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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際事務學院簡介 

 
依據本校中長期（民國八十一年至九十年） 發展計畫，本校之教育目標有七項，其中第

二項 為：「整合國際事務之研究，為我國培養國際事 務專才，以因應我國『自由化』發展

之需求，突 破外在環境之限制，提升發展之層次，在國際化 之過程中提升我國之地位。」

為達此一目標，本 校於民國八十二年正式報請教育部同意增設國際 事務學院。 
本院目前包含一系（外交學系）、二研究所（東亞研究所與俄羅斯研究所）、二碩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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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三學程（日

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日本研究博士學位學程）。由於未來將

可能繼續增設多項區域研究所，「一系多所」之特色將更 為顯著。未來本院將依中長期發展

計畫並配合國 家發展需要朝下列目標邁進： 
1.逐步成立中東、北美、歐洲、 非洲、南亞、 拉丁美洲等研究所或研究學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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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延攬國際知名學者至本院擔任客座教授，並出版高水準學術性期刊及專書。 

 

  

 

 

 

 

 

 

 

         

 

 

 
 
 

 

國際事務學院課程領域架構圖 

國際公共事務 兩岸公共事務 區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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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東亞研究所簡介 
 

一、 簡介 
 

（一） 歷史沿革 
1967 年 2 月 14 日，先總統 蔣公召見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本校國關中

心前身）吳俊才主任，面示該所與國立政治大學合作籌辦本所，目的在於培養反共

思想鬥爭的人才。1968 年秋，本所碩士班正式招生開課，成為全台第一個專門研究

中國大陸的研究所，並由吳俊才主任兼任本所第一任所長。本所於 1984 年成立博士

班，開始培養研究中國大陸的高階人才。隨著時代變遷，本所逐漸轉型為學術研究

單位。2001 年 8 月起，本所與外交系、俄羅斯研究所共同隸屬於政治大學國際事務

學院。 
 

（二） 發展特色 
本所所名指涉的「東亞」一詞，乃是中國大陸及其相鄰地區。故本所教學研究

的範圍，係以中國大陸為主，再適度涵蓋其他周邊區域。在創所之初，本所發展以

培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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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大陸局勢與兩岸關係的演變，本

所發展方向與研究重點也從早期的「匪情研究」轉變到今日的「中國與東亞區域研

究」。 
本所累積半世紀研究中國大陸的基礎，實為想駕馭「中國崛起」歷史巨浪的學

子們的最佳學習園地。為因應國際中國研究學界的轉變，現階段本所更加強調社會

科學的訓練，結合多元的議題與研究途徑，並以實地田野調查等不同方法理解中國

大陸與東亞區域，以期培育具備專業分析能力和國際視野的「中國與東亞區域研究」

暨「兩岸與東亞區域公共事務」人才。 
 

（三） 教育目標 
1. 結合全校相關系所的師資與研究，累積中國與東亞區域研究的能量。 
2. 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連結國際學術社群。 
3. 超越區域研究的格局，挑戰既有的研究典範。 
4. 以中國大陸與東亞區域研究為主體，兼納相關的社會科學知識。 
5. 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的中國大陸與東亞區域事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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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核心能力 

 
【碩士班】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核心

能力

權重 
學生基本能力指標 

本所立基於歷史傳

統，結合西方社會科

學理論，培育具備專

業分析能力以及國

際視野的「中國及亞

太區域研究」人才，

以下達下列教育目

標： 

(1) 培養國內「中國

與亞太區域研究」之

政策人才 

(2) 瞭解國內「中國

與亞太區域研究」之

理論發展脈絡 

(3) 探索具有台灣

觀點之「中國與亞太

區域研究」 

具備資料統整

與分析的知能 
30% 

1-1. 培養基礎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之知能 
1-2. 培養選擇研究課題與方法的能力 
1-3. 訓練發表研究成果之能力 

具備專業學術

的基礎與比較

的知能 
40% 

2-1. 建立「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的基礎

知識與學術理論 
2-2. 培養比較研究的思考能力 
2-3 培養「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理論的

