戰略與外交," 「中國大陸對非西方世界

石油能源戰略與外交」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19. 魏百谷, 2007.05, "俄羅斯的石油外交," 「當前俄羅斯國內與國外局勢的演變」

學術研討會, 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20. 魏百谷, 2007.01, "東亞研究," 兩岸國際政治研究之回顧與前瞻, 政治大學國

際事務學院, pp.185-189.  

C. 專書篇章  

1. 魏百谷, 2012.01, "俄羅斯經濟外交的內涵與運用," 金磚四國之俄羅斯及歐亞

地區研究, 五南圖書, pp.129-147.  

2. 魏百谷, 2011.05, "加入國際組織的公民投票：以歐盟為中心之探討," 國際社會

公民投票的類型與實踐,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pp.95-116.  

3. 魏百谷, 2011.03, "俄羅斯與東北亞能源安全," 2009 亞太和平觀察, 中央研究

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pp.139-170.  

4. 魏百谷, 2011, "中國能源外交的策略與作為," 台海兩岸關係與中國國際戰略, 

新台灣國策智庫, pp.321-342.  

5. 魏百谷, 2010.04, "波海三國獨立公投之研析," 國際重要公民投票案例解析,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pp.93-114.  

6. 魏百谷, 2008.01, "葉爾辛「休克療法」經改之評析," 俄羅斯葉爾欽總統之政績, 

時英出版社, pp.43-50.  

7. 魏百谷, 2007.09, "石油：俄羅斯的新外交工具," 石油與國際安全, 遠景基金會.  

8. 魏百谷, 2007.09, "俄羅斯的一中政策," 解構「一個中國」：國際脈絡下的政策

解析, 台灣智庫.  

 

http://rustudy.nccu.edu.tw/people/bio.php?PID=53642#personal_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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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97-101 年俄羅斯研究所專任教師專業表現 

王定士老師 

A.期刊論文 

1.王定士，「2012 年俄國總統選舉結果分析」台灣新社會智庫。臺北﹕2012。 

2.王定士，侯明蓉，「2012 年俄國總統選舉結果分析」臺俄經貿第 10 期。臺北﹕

2012。 

3.王定士、胡逄瑛，「蘇後俄羅斯民主化之轉折及其驅動力┘台北﹕2009，東北

亞季刊。冬 

季號。 

4.王定士。「俄羅斯 2007 國家杜馬與 2008 總統選舉之研析」。2008/03，台北﹕

東北 

亞季刊。冬季號。 

B.會議論文 

1.王定士。「中俄能源合作與兩岸互補」。2012，4。中國昆明市政府國際關係研究

所。 

2.Wang, Diing-Shu.  “A comparison of the Philosophy of Hizmet Movement and  
Confucianis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zmet Movement and the Thought 
and Teachings of Fethullah Gülen: Contributions to Multiculturalism and Global 
Peace.  Taipei: 8-9 Dec. 2012. 

3.王定士。「熙勉運動 (Hizmet Movement) 哲學與儒家思想之比較」，臺北：熙勉運

動與 

葛蘭思維﹕對多元文化與全球和平的貢獻。臺北﹕2012,12。 

4.王定士。「從莊子哲學看郎靜山大師的攝影境界」。「郎靜山一二 0 周年國際學術

研討會」。 

14-15 ec. 2012.  中國福建省武夷山市政府。 

5.Wang, Ding-Shu & Hou, Ming-Jung.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 роль Сибири в  
российско-тайваньском культур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Prospects  and Role of Siberia in Russo-Taiwanese Cultural-economic 
Cooperation under the APEC Mechanism) on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The heritage of N.F. Katanov, a Khakass scientist, an expert in Turkic 
and oriental studies, PhD (to the 150th anniversary).”  Russia:The Supreme 
Soviet of the Republic of Khakassia.  16-19 May 2012. 

6.王定士。「歐亞聯盟之前景與侷限之研析」。「獨立國協成立二十週年回顧與前瞻」

座談會議。臺北﹕2011,12,20。 

7.Wang,-Ding-Shu,┌ Russia's Geopolitic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ost-Soviet Eurasia, 1991–2010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ssia and Eurasi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2010.11.13-14。臺北﹕政大俄羅斯研究所。 

8.王定士。┌當前俄羅斯對外政策走向對兩岸關係的戰略意涵」。2010.10.22，臺北。

政大外交系｢國際政治經濟學與金磚四國｣研討會。 

   9.Wang,-Ding-Shu, , “ The Security Implivation of Russo-Georgian War in 2008 
for New CIS States.” Mongolian - Taiwanese Joint Symposium on “Security  
of states other than major powers.” Ulaanbaatar: 2010.06.28-29. 

