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 系 小 檔 案

◎成立時間：西元1954年
◎教師人數：專任 20 人

兼任 22 人

◎現有學生人數：552 人

■ 教育宗旨
開拓全球視野、瞭解政治事務、掌握社會脈動、關懷公

共利益。

■ 教學與課程特色
一、強調課程領域間整合

本系雖有不同基礎性課程之規劃，如政治思想、比較政
治、國際關係以及行政與政策等，但在課程發展上強調
跨領域的密切合作關係。課程發展方向強調理論與實務
並重，並在原有四大領域的課程基礎之下將課程模組化，
推動跨領域的整合性課群，以強化本系的課程特色。未
來將積極推動國會的理論與實務、城市治理、亞太研究
等新課程，以及關注中國大陸近幾年來的政治、經濟與
社會的改革與發展之研究。

二、加強國際學術交流
歷年來已邀請多位國外著名學者來台進行學術講座，除
了公開演講外，並與本系師生進行學術對話，效果卓著，
刻正規劃邀請更多外籍教授來系客座講學。另外並與國
外著名大學，如法國里昂政治學院、法國伊萊希國際事
務學院、美國北德州大學、日本愛知大學等校進行交換
學生與遊學訪問。

三、課程及學習多元化
自 83 學年度起本系成立「課程規劃委員會」，負責規劃
設計課程、推薦師資，並根據學生課堂反應與配合社會
脈動，針對現有課程定期檢討與評估，隨時規劃具有前
瞻性的新課程。另外，本系透過課程模組化，成立「中
國課群」、「國會與選舉課群」、「都會治理課群」等，
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資源。

四、提升英文能力
本系已開設以英文講授之課程，如「投票行為」、「台
灣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談判理論與實務」、「國
際人權保護：亞洲」、「國際現勢分析」、「公共管理
實務個案探討」、「全球公共政策」。為提升學生英文
能力，設有英文能力檢定與修讀一門全英語講授課程之
畢業門檻，並提供英文能力檢定獎學金以鼓勵優秀同學。
另外，本系亦將持續檢討及增加英文講授課程的空間。

五、實務與理論結合
本系為協助學生瞭解政治相關實務與運作，除了每學期
安排多次參訪政府機構以及 NGO 外，也進行海外移地教
學。其次，自 95 學年度開始實行學生暑期實習制度，提
供本系學生赴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學術單位、智庫
以及媒體等機構實習，並由本系教師居中輔導。實習成

績由實習單位與輔導教師予以考核綜合評分。另外，為
鼓勵學生積極參加學術活動，特別開設必修課程 --「多
元學習」，以「學習護照」執行之，每學期邀請眾多學
術界與實務界講師蒞系演講。本系藉由此一制度的推行，
鼓勵同學在求學時期接觸更多、更豐富的知識領域，讓
實務與理論更加緊密結合與驗證。

六、推動「學與用」合一的總結性課程
為提升專業實務能力以及就業競爭力，落實學習成效
評估，讓學生在畢業之前能夠檢視整合過去所學，本
系自 103 學年度起規劃開設「總結性課程 (Capstone
Course)」，學生可透過撰寫論文專題或研究報告、出國
移地教學、現地調查、田野調查、拍攝微電影、服務學
習 ... 等多元方式進行，完成論文或研究報告之後舉辦學
習成果發表，以作為學生畢業前之學習總體檢。

■ 課程設計
本系在課程規劃上是依政治思想、比較政治、國際關係、

行政與政策四大領域來設計，要求學士班同學廣為修讀四領
域課程，並無組別之硬性劃分。本系學士班學生應修畢 128
學分（必修 79 學分，選修 49 學分），始得畢業。除校定共
同必修課程外，本系以「政治學」、「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
「研究方法」為必修基礎課程，再加上「總結性課程」作為
最後檢驗。另按各領域之規劃，訂出 10 門必修課，分別為政
治思想領域的〈中國政治思想概論〉、〈西洋政治思想概論〉、
〈政治思想典籍研讀〉、〈政治思想與當代議題〉；國際關
係領域的〈國際政治〉和〈國際公法〉、〈國際政治經濟〉（二
選一）；比較政治領域的〈比較政府與政治〉和〈政黨政治
與選舉制度〉、〈投票行為與選舉策略〉（二選一）以及行
政與政策領域的〈行政學〉和〈公共政策〉、〈城市治理〉
（二選一）等。總體而言，本系課程致力保持以下幾項特色：
重視領域合作、強調方法論取向、教師專長展現與嚴謹教學、
學生選課自由、加強國際學術交流、課程規劃全面及學習途
徑多元、提升英語能力等。