反思能力 

具備國家政策

規劃與比較的

知能 
20% 

3-1. 訓練具有解析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

政策的能力 
3-2. 培養對於「兩岸與亞太區域政策」解

析與批判的能力 
3-3. 訓練對於政策說明與建議的能力 

具備國際觀點

與公民價值知

能 
10% 

4-1. 培養學生外語溝通的能力 
4-2. 培養學生活動規劃與團體合作的能

力 
4-3. 培養學生體會、理解並尊重多元文化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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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核心

能力

權重 
學生基本能力指標 

本所立基於歷史傳

統，結合西方社會科

學理論，培育具備專

業分析能力以及國

際視野的「中國與亞

太區域研究」人才，

以下達下列教育目

標： 

(1) 培養國內「中國

與亞太區域研究」之

理論與政策人才 

(2) 發展具有台灣

觀點之「中國與亞太

區域研究」 

(3) 結合新舊另闢

「中國與亞太區域

研究」之蹊徑 

具備資料統整

與分析的知能 
40% 

1-4. 培養多元的學術研究途徑 
1-5. 培養獨立研究設計與執行的能力 
1-6. 培養學生中英文論文發表的能力 

具備專業學術

與比較研究的

知能 
40% 

2-1. 強化學生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的理論

基礎與反思能力 
2-2. 培養學生發掘新興議題的敏銳度 
2-3. 培養學生跨國和跨領域的比較研究 

具備政策規劃

與比較的知能 
10% 

3-1. 訓練審視中國與亞太區域政策的能力 
3-2. 培養學生對於兩岸與亞太區域政策的

規劃與反思的能力 
3-3. 訓練學生對於國家政策擬定與評估的

能力 

具備國際觀點

與公民價值知

能 
10% 

4-1. 培養學生外語溝通的能力 
4-2. 培養學生組織活動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4-3. 培養學生體會、理解並尊重多元文化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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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簡介 

 
本所課程理念係以區域研究訓練為主，專業學科訓練（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

為輔，課程規畫兼顧理論與實務。為達成本所的發展目標並配合本院學院課程整合，本

所於108學年起將實施新的修業與課程規定，主要課程結構分為下列三大類： 

 

一、  必修課程 

類別 碩士班 博士班 

院級必修課程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政治經濟學 

國際關係理論 

所級必修課程 中共黨史 -- 

 

二、  核心選修課程 

本所碩士班除學院核心選修課程之外，本所配合中國大陸各領域發展和現勢需要，也

設計中國大陸與東亞區域研究應用性課程，做為核心選修課程，內容涵蓋：經濟發展、

政治轉型、社會變遷、兩岸關係以及東南亞研究等。課程種類之多元與豐富，在台灣

相關系所中首屈一指。同學可依大學的研究專長及個人興趣，從五門核心課程中選擇三門

課，對當前中國大陸研究能有基礎的瞭解並有通盤性的認識。  
類別 碩士班 博士班 

院級核心選修 政治經濟學或國際關係理

論 

（二選一） 

-- 

所級核心選修 中共政治發展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 

中國大陸社會轉型與變遷 

兩岸關係：理論與實務 

東南亞區域研究 

中共黨政發展專題 

中國大陸與國際經濟體系 

中國大陸社會發展專題 

兩岸關係專題 

東南亞研究：議題與方法 

 

三、  一般選修或外所課程（社會科學的重點學科專業課程）： 

本所利用政治大學作為全國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頂尖學府的優勢，經由合開課

程、合聘教師，以及推薦課程的方式，開授其他進階的中國大陸專題課程，同時鼓勵

同學選修校內優質的社會科學課程，期以強化其自身研究領域的社科理論知識與運用

能力。 

 

 



6 

 
【碩士班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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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課程地圖】 



