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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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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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簡介 

 

一、專班簡介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成立於民國 92 年，為係

配合教育部推動「高等教育回流教育」之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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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在職專班為全國唯一整合國家綜合安全與中國大陸研究兩個領域之在職專班，著重理

論與實務的結合。在師資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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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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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原有校內師資外，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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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本院於 99 學年度開始規劃「國際事務學院資源整合發展方案」，並於民國 101 年 1

月 13 日經校務會議核備通過實行，在院內資源整合發展的架構下，近年來為顧及學生學習

需求及深化學生知識基礎，院內兩個在職專班（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和，讓學

生在院內資源整合下，不僅獲得更豐沛的學習資源，同時也強化本在職專班的師資質量與課

程多元性。 

 

 二、教育目標 

    本在職專班的課程規劃理念由最初設立時以整合「國家安全研究」與「中國大陸研究」

兩個領域、結合理論與實務為原則。隨著時代的發展與演進，為兼顧學生在職進修之需求、

順應當代社會科學研究之潮流及院資源整合發展方向，本在職專班之課程規劃理念著重在培

養在兩岸公共事務領域中，具有國際觀點、理論實務應用、規劃與反思的能力、多元整合運

籌能力、具備大陸研究領域之學術知識等能力的在職進修學生，以滿足工作需求與因應國家

社會發展之趨勢。 

    除在職進修之需求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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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在職專班依照在職專班的屬性與學生進修之需求，較為著重於學術目標與就業目標，

以期能培養學生的六大核心能力，分別為： 

 具備國際關係與大陸研究專業領域學術知識 

 獨立研究思辨能力 

 活動規劃、團隊協調能力 

 多元整合運籌能力 

 理論實務應用、規劃與反思能力 

 多元分析兩岸關係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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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簡介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地圖 

 
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畢業學分 36 學分） 

必修課程（8 學分） 選修課程（28 學分） 

中
國
大
陸
研
究 

研
究
方
法 

國
家
安
全
的
理
論
與
實
務 

法學碩士學位 

論文計畫書審查 

學位論文審查 

 

 
東南亞與國家安全（2） 

大國競爭與國際安全研究

（2） 

國際法與國家安全（2） 

兩岸關係研究（2） 

 
 

研究方法與基礎理論 
 

中共外交政策研究（2） 

中共對臺政策研究（2） 

中國大陸社會變遷與轉型

（2） 

中國大陸經濟與產業發展研

究（2） 

中國大陸社會變遷與轉型

（2） 

中共政治發展和變遷（2） 

 

全球化之國際投資與貿易的

政治分析（2） 

危機處理（2） 

美國與印太區域安全研究

（2） 

區域經濟整合與兩岸經貿

（2） 

領導與統御（3） 
 

國家安全 

 

大陸研究 

 

區域經貿研究 

 



5 
 

 

肆、畢業門檻檢定 

畢業學分 36 學分 

必修課程/學分 

中國大陸研究/3 學分 

研究方法/3 學分 

國家安全的理論與實務/2 學分 

選修課程 28 學分 

資格檢定 

 
1. 通過論文大綱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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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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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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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規劃  