■ 專任師資

姓名 職稱 學歷 學術專長

陳立剛 副 教 授
兼系主任

美國北德州大學
政治學博士

地方治理、都會治理、
公共行政、
政府預算研究

黃　默 端 木 愷
講座教授

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政治學博士

西洋政治思想、
當代英美政治哲學、
人權哲學、人權教育、
國際人權法與人權運動

黃秀端 教 授
美國艾摩利大學
政治學博士

政治學、研究方法、
比較政治、投票行為、
國會政治、政治文化、
憲政體制

劉必榮 教 授
美國維吉尼亞大
學國際政治博士

國際政治、國際衝突、
談判理論、小國外交政
策、東南亞國際關係

吳文程 教 授
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政治學博士

政黨理論、政黨政治、
比較政治、政治發展、
美國政府與政治、
外交決策分析

王晧昱 教 授
法國巴黎大學
(Paris 2) 政治學
博士

政治社會學、比較政府
與政治、歐洲整合、西
洋政治思想

許雅棠 教 授
中山大學中山學
術研究所碩士

中國政治思想史、
中國政治制度、
近代中國民主思想、
民主思想與治理

謝政諭 教 授
政治大學
國家法學博士

憲政主義與文化、
中國政治思想、臺灣發
展經驗與憲政、比較憲
法、兩岸政治思想、
民族主義、中山學說

劉書彬 教 授
德國科隆大學
政治學博士

德國政府與政治、
歐洲整合、國際關係、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
政黨與選舉

陳睿耆 教 授
臺灣大學
政治學碩士

西洋政治思想、中華民
國憲法、政治學、
人權思想與問題

徐永明 教 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
政治學博士

政治學、投票行為、
政治行為、經驗政治理
論、形式政治理論、
政黨與選舉、族群與地
域政治

吳志中 教 授
法國巴黎大學
(Paris 1) 政治學
博士

區域整合、地緣政治、
區域安全、國際關係、
戰後世界局勢、歐洲聯
盟、外交政策、外交
史、法國政府與政治

羅致政 副 教 授
美國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政治學
博士

國際關係、外交政策、
東亞安全、博奕理論

王輝煌 副 教 授
美國雪城大學
公共行政博士

公共行政理論、發展管
理與發展經濟學、公共
財政與預算財政、科技
政策、官僚與組織理
論、國際政治經濟、社
會科學方法論

蔡秀涓 副 教 授
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博士

公共行政、組織理論與
行為、人力資源管理與
發展、績效管理、政府
人事政策、組織信任

陳俊宏 副 教 授
英國倫敦政經學
院政治學博士

民主理論、人權理論與
實踐、當代政治理論

林瓊珠 副 教 授
英國艾塞克斯大
學政治學博士

選民投票行為、民意調
查、政黨政治

蔡韻竹 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
政治學博士

國會政治、政黨政治、
社會政策、政治溝通

湯智貿 助理教授
英國艾塞克斯大
學政治學博士

國際關係理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
國際衝突與合作、
亞太地區國際關係

林月珠 講 師
中興大學公共行
政暨政策究所
碩士

公共行政、組織行為與
管理、志工行為與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人群
關係、團體動力、團體
學習、團體政治、民主
法治

沈莒達 講 師
中山大學中山學
術研究所碩士

傳播學概論、民主與會
議、公共政策與生態、
危機管理、非營利組織
管理、藝術行銷

　　本系 2008 年高分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舉辦之「大學校院系所評鑑」。2012 年
獲得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果考核優良獎。2013 年
與 2015 年獲得人文社會學院學術研究績效評量優良
獎。2015 年高分通過東吳大學 104 年度自辦系所外
部評鑑並於 2016年獲得績優受評單位。
　　目前本系系友聯誼會由傑出系友富蘭克林基金總
裁劉吉人先生擔任理事長。2014 年適逢本系成立 60
週年，特舉辦系友大會以及一系列慶祝活動，藉此強
化系友與師生之間聯繫網絡。2016 年 4 月底舉辦為
期一週傅正老師逝世 25 週年紀念相關活動，以彰顯
傅正老師對於本系奉獻 20 年光陰並對台灣民主運動
的發展貢獻。紀念相關活動包括紀念音樂會、頒發傅
正講座以及生平影像展，讓更多在學年輕學子認識傅
正老師，以傳承傅老師畢生追求的「民主自由」。

學 系 聚 光 燈

政 治 學 系 外雙溪校區︱人文社會學院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 圖書暨設備

圖書

圖書：中文 95545 冊、西文 88160 冊
期刊：中文 60 種、西文 27 種、電子期刊 2505 種

設備器材

系辦公室一間、系學生會辦公室一間、教師研究室廿一
間、研討室三間、電腦教室一間、Pentium 電腦五十二台、彩
色噴墨印表機二台、雷射印表機廿八台、影印機二台、液晶
電視機一台、投影機五台、筆記型電腦四台、平板電腦十二
台、數位攝影機三台、錄音筆四台 ... 等。

■ 同學未來發展
本系之訓練除專業知識的養成，更重視學習能力之訓練，

以幫助同學於畢業後在多元之工作場域能有所發揮。這些能
力包括創造力、解決問題、溝通表達、領導統御、團隊合作
的能力，這些基本能力像是可以充滿各種容器的活水，讓本
系四千多位畢業生得以在各行各業發光發熱。

本系的課程設計與教學並不強調每位畢業生可以找到哪
些特定之工作，但藉由基本能力的培養，使得本系畢業生的
出路相當多元。隨著臺灣民主化與國際化的進展，本系畢業
系友的出路包括：繼續深造後投身學術或教學、出任國會助
理、從事傳播媒體工作、參加國家考試成為公務員、進入民
間企業成為專業經理人、或致力於非政府組織的工作 ... 等等。

在系友的協助下，本系更推出全國獨一無二的「國會助
理人才培育與就業計畫」，提供本系對有志政壇工作的畢業
生培訓與就業的機會，除了在政治學系四年的基礎素養上，
再加上國會助理專業培訓，媒合同學到立法院工作，在學長
的協助下，同時保障他們的工作薪資。由此可見，畢業系友
們是政治學系最寶貴的資源。另外，還有一群年輕系友成立
「台灣東吳政治之友協會」，希望也能藉此網絡協助剛進入
職場的學弟妹們。

◎港澳僑生主要入學管道及名額：

◎聯絡電話：+886-2-28819471轉 6252-6254

個人申請：學士班名額2名
聯合分發：學士班名額10名
          碩士班名額2名

(106學年度暫定招收名額)

◎招生資訊：http://www-ch.scu.edu.tw/october/enroll_index

更多政治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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