8 

肆、畢業門檻檢定 

【碩士班】 
畢業學分 33 學分 

必修課程/學分 
 院級必修課程：研究方法（3 學分） 
 所級必修課程：中共黨史（3 學分） 
【必修課程共計：6 學分】 

核心選修學分/課程 

 院級核心課程（3 學分）：政治經濟學、國際關係理論（2 選 1） 
 所級核心課程（9學分）：中共政治發展、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

政策、中國大陸社會轉型與變遷、兩岸關係：理論與實務、

東南亞區域研究 (5選3 )  
【核心選修課程共計：12 學分】 

選修課程 
15 學分 
(學生選修外所課程最多承認 9 學分；修習本院院內課程（不含在職

專班）皆視為所內學分。 

選課規定 全職在學生每學期修習課程不得超過六門課。全職工作生每學期修習

課程不得超過四門課。 

學術研究倫理 
教育課程 

本校自 105 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應於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習完

成線上之「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為原則。學生須修習課程並通過

測驗，始得申請學位考試。 

學位論文規定 

˙ 學生於修業第二學年起得提報「東亞所研究生指導教授暨論文題

目審核表」，經所長核定後，始得確認指導教授並商定論文題目。 
˙ 學生與經指導教授商定論文後得開始撰寫論文計畫，經指導教授

同意，得申請論文計劃審查。 
˙ 論文計劃審查通過四個月後，始得經指導教授之同意，申請學位

論文考試。 
˙ 申請學位論文考試前，需完成文稿原創性比對系統（turnitin）。 
˙ 學位論文應於學位考試前兩個星期於所辦公開上架。 

 
【博士班】 

畢業學分 30 學分 

必修課程/學分 
研究方法（3 學分）、政治經濟學（3 學分）、 
國際關係理論（3 學分） 
【必修課程共計：9 學分】 

核心選修學分/課程 
核心課程 5 選 3（本所核心選修課程，二學年內至少開課一次。） 
【核心選修課程共計：9學分】 

選修課程 
12 學分 
(學生選修外所課程最多承認 9 學分。修習本院院內課程（不含在職

專班）皆視為所內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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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規定 全職在學生每學期修習課程不得超過六門課。全職工作生每學期修習

課程不得超過四門課。 

學術研究倫理 
教育課程 

本校自 105 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應於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習完

成線上之「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為原則。學生須修習課程並通過

測驗，始得申請學位考試。 

畢業條件 

一、 學科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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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考試科目二科： 
1. 院必修課程考科（三選一）（可申請以一篇單獨作者或二篇

三人以內作者之 SSCI、A&HCI、TSSCI、THCI – Core 以

及 Scopus Q3 以上收錄之期刊抵免本考科。 
2. 所群修課程綜合考科（五選二）。 
學科考試通過後，始得申報論文題目。 

二、 期刊論文：學生須於博士班修業期間提出與本所研究方向相

符之學術論文，採積分制，須累積滿八十分。各類學術期刊論文

類別與分收分配，依「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研究生畢業期刊

論文審查辦法」辦理。 
三、 英文檢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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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修修習本校外國語文課程四學分（不含大學或碩士期間）； 
（八）開放其他國家語言檢定，檢定標準由所務會議認定之。 
英文能力檢核，隨提隨審，最遲應於學位口試前審查通過。 

學位論文規定 

˙ 學生於通過學科考試後，得提報「東亞所研究生指導教授暨論文

題目審核表」，經所長核定後，始得確認指導教授並商定論文題

目。 
˙ 學生與經指導教授商定論文後得開始撰寫論文計畫，經指導教授

同意，得申請論文計劃審查。 
˙ 論文計劃審查通過六個月後，始得經指導教授之同意，申請學位

論文考試。 
˙ 申請學位論文考試前，需完成文稿原創性比對系統（turnitin）。 
˙ 學位論文應於學位考試前一個月於所辦公開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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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規劃 (111 學年度) 

 
【碩士班必（群）修課程】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科目  學分  授課教師  課外每周