開課

年級 
科目名稱 科目代碼 開課教師 學分數 修別 

課外每周預估學

習時間（小時） 

碩

一

上 

研究方法 981008-00-1 李世暉 3 必 4.5-6 

區域經濟整合與兩岸經貿 981910-00-1 陳文甲 2 選 4.5-6 

中國大陸經濟與產業發展

研究 

981909-00-1  

劉孟俊 

 
2 選 2.5-4 

中共外交政策研究 981942-00-1 邱坤玄 2 選 2.5-4 

中共對臺政策研究 981946-00-1 朱新民 2 選 2.5-4 

東南亞與國家安全 981907-00-1 黃瓊萩 2 選 2.5-4 

碩

一

下 

中國大陸研究 981010-00-1 王信賢 3 必 4.5-6 

國家安全的理論與實務 981011-00-1 許光武 2 必 2.5-4 

國際合作理論與中國的一

帶一路戰略 

981911-00-1  

薛健吾 

 
2 選 

2.5-4 

中國大陸社會變遷與轉型 981915-00-1 王韻 2 選 2.5-4 

兩岸關係研究 981908-00-1 劉德良 2 選 2.5-4 

大國競爭與國際安全研究 981904-00-1 張文揚 2 選 2.5-4 

碩

二

上 

領導與統御 981006-00-1 邱稔壤/連弘宜 2 選 2.5-4 

全球化之國際投資與貿易

的政治分析 

981920-00-1  

邱奕宏 2 選 
2.5-4 

中國大陸能源研究 981913-00-1 魏百谷 2 選 2.5-4 

國際法與國家安全 981929-00-1 陳純一 2 選 2.5-4 

碩

二

下 

美國與印太區域安全研究 981906-00-1 盧業中 2 選 2.5-4 

中共政治發展和變遷 981915-00-1 鍾延麟 2 選 2.5-4 

危機處理 981939-00-1 林正義 2 選 2.5-4 

 

 
陸、課程總覽 

 

﹝課程資

訊﹞ 

研究方法 

科目代號：981008001 / 必修 3 學分 / 授課教師：李世暉 

﹝課程目

標﹞ 

1.培養蒐集文獻，形成問題意識的能力。 

2.培養獨立判斷，完成學術論述的能力。 

﹝上課內

容﹞ 

1. 課程介紹 

2. 科學、社會科學與政策分析 

3. 問題意識的發想：問題改善、資料改善、方法改善 

4. 研究主題的確立：因果解釋與現狀確認 

5. 研究假設的形成：關鍵概念的定義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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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獻與資料蒐集 1：專書與論文 

7. 文獻與資料蒐集 2：新聞、雜誌與網路 

8. 研究方法的選定 1：次級資料分析 

9. 研究方法的選定 2：深度訪談、參與觀察與焦點團體 

10. 資料的解釋與假設的檢證：解釋化、比較化、一般化 

11. 研究論文的撰寫與結論的歸納 

12. 研究成果的發表：口頭報告的技巧 

13. 研究成果的政策化 1：政策分析的步驟 

14. 研究成果的政策化 2：政策評價的基礎 

15. 論文撰寫過程的常犯錯誤 

16. 論文寫作案例分析 

 

 

﹝課程資

訊﹞ 

國家安全的理論與實務 

科目代號：981011001 / 必修 2 學分 / 授課教師：許光武 

﹝課程目

標﹞ 

本課程的預期目標有 3個：第 1，知己知彼，瞭解過去與現在的國家安全
理論與實務作法；第 2：見微知著，建立個人對我國國家安全工作的解析
能力和興趣；第 3，未雨綢繆，嘗試擘劃我國國家安全工作的戰略方針與
政策。 

﹝上課內

容﹞ 

以授課為主，與學生進行課堂討論，並以期末考瞭解學生對本課程議題的
理解。 

 

﹝課程資

訊﹞ 

中國大陸研究 

科目代號：981010001 / 必修 3 學分 / 授課教師：王信賢 

﹝課程目

標﹞ 

兩岸關係對我國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外交與內政皆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其變化甚至會牽動東亞局勢與國際關係的穩定。就實務而言，兩岸關係不
只是雙方領導人的意向展現，其往往受制於彼此內部的結構，更會隨著國
際體系的演變而有不同的互動結果。此外，近期由於兩岸「政治定位」與
香港議題，也深刻影響當前兩岸關係的發展。因此，本課程即在結合「中
國大陸研究」與「兩岸關係」（含國際關係），從更全面的角度徹底解析
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的發展。 

﹝上課內

容﹞ 

本課程將循序漸進地介紹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與國際關係。上
課內容主要分成以下主題： 
1. 課程介紹與導論：認識中國 
2. 中共黨史與黨國體制 
3. 政治體制與精英政治 
4. 地方政府與基層治理 

5. 改革開放歷程與經濟發展 
6. 區域經濟與地方發展模式 
7. 人口與戶籍議題 
8. 社會不平與城鄉關係 

9. 環境治理與公共衛生 
10.媒體發展與社會組織 
11.社會抗爭與科技維穩 
12.國際環境與外交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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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對外經貿與區域整合 
14.兩岸關係 

