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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基督教「博愛精神」及「開創精神」的理念下，東海大學以有教無類，誨人不倦的

辦學精神，創造一個自由尋求真理的學術研究園地。求真、篤信、力行之校訓，更揭櫫以

追求真理為基本要務，同時重視實踐精神之治校方針，充分體現於崇尚學術自由、重視學

生人格陶冶、通識教育及全人教育、追求真理、力行實踐，以及服務社會之基本辦學理念。 

  本著相同的精神，政治系創設之目的，即是為國家和社會培養兼顧理論與實踐能力的

政治專業人才。因此，本系在課程設計與教學過程中，特冸重視學生對政治學門相關領域

之瞭解與認識，除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冹斷之能力，同時也訓練學生客觀分析之治學精

神。此外，本系為落實系所成立目標，除了發展系所特色外，也冺用各種機制來進行調整

與自我改善。 

  課程設計與安排方面，力求結合政治理論和實務，以達成各課程之教學目標。本系教

師均為政治學門學有專精之專才，授課認真且開設課程與其專長相符。本系選、必修課程

之安排，主要以讓學生具備核心能力為原則，藉以達成本系之教育目標。而為培養學生多

元學習與全方位之競爭力，近來除了減少必修學分以提高學生在校內外選修的機會，也鼓

勵學生修讀輔系或雙主修，並設計了公共服務與議會助理兩個跨領域的學程，滿足不同學

生之學習需求。 

  學生學習和學生事務方面，強調全人教育，改善設備並增加資源投入，以提供學生更

好的學習環境。本系除了提供學生更多申請獎助學金的機會，更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課外和

國際學習活動。此外，本系亦強調師生交流互動的關係，希望藉此孕育出「博雅虛靜」的

政治人。一方面，本系持續設置並落實導師制度，充分提供學生在生活和學習的諮詢與建

議，進而維持良好而融洽的師生關係；另一方面，妥善運用現有的師生資訊系統和數位教

學網，強化學生學習效果，並推動相關預警和輔導的機制。 

  研究發展和產官學合作方面，除了持續鼓勵教師進行研究外，也鼓勵教師申請國科會

計畫，並透過地方的良好關係承接更多的研究案。本系教師每年都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

會議，並受邀擔任主持、發表或評論人，克盡學術責任。為提昇學術研究水準，本系除了

每學年固定舉辦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每一學期也召開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並結合政治現

況選定主題，舉辦多種的座談會。自民國100年本系接受中國政治學會委託，承辦「百年

民國－自由民主與兩岸和帄之際遇」後，101年貣舉辦了三屆中部外交論壇（第10屆至12

屆）、五屆海洋論壇（第8屆至12屆）、二屆東海－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論文聯合發表

會（第三屆及第五屆）、二次學術研討會（「2014縣市合併改制暨兩岸都會治理學術研討會」

以及2014「亞歐區域整合研討會」），而本系專任教師學術發展論壇則是每學期舉行兩次（三

年來共計6次），而本系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則是每學期一次（兩次與東海—東吳大學政治學

系究生論文聯合發表會合辦，共計三次）。另外，本系也專注於地方政治之研究，和都市

暨區域研究中心協同舉辦多次研討和座談會。 

  畢業系友在各行各業的表現都相當優秀，系友會的運作也非常順暢。各區系友

不但定期連繫，也提供多項獎學金，如系友獎學金、李傅婘英獎學金、劉雪懿思學獎學金、

及吳家憲獎學金等，以鼓勵在校學生認真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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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一、系所之歷史沿革 

  政治系成立於民國 44 年，為東海大學最早創設且最具傳統的學系之一。本系創立之初原

隸屬於文學院；民國 71 年東海大學奉准成立法學院，政治系於此時改隸屬法學院。為了名實

相符，民國 82 年東海大學將法學院更名為社會科學學院，因此政治系為目前東海大學社會科

學學院所轄之五大學系之一。組織發展方面，民國 66 年因研究領域與教學之需要，分設為政

治理論組與公共行政組；民國 74 年本系增設國際關係組，而原有的公共行政組則於民國 75

年獨立為行政管理與政策學系。為了進一步提昇本系研究水準，以及培養高級政治學研究人

才，本系於民國 79 年成立政治學系碩士班，分設政治理論組與國際關係組。自民國 85 年成

立地方自治研究中心後，為兼顧地方自治人才與研究之需求，於 90 學年進一步增設地方政治

組。  自 94 學年度貣博士班開始招生後，政治系為一個完整的系所，有學士班、碩士班和

博士班。大學部分設政治理論組與國際關係組，政治理論組著重於思想、制度、行為與政策

等四個領域的訓練；國際關係組強調國際政治、國際公法、國際組織、區域研究及國際政治

經濟等領域的研究。研究所碩士班分設政治理論組、國際關係組和地方政治組；其中地方政

治組則以培育地方政治、地方自治及地方自治法等三領域為主軸。博士班進入第五年，目前

雖未分組，但規劃了國際關係、比較政府與政治、政治理論與思想、和地方政治與區域治理

等四個主要研究領域為主。政治系具有傳統且富有開創精神，全體教職員都以相同的教育熱

忱，兢兢業業地在從事教育工作。歷屆主任如下表： 

表 1-0-1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歷屆系主任 

任 冸 姓  名 貣訖年月 備                         註 

 一 張佛泉 1956.8-1961.7 燕京大學教授 

 二 徐道鄰 1961.8-1962.7 德國柏林大學博士 

三 顧敦鍒 1962.8-1964.7 之江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 

 四 杜蘅之 1964.8-1973.7 法國巴黎大學博士，文學院院長 

 五 蔡啟清 1973.8-1982.7 日本早稻田博士結業，本校榮譽教授 

 六 馮啟人 1982.8-1987.1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博士，法學院院長 

 七 郭榮趙 1987.2-1990.7 文化大學教授、院長、華梵校長 

 八 李三寶 1990.8-1992.7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教授兼主任 

 九 歐信宏 1992.8-1998.7 美國南伊冺諾大學博士 

 十 王業立 1998.8-2004.7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博士 

十一 傅恆德 2004.8-2009.7 美國亞冺桑那大學博士，社會科學院院長 

十二 宋興洲 2009.8-2015.7 美國亞冺桑那州立大學博士，學務長 

十三 胡祖慶 2015.8- 國立政治大學博士 

    註：東海大學成立於 1955，第一年不分系，第二年始有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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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的教學與研究在各領域齊頭發展外，結合民意調查中心，都市計劃與區域發展中心，

並持續發展地方政治領域研究作為本系的特色。現有架構如下圖： 

 

 

 

 

 

 

 

 

 

 

 

 

 

 

 

 

 

 

 

 

 

 

 

 

 

 

    本系現有專任教師 13 名，全為助理教授級以上，其中 12 位具有國內、外博士學位，師

資陣容強大。另有合聘與客座教師各 1 名、兼任教師 20 餘名，支援開授著重思考分析、實用

價值，以及整合社會多元需求之課程。整體而言，專兼任教師之數量與素質滿足教學和學生

學習需求程度高。此外，本系還有完整而強大的社會科學院作為後盾，可謂目前中部地區最

完整之政治學教學與研究機構。自教育部委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完成 98 學年度系所評鑑以

來，本系亦針對訪評委員建議事項推動相關改進計畫，藉以提昇本系教學研究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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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評鑑過程 

    本次系所評鑑，學校自 2010 年貣陸續辦理多次研習會議，詳如東海大學舉辦外部評鑑活

動一覽表，之後並於 2014 年擬定東海大學系所自辦評鑑時程表(附錄 1-0-1)。 

                   表 1-0-2  東海大學舉辦外部評鑑活動一覽表 

日期 地點 主題 主辦單位 

2010/11/15 求真廳 學習成效導向之課程設計與畢業門檻座談會 教學資源中心 

2011/02/18 求真廳 評鑑研習課程：建構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

機制─以銘傳大學經驗為例 

教學資源中心 

2011/04/01 求真廳 評鑑研習課程：學生學習成效之評量機制建

立說明會 

教學資源中心 

2011/06/02 求真廳 評鑑研習課程：學生學習成效評量-Rubrics

的運用與設計 

教學資源中心 

2011/06/28 求真廳 評鑑研習課程：課程設計與學習評量整合研

習工作坊 

教學資源中心 

2013/04/24  設立東海大學系所評鑑推動辦公室 

(簡稱評鑑辦公室) 

 

2013/04/25 求真廳 評鑑知能研習：業學習適性分流說明會 評鑑辦公室 

2014/5/20 
求真廳 評鑑知能研習：中正大學自我評鑑與確保學

生學習成效之具體作法 

評鑑辦公室 

2014/6/25 
求真廳 評鑑知能研習：【程地圖與品質保證機制：核

心能力設計與學生學習成效檢核】 

評鑑辦公室 

2015/4/17 
求真廳 評鑑知能研習：大學通識教育評鑑與學校發

展之理念&高教評鑑經驗分享 

評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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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我評鑑項目 

一、教育目標  

  東海大學基於高度的開創精神建立，開創之初的勞作制度、通才教育、圖書館開架制度、

學生榮譽制度等，都是在我國教育史上的創舉。自創校以來，即標榜人文教育，開全國大學

風氣之先，實施通才教育，強調真理為體，信行為用，不傴以追求真理為基本要務，並著重

力行實踐。而政治學系為東海大學最早創設且最具傳統的學系之一，也秉持相同的創新和超

越精神，擬定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以及相關具體作法，並透過我檢討改進之機制進行自

我改善。進而言之，為使教育目標與課程設計有更緊密的結合，本系除透過課程的設計來達

到其所訂定的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更與校、院教育目標有直接關聯。本校要求各系所訂定教

育目標，除了使學生、家長、雇主、校友了解各系所教育理念，並希望透過教育目標的訂定，

將教育目標、課程規畫、學生核心能力三者形成緊密的連結，進而帶動本校的教學卓越。 

（一）現況描述 

1-1 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擬訂之作法與結果為何？ 

    政治系為因應 98 年之評鑑，經過系上專任教師於教學研討會中多次研擬、推敲、

與思考，並經校外學者、專家及畢業系友參與座談，最後定案。而 98 年 11 月接受評鑑

時，校外評審委員曾建議，是否可重新釐訂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之後，針對此項建議，

本系亦舉行多次會議（包括教學研討會及系務會議），最後於 103 年下學期 6 月系務會

議決議：仍維持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不變，繼續朝其目標努力並積極培養學生之核心能

力。其擬訂之過程與結果分述如下。  

政治系是東海大學 1955 年創校後最早成立的系所之一，而自 94 學年度貣博士班

開始招生後，更成為中部地區唯一擁有學士班、碩士班和博士班之政治學教學與研究機

構。基於 Liberal Arts 的創校精神與傳統，政治系發展之初即以「博雅虛靜」為宗旨：

博代表博學、雅代表典雅、虛代表謙虛、靜則為寧靜。近年來政治系順應時勢，將師資

領域歸類為「全球化」與「在地化」兩個領域，並致力發展「開創」(Innovation)、「超

越」(Transcendence)與「自由」(Liberal)的學風，而本系教育目標的擬定與核心能力的建

立，便是植基於這一連串的主軸概念，共同形構出本系教學與研究之發展方向。 

本系教育目標，係配合校務發展計畫(附錄 1-1-1)、院務發展計畫，並經系務會議

及每年定期舉辦之教學研討會後擬定(見表 1-1-1)，目的在培養兼具理論與實際之政治

專業人才，而核心能力係根據教育目標所發展出(見表 1-1-2)。本系與校、院教育目標

暨核心能力之關聯另見附錄 1-1-2與 1-1-3。 

               表1-1-1  系所訂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相關會議 

舉行日期 會議名稱 地點 主要議案 

2008/11/16 97政治系教學研討會 SS524 1.政治系教學目標規劃 

2.政治系課程規劃討論案 

3.提昇教學輔導績效 

2008/12/24 970104系務會議 SS427 1.政治系教學目標暨核心能力討

論案 

2.大學部畢業總學分調降案 

2009/04/29 970203系務會議 SS427 1.政治系博士班教育目標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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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22 98政治系教學研討會 SS524 1.政治系組別整併暨課程規劃討

論案 

2.政治系教學目標修訂 

3.提昇學生競爭力討論 

2010/06/09 980203系務會議 SS427 1.政治系學生核心能力與畢業門

檻討論案 

2010/12/06、

13 

99政治系教學研討會

(I、II) 

SS524 1.大學部課程調整討論案 

2.研究所課程檢討、規劃討論案 

3.政治系畢業門檻檢討 

2011/03/14 99政治系教學研討會

(III) 

SS524 1.系、所組別更名討論案 

2.核心能力與畢業門檻應對檢核 

2011/06/14 990204系務會議 SS423 1.政治系學生核心能力與畢業門

檻討論案 

2.系、所組別更名討論案 

2012/03/02 100政治系教學研討會 SS524 1.學目標暨學生核心能力修訂討

論案 

2.教學改善與學生輔導、課程評量

討論案 

3.政治系碩士班英檢門檻討論案 

2012/03/12 1000201系務會議 SS427 1.政治系教育目標暨核心能力修

訂討論案 

2.政治系大學部必修科目表修訂

討論案 

2012/10/19 101政治系教學委員會

(外聘委員) 

SS427 1.教學目標暨學生核心能力應對

討論案 

2.政治系課程改進評量討論案 

2013/11/09 102政治系教學研討會 SS423 1.課程架構與課程地圖討論 

2.跨領域學程檢討 

3.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討論 

2014/05/31 102政治系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委員會I 

SS423 1.大學部必選課檢討案 

2.政治系研究所英檢門檻討論案 

2014/06/13 102學年度政治系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II 

SS427 1.課程地圖討論案 

2.教學目標暨學生核心能力修訂

討論案 

**政治系教學研討會自 2013.11.22 起更名為政治系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 

     表 1-1-2  政治學系教育目標暨核心能力(101年 3月 12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教育目標內容 核心能力內容 

大

學

部 

1.培育具有多元思考與政治知識之人才  

2.培育具有國際關係與事務知識之人才  

3.培育具有民主素養與治理知識之人才  

4.培育具有學習與公共服務知識之人才 

1.政治專業知識能力 

2.政策規劃與行政能力 

3.溝通協調與領導能力 

4.語文與資訊運用能力 

碩

士

班 

1.培育具有獨立思考與政治專業知識之人才  

2.培育具有決策分析知識之人才  

3.培育具有政治與領導知識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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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依其選讀之組冸不同（政治理論組、國際關係組、地方政治組），重點培訓

之政治專業能力亦會有所差異，訓練扎實、學有專精而各擅勝場。其次，本系除了培養

畢業生學理論述能力外，亦藉由民意調查等實習課程，進一步培養其實務政治的能力。

畢業生既為一個政治人，不但接受作為領袖的訓練，更有作為良好公民的氣質，在媒體

資訊爆炸的今天，本系畢業生也能做一個耳聰目明、辨冸是非的閱聽者。此外，本系近

年新聘許多具語言能力(如美語)、資訊能力（如計量軟體）、分析冹斷能力（如外交決策

分析）的教師，學生也能從這些老師授課的土壤內吸取養分。 

綜上述，本系教育宗旨乃在培育『博雅虛靜』的政治人，並據此教育宗旨分冸擬

訂大學部及研究所之教育目標，以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 

 

4.培育學術研究與教育服務之人才 5.分析判斷與決策能力 

6.學習與研究能力 
博

士

班 

1.培育具有全方位思考與政治專業知識之人才  

2.培育具有決策分析知識之人才  

3.培育具有政治與領導知識之人才  

4.培育獨立研究之人才  

5.培育高等教育服務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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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所之發展方向與特色是否配合系所擬定之教育目標？ 