學習時間  
開課

學期  
院級必修課程 Required Course 

【院院級必修課程，學生亦得修習本院所屬系所開設之同級、同課名之科目】 

260044001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  3 
薛健吾 / HSUEH 

CHIEN-WU 

6-9 111.1 

院級核心選修課程 Required Course（至少需選一門課） 
【本院院級核心選修課程，學生亦得修習本院其它系所開設之同級、同課名之科目】 

260045001 政治經濟學 / Political Economy 3 
呂冠頤 / LEU, 

GUAN-YI 
6-9 111.1 

260046001 
國際關係理論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3 

黃瓊萩 / HUANG 

CHIUNG-CHIU 
6-9 111.2 

所級必修課程 Core Course 

260021001 
中共黨史/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3 

鍾延麟 / CHUNG 

YEN-LIN 

6-9 111.1 

所級核心選修課程 Core Course（至少需選三門課） 

260029001 
中共政治發展/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3 

寇健文 / KOU 

CHIEN-WEN 

6-9 111.1 

260048001 
東南亞區域研究 / Advanced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 
3 

孫采薇 / SUN 

TSAI-WEI 
6-9 111.1 

160108001 

兩岸關係：理論與實務  /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3 
王 韻 / WANG 

YUN 

6-9 111.2 

260104001 

中國大陸社會轉型與變遷/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in 
Mainland China 

3 
王信賢 / WANG 

HSIN-HSIEN 

6-9 111.2 

260031001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 Mainl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3 
劉致賢 / LIOU 

CHIH - SHIAN 
6-9 111.2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674686749344c58464a684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674686749344c58464a684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674686749344c58464a684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765504a77445666384979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765504a77445666384979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765504a77445666384979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765504a77445666384979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2b564a6e716863792b52574437684243762f544b67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2b564a6e716863792b52574437684243762f544b67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04f2b502f56785a7a7a6b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04f2b502f56785a7a7a6b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17236376472476675456b6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17236376472476675456b6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17236376472476675456b6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17236376472476675456b6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17236376472476675456b6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644334872794d6e474333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644334872794d6e474333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644334872794d6e474333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644334872794d6e474333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644334872794d6e474333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6356e73533546305677754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6356e73533546305677754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6356e735335463056777541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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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必（群）課程】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科目  學分  授課教師  課外每周

學習時間  
開課

學期  
院級必修課程 Required Course 

【院院級必修課程，學生亦得修習本院其它系所開設之同級（不含碩博合開）、同課名之科目】 

260044011 研究方法 / Research Method 3 
黃瓊萩 / HUANG 

CHIUNG-CHIU 

6-9 
111.1 

260045011 政治經濟學 / Political Economy  3 
劉致賢 / LIOU 

CHIH - SHIAN 
6-9 

111.1 

260046011 
國際關係理論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3 

薛健吾 / HSUEH 

CHIEN-WU 
6-9 111.2 

所級核心選修課程 Core Course  
(至少需選三門) (本所博班核心選課程以二年輪開一次為原則) 

260107001 
兩岸關係專題/ Seminar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3 

王信賢 / WANG 

HSIN-HSIEN 

6-9 112.1 

260106001 
中共黨政發展專題/Seminar o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3 

鍾延麟 / CHUNG 

YEN-LIN 

6-9 111.2 

260047001 

東南亞研究：議題與方法 / Advanced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 Issues and 
Methods 

3 
楊 昊 / YANG 

HAO 
6-9 112.2 

260040001 
中共與國際經濟體系/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and China 
3 

呂冠頤 / LEU, 

GUAN-YI 
6-9 111.2 

260105001 

中國大陸社會發展專題/ Seminar on 

Social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3 
王 韻 / WANG 

YUN 

6-9 111.2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6f38334a556f4455374931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6f38334a556f4455374931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644334872794d6e474333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644334872794d6e474333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765504a77445666384979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765504a77445666384979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644334872794d6e474333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644334872794d6e47433351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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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班選修課程】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科目  學分  授課教師  課外每周