 

 

﹝課程資訊﹞ 領導與統御 

科目代號：981006001 / 選修 3 學分 / 授課教師：邱稔壤、連弘宜 

﹝課程目標﹞ 任何政府部門、國營或私人企業，其領導人素質與領導方式，均足以成

為興衰成敗的關鍵因素。甚至小至家庭，歷經挫折困頓，由於家長的出

色帶領，也能夠使那個家庭和諧團結，邁向康莊大道。卓越的將領，也

可憑藉卓越的軍事素養、縱橫千軍萬馬、仍掌握致勝先機，國家因此轉

危為安。歷史上成功的領導人和領導方式，範例不勝枚舉，且讓後人心

生嚮往。然則，卓越的領導人是天生如此，抑或是後天養成？歸結是成

功的領導者不是天生的，反而是多數都來自於後天的學習。與其羨慕前

人的成功，不如思索前人的經歷給了我們哪些啟發、讓我們也可以經由

過去的經驗教訓，迎向勝利成功。這門課的主旨即是經由閱讀、思考、

討論、辯證的程序，找尋領導統御的原理，做到卓越領導力、集中團體

意志、提升決策品質、並增進執行力。 

﹝上課內容﹞ 在課程中，我們也將邀請政府官員、企業人士、學者專家現身說法--吉光

片羽，俯拾皆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我們的學習的目的則是：成就

自己、也成就他人。藉由他人成功經驗及報告，讓學生學習領導與統御

的真諦。 

 

 

 

 

﹝課程資訊﹞ 國際法與國家安全 

科目代號：981929001 / 選修 2 學分 / 授課教師：陳純一 

﹝課程目標﹞ 一、國際法的概念與性質  

二、重要的國家安全議題  

（一）國際法主體與國家地位  

（二）政府的承認與繼承  

（三）人權  

（四）海洋法：劃界與資源  

（五）領土爭端：釣魚臺與南海  

（六）管轄與豁免  

（七）外交關係的維護  

（八）國際組織的參與：UN，WTO，WHO  

（九）武裝衝突與國際人道法  

（十）國家使用武力原則 

﹝上課內容﹞ 每週分配學生閱讀進度，指定學生報告，教師授課及提問解說，就國際
法與國家安全議題進行分析與討論。 

 

﹝課程資訊﹞ 中共外交政策研究 



9 
 

 

 

﹝課程資訊﹞ 中國大陸社會變遷與轉型   

科目代號：981935001 / 選修 2 學分 / 授課教師：王韻  

﹝課程目標﹞ 隨著市場化改革以及對外開放的發展，中國大陸正歷經一場劇烈的政經
社會變遷，一方面，其出現了現代化理論者（modernization theory）所言

的工業化、都市化、識字率提升、社會流動加速……等特徵，使社會結
構產生變化，包括社會結構分化、社會組織的出現、單位體制的崩解、
戶籍制度的弱化、媒體自主性的提升、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以及資訊科
技的發展所帶來的效應等。若將此經濟社會現象置於政治發展的脈絡
中，可發現一種自由主義者的學術興趣，即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間的關
係，其多以西歐經驗為張本，認為經濟成長將會帶來社會結構的重組與
社會價值的多元化，進而出現獨立而強大的中產階級，其對政治參與的
提高將會帶來政治民主化。而將此邏輯套用在對中國的研究上也成為西
方學界關注的焦點。其中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網民規模達到 6 億，且隨
著微博、微信影響力呈爆發式增長、手機上網用戶大增以及網路意見領
袖的出現等都將大大影響中國社會發展。 

但另一方面，我們卻又看到中共統治結構似乎未做相應的改變，不僅黨
政不分，且黨國體制依然透過各種方式與經濟運作和社會生活緊密鑲

嵌，而習近平上臺後一連串的「集權」舉措更加深此種態勢。在此種發
展態勢中，一些有意義的學術議題接踵出現：「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
社會轉型與變遷為何？」、「中國是否出現市民社會？」、「經濟成長
是否會帶動政治民主化？」、「『極權主義模式』是否依然適用於觀察
中國？若不是，我們如何界定中共政權本質」。再者，「此種權力結構
分配對政治運作與經濟社會生活的影響為何？」等，上述各種問題將是
本課程感興趣並試圖加以回答的。 