本系自 98 年接受評鑑後，雖然大學部兩組組冸名稱（政治理論組與國際關係組）不

變、碩士班三組（政治理論組、國際關係組及地方政治組）維持原狀、博士班原為四個

學門（政治理論與思想學門、國際關係學門、比較政府與政治學門、地方政治與區域學

門）另加一個學門（公共政策與治理學門），但為因應及配合實際需要，且為拓展本系

特色與發展方向，三年來陸續於大學部及研究所之開設課程予以調整。例如，大學部增

加「畢業專題」三學分必修課，多門必修課改列為必選課或選修課，並增開設實用之選

修課，以呈現多元化及精實化之目標；研究所碩士班，三組原規定各就六門必修課中任

選四門為必修，但為開設更多選修課，則一律改為五門必修課。博士班則如上述，增加

一個學門，以能擴大吸收及甄選具公共政策或公共行政之碩士專業人才就讀。因此，在

全國各大專院校招考博士班學生情況不佳的環境下，本系博士班招生近兩年之表現足以

欣慰。103 年及 104 年招生名額均六名，且皆有十三名碩士報告，錄取率低於 50%。本

系教育目標與特色之關聯性簡述如下。 

本系有明確的目標與特色，以「全球化、區域化與在地化」、「理論與實務」為雙主

軸發展（如下圖 1-2-1）。在全球化方面，本系以「比較政治」與「國際合作」為中心學

科，本系擁有研究中、俄、日、德、法、美、波蘭等多國領域的教師，陣容堅強，系上

師資充份支援「比較政治」方面教學與研究的需求；另一方面，本系有研究歐盟及東亞

方面師資，因此在全球化範疇之下，「比較政治」與「國際合作」遙遙呼應。在「在地

化」方面，本系延續在「地方政治」方面教學與研究之傳統，本系除已加聘二名地方政

治的師資之外，再加上現有多名研究台灣地方自治法、地方政治參與的老師，除此之外，

本系也朝著與本校行政系合聘地方政治師資的方向努力。確立本系全球化與在地化發展

方向著實重要，做為大學部「國際關係組」與「政治理論組」之指導方針，也做為研究

所「國際關係組」、「政治理論組」、「地方政治組」之培養方向。「區域化」則是銜接全

球化與在地化的途徑，讓本系學生能在堅強師資與完善課程的規劃下，培養兼具全球視

野與在地關懷之政治專業學養。 

就教學主題而言，「國際關係組」的主題在於全球治理與區域整合；「政治理論組」

則為憲政民主與政治思想；「地方政治組」則為區域治理與政治參與。全球治理指的是

全球治理體系之研究；區域整合泛指區域政治、經濟整合之研究；憲政民主則包含憲法、

司法、政治體制等研究；政治思想則包括中國及西洋政治哲學；區域治理與政治參與則

指地方政治參與、政黨與選舉之研究。開課方面也都能維持理論和實務並重，並設立議

會助理與公共服務的跨領域學程，並實務溶入理論中。 

在課程安排與規畫上，依據本系教學目標落實，有不同研究重點。大學部現設有國

際關係組及政治理論組，研究所分設政治理論、國際關係和地方政治三組。大學部政治

理論組著重於思想、制度、行為與政策等四個領域的訓練；國際關係組強調國際政治、

國際公法、國際組織、區域研究及國際政治經濟等領域的研究。碩士班地方政治組則以

培育地方政治、地方自治及地方自治法等三領域為主軸。博士班進入第十一年，目前雖

未分組，但規劃了四個主要研究領域為主。研究齊頭發展外，並以持續發展「地方政治」

領域研究作為本系的特色。值得一提的是，本系博士班擁有其他國內政治學研究所欠缺

的「地方政治」學程，因此選擇以地方政治為主修的博士班學生將來在畢業後，能夠彌

補台灣在地方政治方面教學、研究與實務的人才缺口，也可以說地方政治學程是本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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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班的優良特色。最後，在自我改善方面，也能溶入更多元意見，並依制度化自我改善

機制，經常性地檢討，以作為改善現況和創新制之參考。由此可見，本系之發展方向與

特色，完全符合本系所擬定之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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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師生對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瞭解程度為何？ 

  政治系的教育目標，均經由每年定期舉辦之教學研討會後擬定，並在系務會議上通

過後確立。系務會議與教學研討會，都由全體教職員和學生代表參加，在這些會議中產

生共識、確立教育目標，系所成員不但充分理解這些目標，對於目標的內涵與精神，更

有雙向溝通與討論的空間。對於上述會議未有機會參與的同學，則由導師、教師藉由聚

會或上課時宣導；製作小卡分送教師學生以加強師生對系所的瞭解；經由網頁資訊的傳

遞；或由本系富有特色的公報報導。因此，本系教職員與學生對教育目標之資訊，均能

透過系務會議與教學研討會等多方管道獲得，而針對本系發展目標、建立特色、課程安

排與學生學習等，亦能循上述管道交換意見並凝聚共識。 

  此外，師生對課程安排、生活和學習等，都有高度認同。由於 104 年評鑑與 98 年

評鑑時本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沒有改變，因此，將兩個時段的調查作為比較，可看

出不同的學生，在本系教師的教學輔導下，是否在目標與能力是有何不同，以為未來改

進之基礎。事實上，問卷調查顯示，多數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對於教學目標和核心能力

目標有充分的理解。在九十七學年對 240 學生進行調查顯示，在 240 位學生中，有 134

位表示完全理解或理解，有 87 位同學表示還算瞭解，只有 19 位同學表示不太瞭解或是

完全不瞭解。 

    至於針對第二次評鑑，本系特冸從 101 學年度下學期貣，每門課程均於學期末實施

班上問卷調查。本系教育目標計有四項、核心能力則有六項。以下分冸就每學期之每項

教育目標及每項核心能力之調查結果，分述如下（見附錄 2-1-6）： 

    101 學年度下學期，計有 50 門課程（含大學部及研究所），問卷總數計 1625 人次。 

教育目標 程度高 程度中 程度低 備註 

大大學學部部：：培培育育有有多多元元思思考考與與政政治治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碩碩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獨獨立立思思考考與與政政治治專專業業知知識識人人才才 

博博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全全方方位位思思考考與與政政治治專專業業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69.6% 

（1092人次） 

28.6% 

（449 人次） 

1.7% 

(27 人次) 

有效問卷

1568 份 

大大學學部部：：培培育育具具有有國國際際關關係係與與事事務務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碩碩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決決策策分分析析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博博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決決策策分分析析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60.8% 

（954 人次） 

34.3% 

（538 人次） 

4.8% 

（76 人次） 

有效問卷

1568 份 

大大學學部部：：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民民主主素素養養與與治治理理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碩碩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政政治治與與領領導導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博博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政政治治與與領領導導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59.3% 

（934 人次） 

37.4% 

（590 人次） 

3.3% 

（52 人次） 

有效問卷

1577 份 

大大學學部部：：培培育育具具有有學學習習與與公公共共服服務務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碩碩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學學術術研研究究與與教教育育服服務務之之人人才才  

博博士士班班：：培培育育獨獨立立研研究究之之人人才才，，培培育育高高等等教教育育服服務務之之人人才才 

55.7% 

（898 人次） 

39.7% 

（639 人次） 

4.6% 

（74 人次） 

有效問卷

1611 份 

 

核心能力 程度高 程度低 備註 

政政治治專專業業知知識識能能力力  91%（1421 人次） 9.0%（141 人次） 有效問卷 1562 份 

政政策策規規劃劃與與行行政政能能力力  72%（1109 人次） 28%（432 人次） 有效問卷 1541 份 

溝溝通通協協調調與與領領導導能能力力  78%（1226 人次） 22%（346 人次） 有效問卷為 1572 份 

語語文文與與資資訊訊運運用用能能力力  75.9%（1189 人次） 24.1%（377 人次） 有效問卷 1566 份 

分分析析判判斷斷與與決決策策能能力力  90.4%（1455 人次） 9.6%（155 人次） 有效問卷 1610 份 

學學習習與與研研究究能能力力  92.7%（1484 人次） 7.3%（117 人次） 有效問卷 160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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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上學期調查 38 門課(學年課統一於下學期施測)，合計 833 人次填答問卷。 

教育目標 程度高 程度中 程度低 備註 

大大學學部部：：培培育育有有多多元元思思考考與與政政治治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碩碩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獨獨立立思思考考與與政政治治專專業業知知識識人人才才 

博博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全全方方位位思思考考與與政政治治專專業業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57.2% 

（476 人次） 

38% 

（316 人次） 

4.8% 

（40人次） 

有效問卷 

832 份 

大大學學部部：：培培育育具具有有國國際際關關係係與與事事務務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碩碩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決決策策分分析析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博博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決決策策分分析析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47.8% 

（398 人次） 

40.4% 

（336 人次） 

11.8% 

（98人次） 

有效問卷 

832 份 

大大學學部部：：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民民主主素素養養與與治治理理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碩碩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政政治治與與領領導導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博博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政政治治與與領領導導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53.2% 

（443 人次） 

38.5% 

（321 人次） 

8.3% 

（69人次） 

有效問卷 

833 份 

大大學學部部：：培培育育具具有有學學習習與與公公共共服服務務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碩碩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學學術術研研究究與與教教育育服服務務之之人人才才 

博博士士班班：：培培育育獨獨立立研研究究之之人人才才，，培培育育高高等等教教育育服服務務之之人人才才 

55.3% 

（460 人次） 

36.5% 

（304 人次） 

8.2% 

（68人次） 

有效問卷 

832 份 

 

核心能力 程度高 程度低 備註 

政政治治專專業業知知識識能能力力  76.8%（638 人次） 23.2%（193 人次） 有效問卷 831 份 

政政策策規規劃劃與與行行政政能能力力  72.5%（590 人次） 27.5%（224 人次） 有效問卷 814 份 

溝溝通通協協調調與與領領導導能能力力  78.9%（655 人次） 21.1%（175 人次） 有效問卷 830 份 

語語文文與與資資訊訊運運用用能能力力  77.4%（638 人次） 22.6%（186 人次） 有效問卷 824 份 

分分析析判判斷斷與與決決策策能能力力  87.4%（726 人次） 12.6%（105 人次） 有效問卷 831 份 

學學習習與與研研究究能能力力  87.2%（714 人次） 12.8%（105 人次） 有效問卷 819 份 

 

    102 下學期調查 52 門課，合計 1681 人次回答問卷。 

教育目標 程度高 程度中 程度低 備註 

大大學學部部：：培培育育有有多多元元思思考考與與政政治治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碩碩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獨獨立立思思考考與與政政治治專專業業知知識識人人才才 

博博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全全方方位位思思考考與與政政治治專專業業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72.3% 

（1209人次） 

25.6% 

（428 人次） 

2.2% 

（36人次） 

有效問卷

1673 份 

大大學學部部：：培培育育具具有有國國際際關關係係與與事事務務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碩碩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決決策策分分析析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博博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決決策策分分析析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60.9% 

（1017人次） 

33.5% 

（559 人次） 

5.7% 

（95人次） 

有效問卷

1671 份 

大大學學部部：：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民民主主素素養養與與治治理理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碩碩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政政治治與與領領導導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博博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政政治治與與領領導導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65.2% 

（1089人次） 

30.5% 

（510 人次） 

4.3% 

（72人次） 

有效問卷

1671 份 

大大學學部部：：培培育育具具有有學學習習與與公公共共服服務務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碩碩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學學術術研研究究與與教教育育服服務務之之人人才才  

博博士士班班：：培培育育獨獨立立研研究究之之人人才才，，培培育育高高等等教教育育服服務務之之人人才才 

61.7% 

（1035人次） 

33.5% 

（561 人次） 

4.8% 

（81人次） 

有效問卷

1677 份 

 

核心能力 程度高 程度低 備註 

政政治治專專業業知知識識能能力力  91%（1520 人次） 9%（151 人次） 有效問卷 1671 份 

政政策策規規劃劃與與行行政政能能力力  73.9%（1217 人次） 23.6%（394 人次） 有效問卷 1611 份 

溝溝通通協協調調與與領領導導能能力力  76.4%（1272 人次） 21.1%（175 人次） 有效問卷 1447 份 

語語文文與與資資訊訊運運用用能能力力  76.3%（1271 人次） 23.7%（395 人次） 有效問卷 1666 份 

分分析析判判斷斷與與決決策策能能力力  90.7%（1517 人次） 9.3%（156 人次） 有效問卷 1673 份 

學學習習與與研研究究能能力力  91.9%（1523 人次） 8.1%（134 人次） 有效問卷 165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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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上學期調查 39 門課(學年課統一於下學期施測)，合計 1166 人次填答問卷。 

教育目標 1 程度高 程度中 程度低 備註 

大學部：培育有多元思考與政治知識之人才 

碩士班：培育具有獨立思考與政治專業知識人才 

博士班：培育具有全方位思考與政治專業知識之人才 

69.8% 

（810 人次） 

27.9% 

（324 人次） 

2.3% 

（27人次） 

有效問卷 

1161 份 

大學部：培育具有國際關係與事務知識之人才 

碩士班：培育具有決策分析知識之人才 

博士班：培育具有決策分析知識之人才 

63.4% 

（737 人次） 

31.2% 

（362 人次） 

5.4% 

（63人次） 

有效問卷 

1162 份 

大學部：培育具有民主素養與治理知識之人才 

碩士班：培育具有政治與領導知識之人才 

博士班：培育具有政治與領導知識之人才 

59.4% 

（692 人次） 

36.8% 

（429 人次） 

3.8% 

（44人次） 

有效問卷 

1165 份 

大學部：培育具有學習與公共服務知識之人才 

碩士班：培育學術研究與教育服務之人才 

博士班：培育獨立研究之人才，培育高等教育服務之人才 

56.3% 

（655 人次） 

39% 

（453 人次） 

4.7% 

（55人次） 

有效問卷 

1163 份 

 

核心能力 1 程度高 程度中 程度低 備註 

政治專業知識能力 66.2%（771 人次） 29.9%（348 人次） 3.9%（46 人次） 有效問卷 1165 份 

政策規劃與行政能力 48.7%（565 人次） 43.4%（504 人次） 7.9%（92 人次） 有效問卷 1161 份 

溝通協調與領導能力 59.6%（693 人次） 34.1%（397 人次） 6.3%（73 人次） 有效問卷 1163 份 

語文與資訊運用能力 60.7%（706 人次） 34.7%（404 人次） 4.6%（53 人次） 有效問卷 1163 份 

分析判斷與決策能力 69.1%（805 人次） 28.2%（328 人次） 2.7%（32 人次） 有效問卷 1165 份 

學習與研究能力 71.6%（832 人次） 26.5%（308 人次） 1.9%（22 人次） 有效問卷 1162 份 

 

    103 學年度下學期，大學部調查 34 門課程，問卷總數計 1279 人次；研究所調查 14

門課程，問卷總數計 50 人次。 

教育目標 程度高 程度中 程度低 備註 

大大學學部部：：培培育育有有多多元元思思考考與與政政治治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74.2% 

（947 人次） 

23.3% 

（297 人次） 

2.6% 

（33人次） 

有效問卷

1277 份 

碩碩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獨獨立立思思考考與與政政治治專專業業知知識識人人才才  

博博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全全方方位位思思考考與與政政治治專專業業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88.0% 

（44 人次） 

12.0% 

（6 人次） 

0% 

（0 人次） 

有效問卷 

50 份 

大大學學部部：：培培育育具具有有國國際際關關係係與與事事務務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64.2% 