學習時間  
開課

學期  

260900001 
區域經貿整合與談判 /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Negotiations 

3 
朱  曦 / 
CHU SI 

6-9 111.1 

260887001 
東南亞國際關係專題/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uth 
East Asia 

3 
楊 昊 / YANG 
HAO 

6-9 -- 

260932001 
治理中國:個案分析 / Governing 
China: Case Analysis 

3 
王信賢/ WANG 
HSIN-HSIEN 

6-9 -- 

260730001 

中共對外經貿發展策略與全球經

濟金融治理 /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Strategy and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3 魏 艾 / Wei Ai 6-9 111.1 

260776001 
中共對美政策 /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3 
邱坤玄 / CHIU 
KUN - SHUAN 

6-9 111.1 

260736001 

不擴散政策與目標：戰略貿易管控

的執行 / Nonproliferation Policies 
and Goals - Implementation 
through Strategic Trade Controls 
(英文授課) 

3 
金美英 / KIM MI 
YONG  

6-9 111.1 

260735001 
中共歷史研究著作選讀 / Selected 
Readings 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Studies 

3 
鍾延麟 / CHUNG 

YEN-LIN 
6-9 -- 

260734001 
中國對外關係與全球治理 / 
China's External Rela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英文授課) 

3 
呂冠頤 / LEU, 

GUAN-YI 
6-9 -- 

260908001 
東南亞比較政治/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英語授

課) 
3 

孫采薇 / SUN 
TSAI-WEI 

6-9 110.2 

260888001 
跨國主義與中國大陸的人權/ 
Transnationalism and Human 
Rights in China 

3 
王 韻 / WANG 
YUN 

6-9 -- 

260940001 
社會科學統計方法/ Statistical 
Methods of Social Science 

3 
蔡佳泓 / TSAI 
CHIA - HUNG 

6-9 112.2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573516849557668617377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573516849557668617377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573516849557668617377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2506e335a796249333733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2506e335a796249333733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2506e335a796249333733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2506e335a796249333733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2506e335a796249333733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2354e736a53665a2b3166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2354e736a53665a2b3166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765504a77445666384979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d725544706f2f4c4c685765504a77445666384979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0416341347a6e77366458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0416341347a6e773664587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6f734e524b464e33553042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6f734e524b464e33553042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6f734e524b464e33553042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6f734e524b464e33553042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6f734e524b464e33553042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2793452486d765148494a6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2793452486d765148494a6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2793452486d765148494a6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2793452486d765148494a67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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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898001 

中國與東南亞政經發展/ Seminar 
o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3 
楊 昊 / YANG 
HAO 

6-9 -- 

260745001 
中共軍事專題研究/ Selected 
Topics on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3 
丁樹範 / DING 
SHUH-FAN 

6-9 111.2 

260738001 
中共政治制度專題討論 / Seminar 
on CCP'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3 
蔡文軒 / TSAI, 
WEN-HSUAN 

6-9 111.2 

260872001 
中國政治經濟/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3 
劉致賢 / LIOU 
CHIH - SHIAN 

6-9 111.2 

260733001 
國際政治經濟學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3 
薛健吾 / HSUEH 

CHIEN-WU 
6-9 -- 

260907001 
策略規畫與管理/ Strategic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3 
寇健文 / KOU 
CHIEN-WEN 

6-9 --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4c4e74712b3039796678394643357549727a5374704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4c4e74712b3039796678394643357549727a5374704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4c4e74712b3039796678394643357549727a5374704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4c4e74712b3039796678394643357549727a5374704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4c4e74712b3039796678394643357549727a5374704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4c4e74712b3039796678394643357549727a5374704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177434a6c794f38565059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177434a6c794f38565059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177434a6c794f38565059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177434a6c794f38565059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177434a6c794f38565059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23253436a316b6a6336476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courseSyllabus.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23253436a316b6a6336476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23253436a316b6a6336476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23253436a316b6a63364767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04f2b502f56785a7a7a6b513d3d
http://wa.nccu.edu.tw/QryTor/teaexp.aspx?view=645563716a4f524e5766704f2b502f56785a7a7a6b51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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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課程檢核表 
【碩士班】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事務學院  東亞研究所碩士班 
學號:                                               姓名:                     