10.、王定士。┌俄格戰爭對俄羅斯對外政策的戰略意涵」。「後共國家 20 年–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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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轉變」 

學術研討會。臺北﹕政大俄羅斯研究所。2009.11.14。 

11.王定士。「俄羅斯與伊朗的雙邊關係為何？俄羅斯在波斯灣地區的影響力又為

何？」，伊 

朗總統大選後的波斯灣政經情勢。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戰略與國際

安全研究中心。2009.07.29。 

12.王定士。「當前美俄關係對中國的戰略意涵」，「美國新政與兩岸關係研討會」。

上海﹕ 

復旦大學。20090624。 

13.王定士。「當前俄羅斯對外政策方針對中國的戰略意涵」。北京﹕人民大學。

20090620。 

14.王定士。「北韓核子武器試暴俄羅斯的反應」,「俄羅斯對北韓第二次核試的

反應」。臺 

北﹕政大印度研究中心 2009.06.04。 

15.Wang,-Ding-Shu, 「 The Orientation of Russia’s Foreign Policy Line under 

Medvedev’s New Leadership」，「俄羅斯國家治理與民主鞏固研討會」。2008/11。

臺北﹕     政大俄羅斯研究所。 

16.王定士。「台俄關係回顧與前瞻」，慶祝駐俄羅斯代表處成立 15 週年研討會。

臺北﹕台 

俄協會。2008.10.31。 

17.王定士。「俄羅斯與印度的戰略」，戰略與國際安全研討會。政大中東研究

中心。 

2008.05.13。 

18.王定士。「俄羅斯大選對臺灣的意義」。民主基金會。2008.03.10。 

C.專書 

1.王定士。「客家源流之研究﹕客家放群與西伯利亞-中亞地區民族族群發展史之

比較分 

析」(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Hakk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thnic histories 

between Hakka and peoples in Siberian –Central Asian areas.)。2010年12月。臺

北﹕客家委員會99年度獎助計畫成果報告。 

2、Wang,-Ding-Shu, “ The Security Implivation of Russo-Georgian War in 2008 for 

New CIS States.” Proceedings of Mongolian - Taiwanese Joint Symposium on 
“Security of states other than major powers.” Taipei:2010. 

 

 

D. 研究報告 

1、王定士。「日俄北方四島爭議之研析」。台北：2010.11.15。 

2、王定士。「近期中亞水資源衝突再度升高之研析」。台北：2009.09.07。 

3、王定士。「中亞水資源衝突之研析」。台北：2009.10.23。 

4、王定士。「俄羅斯未來的定位之研析」。台北：2009.07.01。 

5、王定士。「俄羅斯與喬治亞戰爭之研析」。台北：2009.05.20。 

6、王定士。「中亞地區區域情勢之研析」。台北：2009.02.09。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ContentPlaceHolderTopCenter$GridView1$ctl04$HyperLink1$btn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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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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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012 年學生交流訪日團行程 

2012年學生交流訪日團行程 

  日程 禮物 備註 

12/8 

（四） 

08:00 松山機場集合   

出發 JAL30 松山 09:45 →羽田 13:30   

 
14:30

～ 
前往飯店   

 15:30 飯店入住 16:00 出發   

 

16:20

～

17:20 

參觀天空樹  Pearl Hotel 兩國 

 
18:00

～ 

日本交流協會東京本部總務部龜井

部長主辦歡迎餐會 
  

12/9 

（五） 

早餐 飯店  正裝 

09:30

～

11:00 

參觀江戸東京博物館   

 

12:30

～

13:30 

午餐霞 GARDEN （憲政紀念館内）   

 

13:30

～

14:30 

參觀憲政紀念館（結束後徒歩前往

參議院會館） 
  

 

15:00

～

16:00 

日華議員懇談會 座談會（參議院

會館 B1 104室） 
○  

 