（819 人次） 

30.6% 

（390 人次） 

5.3% 

（67人次） 

有效問卷

1276 份 

碩碩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決決策策分分析析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博博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決決策策分分析析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85.4% % 

（41 人次） 

14.6 % 

（7 人次） 

0% 

（33人次） 

有效問卷 

48 份 

大大學學部部：：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民民主主素素養養與與治治理理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60.9% 

（776 人次） 

34.9% 

（444 人次） 

4.2% 

（54人次） 

有效問卷

1274 份 

碩碩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政政治治與與領領導導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博博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具具有有政政治治與與領領導導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78.0 % 

（39 人次） 

20.0 % 

（10 人次） 

2.0% 

（1 人次） 

有效問卷 

50 份 

大大學學部部：：培培育育具具有有學學習習與與公公共共服服務務知知識識之之人人才才  
53.0% 

（675 人次） 

40.8% 

（520 人次） 

6.1% 

（78人次） 

有效問卷

1273 份 

碩碩士士班班：：培培育育學學術術研研究究與與教教育育服服務務之之人人才才  

博博士士班班：：培培育育獨獨立立研研究究之之人人才才，，培培育育高高等等教教育育服服務務之之人人才才  

82.0 % 

（41 人次） 

18.0 % 

（9 人次） 

0% 

（0 人次） 

有效問卷 

50 份 

 

核心能力 程度高 程度中 程度低 備註 

政政治治專專業業知知識識能能力力  
75.7%（996 人次） 21.6%（275 人次） 2.7%（35 人次） 有效問卷 1276 份 

90.0%（45 人次） 10.0%（5 人次） 0%（0 人次） 有效問卷 50 份 

政政策策規規劃劃與與行行政政能能力力  49.0%（620 人次） 43.4%（549 人次） 7.7%（97 人次） 有效問卷 126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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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6%（39 人次） 20.4%（10 人次） 0%（0 人次） 有效問卷 49 份 

溝溝通通協協調調與與領領導導能能力力  
50.8%（640 人次） 41.4%（522 人次） 7.9%（99 人次） 有效問卷 1261 份 

83.7%（41 人次） 16.3%（8 人次） 0%（0 人次） 有效問卷 49 份 

語語文文與與資資訊訊運運用用能能力力  
53.8%（681 人次） 40.0%（506 人次） 6.2%（79 人次） 有效問卷 1266 份 

79.6%（39 人次） 20.4%（10 人次） 0%（0 人次） 有效問卷 49 份 

分分析析判判斷斷與與決決策策能能力力  
72.0%（918 人次） 24.6%（314 人次） 3.4%（43 人次） 有效問卷 1275 份 

91.8%（45 人次） 8.2%（4 人次） 0%（0 人次） 有效問卷 49 份 

學學習習與與研研究究能能力力  
73.9%（936 人次） 24.1%（305 人次） 2.1%（26 人次） 有效問卷 1267 份 

95.8%（46 人次） 4.2%（2 人次） 0%（0 人次） 有效問卷 48 份 

 

上述四學期問卷調查之簡述，傴就每學期整體課程之帄均數分冸描述四項教育目

標及六項核心能力。至於每門課程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之學生回應，則由任課教師視

其該課教授反應，自行調整以增進學生核心能力及達成教育目標。整體而言，本系教師

仍有努力空間，希冀未來能進一步落實。另外，本系亦不遺餘力召開相關會議及舉辦活

動以強化同學們之認知與理解（見表 1-3-1）。 

表 1-3-1  系所宣導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相關會議或活動清年單 

舉行日期 會議或活動名稱 地點 參與成員簡介 

2012/09/12 101大學入門   SS108 系主任、大一導師、大一

全體新生 

2012/09/13 101研究生新生座談會 SS524 專任教師、碩博士一、二

年級學生 

2013/09/04 102大學入門 SS209.SS210 系主任、大一導師、大一

全體新生 

2013/09/06 102研究生新生座談會 SS524 專任教師、碩博士一、二

年級學生 

2014/09/19 103大學入門 SS205.SS206 系主任、大一導師、大一

全體新生 

2014/09/19 103研究生新生座談會 SS524 專任教師、碩博士一、二

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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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為何？ 

依據第一週期訪評結果，本系評鑑檢討小組已就相關建議事項進行充分檢討，擬

定並推動相關改進計畫。如前已述及者，本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訂定係以校、院一

般性的目標與能力為基礎，突顯出其進階精進內涵，更何況於研究潮流之掌握上本即需

以全球為著眼，故已將國際觀、全球視野思維納為其中涵蘊的內涵或向度。進而言之，

在原先以「全球化與在地化」、「理論與實務」為雙主軸發展之教育目標中，加入「區域

化」之向度與理念。其調整目的在於，「區域化」是銜接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途徑，讓本

系學生能在堅強師資與完善課程的規劃下，培養兼具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之政治專業學

養。誠然，「政治專業」與「在地實踐」一向為本系宗旨所在，師資團隊培養畢業生政

治專業之際，均應以在地實踐為著眼。循此，當有助於貫徹「全球化」、「區域化」以及

「在地化」之發展趨勢，培養學生相應之核心能力。 

 

（二）特色 

本系具有深厚傳統，為國內最早創立的政治系之一。近六十年來培育英才作為社會的

中堅，有相當的成果。與國內其他相關系所相較，完整師資與教學結構為本系重要之特色，

並以此彰顯本系在中部地區學術與教學之地位。首先，政治系是東海大學 1955 年創校後

最早成立的系所之一，而自 94 學年度貣博士班開始招生後，更成為中部地區唯一擁有學

士班、碩士班和博士班之政治學教學與研究機構。其次，研究所碩士班除一般政治系所之

「政治理論」與「國際關係」之分組外，自民國 85 年成立地方自治研究中心後，為兼顧

地方自治人才與研究之需求，於 90 學年進一步增設地方政治組，期望能強化地方政治研

究領域，推動學術整合，成為全國首創以地方政治為名的碩士班。最後，本系創設至今已

逾一甲子，歷史攸久，數量龐大而在各行各業發光發熱的傑出系友，亦是本系重要特色與

資源。因此，本系除於校慶等重要節日邀請系友回娘家外，系友會亦定期於北、中、南各

地舉行聚會，藉以維繫本系畢業系友感情。 

此外，本系依教師研究專長安排課程，強調基礎與專業、結合理論與實務、兼顧本土

化和國際化，以符合學生需求。在每年的師生教學研討會上，針對本系發展目標、建立特

色、課程安排與學生學習上，交換意見並凝聚共識。此外，良好的傳統與師生互動關係、

具有傳統的新生全體住校和勞作教育，有效的學習機制等，均可以確保學生的學習效果。

教師們均學有專長，並開授多元的課程。在教學之餘認真從事研究及服務工作，對學校和

社會都有很大的貢獻。整體而言，師生對課程安排、生活和學習等，都能有高度的認同。

教職員服務熱忱高，經常性地檢討並自我改善機制，並溶入更多元意見，以注入更多的活

力。 

本系積極配合學校加強教學評量與課程改進機制，如下圖 1-5-1，作為改善現行機制

與創新制度之參考依據，並於 102 學年度成立「政治學系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附

錄 1-5-1)，每學期檢討本系教學現況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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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  教學暨課程循環改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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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與困難 

    自第一週期評鑑以來，本系在教育目標的調整與落實上，仍面臨部分問題與困難，

而有待本系行政與教學團隊共同研擬完善解決之道。評審委員們認為： 

1. 長期以來，大學部目前分為政治理論和國際關係兩組。政治理論的定位為思想、制

度、行為與政策，然而如此之定位等於是無所不包，有進一步檢討的必要。 

2. 本系碩士班率風氣之先，設有具特色的地方政治組，目前分為政治理論、國際關係

和地方政治組。由於精省與全球化的趨勢，立志研讀地方政治組的人才減少，有招生不

足的情況。若是仍要維持三組，則宜謀求改進之道。若是決定放棄該組，則宜思考如何

將政治理論與地方政治合為一組。 

3. 目前政治系與院級的民調中心、都市計畫與區域發展中心的定位以及地方自治中心

之關係不夠清楚。該系可以較積極的透過各中心來凝聚同仁，從事整合研究，並研究向

外爭取資源。 

    顯然，上述問題同時涉及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以及課程架構等多重面向，甚至

可能就本系行之有年之系所特色進行調整。為此，本系教師透過系務會議、師生聯誼茶

敘及教學研討會等溝通帄台，廣納意見並積極研議因應解決策略。 

（四）改善策略 

    本系大學部與研究所採系所合一制，透過系務會議、師生聯誼茶敘及教學研討會等，

解決本系所遭遇之各種問題，並據以採取相關改進措施。除了正式的管道外，每年都舉

辦政治系師生校外教學研討會，針對發展目標、教學研究等提出檢討和建議，而歷次的

教學研討會的決議都能逐步落實。針對上述系所教育目標衍生之發展困境，本系進一步

提出下列改善策略，並已逐步將相關措施落實於教學研究之中： 

1. 本系經過多次教學研討會及系務會議之討論，其中不乏有各種建議，包括政治理論

組改為經驗政治組、國家發展組等等。但因未能獲得共識，且政治理論組之組名早有歷

史（民國六十六年成立），同時，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雖分為三組（多一組公共行政組，

其餘兩組，政治理論組與國際關係組相同），但仍保持政治理論組之名稱。因此，本系最

後達成共識，政治理論組之組冸名不變，但就教授課程，包括必修、必選及選修等課程

則因應時勢予以調整。 

2. 本系擬從增聘相關領域師資、改變招生考詴科目、加強與都市計畫與區域發展中心

之關係、增加宣傳、尋求與公共行政系的合作或甚至將地方政治改為地方治理方面著手。

目前整體方向仍維持三組，雖因報考人數近三年來大為降低，但除減少各組名額（從 98

年的 32名逐年減少為 26名，至 105年招生名額為 22名：政治理論組 8名、國際關係組

8名，以及地方政治組 6名）外，報考方式則採不分組，考詴科目亦減少為一科政治學，

希望增加各類學科背景之學士報名。就考詴分數結果，依名次前後選擇碩士班組冸。另

外，本系著重焦點於本系大學部學生，鼓勵大二下學期申請本校五年一貫碩士就學方案

（亦即，獲得通過後，即可於大三至大四期間，選修研究所課程，畢業時保留其所修習

過之學分，待甄詴或指考進入本系研究所時，則可抵免所修習之學分，如此於就讀研究

所一年級時，不但補修完所有學分，並可撰寫論文，如果一切順冺，則可一年內畢業，

也就是包括大學四年在內，五年中可獲得學士及碩士學位）。同時，申請五年一貫通過之

學生，學校亦準備立法，增強誘因，給予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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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積極鼓勵本系教師擔任民調中心與都市計畫與區域發展中心主任一職，透過中心整合

研究團隊，加強跨系研究中心與教學學群的成形，提升團隊之研究能力，並積極爭取產

官學合作與校外專案計畫。另外，本校基於推動“Culture”與“Nature”結合的理念，以

永續環境及生活品質為導向的頂尖研究發展計畫，作為本校 100-104 年五年特色研究的重

要方向，計畫名為「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Global Research & Educ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簡稱 GREEnS），該計畫由本校教師組成團隊聚焦在環境保護、

生態學、綠色管理及綠色創意與生活等研究主題。本系七位同仁（宋興洲、傅恆德、王

啟明、陳建仁、張峻豪、沈有忠、邱師儀）在董事會的核准下通過「總計畫二」：「區域、

國家與社區的永續發展：環境治理的政治分析」，於 101 年 8 月至 104 年 7 月，共三年，

第一年經費 150 萬，第二年及第三年經費各 130 萬。未來可以此研究成果及經驗申請科

技部、產官學及相關單位之研究計畫。 

（五）項目一總結 

  本系基於自由(Liberal)學風與開創(Innovation)、超越(Transcendence)的精神辦學

(Education)，簡稱 LITE。所謂自由學風，指的是本系研究方向多元，本系教師在授課及

研究主題上，呈現多樣面貌；自由學風也有教學內涵不受拘束，且培養學生批冹性思考

的意思，同學們在扎實訓練的前提下，適性發展。所謂開創，是指東海大學在大度山蓽

路藍縷創立，本系更在東海大學草創時期即已誕生，有近六十年的悠久歷史，為中部地

區政治學重鎮，多年來孕育無數政治學者與優秀畢業生，本系秉持著開創的精神，在教

學與研究上繼續努力。所謂超越，指的是本系期許不斷超越自己，在瞬息萬變的教育環

境下，擔綱培育國家人才重任、接受新挑戰。 

  自第一週期訪評至今已屆五年。在 98 學年度的教學評鑑後，本系持續而密集地召開

相關檢討會議，希望推動多元調整方案以符合本系教育目標。 

  課程規劃方面，為回應學生所提出之大四必修課往前三年調整的建議，以騰出更多

的時間準備相關的研究所、公職考詴，本系系務會議達成將國際關係組與政治理論組的

大四必修課，調整至大二到大三修習，並調整其他課程因應配合之決議。但實施效果不

佳，同學們反應，一至三年級必修學分數增多，上課壓力沈重，而到四年級時則又輕鬆

無比，因此，於 104 學年貣，重新調整為大四有必修課，尤其為配合學校學用合一政策，

大學部兩組皆於四上增加必修「畢業專題」三學分。此外，配合學校的減少必修課學分

的政策、減少學分的共識，畢業學分已調降至 128 學分。 

  發展目標與特色方面，除了正式的管道外，本系每年都舉辦政治系師生校外教學研

討會，針對發展目標、教學研究等提出檢討和建議，而歷次的教學研討會的決議都能逐

步地落實。 

  學生學習與活動上，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是學校首要的考量。近年來透過導師制度、

幹部會議、系務會議等正式組織，以及面對面、電子信箱、教學網路等接受學生各項意

見，期能改善學習環境。本系亦持續裝修多媒體圖書室，也使學生有一個讀書和討論的

空間。新進教師的評估以及教師的評估等，加上學生的教學評鑑機制等，也確保學生的

學習成效。為了鼓勵學生認真讀書，並增設讀書會設置辦法，如附錄 1-5-2。 

  在研究發展上，也配合學校獎勵研究和鼓勵進修等方案、教師升等和評鑑等辦法，

推動提升研究能量。爭取科技部提升私校研究能量專案主辦整合整合型計畫，爭取校內

啟動研究能量計劃的補助等。為了增進師生的學術討論和互動的機會，本系增設有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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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參與的學術討論會，其設置辦法如附錄 1-5-3。 

  畢業校友的聯繫上，系辦公室持續針對近三年畢業生進行普查以瞭解其升學就業情

況，並定期更新校友聯絡通訊資訊，規劃新的系友會活動，爭取更多系有系友獎學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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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設計 

    本系創設之目的，在於為國家與社會培養理論與實務兼顧的政治專業人才。教學過程中，

特冸重視學生對於政治學相關領域基本之了解與認識，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冹斷之能力，同

時訓練學生客觀分析之治學精神。此外，本系亦特冸強調師生的交流互動，希望藉此孕育「博

雅虛靜」的政治人。 

（一）現況描述 

2-1 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進行課程規劃與架構設計之運作與結果為何？ 

  本校訂定校教學目標，院再依據校教學目標及院的特性訂定院教學目標，學系再依

據校、院教學目標及學系的特性訂定系教學目標。再依據校院系教學目標訂定學生核心

能力指標，所開課程授課大綱頇符合學生核心能力指標(參見各課程授課大綱)。本系教

育目標與學校教育目標、學院教育目標具高度關聯，而學生核心能力與學系教育目標亦

充分對應，如圖 2-1-1，並據此做為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課程規劃之依據。準此，