﹝上課內容﹞ 如前所述，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來，中國經濟快速成長與政治穩定並行一
直吸引著世人的關注，然而，在市場化與私有化改革的同時，中國目前
正面臨一連串社會問題的挑戰。由於長期過度強調各種經濟數據的成長
（growth）而忽略了社會整體的均衡發展（development），中國大陸目
前正面臨一連串社會問題的挑戰，其中最明顯且影響最為深遠的就是收

入分配的急遽惡化。換言之，經濟成長帶來了社會階層的多元化，但由
於社會分化多是在缺乏法規制度的保護下產生，在階層結構的轉換過程
中蘊含著諸多問題與不公的現象。上述不公現象具體呈現在包括「三
農」（農業、農村、農民）、農民工、「三難」（看病難、讀書難、就
業難）、公共衛生與產品安全以及環保等問題，這些社會問題的擴大化
與具體化，幾乎都集中在規模不斷擴大與頻率不斷增高的社會群體抗
爭。此種社會變遷過程中的結構矛盾，再加上掌權者的機會主義使得中
共政權面臨前述社會問題的挑戰，此些問題也正是胡溫政權所最感到棘

科目代號：981942001 / 選修 2 學分 / 授課教師：邱坤玄 

﹝課程目標﹞ 本課程的目的在描述與解釋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與過程，內容包括冷戰

時期的中共外交的戰略與研究途徑，改革開放後的中共與國際的互動關

係，特別是全球化與中國崛起的互動關係。 

﹝上課內容﹞ 本科目授課時間為一學期，每週 2 小時，共 2 學分。先進行課堂講授，

分配學生閱讀進度，指定學生報告，教師授課及提問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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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這也是為何 Susan Shirk 會認為中共實為一外強中弱的「脆弱強
權」（fragile superpower）。為維持統治的正當性，近年來中共亦提出應

對的政策，而令人感興趣的是，此些政策是否能有效解決社會危機？由
於此種轉型不僅涉及經濟與社會的變遷，也將進一步推動「國家－社
會」關係的演變，中共政權究竟是如何在維持黨國控制的狀況下追求經
濟成長與推動社會政策，也是我們所關懷的。 

 

 

﹝課程資訊﹞ 全球化之國際投資與貿易的政治分析 

科目代號：981920001 / 選修 2 學分 / 授課教師：邱奕宏  

﹝課程目標﹞ 本課程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在當今全球化脈絡下的政治與經濟互動關

係，除強調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各個重要次領域的理論發展，並重視如

何藉由相關理論訓練來培養學生對當今經濟議題進行政治分析的能力。 

本課程將培養學生對各式國際政治經濟議題進行政策分析的能力，並進

而使其運用此能力在其各專業領域中。 

﹝上課內容﹞ 本課程設計著眼於為政策制訂者與實務工作者，藉由對國際政治經濟學

理論、現有研究成果、及政策分析工具的密集訓練，來建立一個堅實的

理論基礎與分析能力。 

 

 

﹝課程資訊﹞ 中共對臺政策研究 

科目代號：981946001 / 選修 2 學分 / 授課教師：朱新民 

﹝課程目標﹞ 第一章 中共的中國統一理論介紹 
第二章 一個中國的內涵與爭議 

第三章 江澤民時期的對台政策 
第四章 國統綱領之背景與內容 
第五章 胡錦濤時期的對台政策 

第六章 反分裂國家法的內容與意涵 
第七章 中共對台政策與美中台三邊關係 

﹝上課內容﹞ 一、 社會主義統一理論 
二、 民族主義統一理論 
三、 國家安全統一理論 
四、 制度競爭統一理論 
五、 一個中國內涵與演變 
六、 兩岸對九二共識的分歧 
七、 江澤民時期對台政策的重點 
八、 江八點的背景與內容 