17:00

～

18:10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座談會 ○  

 
18:30

～ 

與「日台學生會議」之懇親會 (大

江戸個室居酒屋江戸一） 
 Pearl Hotel 兩國 

12/10 

（六） 

07:00

～

09:00 

飯店早餐後出發（搭乘巴士）前往

群馬縣 
  

11:00 與寄宿家庭會面（Hotel JR 高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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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群馬縣觀光國際協會、

高崎市商工觀光部觀光課等相關人

員） 

 
群馬 Hotel JR 

高崎 

（隨行

者4名） 
    

12/11 

（日） 

11:50

～ 
Hotel JR 高崎集合   

12:00

～

13:15 

與寄宿家庭共進午餐   

 

13:30

～

14:00 

前往達磨故鄉‧大門屋   

 

14:00

～

14:45 

於大門屋體驗達磨彩繪   

 

14:45

～

15:30 

大門屋→富岡製絲廠   

 

15:30

～

16:30 

參觀富岡製絲廠（富岡市世界遺產

街道營造部上原茂文觀光課長致

詞） 

  

 

16:30

～

19:00 

車内觀賞榛名湖雷射燈光秀→伊香

保温泉 
 群馬縣 Hotel轟 

 

19:30

～

20:30 

旅館内晚餐  旅館＋温泉體驗

（社團法人伊香保温泉觀光協會大

森隆博會長致詞） 

  

12/12 

（一） 

早餐 旅館内早餐  正裝 

09:00

～ 
搭乘巴士前往東京   

 

11:30

～

12:30 

午餐（葡萄之木）   

 13:00 研究開發戰略中心 岡山純子專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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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家講義 

 
16:00

～ 

飯店（京急 EX INN 品川站前）入

住後、自由活動 
  

12/13 

（二） 

早餐 飯店  正裝 

08:37

～

10:13 

品川站→名古屋站（新幹線NOZOMI 

17號）、抵達後搭乘租用巴士 
  

 

11:00

～

11:45 

午餐   

 

12:00

～

13:00 

前往名古屋大學   

 
13:00

～ 

名古屋大學學術交流會（8名發表）  

西原和久教授 
○ 

Daiwa Roynet 

Hotel 名古屋 

 

19:00

～

21:00 

名古屋大學内與學術交流會參加者

之懇親會 
  

12/14 

（三） 

早餐 飯店  正装 

08:35

～

09:11 

名古屋→京都（新幹線 NOZOMI 7

號）抵達後搭乘租用巴士 
  

 

10:00

～

11:00 

金閤寺   

 

11:30

～

12:30 

午餐（樓蘭)    

 

13:00

～

14:30 

立命館大學 參觀國際和平博物館   

 

15:00

～

16:00 

國際和平博物館 高杉巴彦館長講

義（和平講義) 
○  

 17:00 飯店（京都東急飯店）入住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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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活動 

12/15 

（四） 

早餐 
飯店（早餐後搭乘計程車前往立命

館大學） 
 正裝 

10:00

～ 

立命館大學學術交流會（12名發表）

中戸祐夫教授 
○  

 

12:00

～

12:50 

大學食堂午餐   

 
13:00

～ 
學術交流   

     

 晩餐 
與學術交流會參加者之懇親會（立

命館大學内） 
 京都東急 Hotel 

12/16 

（五） 

早餐 飯店   

10:00

～

12:00 

兩足院座禪體驗、精進料理（約2

小時） 
  

 

13:00

～

16:00 

和服穿著體驗 清水寺散歩   

 
17:00

～ 
心齋橋筋商店街自由活動  

日航關西機場飯

店 

 
18:30

～ 

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主辦歡

送餐會 結束後→日航関西機場飯

店 

○  

12/17 

（六） 

 
JAL813  關西機場  09:15→桃園 

11:30 
  

    

鳴海小姐 090-3247-1651   渥美小姐 090-3247-1652 

 

2012 年度 臺灣研究生訪日團 11 月 26 日（一）～12 月 4 日（二） 

11/26

（一） 
08:00 

台北松山機場集合  JL30  09:45 松山

機場出發 
 正裝 

 13:30 抵達東京羽田機場   

 15:15～

17:00 
拜會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座談會 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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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