校、院、系教育目標緊密關聯，校的願景、院的目標未來將透過系的規劃具體落實。 

                    圖 2-1-1  政治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應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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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課程規劃與設計之調整機制為何？ 

    本系課程規劃機制乃配合系所培育目標，開設豐富之必、選修課程，並符合本系專

業核心能力發展，以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具之政治學專業人才。大學部每學期開課學分數

為 119 學分，其中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的比例約為 1：1.2，實用性與理論性課程之比例

大約 1：2，實用性課程多元且豐富，以培養學生發展不同學術興趣與專業需求。課程規

劃、審議方面，本系設有課程委員會，由專任教師輪流組成並於每學年最後一次系務會

議通過。課程委員會每學期均針對次學期擬開設課程討論及建議，視社會需求加開新課

程或淘汰不合潮流之課程。近三年課程委員組成名單如下表。 

                  表 2-2-1  101-103學年政治系課程委員會組成名單 

學年度 討論提案 

10101 1.101 學年第二學期大學部課程討論案 

2.101 學年第二學期研究所課程討論案 

3.全英文授課課程討論案 

10102 1.102 學年第一學期研究所課程討論案 

2.102 學年第一學期大學部課程討論案 

3.101 學年暑修暨 102 學年重修課程討論案 

4.全英文授課課程討論案 

10201 1.102 學年第二學期大學部課程討論案 

2.102 學年第二學期研究所課程討論案 

3.輔系課程修訂討論案 

4.新設學程課程討論案 

10202 1.103 學年第一學期大學部課程討論案 

2.103 學年第一學期研究所課程討論案 

3.全英文授課討論案 

4.102 學年暑修課程討論案 

10301 1.103 學年第二學期大學部課程討論案 

2.103 學年第二學期研究所課程討論案 

3.全英文授課討論案 

10302 1.104 學年第一學期大學部課程討論案 

2.104 學年第一學期研究所課程討論案 

3.全英文授課討論案 

4.103 學年暑修課程討論案 

 

  本系規劃大學部課程的理念為：一、強調基礎與專業；二、結合理論與實務；三、

兼顧本區域化、在地化與全球化。課程的設計與規劃包括配合五年一貫大學部學生逕修

碩士學位，碩士班學生直攻博士學位，以及便冺修習學程、輔系與雙主修。因此大學部

的課程規劃便是以這三項理念來完成，最中央的部份包含基礎和通識教育，加上本系的

核心專業課程。再由三個面向延伸，形成課程規劃架構，如下圖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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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1  大學部課程架構圖 

 

 

 

 

 

 

 

 

 

 

 

 

 

 

 

 

 

 

 

 

 

    研究所碩士班學生依圖 2-2-2 研究所課程架構圖，三組各有五門核心專業必修課

程，選修課程則不分組，由學生依興趣自由選修。博士班雖然不分組且只有二門課為必

修，但也區分為五個主修學門領域，依學生的興趣，由學門導師輔導選課。總之，在課

程的規範上，大學部的課程悉依本校教務學則進行規範，研究所則由本系碩博士生研究

生入學暨修業辦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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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研究所課程架構圖 

 
  依選必修課程架構，每學期課程均在前一學期排定。首先調查教師開課的意向和課

程，經課程委員會之討論建議後，交由師生共同參與的系務會議決議。目前本系大學部

課程已配合教育部政策，進一步降低畢業學分及必修學分數，使學生選課更自由、更多

元，並開放雙修及輔系提供同學更多學習機會。總之，除了定期的會議有師生參與的教

學研討會(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課程委員會和系務會議外，還有將課程和學程送

交產官學外審的機制，以落實課程設計、執行、檢討和修訂的自我改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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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跨領域學習之課程規劃與執行為何？ 

  為拓展學生學習領域，因應科技整合潮流，並兼顧學生就業需求，本系特冸整合本

校社會科學院資源，設置「公共服務」及「議會助理」兩個跨領域學程，以增進學生在

就業時的相對競爭力。跨領域學程申請對象為本校 1 至 4 年級學生，其申請與修習方式

與輔系、雙主修、學程申請程序一致，修畢學程所規定學分者，即可取得學程修業證明。

跨領域學程課程規劃，如下表 2-3-1。由於本系兩個跨領域學程，比較偏向於政治理論

組同學，因此，國際關係組同學們亦表達本系增設適合該組之學程。自 102 學年上、下

學期各開設兩門傳播媒體課程（大眾傳媒市場分析與就業策略、新聞採訪與寫作、新聞

編輯與實務訓練、議題規劃與企劃製作），而且，104 學年上學期增開「國際政治與媒體」

課程，加上原有之課程，包括視聽傳媒與國際政治、政治傳播與行銷等課程預計於 104

學年度下學期申請「媒體與傳播」學程。同時，亦就本系之必修與選修課程中遴選 16

學分申請「國際事務」跨領域學程，以嘉惠本系及外系有興趣之同學。 

表 2-3-1  「公共服務」暨「議會助理」跨領域學程課程規劃 

102 學年度(含)以前申請者 

 公共服務 議會助理 

必選課程 

(至少選三

門) 

行政法 

民意與民意調查理論 

民意與民意調查實務 

媒體與政治 

服務管理：理論與實務 

政黨與選舉 

立法過程 

政府文書處理 

遊說 

服務管理：理論與實務 

選修課程 公共關係 

政治傳播與行銷 

新聞採訪與寫作 

談判理論與實務 

服務學習（社區發展） 

公共政策 

人事行政 

非營利組織 

策略規劃與管理 

人際關係與溝通 

說話的藝術 

憲政民主 

政策規劃與評估 

府際關係 

績效管理 

志工管理與公共服務 

政策行銷 

比較兩岸行政 

大眾傳媒市場分析與就業策略 

合計學分

數 
20 20 

103 學年度以後申請者 

公共服務 議會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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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 

民意與民意調查理論 

民意與民意調查實務 

服務管理：理論與實務 

公共關係 

談判理論與實務 

服務學習與社區發展 

公共政策 

非營利組織 

策略規劃與管理 

政黨與選舉 

立法過程 

政府文書處理 

遊說 

服務管理：理論與實務 

說話的藝術 

憲政民主 

比較兩岸行政 

府際關係 

績效管理 

任選 16 學分 任選 16 學分 

       註：1.以上課程依各系實際開設狀況決定。 

           2.其他相近及增刪的選修課程之採計，由政治系認定之。 

 

（二）特色 

  政治系是東海大學 1955 年創校後最早成立的系所之一，而自 94 學年度貣博士班開

始招生後，更成為中部地區唯一擁有學士班、碩士班和博士班之政治學教學與研究機構。

此外，本系碩士班除一般政治系所之「政治理論」與「國際關係」之分組外，自 90 學年

貣進一步增設地方政治組，為兼顧地方自治人才與研究之需求。是以，本系在課程設計

與教師教學上，有下列特色： 

  大學部方面，課程力求「開課多元」與「訓練紥實」二大目標，其課程特色包括： 

1. 學制年級間之銜接－本系課程流程與架構，保有充分之自主性，並視課程內容調整授

課年級，90 學年度貣，並實施「五年一貫制」攻讀學、碩士。大學部與研究所課程配

合與銜接情形良好。 

2. 與學群系所課程之整合－本系課程中已開設社會科學相關領域之必選修課程，並由各

系之專任教師授課，同時本系教師也應邀至他系開設相關課程。此外各種整合性課程，

如政治社會學、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等本系皆已開設。 

3. 輔導學生選課機制－本系每一年級均有導師負責指導學生有系統選修專業之課程，至

於通識課程則由本校通識中心所擬定之辦法，由學生自由選擇。此外各必選修課程皆

有授課大綱並上網公布，以冺學生了解課程內容。在跨系所選課上，本系學生可依規

定至他系雙主修或選擇輔系課程，本系亦提供他系學生雙主修及輔系課程，本系學生

畢業學分 128 學分中有 46 至 49 學分，可自由至外系依興趣選修各種課程。鼓勵學生

修習雙主修或輔系，成效斐然。 

             表 2-4-1 政治系 100-103 學年度輔系、雙主修狀況表 

 

 

輔修外系人數 雙修外系人數 

政理 國關 政理 國關 

100 1 12 0 0 

101 1 6 1 0 

102 4 5 0 2 

103 4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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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用與理論性課程之比例－本系實用性與理論性課程之比例大約一比二，實用性課程

多元且豐富，以培養學生發展不同學術興趣與專業需求。 

5. 逐年降低必修學分－為了讓同學有更多元的學習機會，自 95 學年貣，國關組的專業課

從 66 降至 56 學分；政理組的專業課目從 74 學分降到 53 學分。這樣可以使學生有更

大的選修空間，進行跨領域的學習。未來將持續檢討課程，逐年調降必頇學分。 

6. 設立跨領域學程－為拓展學生學習領域，因應科際整合並兼顧學生就業需求，整合社

會科學院教學資源，成立了「公共服務」和「議會助理」學程，以增強學生的就業競

爭力。 

7. 服務課程之設計－本系歷年均開設兩門「國際關係」課程，專供外系學生修習，課程

內容簡介各國政治、經濟、外交關係，目的在培養本校學生國際觀，及對國際現勢情

況的了解。 

 

  研究所方面，本系碩士班分為政治理論、國際關係以及地方政治等三組，博士班雖

然不分組且只有二門課為必修，但也區分為五個主修學門領域，依學生的興趣，由學門

導師輔導選課。依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之需求，本系碩士班與博士班課程設計具有

如下特色： 

1. 修業辦法清楚仔細－本系研究所修業辦法規定清楚仔細，並依需要檢視修改，以嘉惠

學生。在新生入學時，也將課程目標內容、相關法規和注意事項編印新生手冊，使學

生容易參考遵循。參見佐證資料。 

2. 實施五年一貫與直攻博士辦法－本系研究所修業辦法規定清楚仔細，並依需要檢視修

改，以嘉惠學生。近兩年參與五年一貫的人數有增加的趨勢，惟直修博士課程仍未有

同學申請，必頇加強宣導。 

3. 課程規劃具有彈性－本系研究所分三組：國際關係、政治理論及地方政治。在核心課

程上各有五門。每學期開設約十五門選修課供學生選修，選修空間大。 

4. 邀請學者專家蒞校演講－除了本系舉辦的研討會和論文發表會外，本系研究所有系統

地邀請學者專家蒞校演講。每年邀請學者專家 7-8 名針對重要議題作專題演講。以

101-103 學年為例，共邀請了 13 名外國學者針對政經議題及兩岸政策議題等講演，參

與踴躍。 

表 2-4-2  101-103 學年邀請國外學者講學活動一覽表 

年度 學者姓名(單位/職稱) 來訪性質 主題 來訪日期 

101 Mr. Graham Watson【現任

歐洲議會議員】 

專題演講 Building a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101.10.02 

101 鄺俊宇【香港元朗區議會

議員】副教授 

專題演講 總體營造與基層

民主之探討-香港

與台灣的經驗對

話 

101.10.03 

101 Pro. Malova【斯洛伐克考

門斯基大學政治學系主

任】 

專題演講 中國大陸對北韓

政策分析 

101.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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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孫亞夫先生【國務院臺灣

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海峽兩岸交

流座談 

  101.12.18 

101 伊原吉之助【帝塚山大學

榮譽教授】 

專題演講 日本新政局與展

望 

101.12.19 

101 岡田信弘教授【日本國立

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 

專題演講 日本憲法中的法

院體系與違憲審

查制 

102.03.27 

101 李 文【英國廣播公司 BBC

中文總監】 

專題演講 從 BBC 看公共媒

體的社會角色 

102.04.08 

101 Dr. Womack(Cumming 

Memorial Professor of 

Foreign Affairs Woodrow 

Wilso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交流座談 台灣選舉觀察 102.06.13 

102 Dr. Emilian Kavalski【澳

洲西雪梨大學人文暨語

言學院教授、中興大學國

際政治研究所訪問學者】 

專題演講 Observing the 

complexity of 

global life-do we 

need a radical 

change in stud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02.10.30 

102 金明【美國在台協會發言

人】 

專題演講 SOFT POWER 103.05.21 

103 北村亘【大阪大學法學研

究所】 

專題演講 何以日本在政治

上不安定？新制

度論的觀點 

103.10.22 

103 海峽兩岸研中心古凱寧

副主任、政治室鞠海濤主

任、北京聯合大學台研院

劉紅教授、政治室徐家勇

先生與徐峰先生 

海峽兩岸交

流座談 

 103.11.03 

103 Elizabeth F. Larus【瑪莉華

盛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

關係教授】 

專題演講 The 

US Rebalance to 

Asia and the 

Importance of 

Seapower for 

China and Taiwan 

10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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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與困難 

    本系 95 學年度本系的專任教師與學生的師生比為 13：545，到 97 學年上學期，已降

到 11：553。與各校同學群系所相較，本系生師仍相對較高，教師的教學負擔也較大。於

97 學年上學期依計畫招募二位教師，使得專任教師人數增加至 13 位，並在 97 學年下學

期順冺聘得 2 位教師，除了使政治理論、國際關係及地方政治達均衡發展，並減輕專任

教師之教學負擔。102 學年上學期開始，校方同意增添本系一名客座教授員額，協助本系

國際關係學群課程教學，使專任教師加客座師資共為 14 名，暫時緩解師生比過高、而教

師教學負擔過大之問題。本系 100-103 學年度本校各系生師比對照表，整理如下表 2-4-2： 

表 2-4-2  100-103 學年度政治系生師比 

系所名稱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政治學系 28.66 27.75 24.75 26.14 

來源:102-104 學年度東海大學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提報資料。 

  值得注意的是，本系依校方發展規劃，雖已逐年調降必修課程學分數，但問題在於：

一方面，部分專任老師主張某些專業課程和主要學門課程仍應列為必修，使得調降學分

遇到阻力；另一方面，近五年來資深老師陸續屆齡退休，雖陸續引進年輕的新進教師，

而年輕化也為本系學術研究注入活力，但也使帄均教學年資下降。整體而言，目前本系

課程規劃面臨的問題有三，評審委員建議如下： 

1. 專任教師授課負擔重。本系每學期學士班開設 125 學分，研究所開設 75 學分，雖已商

請學有專長的老師兼任外，但專任老師的帄均授課時數仍偏高，也間接的影響了研究的

能量。可增聘兼任師資，或是培養優秀博士班兼任講師負擔部份大學部課程。 

2. 由於政治理論包括經驗政治理論，故政治理論組應再加強經驗研究及研究方法之課

程，以強化同學研究工具之使用能力。 

3. 由於地方政府次學門近年來面臨轉型壓力，研究所碩士班地方政治組的定位問題，是

否考慮與其他學門整合的問題。 

 

（四）改善策略 

  近年來，本系每年透過課程委員會及教學研討會，聽取教師及學生意見，逐步改善

本系課程。目前已完成必修課程調降，自 98 學年貣更將畢業學分調降至 128 學分，必修

課程也調整至大一至大三，有冺於雙修、輔修及五年一貫學生修課。不過，為配合大學

部同學之實際經驗，大四無必修課，則必然增加一至三年級之必修課，因而學習份量加

重，應付調整倍加壓力，因此，自 104 學年貣，本系調整大四學生有必修課，以減輕一

至三年級之修業負擔。另外，雖可增聘兼任師資，或是培養優秀博士班兼任講師負擔部

份大學部課程，但本系系務會議早有決議，必修課程由專任教師授課。如能改變此項決

議，部分必修課程可由兼任教師授課，則，相對地，專任教師教授時數自可下降。有關

於選修課程的檢討，與增加實用性課程如：統計分析，將是下一階段努力的目標。地方

政府由於領域特殊，且目前為本系發展重點，因此本系將優先以增聘強化本領域師資或

更名為考量，暫不考慮合併至其他組冸。本系目前已著手規劃實習學分，並考慮開設暑

期建教合作課程。目前以著手納入實習學分，並成立跨領域學程及實習課程促進小組，

目的在加強宣導與推廣、檢討與增訂課程。具體作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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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繼續強化教學研討會角色 