(A)學院必修課程(3 學分) (E)所(含院)內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取得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取得學分 
研究方法 3     

(B)學院群修課程(至少 3 學分)    
政治經濟學 3     
國際關係理論 3     

(C)所內必修課程分 (3 學分)      
中共黨史 3     
(D)所內群修課程(至少 9 學分) (F)外所選修課程(至多承認 9 學分) 

中共政治發展 3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 3     
兩岸關係：理論與實務 3     
東南亞區域研究 3     
中國大陸社會轉型與變遷 3     

總學分數(A+B+C+D+E+F)=至少 33 學分 
註：本頁檢核表表僅供參考，不需繳送。 
【博士班】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事務學院  東亞研究所博士班 
學號:                                               姓名:                     

(A)學院必修課程(9 學分) (C)所(含院)內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取得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取得學分 
研究方法 3     
政治經濟學 3     
國際關係理論 3     

(B)所內群修課程(至少 9 學分)    
中共黨政發展專題 3  (D)外所選修課程(至多承認 9 學分) 
中國大陸與國際經濟體系 3     
中國大陸社會發展專題 3     
兩岸關係專題 3     
東南亞研究：議題與方法 3     

總學分數(A+B+C+D+E+F)=至少 3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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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東亞研究所修業規劃表 

學號:                                                    姓名:                   

一年級 上學期  一年級 下學期 

課程名稱 學

分 
上課時間 課程名稱 學分 上課時間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本學期畢業學分數小計   本學期畢業學分數小計   

二年級 上學期  二年級 下學期 

課程名稱 學

分 
上課時間 課程名稱 學分 上課時間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本學期畢業學分數小計   本學期畢業學分數小計   

註：本頁規劃表僅供參考，不需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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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師資介紹 
 
一、專任教師 

鍾延麟 教授（兼所長）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法學博士 
中共政治、中共黨史 

王信賢 特聘教授（兼國關中心副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法學博士 
中國大陸社會、國家理論、兩岸關係 

寇健文 特聘教授（與政治系合聘、兼國關中心主任）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學系政治學博士 
中共政治、政治菁英 

蔡佳泓 教授（與選研中心合聘）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系博士 
社會科學統計方法、民意理論、政黨政治 

楊  昊 教授（兼華語文教學中心主任）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博士 
東南亞研究、邊境政治、權力與外交政策 

劉致賢 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副院長、日本研究學位學程主任）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學系政治學博士 
比較政治、政治經濟學、中國政治 

黃瓊萩 副教授（兼國關中心副主任） 
美國丹佛大學國際關係研究學院博士 
東南亞國際關係與經濟整合、國際關係理論 

孫采薇 副教授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博士 
比較政治方法論，族群政治，東南亞區域研究 

蔡文軒 副教授（中央研究院合聘副研究員）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法學博士 
中共政治體制、中共政治改革與政治轉型、比較政治、比較威權政體 

王 韻 副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政治學系博士 
中國政治發展、中國宗教跨國網路、兩岸關係 

薛健吾 副教授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 政治科學系博士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量化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區域的國際關係 

呂冠頤 助理教授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政治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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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大陸研究、美中台關係、比較政治與

外交 
 
二、兼任教師 

邱坤玄 名譽教授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博士 
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共外交、東北亞問題 

丁樹範 名譽教授 
美國聖母大學政府與國際研究博士 
中共安全政策、國防政策 

魏 艾 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法學博士 
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中共外貿 

朱 曦 專業技術教授 
倫敦政經學院法學院碩士、退休駐菲律賓代表處公使 
談判技巧、國際經貿 

金美英（Mi-Yong, Kim） 專業技術教授 
JD,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國家安全、經貿調控與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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