九、 觀其言聽其行的意義 
十、 制定國統綱領之背景 
十一、 國統綱領之內容 
十二、 李登輝時期大陸政策 
十三、 抓回主導權 
十四、 落實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十五、 入台制台，聯美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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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 中共對臺政策研究 

科目代號：981946001 / 選修 2 學分 / 授課教師：朱新民 

十六、 硬的更硬，軟的更軟 
十七、 台灣大陸政策之演變 
十八、 中共制定反分裂法的背景 
十九、 反分裂法的內容與作為 
二十、 中共對美關係中的台灣因素 
二十一、 美國對中國政策中的台灣因素 
二十二、 二十一世紀美中台三邊關係的發展 

 

 

﹝課程資訊﹞ 危機處理 

科目代號：981939001 / 選修 2 學分 / 授課教師：林正義 

﹝課程目標﹞ 安全、危機定義 
決策機制與危機處理       
武力與危機處理 
情報與危機管理    

﹝上課內容﹞ 韓戰與台灣危機的解除 
1954-1955台海危機 
危機預防、1962台海危機、美中共管？ 
1958第二次台海危機  
1995-1996台海危機      
兩國論—未成形的危機 
美中軍機擦撞危機與對台軍售 

三一九事件與國家重大變故 
南海、東海釣魚台爭端與潛在危機 
未來台海危機模擬 
九二一與八八水災的因應 

 

 

﹝課程資訊﹞ 中共政治發展和變遷 

科目代號：981915001 / 選修 2 學分 / 授課教師：鍾延麟 

﹝課程目標﹞ 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對於中國大陸的走向造成直接的影響，在世界
範圍內也產生重要的作用。另外，適度掌握中共過往崛起與發展的重點
內容，也具有現實的意義。本課程希望藉由觀察中共各時期的發展歷

程，以有助於了解其何以發跡立業、有何施政表現，其政治意識形態的
變化、基本政治制度和統治策略的形成、內部如何進行權力交替，以及
未來的可能走向。 

﹝上課內容﹞ 一、課程與相關文獻介紹 
二、中共成立的背景與國共第一次合作 
三、中共對革命道路的初步探索 
四、中共在對日抗戰期間的活動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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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共與國民政府對政權的競逐與對決 
六、中共建政初期與社會主義改造運動 

七、中共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摸索與嘗試 
八、「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影響 
九、「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共政治 

 

 

﹝課程資訊﹞ 區域經濟整合與兩岸經貿 

科目代號：981910001 / 選修 2 學分 / 授課教師：陳文甲 

﹝課程目標﹞ 隨著全球化浪潮下的區域主義發展，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不但改變了國際
組織的樣貌，也對國際經濟架構造成巨大的影響，例如全球價值供應鏈
的形成。兩岸經貿關係也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響，兩岸同是「亞太經濟
合作會議」(APEC)成員，但馬上談判完成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CP)是否將挑戰「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東南亞國家協會」
(ASEAN)、「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的功能，進而取代。
兩岸的經貿關係因為地理位置與比較利益而緊密，但「紅色供應鏈」會
不會對現有關係造成衝擊。所以本課程將討論：全球化浪潮下的區域主
義發展、區域經濟整合下的區域經濟組織、兩岸經貿關係與發展。    

﹝上課內容﹞ 本課程將探討全球、區域與兩岸的發展趨勢，目標是讓學生處於當今動
態世代，能夠瞭解過去，掌握未來，從而思考臺灣永續生存與發展之
道。 
1. 指導學生對區域經濟整合及兩岸經貿發展情況的瞭解，進而引發學習

興趣 
2. 介紹區域經濟整合下的重要國際組織，諸如 APEC、ASEAN、CPTPP、

RCEP等組織。 

3. 介紹兩岸經濟發展與經貿關聯，期盼學生關心兩岸經貿的實務與現
況。 

4. 說明區域經濟的發展狀況，探討台灣經貿的可能未來方向。 
5. 啟發學生思考，並進一步研讀和討論相關議題。 

6. 促進學生自我學習，以團隊分工合作方式撰述研讀主題的報告，並練
習簡報技能。 

 