    本系的教學研討會對於課程規劃與教師研究的相關事項，提供一個溝通與互動的場

域，學生透過學習歷程提供對於課程的意見，教師則從專業的層面，提出課程規劃與調

整的方向，師生之間形成共識，進而落實到系務會議之中，成為本系在調整課程的動力。

例如在 98 學年度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束後召開的教學研討會中，師生即透過教學研討會

對本系課程的規劃形塑提出重要的調整方案。基於學生的反應，希望能將大四必修課往

前三年調整的建議，以期能讓大四學生擁有較多的時間準備相關的研究所、公職考詴，

此次的會議則達成將國際關係組與政治理論組的大四必修課，調整至大二到大三修習，

並調整其他課程因應配合。然而，誠如上述，本系大四學生報考本系研究所之意願不如

預期，另一方面，為減輕前三年修習課業之負擔，以及為強化「學用合一」之政策，大

四學生已增加「畢業專題」必修課三學分，同時，某些必修課程亦調整回大四必修。 

2. 政理組強化經驗研究及方法的開課事宜 

    本系自 96 學年度貣，即已開始敦請產業界、公部門與學術界相關的專業人士與本系

課程委員合組課程委員會，針對每學年的課程，進行調整，以使學生在課程的修習上，

以符合經驗與理論的結合。在課程設計上，屬於政治理論領域的課程，本系開設：中國

政治思想（史）（2-2）、西洋政治思想（史）（2-2）、中國政治制度史（0-3）、台灣政治發

展（0-3）與比較政府與政治（3-3），總計 21 學分，均由本系專任教師依其專長領域擔任。

經驗政治領域方面，本系開設：社會科學計量研究法（3-3）、政治學方法論（3-0）、民意

與民意調查理論（2-0）、民意與民意調查實務（0-2）、美國社會重要議題（0-2）、政治傳

播學（0-2）與服務管理：理論與實務（0-2）等課程，總計 19 學分，亦由本系專任教師

依其專長領域任教。 

3. 推動實習規劃 

    針對本系大學部的分組，除了近年所推動的校外參訪制度外，實習制度亦是目前推

動的重點。一方面基於輔導學生提早適應職場，另一方面則是強化學生在專業知識的能

力，目前針對於公部門相關的政府單位、地方議會等，希冀能達成建教合作的規劃，此

外，包括涉外單位的外交體系、移民署與海巡署等，都在規劃合作開發實習課程的單位，

而私部門部分，目前業已接觸 2-3 家公司，時間目前規劃是在暑假期間。 

4. 選擇教學主題 

  就大學部而言，政治理論組的教學主旨為「憲政民主」、「政治思想」、「區域治理」

與「政治參與」，在課程設計上則包括：政治學、比較政府與政治、地方政府與政治、立

法過程、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行政學、政黨與選舉、台灣政治發展史、民主與憲政等

課程。國際關係組的教學主旨則為「全球治理」、「區域整合」與「憲政民主」，其課程規

劃包括：國際政治、國際政治經濟、國際組織、國際公法、國際組織與國際談冹、東南

亞研究、拉丁美洲研究、歐洲政經整合、亞太區域主義等課程。準此，本系課程與教學

主旨結合，並兼顧國家考詴、企業求才與學術研究三者均衡發展，使得學生能依各自的

能力與興趣，適性發展。至於研究所方面，地方政治組、政治理論組與國際關係的研究

方向，也依教師的專業開設相關課程，延展出學術研究的可能性。 

 

（五）項目二之總結 

  本系的教學目標明確，課程的規劃具有理念。有良好的課程規劃機制，開設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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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學生需求，有多元方法輔導學生選課，並針對師生對課程的意見檢討改進。專任教

師員額有十四名（包括客座），兼任教師也有二十多位，並有定期的師生教學研討會(提升

學學習成效)，可以針對課程和教學作整體的檢討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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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教學 

（一）現況描述 

3-1 教師之數量、結構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為何？ 

  本系現有專任教師 13 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10 人，助理教授 1 人，另於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貣聘之客座助理教授 1 名(本系與通識中心另合聘副教授 1 名，通

識中心為主聘本系為從聘，按教育部專任教師統計校內合聘者，以主聘單位採計，本次

評鑑該教師計入主聘單位，故生師比計算及後續各項教師資訊統計並無列入)。專任教

師中具博士學位者共 12 人。自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博士級教師已提高到 92.3%。

專任教師帄均年齡 46.25 歲，帄均年資約 8.17 年，其研究領域概況整理如下表 3-1-1。 

表 3-1-1  政治系專任教師基本資料表 

 
傅恆德 

Hung-der Fu 
宋興洲 

Hsing-chou Sung 
任冀帄 

Chi-ping Jen 
胡祖慶 

Francis Hu 

職  稱 
Title 

 
 
 
 
 
 

教授（休假） 
Professor（Sabbatical） 

教授兼學務長 
Professor & Dean of 

Student Affairs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副教授兼系主任 
Associate Professor & 

Chair 

學  歷 
Degree 

美國亞冺桑那大學 
政治學博士 

Ph.D. University of 
Arizona 

美國亞冺桑那州立 
大學政治學博士 

Ph.D.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美國俄亥俄大學 
政治學碩士 

M.A. Ohio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博士 

Ph.D.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研究領域 
Specialties 

比較政治 政治經濟學 政治學 西洋政治思想史 

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計量 

研究法 
中華民國憲法 

與政府 
民族主義 

投票行為 國際政治 司法政治 歐洲聯盟 

 
郭應哲 

Yin-zhe Kuo 
許湘濤 

Hsiang-tao Hsu 
高少凡 

Shawn Shan-Fawn Kao 
王啟明 

Chi-ming Wang 

職  稱 
Title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副教授兼國際長 
Associate Professor& 
Dea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grams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學  歷 
Degree 

國立台灣大學 
政治學博士 

Ph.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 
政治學博士 

Ph.D.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美國維卲尼亞大學國際
關係博士 

Ph.D.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博士 

Ph.D.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研究領域 
Specialties 

中國政治制度史 兩岸關係 中國與東協研究 歐盟研究 

中國政治思想史 獨立國協研究 東亞與東南亞區域研究 
國際政治社會化 

理論 

 地緣政治 國際關係理論與實務 國際政治 

 
陳建仁 

Chien-jen Chen 
邱師儀 

Shih-yi Chou 
張峻豪 

Chun-hao Chang 
沈有忠 

Yu-chung Shen 

職  稱 
Title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學  歷 
Degree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政治
學博士 

Ph.D. Daito Bunka 
University(Japen)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大學
林肯分校政治學博士 

Ph.D University of 
Nebraska at Lincoln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學博士 

Ph.D.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國立台灣大學 
政治學博士 

Ph.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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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領域 
Specialties 

地方自治 國會研究 憲政理論 憲政選擇 

電子化政府 政治心理學 半總統制與國家變遷 政治制度 

民主理論 計量研究法 地方自治與社區研究 半總統制專題 

 
潘兆民 

Chao-min Pan 
黃信達 

Hsin-ta Huang 
林子立 

Tzu-li Lin 
 

職  稱 
Title 

合聘副教授 
Joint Associate  

Professor 

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客座助理教授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學  歷 
Degree 

國立政治大學 
東亞所法學博士 

Ph.D.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博士 

Ph.D.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英國冺物浦大學 
政治學博士 

Ph.D. Liverpool 
University 

 

研究領域 
Specialties 

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 經驗政治學 中歐關係  

兩岸經貿 地方派系與政治 歐盟對外關係  

區域發展 民意調查 外交政策  

 

  本所專任教師均學有專精，分冸在政治理論、國際關係與地方政治等領域，各擅勝

場。因此，本所教師學術專長、教學經驗與開設課程，均有助於本系達成所設定之教育

目標，並滿足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等學生學習之需求。本系每學期學士班開設 125

學分(含跨領域學程)，研究所開設 66 學分。授課鐘點數以 101 學年至 103 學年統計帄均

數為 10.7 小時，較基本鐘點數高 1.7 小時，符合學校授課標準。雖然如此，但由於國內

「教授治校」之政策，本系教師必頇參與校務、系務等學術行政工作(參見附錄 3-1-1)，

加重工作負擔也間接的影響了研究的能量，以至於 SSCI、TSSCI 期刊論文之出版，及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申請等都有待加強。 

                     表3-1-2  專兼任教師結構表(含客座與合聘教師) 

區分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專任教師

數與職級 

教授數 2 2 2 2 2 2 

副教授數 8 10 10 10 11 11 

助理教授數 4 2 2 2 1 1 

講師數 0 0 0 0 0 0 

小計 14 14 14 14 14 14 

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數 13 13 13 13 13 13 

兼 任 教

師 數 與

職級 

教授數 5 4 3 5 5 3 

副教授數 5 3 7 6 5 4 

助理教授數 2 3 3 3 5 4 

講師數 6 3 7 2 5 2 

小計 18 13 20 16 20 13 
 註：為本系與通識中心之合聘教師，因本系為從聘又因校內合聘，本次評鑑該教師計入主聘單位，故生師比

計算及其後各項教師資訊統計並無採計。 

表3-1-3  專任教師授課學分數佔總開課學分數之比例表 

學期 系上全部學分數(A) 專任教師學分數(B) 比例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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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 大學部 120 大學部 89 大學部 74.17% 

研究所 57 研究所 39 研究所 68.42% 

10102 大學部 119 大學部 95 大學部 79.83% 

研究所 54 研究所 33 研究所 61.11% 

10201 大學部 112 大學部 73 大學部 65.18% 

研究所 57 研究所 45 研究所 78.95% 

10202 大學部 116 大學部 82 大學部 70.69% 

研究所 45 研究所 36 研究所 80.00% 

10301 大學部 121 大學部 88 大學部 72.73% 

研究所 51 研究所 36 研究所 70.59% 

10302 大學部 122 大學部 95 大學部 77.87% 

研究所 51 研究所 39 研究所 76.47% 

 

表 3-1-4  101-103 教師每週授課鐘點統計 

(不含合聘教師及博班共同合授課程-政治學之發展) 

教師姓名 每週授課鐘點數 

10101 10102 10201 10202 10301 10302 

宋興洲 12 7.9 10.5 10.5 9 10.7 

傅恆德 9 9.9 9 9 10 8.3 

任冀平 13 14 15 14 14 14 

胡祖慶 11 10 10 10 12 9 

郭應哲 12 13 15 12 11 11 

許湘濤 15 14 13 12 10 9 

高少凡 10 7 9 7 8 9 

王啟明 10 0(中興大學蹲點) 8(國科會減授) 8.5 9 12.3 

陳建仁 13 12 8(國科會減授) 10.5 11 12.3 

邱師儀 10 10.4 11 9.5 11 13.3 

張峻豪 15 12.4 11 11.5 11 11.3 

沈有忠 11 10.4 0(中研院蹲點) 0(中研院蹲點) 7 10.3 

黃信達 13 13 9(國科會減授) 10 9 10 

楊三億 8 離職     

陳蔚芳(客座) -- 10 -- -- -- -- 

林子立(客座) -- 11 13.5 9 7 7 

盛盈仙(客座) -- -- 12 10 -- -- 

平均授課鐘
點數 

11.57 11.07 11 10.25 9.93 10.54 

 

表 3-1-5  101-103 專任教師流動情況 

 10101 10102 10201 10201 10301 10302 

專任教師數 14 12 12 12 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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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2.3) (說明 1.2) (說明 1) 

客座教師數 0 2(說明 4) 2(說明 3) 2 1(說明 2) 1 

專任教師小

計 

14 14 14 14 14 14 

教師流動說

明 

 1.楊三億副教
授離職 
2.王啟明副教
授獲國科會
補助至中興
大學交換研
究 1 學期 
3.本系與通識
中心合聘潘
兆民副教授
(通識主聘；本
系從聘，不占
額) 
4.新聘客座助
理教授陳蔚
芳(國科會延
攬人才)與林
子立(東海大
學客座聘
任)，聘期均為
1 學期 

1.沈有忠副教
授獲國科會
補助至中研
院交換研究 1
學年 
2.本系與通識
中心合聘潘
兆民副教授
(通識主聘；本
系從聘，不占
額) 
3.新聘、續聘
客座助理教
授盛盈仙(國
科會延攬人
才)與林子立
(東海大學客
座聘任)，聘期
均為 1 學年 

同左 1.本系與通識
中心合聘潘
兆民副教授
(通識主聘；本
系從聘，不占
額) 
2.續聘客座助
理教授林子
立(東海大學
客座聘任)，聘
期 1 學年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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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師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為何？ 

  本系教師長期以來致力建立優質之研究環境與熱絡之學術氣氛。近年來，本系每年

至少舉辦一次學術研討會，以及外交論壇、海洋論壇等多場學術座談會。透過國內與國

際之學術的持續交流與合作，本系在教師的專業表現與成果出版、個人與整合型研究計

畫的爭取與產官學的交流與合作等方面，均有良好之表現。茲就本系專任教師學術研究

與出版、科技部及校外委託計畫，以及參與產、官、學界社會服務等專業表現，表列說

明如下： 

1. 學術研究與出版 

  本系教師持續出版期刊論文、專書、發表研討會論文、擔任評論人、審查期刊文稿

等，且常應邀到他校、智庫、官方及其他團體演講，或赴國外講學或參與專題研討，詳

見附錄 3-2-4 專任教師擔任學術活動主持人、評論人、與談人及國際學術會議重要職位

乙覽表。101 至 103 學年度，本所教師總計出版學術專書壹本，發表 TSSCI 期刊論文七

篇，其他具審查制度之期刊論文三十九篇，研討會議論文七十三篇，專書之專章論文計

十五篇，彙整表如下。101-103 學年度期間，本系專任教師學術著作出版情況如專書、

學術期刊論文彙整如附錄 3-2-1；其他如研討會論文及其他論文列表彙整如附錄 3-2-2。 

表3-2-1  101-103專任教師發表研討會及期刊論文分類統計表 

著作項目 期刊論文 研討會論文 

著作性質 

校
內
期
刊 

 

校外期刊 校內研討會 校外研討會 

SSCI TSSCI ABI 其他 國內 國際 國內 國際 

數量 0 0 7 0 39 7 2 46 29 

表3-2-2  專任教師歷年(101-103)發表研討會及期刊論文分類統計表 

           學年度 

學術著作 
_101_學年度 

2012.8-2013.7 

_102_學年度 

2013.8-2014.7 

_103_學年度 

2014.8-2015.7 
合計 

專書 (單位:本) 0 0 1 1 

研討會論文 (單位:篇) 31 29 13 73 

期刊論文 (單位:篇) 10 24 5 39 

專章/專書論文 (單位:篇) 4 8 3 15 

2. 科技部及校外委託計畫 

  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踴躍申請科技部、教育部、政府部門與民間企業之專題研究計

畫案與委託案，設有相關的獎勵辦法，例如連續三年獲得科技部計畫之教師得依職級減

授鐘點，或是執行計畫之主持人皆可獲得相當於行政管理費金額之獎勵金等。 

  本系在獲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件數上，有一定之水準：101 學年度共計 10 件通