18:00 
飯店入住  

京急 EX 

Inn 品川 

 18:30～

20:30 

日本交流協會東京本部總務部長主辦歡

迎會＠炙場惣家 
  

11/27

（二） 
早餐 飯店  便裝 

 09:40～

09:50 
參觀東京大學本鄉校區   

 10:00～

11:30 

【演講】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松田

康博教授   
禮物  

 12:00～

13:00 
午餐＠自然食自助餐大地之禮 

    

 13:30～

15:30 
江戸東京博物館分 2 組參觀 

    

 16:00～

17:30 
參觀淺草寺 

    

 18:00～ 參觀「天空樹(Sky Tree)展望台」解散後

自由活動（晚餐各自） 

  京急 EX 

Inn 品川 

11/28

（三） 
早餐 飯店(大行李寄送京都）   便裝 

 09:30～

11:30 

【演講】科學技術研究機構岡山純子專

門家 
禮物  

 11:45～

12:30 
午餐＠Green Palace Jardin    

 13:30～

18:00 

東京大學（駒場校區）學術交流會（川

島真教授）【7 名發表】 
禮物  

 18:30～

20:00 

學生交流餐會（東京大學校内）結束後

自由解散 
  

京急 EX 

Inn 品川 

11/29

（四） 
早餐 飯店   正裝 

 10:00～

11:30 
【演講】經產省產業構造課簡報 禮物   

 11:50～

12:40 

經產省→前往神奈川縣、巴士上用餐（便

當） 

    

 13:15～

13:30 
拜會神奈川大學中島校長 

禮物   



 

153 

 13:30～

17:15 

神奈川大學學術交流會（佐橋亮教授) 

【6 名發表】 
禮物 

  

 17:15～

18:40 
學生交流餐會（神奈川大學校内）   

  

   新橫濱 19:29 出發 →京都 21:28 抵達

→大津站 新幹線 NOZOMI 121 號 

    

 

  抵達大津飯店入住   

Hotel 

Tetora 大

津 

11/30

（五） 
早餐 飯店   便裝 

 09:30 ～

11:00 
參觀國際和平紀念館    

 11:30 ～

12:30 
午餐＠嵐山琥珀堂    

 12:30 ～

13:45 
渡月橋附近漫步    

 14:40 ～

19:30 

立命館大學學術交流會（本名純教授、

足立研幾教授）【6 名發表】 
禮物  

 
19:30 ～

21:00 
學生交流餐會（立命館大學校内）   

Hotel 

Tetora 大

津 

12/1

（六） 
早餐 飯店   便裝 

 08:00 ～

08:15 
飯店出發→抵達大津港 

    

 08:30 ～

09:00 
周遊琵琶湖（乘船 Megumi 號） 

    

 10:00 ～

11:40 
MIHO 美術館（由臺灣人學員介紹） 

    

 12:00 ～

13:00 
午餐＠信樂陶藝村國道店 

    

 

13:40～ 入村儀式與寄宿家庭會面 

禮物

（各

自） 

  

 下午 滋賀縣日野町農家民宿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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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日） 
上午 寄宿家庭   便裝 

 12:00～

13:00 
與各家庭共進午餐→日野町役場集合 

    

 13:15～

15:00 
前往京都 

    

 15:00～

17:30 

【文化體驗】和服穿著體驗【世界遺産】

清水寺漫步 

    

 18:00～

18:45 
更衣後晚餐@清水五條坂（湯葉料理）     

 19:00～ 
京都町屋體驗（分 4 棟住宿）自由活動   

京都・町

家泊 

12/3

（一） 

08:30～

09:30 
各町屋早餐   便裝 

 10:30～

13:30 

【世界遺産】妙心寺退蔵院坐禪・精進

料理體驗・觀賞庭園（約 3 小時） 

    

 14:00～

15:00 
【世界文化遺産】參觀龍安寺 

    

 15:30～

17:00 
丸益西村屋友禪染體驗 

    

 17:30～

18:30 
前往大阪 

    

 19:00～

20:30 

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主辦歡送餐

會＠大東洋 

    

 21:00～ 
晚餐後前往關西機場日航飯店入住 

  Hotel日航

関西 

12/4

（二） 

  JL813  關西機場 09:10 出發 → 

11:05 抵達桃園機場 

    

土田小姐：090-3247-1652   

京急 EX Inn 品川： 〒108－0074 東京都港区高輪 3－13－3 

TEL.03-5798-3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