 

﹝課程資訊﹞ 中國大陸經濟與產業發展研究 

科目代號：981909001 / 選修 2 學分 / 授課教師：劉孟俊 

﹝課程目標﹞ 掌握兩岸經貿發展與互動之現況 
釐清兩岸經貿之影響及因應對策 

掌握大陸經濟、產業與市場發展趨勢 
探討台灣企業兩岸佈局之經營策略    

﹝上課內容﹞ 本課程的目的在於讓有興趣探索「兩岸經貿發展」與「大陸市場經營策
略」的同學，掌握兩岸經貿發展與互動之現況；釐清兩岸經貿發展與互
動之重要議題、以及台灣之因應對策；掌握大陸經濟、產業與市場發展
趨勢；探討台灣企業兩岸佈局之經營策略。 
上課內容主要分成以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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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總體經濟運行-計畫經濟與物價 
2. 中國經濟政策的形成 

3. 中國改革開放 
4. 中國對外貿易 
5. 兩岸貿易關係 
6. 中國農業經濟 
7. 中國農民工問題 
8. 中國城鄉差距與所得分配問題 
9. 中國科技制度改革 
10.外資廠商於中國的研發活動 
11.外匯管理制度變遷與人民幣升值 
12.市場化進程對跨國企業與外人投資影響 
13.中國區域經濟整合策略與模式 

 

 

﹝課程資訊﹞ 東南亞與國家安全 

科目代號：98107001 / 選修 2 學分 / 授課教師：黃瓊萩 

﹝課程目標﹞ 本課程以增進課程參與者對於國家與國際安全概念的理解、認識東南亞
國家對於安全議題的視角與關注焦點、同時提升分析問題的能力為主要
目標。本課程結束之時，課程參與者應當能針對特定東南亞國家與國際
安全議題，具備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同時從理論與實務觀點進行分析與
思辯。   

﹝上課內容﹞ 本課程首先從國際關係理論對於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與國際
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的概念出發，討論既有理論對於兩種
安全的界定與認識。課程第二部分實際討論當前東南亞國家所面臨的安

全困境與挑戰，並分析與辯論此種現實層面的國家與國際安全問題，如
何透過既有理論來理解與尋求解決方式，又或者東南亞國家所面對的安
全問題，如何顛覆既有理論所定義與理解的國家與國際安全，進而探求
尋找新理論途徑來增進理解的可能性。本課程最後部分由課程參與者以

課堂報告的方式，針對東南亞地區個別國家或特定國際案例，深入探討
從東南亞國家視角出發的國家與國際安全概念、現狀與展望。 
 
上課內容主要分成以下主題： 
1. 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理論與概念 
2. 東南亞國家對於國家安全的視角 
3. 東南亞國家對於國際安全的理解 
4. 東南亞地區的安全困境：群體與個體之異同 
5. 東南亞區域研究的理論與爭議 

6. 東南亞國家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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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 國際合作理論與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 

科目代號：981911001 / 選修 2 學分 / 授課教師：薛建  

﹝課程目標﹞ 本課程將以中國「一帶一路」的戰略為經，以各種「國際關係理論」和

「比較政治理論」為緯，透過對「一帶一路」的成因、過程和影響三個

方面的探討，來增進我們對於「中國崛起到底將對於世界局勢帶來什麼

樣的影響」這件重要事情的了解。當然，「一帶一路」的推動，或是任

何其他國際局勢的現象，都是變動不居的，這一堂課希望能夠以「一帶

一路」為範例，訓練同學們應用理論來分析和預測重要的國際現象，並

且培養建立起自己的論點的能力。 

﹝上課內容﹞ 1. 國際合作理論 I：現實主義 

2. 國際合作理論 II：新自由制度主義與建構主義 

3. 國際合作理論 III：自由主義與國內政治的解釋 

4. 中國經濟改革 

5. 中美關係 

6. 一帶一路的機遇與風險 

7. 區域探討：東南亞、南亞、中亞、非洲、中歐、東歐以及北冰洋 

 

 