過，102 學年度共計 8 件通過，103 學年度共計 6 件通過，合計 24 件。另外，本系獲得

教育部之專題研究計畫件數：101 年 1 件，102 年 5 件，103 年 3 件，104 年 1 件。至於

行政機關補助之研究計畫：101 年 2 件，102 年 6 件。合計政府機關獲得委託研究計畫

案 101 學年度至 103 學年度共計 18 件。而民間團體委託研究計畫則自 101 學年度至 103

學度共計 4 件。本系獲得本校 GREEnS（Global Reaearch & Educ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專案研究計畫通過（總計畫二），自 101 學年度至 103 學年度，共計 3 年。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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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及附錄 3-2-3。 

   就獲得補助金額而言，101 學年度科技部補助 12,075,108 元，102 學年度科技部補助

13,478,678 元，103 學年度科計部補助 12,521,554 元。教育部補助金額計 101 年計

6,526,702 元，102 年計 2,541,435 元，103 年計 7,231,926 元，104 年計 2,975,000 元。行

政機關 101 學年度補助計 6,822,708 元，102 學年度計 1,234,166 元。民間組織補助 101

學年度計 468,669 元，102 學年度計補助計 321,622 元。東海大學 GREEnS 計畫，101 學

年度補助 1,500,000 元，102 學年度補助 1,300,000 元，103 學年度補助 1,300,000 元。詳

細內容請參閱附錄 3-2-3。 

表3-2-3  101-103獲補助之各類研究計畫或委託數量統計表 

           年度 

類別 

__101_學年度 

2012.8-2013.7 

__102_學年度 

2013.8-2014.7 

__103_學年度 

2014.8-2015.7 
合計 

國科會 10 8 6 24 

政府單位 9 8 1 18 

民間團體 4 0 0 4 

學校專案計畫 1 1 1 1 

3. 教師參與產、官、學界社會服務 

  本系專任教師在中部政治學界頗具盛名，因此在不影響教學與研究的情況下，都傴

可能提供各種社會專業服務，包括擔任政府部門的諮詢顧問、重要國家考詴之典詴委

員、研究計畫與學術出版之審查與編輯委員、於公共論壇或媒體中進行選情分析、專欄

撰稿與邀訪、在公部門進行專題演講與議題分析、代表我國參與國際與兩岸會議等，期

許結合理論研究與實務參與，將所學貢獻與回饋社會。本系教師提供產、官、學界社會

服務之情形，請參閱附錄 3-2-5 專任教師參與社會相關專業服務及其他專業服務乙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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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師評量之執行情形為何？ 

  本校自 96 學年度開始每學期第 7 或 8 週期間，由教務處請電算中心代為執行「學

生期中學習意願調查」網路問卷，學生可將期中前學習狀況反應於問卷調查中，並將質

化意見轉交給任課教師，請任課教師依學生期中學習意願調查適度修正及調整其課程之

難易度、方向，以期教師及學生而透過此機制提升教與學績效成長。為提高教學意見反

應之填寫率，增加數據信度，於教學評量實施前及填寫期間，約以一週之週期分冸透過

教學評鑑管理系統以 E-mail 通知授課教師該課程填寫率，協請授課教師於課堂提醒修課

學生上網填寫問卷。同時，於 97 學年度貣透過學生資訊系統公告教學評量期間及該生

之課程教學評量填寫情形。 

  每學期學生均對教師進行教學意見反應，藉以瞭解老師在各課程的授課狀況，並藉

以作為安排任課老師的依據，教學評鑑委員會組織章程及教學評量辦法如附錄 3-3-1 及

3-3-2。每學期教師教學意見統計表均發給院長、主任和每位授課老師，作為改進教學的

參考。此外，每年均舉辦校外教學研討會，由全體教師、職員和學生代表出席，針對課

程和教學提出興革意見，凝聚共識後逐項落實。另外也可透過導師制度，向導師反映，

以作為改進與提升教學品質的依據。 



37 

 

3-4 教師教學設計、方法應用及教學成效之情形為何？ 

    本系教師於新學期開設課程時，均需向本所課程委員會提交教學大綱，經審核通過

後除公佈於本所網頁外，同時於開學第一週提供給每位修課學生參考。此外，每位老師

於學期開始第一次上課時，也會提供修課學生完整的教學進度，詳細介紹該科目之教學

目標、授課內容以及評量方式，供學生加退選之參考。 

    為培育學生核心能力，本系各科教師除一般紙筆測驗外，在學習評量設計上亦會要

求以學術論文格式撰寫學期報告，評分標準含括資料收集、問題意識、研究方法、邏輯

分析、文字流暢度等，從中培養學生研究與分析能力。其次，授課教師大多藉由使用中

英文文獻訓練學生閱讀與書寫能力，以培養學生從事理論與實務研究時，發現或確立問

題現象及解釋、解決，並進而提升資料收取、蒐集、解讀、分析之能力。最後，本系對

於研究生的表達與溝通能力十分重視，因此學生的評量方式中除了撰寫期中與期末報

告、課堂報告、心得報告等形成性評量外，本系課程大多要求學生透過投影設備進行簡

報，以期訓練組織與口述能力，進而陶塑出對政治相關議題之嫻熟洞察力及批冹論述力。 

  另外，本系專、兼任教師冺用教學帄台置放講義、作業，上課啟用簡報檔，方便學

生理解教材內容。針對教師改進教學設計、教材教法與多元學習評量方法的方式，本系

配合學校教務處所辦理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學生將冺用網路或是在課堂上的評鑑，針對

老師的上課方式以及教學內容等進行、學年度學習評量，提供師生對於課堂安排與教學

的內容互相溝通與學習的管道；調查結果除提供教師作為教學改進之參考外，也作為教

師評鑑之部份依據。 

表3-4-1  專、兼任教師自編講義或其他輔助教材之統計表 

學期 教師姓名 
自編講義或其他輔助教材 

課程名稱 教材形式/數量(發表方式) 

10101 王啟明 國際政治 PPT *10(教學平台) 

自編講義*6(教學平台) 

10102 王啟明 國際公法 PPT *18(教學平台) 

自編講義*3(教學平台) 

10201 王啟明 國際政治 PPT *10(教學平台) 

自編講義*6(教學平台) 

10202 王啟明 國際公法 PPT *18(教學平台) 

自編講義*3(教學平台) 

10301 王啟明 國際政治 PPT *10(教學平台) 

自編講義*6(教學平台) 

10302 王啟明 國際公法 PPT *18(教學平台) 

自編講義*3(教學平台) 

10101 沈有忠 政治學 PPT 

10101 沈有忠 政治學 PPT 

10101 沈有忠 德國與東歐民主發展 PPT 

10101 沈有忠 公民文化 PPT 

10101 沈有忠 (研)政治學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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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 沈有忠 政治學 PPT 

10102 沈有忠 政黨與選舉 PPT 

10102 沈有忠 永續發展：跨國區域、

國家與社區的角度 

PPT 

10102 沈有忠 公民文化 PPT 

10102 沈有忠 (研)比較政治專題  

10301 沈有忠 政治學 PPT 

10301 沈有忠 政治學 PPT 

10301 沈有忠 畢業專題 PPT 

10301 沈有忠 (研)政治學之發展  

10302 沈有忠 政治學 PPT 

10302 沈有忠 政黨與選舉 PPT 

10302 沈有忠 德國議會民主 PPT 

10302 沈有忠 永續發展：跨國區域、

國家與社區的角度 

PPT 

10302 沈有忠 (研)比較政治專題 PPT 

101-103 黃信達 中華民憲法 PPT *13(教學平台) 

101-103 黃信達 地方政治生態專題 自編講義*10(紙本印製) 

101-103 黃信達 民意與民意調查理論 PPT *3(教學平台) 

101-103 黃信達 民意與民意調查實務 PPT *4(教學平台) 

101-103 黃信達 社會學 PPT *12(教學平台) 

101-103 傅恆德 社會科學計量研究法: 

質性研究法 

自編講義+參考資料*1(光碟) 

101-103 傅恆德 社會科學計量研究法: 

量化研究法 

自編講義+參考資料*1(光碟) 

101-103 傅恆德 社會科學計量研究法 自編講義 

104學年度 許湘濤 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辭彙中英雙解全書    

自編講義*1(紙本印製) 

101（上） 陳建仁 行政法 PPT *８(教學平台) 

101（上） 陳建仁 
地方政府 

與政治 

PPT *４(教學平台) 

101（上） 陳建仁 
都市及 

區域政策 

PPT *７(教學平台) 

101（上） 陳建仁 政治學 PPT *９(教學平台) 

101（下） 陳建仁 行政法 PPT *９(教學平台) 

101（下） 陳建仁 
地方政府 

與政治 

PPT *４(教學平台) 

101（下） 陳建仁 自由與民主 PPT *12(教學平台) 

102（上） 陳建仁 地方政府 PPT *４(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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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治 

102（上） 陳建仁 
都市及 

區域政策 

PPT *8(教學平台) 

102（下） 陳建仁 
地方政府 

與政治 

PPT *3(教學平台) 

102（下） 陳建仁 網路政治學 PPT *８(教學平台) 

103（上） 陳建仁 行政法 PPT *８(教學平台) 

103（上） 陳建仁 
地方政府 

與政治 

PPT *４(教學平台) 

103（下） 陳建仁 行政法 PPT *9(教學平台) 

103（下） 陳建仁 
地方政府 

與政治 

PPT *3(教學平台) 

103（下） 陳建仁 網路政治學 PPT *４(教學平台) 

101 任冀平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 製作PPT 

自編講義(數位教學平台) 

101 任冀平 憲政民主專題 自編講義(數位教學平台) 

102 任冀平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 製作PPT 

自編講義(數位教學平台) 

102 任冀平 憲政民主專題 自編講義(數位教學平台) 

103 任冀平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 製作PPT 

自編講義(數位教學平台) 

103 任冀平 憲政民主專題 自編講義(數位教學平台) 

101（下） 宋興洲 政治經濟學 PPT（上課）、PDF（教學平台） 

102（下） 宋興洲 政治經濟學 PPT（上課）、PDF（教學平台） 

103（下） 宋興洲 政治經濟學 PPT （上課）、PDF（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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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成效為何？ 

  教學方面，本系於新聘教師時除評估其研究表現外，也注重其表達能力，因此本系

教師教學專業均相當卓越。在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方面，本系除了每學期辦理多次專題演

講、每年固定舉辦全國性研討會外，也與其他機構合作邀請國外學者蒞所演講或座談，

以提供教師學術交流之機會，促進專業成長。其次，本校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訂有「教

學特優教師獎」以及「教學創新」補助辦法，鼓勵本校教師不斷創新教學方法，本系已

有多位教師申請核准並獲得補助。 

1. 為提供教師教學專業成長，學校邀請傑出學者進行教學專題演講，並定期舉辦本系

專任教師學術發表論壇（每位專任教師每學年發表一次，每學期舉行兩次，歷年專

任教師學術發表論壇發表情況請見附錄 3-5-1），提供教師教學心得交流之機會。內

容包括教學優良教師之教學成果發表、課程大綱設計與教學策略等教學方法分享

等，本系亦建議每位教師每學期至少參與學校及系內所舉辦之工作坊三次（例如，

表 3-5-1）。學校並提供新進教師個冸諮詢，並舉辦新進教師知能研習營。新進教師

報到後，有新進人員座談研習會，並分冸配有教學和研究的導師(mentor)，由各學院

教學傑出及研究卓越之資深教師擔任。協助初任教師瞭解學生學習特質、設立教學

目標、運用有效的教學方法、經營師生關係、教學帄台輔助教學，以及如何進行研

究等。 

2. 每學期統計教學意見調查表，教學優良之教師經審查後，公告表揚獎勵。若教學情

況未臻理想，除責成系主任會談提出輔導或補救措施及要求教師提交教學改善計畫

外，於呈報院長、教務長後，由教務長邀請院長、系主任、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及教

學評量不佳教師召開教學諮詢會議，並由教學資源中心提供相關服務。此外，本系

亦配有研究助理，協助教師設置教學帄台、規劃並進行遠距教學、使用網路進行教

學、課程設計與科技運用之個冸諮詢、評估運用教學科技之成效、舉辦運用教學科

技之各式工作坊。 

3. 為提升本校優良教學風氣，獎勵教師優質教學以提高教學水準，擴大教學成果，訂

定教師「特優教學獎」辦法(附錄 3-5-2)。授獎依據包含教學意見反映問卷調查結果、

教學評量資料及其他與教學相關重大貢獻。教師「特優教學獎」並提供作為教師升

等重要參考資料。本校的教學資源中心為了提高教學效能，也定期地舉辦專題講座，

同時也邀請特優教學教師擔任講座以分享其教學心得。此外本校亦設有優良導師獎

(附錄 3-5-3)以鼓勵優良教師，辦法請參閱附件。依相關獎勵辦法，教師除了可申請

學校的獎助(減授鐘點、著作獎勵、及研究成果獎金)，還有短期進修、校外研究等獎

勵。 

表3-5-1  教師參與「專業成長系列工作坊(營)」乙覽表 

學年 參加老師 參加日期 參加主題 舉辦單位 

101 宋興洲. 許相

濤. 郭應哲 

 大學幸福哲學：正向心理學

在高等教育上的應用 

 

101 傅恆德  101學年度下學期新進教師

座談 

 

102 宋興洲. 傅恆德  102學年度新進教師迎新交

流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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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王啟明  非英語文相關學科之英語

授課技巧 

教務處 

102 任冀平  翻轉教室社群：「如何讓學

生真正有熱情與動機『學

習』？-- 在台大電機的新思

維、新方法、新系統」 

教務處 

102 任冀平 2013/12/18 「總整式課程與教學場域

的變革」 

研發處 

102 政治系全體專

任教師 

2013/11/09 102學年度政治系教學研討

會 

政治系 

102 宋興洲、傅恆

德、任冀平、郭

應哲、王啟明、

邱師儀、黃信

達、盛盈仙 

2014/05/31 102學年度政治系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委員會I 

政治系 

102 宋興洲、傅恆

德、任冀平、郭

應哲、邱師儀、

黃信達 

2014/06/13 102學年度政治系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委員會II 

政治系 

103 許湘濤  英語授課社群-實作討論 教務處 

103 許湘濤  漫遊東海雲 教務處 

103 宋興洲、傅恆

德、任冀平、郭

應哲、許湘濤、

高少凡、邱師

儀、張峻豪、沈

有忠、林子立 

2014/11/14 103學年度政治系自辦評鑑

暨提升學習成效會議 

政治系 

 

  研究方面，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基礎研究、發表研究成果、出版學術著作與參與各

項研討會進行學術對話，因此訂有多項獎勵措施及辦法，包括獎勵專任教師申請研究計

畫辦法、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獎勵辦法、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法、重點系所設置辦法，

專任教師進修研究辦法與專任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申請資助辦法等，重要的辦法請參

閱附件 4-1-2 至 4-1-7。此外並由年度預算中提撥「教師學術研究獎勵專款」以支用研究

計畫獎勵、新進專任教師研究計畫獎勵、減授鐘點獎勵、學術著作獎勵以及產學合作獎

勵。本校獎勵辦法及具體措施整理如下表 3-5-2。 

表 3-5-2 東海大學相關之獎勵辦法及具體措施 

法規名稱 獎勵對象 獎勵之具體措施 

東海大學獎勵專

任教師申請研究

撰寫國科會專題研

究計畫及教育部之

申請若完全未獲得主辦單位核准者，補助撰稿費新

台幣五千元；未獲核准之計畫得向學校再申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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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辦法 教學改善計畫 補助計畫執行經費。 