﹝課程資訊﹞ 大國競爭與國際安全研究 

科目代號：981904001 / 選修 2 學分 / 授課教師：張文揚 

﹝課程目標﹞ 一、建構大國競爭與國際安全研究的理論知識。 

二、培養對當代國際現勢的分析能力。 
﹝上課內容﹞ 本課程除了重視理論分析架構的理解之外，也關注國際現況的發展。因

此，本課程的教授內容，同時兼顧國際安全理論的探討與當代大國競爭
的現況分析。 
 
上課內容主要分成以下主題： 
1. 古典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 
2. 霸權理論、權力轉移理論 
3. 攻勢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 
4. 新自由制度主義、自由主義三大和平理論 
5. 建構主義 
6. 經濟自由主義 
7. 全球化 
8. 區域主義 

9. 國際安全理論 
10.地緣政治與東北亞 
11.地緣經濟與東北亞 
12.日本安全保障與中日關係 
13.朝鮮半島的安全爭議 
14.東北亞經濟安全與臺灣 
15.東北亞安全情勢的未來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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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 中國大陸能源研究 

科目代號：981939001 / 選修 2 學分 / 授課教師：魏百谷 

﹝課程目標﹞ 本課程的目的是瞭解中國大陸對於石油資源採取的策略、以及在各個不
同地區或國家的能源外交作為。   

﹝上課內容﹞ 1.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 
2. 國際石油能源秩序 
3. 中國能源戰略 
4. 中國大陸能源外交的意義和內涵 
5. 中國大陸石油能源發展之展望 

 

 

﹝課程資訊﹞ 美國與印太區域安全研究 

科目代號：981906001 / 選修 2 學分 / 授課教師：盧業中 

﹝課程目標﹞ 美國川普（Donald J. Trump）總統自 2017年 1月就任後，對於亞太地
區的戰略出現新的擘畫，主要的改變即是將原先美國所稱的亞洲—太平
洋地區（the Asia-Pacific region），改以印度—太平洋區域（the 
Indo-Pacific region）稱之，並將範圍由東亞與太平洋沿岸國家擴充至
印度洋沿岸國家。其後，川普政府也正式提出「印太戰略」（the Indo-
Pacific Strategy）之概念與相應政策。美國提出之「印太戰略」背景
及具體內容為何？屬美國「印太戰略」盟友國家、及區域內主要國家之
回應為何？以上兩議題構成本課程重點。  

﹝上課內容﹞ 本課程為選修課程、兩學分，並具有兩項主要目的：一方面強調理論與

實務之結合，使同學對美國與印太區域國家之安全關係建立初步認識；
另一方面則希望能進一步培養同學獨立分析的能力，讓同學討論於可預
見的未來，各國追求其國家目標之際，在國際與國內兩個層面上，可能
面臨的機會與限制。 

 

 

 

  



16 
 

 

 
柒、課程檢核表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學號:                 姓名:                     

(A)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規定學分 取得學分 

研究方法 3  

國家安全的理論與實務 2  

中國大陸研究 3  

(B)國安專班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規定學分 取得學分 

   

   

   

   

   

   

   

   

   

   

   

(C)戰略專班選修課程 

   

   

   

   

 

總學分數(A+B+C)=3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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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規劃表 

 

學號:                     姓名:                   

碩一 上學期  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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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二 上學期  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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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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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師資介紹 

 

 

陳文甲 (日本大阪商業大學地域政策學研究科博士) 

邱坤玄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博士) 

陳純一 (美國杜蘭大學法學博士) 

連弘宜 (俄羅斯國立莫斯科國際關係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邱奕宏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政治學博士) 

王韻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政治學博士) 

朱新民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 

李世暉 (日本京都大學經濟學研究科博士) 

許光武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 

林正義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張文揚 (美國克萊蒙研究大學政治學博士) 

王信賢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 

魏百谷 (俄羅斯國立莫斯科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博士） 

劉孟俊 (澳洲 Monash大學經濟學博士) 

盧業中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博士) 

薛健吾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政治學博士) 

邱稔壤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政治學博士) 

黃瓊萩 (美國丹佛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鍾延麟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