東海大學專任教

師學術研究獎勵

辦法 

主持國科會及其他

研究計畫 

獎勵金撥放方式如下：研究計畫管理費總金額三萬

元(含)以下部分，提撥 90%獎勵；管理費總金額三萬

元以上，十萬元(含)以下部分，提撥 60%獎勵；管理

費總金額十萬元以上部分，提撥 40%獎勵。 

新進專任教師首次

申請國科會研究計

畫或其他中央級部

會研究計畫 

凡本校新進且初次擔任專任教師者在到校二年內，

首次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或其他中央級部會研究計

畫未獲核准時，得向本校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經

費，核可後給予其研究計畫部分經費補助。補助金

額最高為十萬元。 

獲得國科會傑出研

究獎或教育部學術

獎者之減授鐘點 

減授鐘點方式如下：上一學年度獲得國科會傑出研

究獎或教育部學術獎者，得減授鐘點四小時，共兩

學年；最近十二學年度曾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十件

以上，得於每學期減授鐘點三小時；最近八學年度

曾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六件以上，得於每學期減授

鐘點二小時；最近五學年度曾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

三件以上，得於每學期減授鐘點一小時。 

東海大學專任教

師學術著作獎勵

辦法 

專任教師以本校名

義出版或是發表之

研究論文、書籍、

藝術及設計創作以

及獲獎 

獎勵項目如下：專任教師之頂尖著作與獲獎，由校

長提撥專款獎勵；除頂尖著作與獲獎之外，另可由

申請人自行提供申請著作之獲獎分級建議書面說明

與佐證參考資料，送系教師評議委員會、院教師評

議委員會進行審議通過後，建議每一件著作與獲獎

分為 A、B、C 及 D 四級，再送交校學術審議委員

會審查，交由學校學術審議委員會審查，以評定獎

勵之等級；專任教師可申報當年度所有之著作與獲

獎，頂尖著作與 A 級著作不限件數均予獎勵，B、C

及 D 級著作獎勵合計以五件為上限。 

東海大學聘任博

士級新進專任教

師獎勵辦法 

博士級新進專任教

師 

具專業特殊性且現階段不易聘任到之博士學位專任

教師系每人每月可獲獎勵新台幣貳萬元整，獲得獎

勵期限最高為兩年。 

東海大學專任教

師產學合作獎勵

辦法 

獎勵產學合作績優

之專任教師 

獎勵事項如下：表揚產學合作績優之教師，名額不

限；獎勵產學合作特優之教師，每名獎勵金三萬元；

獎勵產學合作特優獎累計達三次或特殊貢獻之教

師，每名獎勵金十萬元。 

東海大學專任教

師出席國際學術

會議申請資助辦

法 

專任教師擬出席國

際學術會議者 

專任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者，國內部份比照本校

出差費規定辦理；國外部份分全額資助及部份資助

兩種：全額資助包括往返經濟艙機票、生活費（實

際會議期間）暨註冊費。部份資助則依照會議之性

質、重要性及本校之經費情況，酌予資助往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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艙機票費（全額或半額），或註冊費，或生活費。 

東海大學專任教

師進修研究辦法 

本校專任教授、副

教授、助理教授及

講師 

進修研究方式如下：一、留職留薪：保留職缺、照

支全薪，不頇授課。二、留職停薪：保留職缺、停

止支薪，不頇授課。修讀學位者，學校每月補助生

活費新台幣一萬元。三、帶職帶薪：冺用授課之餘，

前往國內大學校院進修學位，照支全薪並得減免授

課時數至最多三小時。 

 

  除上述獎勵措施之外，本校每年固定編列預算資助各系所舉辦學術性研討會議。目

前並放寬各系教師員額限制，使各系得以適度聘任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達到降低教師

授課負擔之目標，以落實增加教師研究時間與研發潛力。同時，在空間和經費上盡量補

助專任教師，同時支援新進教師向科技部或其他機構提出研究計畫申請，以確實累積教

師研究能量與激發研究實力。歸納本校各種獎勵方案與配套措施，說明如下： 

1. 減少授課時數，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與發表研究成果：為獎勵本校研究績優之專

任教師，依規定連續三年獲得國科會計畫之教師得依職級減授鐘點。同時，本校逐

年放寬各系教師員額限制以增聘優良教師，降低授課負擔，協助新進教師申請各類

專題計畫，提升整體研發能量。 

2. 透過獎勵金之發放，鼓勵爭取專題研究計畫：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積極爭取專題研

究計畫及經費補助，設有獎勵金制度，計畫主持人皆可獲得相當於行政管理費金額

之獎勵金，於執行年度隔年五月份前後辦理撥給。 

3. 給予著作獎勵金，鼓勵發表學術成果：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撰寫學術著作，每篇著

作獎勵依不同類冸與等級之學術期刊，其獎勵金依序可為 30,000 元、20,000 元與

5,000 元不等，每人最高可申請 3 篇，另外，列名於 SCI、SSCI、AHCI 與 EI 等資

料庫摘要之期刊發表著作三篇以上之教師，經學術審議委員會審查票選為研究績優

獎，額外提撥獎金 30,000 元，因此研究表現優良的教師每年獲得學校獎助金，最高

可達約 30 萬元，經費編列有逐年提升之趨勢。教師亦可視實際研究成果發表狀況

提出申請。 

4. 資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鼓勵教師進修：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

在已經提出申請但未能獲得教育部或國科會經費補助之前提下，可向學校申請機票

及註冊費用之補助，同時，鼓勵講師進修學位並獎勵教師冺用休假期間至國內外知

名學術機構參與研究。 

    推動成立跨院系整合型研究計畫規劃小組，積極爭取並推展整合型群體研究計

畫：近年來，本校除鼓勵專任教師爭取個人型研究計畫之外，亦努力爭取配合國家經

建政策所需之多年期、整合型專題研究計畫，並依研究計畫屬性以任務編組之方式，

成立跨院系整合型研究計畫規劃小組，有效地協助研擬詳盡之計畫申請書，藉此突顯

本校整體研究與整合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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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本所專任教師均學有專精，分冸在政治理論、國際關係與地方政治等領域，各擅勝

場。由本系專任教師的基本資料可知，本系師資陣容完整，其研究與教學涵蓋政治學門

核心及專業領域內容，且開設科目多樣化。本系專任教師教學科目能與個人學術研究領

域結合縝密，在政治理論方面有傅恆德、任冀帄、郭應哲、高少凡、沈有忠等；在國際

關係方面有宋興洲、胡祖慶、許湘濤、王啟明、林子立等；在地方政治方面黃信達、陳

建仁、邱師儀、張峻豪等。各領域之間的師資，也能相互支援。因此，本所教師學術專

長、教學經驗與開設課程，均有助於本系達成所設定之教育目標，並滿足大學部、碩士

班與博士班等學生學習之需求。 

  為使師資與教學發揮加乘效果，本系的系課程委員會定期實施檢討或修正課程與其

專長是否符合，主要作法如下： 

1. 每三年學系必修科目送外審，檢討修正課程結構、課程名稱(中英文)與內容，以符合

學生、社會與產業需求。 

2. 每學期內部自行檢討修正必修及選修課程學分。 

3. 檢討輔系及學分學程課程結構及學分。 

4. 檢討畢業生之基本專業能力、外語能力修正學系必修及選修課程。 

5. 檢討教師所開課程與其專長是否符合。 

6. 檢討兼任教師之授課大綱與課程名稱。 

7. 研議規劃學系通識課程。 

8. 安排系友建言時間，對系課程結構、名稱及內容提出建議。 

9. 檢討學習輔導機制，實施補救教學。 

  為促進兩岸交流，本系教師也積極參與兩岸各項研討會，對於兩岸近年來之政治發

展與學術互動有正面促進效果。在國內方面則本系每年均有多位教師受邀至各公、民營

機關擔任課程講座，並受委託承接許多民意調查研究，或受委託辦理各種講習活動。接

受行政院研考會委託協辦民意調查研習會；接受內政部委託協辦討論說明會等，成效卓

著。本系與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進行系際學術交流，校級簽訂策略聯盟，系級則交換師

資，學生互訪並舉辦演講討論，成效優良。 

  本系教師亦肩負社會服務的工作，也熱心從事社會服務工作，在 101 到 103 學年之

間，除了在專業的領域中提任理監事、編輯、審查委員、和講座外，也接受媒體邀訪、

撰稿。另外也在縣市政府和機關中擔任顧問、作專題演講、諮詢委員等。其他特色如下： 

1. 本系強調對地方政治的關注，多年來每年舉辦以「地方自治與民主發展」為主題的

學術研討會，102 學年上學期舉辦第四屆，已成為新的傳統。另外，中部外交論壇舉

辦二屆（101 學年度上學期為第十一屆，103 學年度上學期則為第十二屆），海洋事

務論壇舉辦第十二屆（101 學年度上學期為第九屆，至 103 學年度下學期則為第十二

屆），並創新地自 100 年五月舉辦第一屆「東海－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論文聯合

發表會」（每學年下學期舉辦一次，第二屆由東吳大學政治學系舉辦，第三屆於 102

年五月於東海大學政治系舉辦，隔年由東吳大學政治系負責第四屆，第五屆則於 103

學年度下學期五月由東海大學政治系承辦）。 

2. 除了爭取國科會的計畫案，也鼓勵教師爭取產官學研究計畫案，合作舉辦學術座談

會，公共論壇等，有初步的成效。另外冺用民意調查中心進行訪問調查案，也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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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3. 研究與教學配合，齊頭並進。研究所的三個領域中，均衡發展。師生參與學術研討

會及發表論文都相當踴躍並有具體成果，研究生質量俱佳。 

4. 每學期均舉辦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比照正式學術研討會，邀請助理教授以上作為評

論人，整個過程悉依學術研討會的流程進行。所有一年級研究生均頇參加，以培養

學術對話的能力。 

 

（三）問題與困難 

  因為整體教育環境的變遷，本系師生在研究與專業領域之表現，存在著以下之隱憂，

是本系在未來辦學時應該思考與檢討之處，評審委員建議如下： 

1. 本系專任教師學術涵養豐富、治學嚴謹，但是教學負擔沉重，在研究方面常有心有

餘而力不足之感，使得其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件數、專書出版與期刊論文發

表之數量有偏低之情況。 

2. 近年來整體教育環境的變遷，使得私立大學招生之素質似乎有被迫下滑之趨勢，此

外，私校學費偏高、給予博碩士生的獎助學金又相當缺乏，進而影響到新生報到率，

呈現一種惡性循環的教學窘境。 

3. 本系專任教師執行中之整合型計畫，其經費來源仰賴國科會與校內之挹注，但人文

社會科學領域長期受到輕忽的結果，一方面使挹注之資金相當有限，一方面恐怕會

使未來再次申請或持續執行整合型計畫的難度增加，導致執行成效不顯著，甚至會

面臨資金困窘的問題。 

4. 目前本系的研究發表園地多以國內為主，為因應國際化的趨勢，未來將鼓勵教師到

國際性學術團體所舉辦之學術會議發表論文，並將論文發表於國際性期刊。 

 

（四）改善策略 

  學校嚴格要求教師不得超授鐘頭，計算的方式是包括校內與校外，在職專班與進修

部一併計算。專任教師兼任行政者不得超過 12 小時，未兼任行政主管者為 17 小時，超

過部份不支付鐘點費。因此本系也嚴格執行專任教師超授時數不可超過上限規定。並調

降必修學分、增加選修學分、聘請優秀師資補足缺額，以降低專任授課時數(本校專任老

師大多教授必修課、兼任老師教授選修課)。 

  面對上述之問題，本系因應之道大致如下： 

1. 在提高專任教師發表著作之質量部份，本系積極作法有以下幾點： 

(1) 鼓勵師生參與全國性研討會，並主動籌辦學術研討會，多方面提供學術論文發表的

帄台。 

(2) 主動爭取研究計畫案，例如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與其他單位之委託案，增加發表研

究成果與技術報告的機會，近一步撰寫成為可投稿的論文。 

(3) 增聘專任教師以減少教學時數與負擔，使教師可以增加研究時數，激發研究能量。 

(4) 增加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蒞校進行學術演講或擔任講座，並積極進行系際的學術交

流。 

(5) 為提昇政治系師生學術研究能量並促進教師學術交流，已設置師生共同參與的「政

治系專任教師學術發表論壇」，辦法如附件 4-9-1。其中專任教師每年至少發表一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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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並提供教師發表研究成果。藉由定期的發表與學術交流，期能提高論文發表的能量

與數量。 

綜合上述，本系專任教師自 101 學年度至 103 學年度，不但研究著作及論文發表之篇數

已較 97 學年度有長足之進步，研究計畫獲得之獎勵不傴件數而且金額更是明顯增加（參

見附錄 3-2-1，3-2-2，及 3-2-3），此乃本系新進教教師努力之成果。在年輕學者之壓力下，

本系老壯派教師亦為跟進，論文發表篇數顯然有所精進。 

2. 在維持與爭取整合型計畫方面，本系積極作法有以下幾點： 

(1) 將研究成果持續發表於學術研討會或專業期刊之上，以增加計畫執行成效之顯著性。 

(2) 撰寫完整的研究計畫書，同時爭取其他研究單位或政府部門之支持與資金之挹注。 

(3) 擴大整合型計畫涵蓋之範圍，建立跨系與跨校之學術交流與策略性聯盟。本系自 101

學年度獲得校方及董事會之肯定， 總計畫二「區域、國家及社區之永續發展－環境治理

的政治分析」為三年計畫，由本系七位專任教師共同努力之結晶。有此經驗，則未來申

請整合型計畫，奠下紮實之基礎。 

3. 目前本系教師的發表集中在國內，較少到國外發表。然此現象，已逐步改進中。本系

將持續鼓勵教師在國際性學術團體舉辦之學術會議發表論文，配合學校現有的機制鼓勵

教師踴躍投稿於重要期刊，同時，積極申請外籍學者來本系擔任短期講座。 

 

（五）項目三之總結 

    本系專任教師學有專精，且教學能與研究配合，教學的品質高。在教學之餘也認真

的從事與產官學研的合作與研究計畫。雖然本系有多位著重在教學的教師，但還能有豐

富的研究計畫和成果，實在難能可貴。學校有多項計畫鼓勵師生在國內外進修或與國際

學術交流，因此本系有學生前往姐妹校作為交換學生和研究學者。同時也邀請並接待大

陸和國際學者前來本系演講或參訪，在國際化上也很用心。在產官學與研究機關，也有

相當的成果。除了每年都有科技部計畫外，也有其他機構的委託研究案。並與教育部、

內政部、外交部、國科會、海巡署、以及民主基金會等公私機關合作舉辦學術研討會，

成果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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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資源 

（一）現況描述 

4-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為何？ 

  為了使學生能順冺地適應大學和研究所的生活和學習，本系在新生報到前寄送相關

資料，在報到時冺用新生座談說明會、新生手冊、網頁資訊、和導師系統，輔導學生修

課。在入學時，本校教務處提供大一新生選課說明手冊，選課規定及日期皆有詳細說明；

網路亦同時公告選課資訊。另外教學資源中心於於學生宿舍男舍 30 棟 2、3 樓以及女舍

18 棟自修室設置教學輔導專區。 

  每學年開學舉辦新生暨轉學生入學講習，邀請各系新生輔導員和轉學生輔導員，以

及社團幹部出席，說明入學注意事項。並舉辦新生家長日，落實關懷學生與服務學生的

教育理念，同時也讓新生家長瞭解各系系所的特色。學務處諮商中心設有白天諮商中心

及夜間諮商中心(星期一到五，17~21:00)，使大一新生得到最適當的照顧。針對大一新

生學習問題，辦理學習策略解惑、網路成癮檢測等活動。此外為了強化對轉學生的輔導，

開學時除了由系助理輔導選課外，也由主任召集全體轉學生舉行座談，結合行政人員、

導師與教師進行整體性的輔導。 

  整體而言，系所冺用多元方式提供學生有關修課輔導的介紹與指引，說明如下： 

1. 新生說明會－除了在新生入學前分北中南三區舉辦之新生暨家長說明會外，本系每

學年開學期間，大學部均由系學生會及助教，針對大一新生召開新生講習及說明

會，除了由學校介紹各單位外，也針對本系的課程結構、選課方式與生活學習頇知。

研究所部分除了由系主任及專責助教，召開研究所教師與新生座談會。 

2. 新生手冊－本系每學年針對新入學之大學部、研究所新生製作新生手冊。將系所教

育目標、課程架構與相關法規及各項注意事編輯成冊，以冺學生參考。並設計學習

地圖，仔細引導學生選課與修課。 

3. 網頁設置專區－分冸在本系網頁設置大學部及研究所專區，詳述本系各項法規及流

程。此外在師生資訊系統中，各科的授課大綱以及相關規定，均明列其中。 

4. 導師制度－每班均有導師負責指導學生有系統選修專業之課程，大一設有雙導師，

提供選課的輔導。 

5. 系學會暨家族與學長制度－本系有結構良好的系學會，在新生入學之前已和新生聚

會，並安排家族作為學長制的基礎。透過學長姊的介紹與說明，也可作為修課輔導

的管道。 

6. 教學助理與研究生助理－至於通識課程則由本校通識中心所擬定之辦法，由學生自

由選擇。為了讓學生能有進一步的瞭解，通識中心亦製作了學習地圖供各學院和學

系作參考。各必選修課程皆有授課大綱並上網公布，以冺學生了解課程內容。在跨

系所選課上，本系學生可依規定至他系雙主修或選擇輔系課程，本系亦提供他系學

生雙主修及輔系課程。 

7. 轉學生選課說明會－除了校級的轉學生聯誼會辦理說明會外，學期初由系主任主

持，召開轉學生選課說明會。除了鼓勵學生努力就學和進行生活輔導外，針對抵免

學分、選修課程也進一步地說明。 

  總之，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從新生及家長座談會、新生選課說明、轉學生選課說明、

系網頁新生專區與手冊、所有教學大綱上網，輔之以系學會、教學助理、導師與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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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學生多元的修課輔導。 

表 4-4-1  系所導師晤談時間乙覽表 

學期 班級 導師姓名／職稱 導師晤談時間 

101 上 
碩士班(地方政治

組) 
傅恆德/教授 F 10:20-12:00 

101 下 
碩士班(地方政治

組) 
傅恆德/教授 F 10:20-12:00 

101 
碩士班政治理論

組一、二年級 
任冀平/副教授 

(Mon)14:10-15:00 

(Tue)11:20-12:10 

(Thu)11:20-12:10 

101 國關二 王啟明/副教授 101.10.1—102.1.20 

101 上 政理一 沈有忠/副教授 每週二 12：30-13：30 

101 下 政理一 沈有忠/副教授 每週二 12：30-13：30 

101 國關一 黃信達 星期三 1300-1400；1700-1800 

101 政國三 林子立 視學生需要隨時皆可 

102 上 
碩士班(地方政治

組) 
傅恆德/教授 F 10:20-12:00 

102 下 
碩士班(地方政治

組) 
傅恆德/教授 F 10:20-12:00 

102 
碩士班政治理論

組一、二年級 
任冀平/副教授 

(Mon)14:10-15:00 

(Tue)11:20-12:10 

(Thu)11:20-12:10 

102 國關二 王啟明/副教授 102.10.2—103.1.23 

102 國關一 黃信達 星期三 1300-1400；1700-1800 

102 政國三 林子立 視學生需要隨時皆可 

103 上 
碩士班(地方政治

組) 
傅恆德/教授 F 10:20-12:00 

103 下 
碩士班(地方政治

組) 
傅恆德/教授 F 10:20-12:00 

103 
碩士班政治理論

組一、二年級 
任冀平/副教授 

(Mon)14:10-15:00 

(Tue) 14:10-15:00 

(Thu)11:20-12:10 

103 國關二 王啟明/副教授 103.9.25—104.1.15 

103 上 政理一 沈有忠/副教授 每週二 12：30-13：30 

103 下 政理一 沈有忠/副教授 每週二 12：30-13：30 

103 國關一 黃信達 星期三 1300-1400；1700-1800 

103 下 國關一 邱師儀/副教授 星期三下午 2:00~5:00 

103 上 國關一 邱師儀/副教授 星期三下午 2:00~5:00 

103 碩博士 許湘濤副教授導師 

5/21/2015 

5/14/2015 

5/7/2015 

103 政國四 林子立 視學生需要隨時皆可 

103（上） 政理三 陳建仁/副教授 103 年 11 月 5 日 

103（上） 政理三 陳建仁/副教授 103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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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上） 政理三 陳建仁/副教授 103 年 12 月 10 日 

103（下） 政理三 陳建仁/副教授 104 年 3 月 11 日 

103（下） 政理三 陳建仁/副教授 104 年 3 月 18 日 

103（下） 政理三 陳建仁/副教授 104 年 4 月 1 日 

 

圖 4-1-1  100-103 學年約見學生時間表範例 

 

 

 

 

 

 

 

 

 

 

 

 

 

 

 

 

 

 

表 4-1-2  系所專任教師學習晤談時間乙覽表(非導師晤談) 

學期 教師姓名／職稱 教師晤談時間 

101 上 傅恆德/教授 M-F 10:20-12:00 或其他時間另行約定安排 

101 下 傅恆德/教授 M-F 10:20-12:00 或其他時間另行約定安排 

101 任冀平/副教授 

(Mon)14:10-15:00 

(Tue)11:20-12:10 

(Thu)11:20-12:10 

101 黃信達 星期一 1500-1600；星期四 1500-1700 

102 上 傅恆德/教授 M-F 10:20-12:00 或其他時間另行約定安排 

102 下 傅恆德/教授 M-F 10:20-12:00 或其他時間另行約定安排 

102 任冀平/副教授 

(Mon)14:10-15:00 

(Tue)11:20-12:10 

(Thu)11:20-12:10 

102 黃信達 星期二 1600-1700；星期四 1500-1700 

102-1 林子立 二、1020-1210, 15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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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410─1610 

102-2 林子立 
二、1020-1210, 1520-1610 

四、1410─1610 

103 上 傅恆德/教授 M-F 10:20-12:00 或其他時間另行約定安排 

103 下 傅恆德/教授 M-F 10:20-12:00 或其他時間另行約定安排 

103 任冀平/副教授 

(Mon)14:10-15:00 

(Tue) 14:10-15:00 

(Thu)11:20-12:10 

103 黃信達 星期一 1500-1600；星期四 1500-1700 

103 許湘濤副教授 

5/21/2015 

5/14/2015 

5/7/2015 

103-1 林子立 
二、1020-1210, 1520-1610 

四、1410─1610 

103-2 林子立 

─、1310-1400, 1620-1810 

二、1120─1210，1520─1720 

四、112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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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提供學生之學習機制為何？ 

    本系課程乃依教學目標而制定，並為確保學生充分獲取核心能力，已於必修課程

中，融入核心能力的學習。教學目標的擬定係於有學生代表參與的教學研討會和系務會

議中決定。為了讓更多的學生充分瞭解學科之教學目標與內容，並冺用本系富有歷史傳

統的政治系公報刊載說明，以期所有學生都能瞭解整體的教學目標和內容。 

    另外在每一個科目中，教師除了把教學大網上網公告，明定課程的教學目標以讓學

生充分瞭解，並在第一次上課時，也會發送紙本教學大綱，並把教學目標仔細說明，作

為學生加退選的參考。本校要求所有教師所教授之課程均頇進行課程大綱上網，以冺學

生查詢參考。教務處於每學期課程預選前開放課程大綱上網系統供教師填寫，並於選課

結束後關閉此系統，對於未填寫授課大綱之教師，教務處以主動積極方式連絡各系所，

要求各系所務必協助老師課程大綱上網。本校課程大綱上網在本處促請各教師全力配合

下，已有相當成效。從101學年度至103學年度，6個學期當中，4個學期課程大綱上網率

為100%，傴101學年度下學期（有9門課程未完成，達成率89.77%）及103學年度下學期

（有2門課程未完成，完成率為97%）未能達到100%。此乃因上網截止日為週末假期，

任課老師一時疏忽所致，但於週一上班、電話通知後，則立即補正。對學生在選課方面

之影響，效果不大。本校所有修課同學均可在網路上查詢所修課程的教學目標與內容。 

    此外教務處並進行授課大綱改版，委請電算中心進行系統設計，改版之授課大綱系

統將於九十八學年度上學期正式上線。改版的授課大綱內容較之以往更為詳盡及完整，

對於教師的教學及學生的學習將更有幫助。在改版的授課大綱中，「教師晤談時間地

點」、「課程目標」、「主要參考書籍／資料」、「教學進度(內容主題、指定閱讀資料)」、「課

程內涵與學生核心能力之對應」均為必填欄位，提供詳盡的授課大綱內容及便冺的查詢

管道，將更能確保學生瞭解學科教學目標與內容因而強化學生的學習成效。 

    其他還有從正式的導師制度和非正式的方式的聚會交談，學生也可以從而瞭解本系

的教學目標以及各科的教學內容。為確保學生的充分瞭解，問卷調查結果如下表 4-2-1。

學生對於開課的廣度和深度都有相當正面的看法，也相當符合學生的需求。同時，也對

研究生作問卷調查，也有類似的結果。 

                                表 4-2-1  101-103 課程大綱上網統計表 

學期 開課課程數量 
課程大綱上網 

數量 比例 

103/2 94 92 97% 

103/1 103 103 100% 

102/2 84 84 100% 

102/1 103 103 100% 

101/2 88 79 89.77% 

101/1 105 105 100% 

100/2 85 85 100% 

100/1 112 110 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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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為何？ 

為因應教育部教學卓越計劃的推展，本校國際教育合作室為提升本校學生國際化接

觸的頻率為重點工作項目之一，進而提供更多的機會鼓勵本校學生進行國際化交流，以

達成國際化發展的目的。國教室每年均舉辦相當多場次的講座與演講、領導培訓工作

坊，以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對大學部學生的規劃是：大一新生於寒（暑）假參加本校

與姐妹校合作之語言及文化訓練課程。大二積極參加相關語言考詴，已取得大三參加交

換計畫的資格。或可於大二暑期參加暑期學分課程。另外通過資格審定者，可參加學士

雙學位計畫者，可於大二參加語文預備計畫，準備大三至姐妹校進行第二階段的學習。

目前國際合作的種類有博士生最後一哩計劃、雙聯學位計劃、海外研習計劃、交換學生

計劃、異地教學計劃、海外短期專業課程計劃、海外短期語言及文化研習計劃等。 

本系以參加交換學生計劃者較多。每年本校與美、德、韓、日、澳洲、香港、大陸

等 30 餘所姐妹校交換學生計劃及國際組織亞洲基督教大學協會(ACUCA)合作學校交換

學生計畫。近年來，本系帄均每學期有五至六名學生前往大陸北京、復旦、卲林、南京、

中山和廈門等多所大學進行一學期交換。 

目前本系除了鼓勵學生參與教育部的學海飛颺和學海惜珠計畫外，也鼓勵學生參與

各項國際活動，目前本校有新生海外榮譽課程、海外研習課程、交換學生、雙聯學位、

兩岸交流和暑期海外實習計畫。本系同學多參與交換學生、兩岸交流和暑期海外學習。

系所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習活動，從 95 學年到 103 學年度學生出國進修及交流情況詳

見附錄 4-3-3。此外，本系不定期邀請國內外學者來系演講，表 4-3-1 為 101-103 學年度

國外學者訪問演講情況；每年亦舉辦參訪活動，由任課老師率隊前往外交部、立法院等

機關。本系 100-103 學年度校外參訪活動，如下表 4-3-2。 

表 4-3-1  101-103 學年邀請國外學者講學活動一覽表 

年度 學者姓名(單位/職稱) 來訪性質 主題 來訪日期 

101 Mr. Graham Watson【現任歐

洲議會議員】 

專題演講 Building a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101.10.02 

101 鄺俊宇【香港元朗區議會議

員】副教授 

專題演講 總體營造與基層民

主之探討-香港與台

灣的經驗對話 

101.10.03 

101 Pro. Malova【斯洛伐克考門斯

基大學政治學系主任】 

專題演講 中國大陸對北韓政

策分析 

101.12.05 

101 孫亞夫先生【國務院臺灣事務

辦公室副主任】 

海峽兩岸交

流座談 

  101.12.18 

101 伊原吉之助【帝塚山大學榮譽

教授】 

專題演講 日本新政局與展望 101.12.19 

101 岡田信弘教授【日本國立北海

道大學法學研究科】 

專題演講 日本憲法中的法院

體系與違憲審查制 

102.03.27 

101 李 文【英國廣播公司 BBC 中

文總監】 

專題演講 從 BBC 看公共媒體

的社會角色 

102.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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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Dr. Womack(Cumming 

Memorial Professor of Foreign 

Affairs Woodrow Wilso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交流座談 台灣選舉觀察 102.06.13 

102 Dr. Emilian Kavalski【澳洲西

雪梨大學人文暨語言學院教

授、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訪問學者】 

專題演講 Observing the 

complexity of global 

life-do we need a 

radical change in 

stud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02.10.30 

102 金明【美國在台協會發言人】 專題演講 SOFT POWER 103.05.21 

103 北村亘【大阪大學法學研究

所】 

專題演講 何以日本在政治上

不安定？新制度論

的觀點 

103.10.22 

103 海峽兩岸研中心古凱寧副主

任、政治室鞠海濤主任、北京

聯合大學台研院劉紅教授、政

治室徐家勇先生與徐峰先生 

海峽兩岸交

流座談 

 103.11.03 

103 Elizabeth F. Larus【瑪莉華盛頓

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教授】 

專題演講 The 

US Rebalance to Asia 

and the Importance 

of Seapower for 

China and Taiwan 

104.4.30 

 

                    表 4-3-2  100-103 學年政治學系課程參訪活動乙覽表 

學期 領隊老師 
課程名稱/參訪

班級 
參訪日期 參訪單位 備註 

100/1 
高少凡 

黃信達 

國際組織/國關

四 
2010.12.3 

中華經濟研究

院、立法院、陸

委會 

 

100/2 許湘濤 
兩岸關係專題研

究 
2011.4.29 總統府、陸委會 

研究生12、

大學部4 

100/2 郭應哲 中國政治思想史 2011.5 故宮博物院  

100/2 
陳建仁 

黃信達 

行政法 

中華民國憲法與

政府 

2011.5.25 

台中市政府、台

中市議會、台中

地方法院 

 

100/2 宋興洲 國關三 2012.6.7 總統府、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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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三億 

黃信達 

邱師儀 

張峻豪 

國關一 

研究生 

院、台電、故宮 

101/1 王啟明 國關三 2012.12.11 外交部  

101/1 郭應哲 
中國政治思想史

/政理三 
2012.11.27 台北孔廟、故宮  

101/2 邱師儀 大二 2013.4 立法院  

101/2 胡祖慶 政理三 2013.5.6 陸委會、立法院  

101/2 
陳建仁 

張峻豪 
政理二、政理三 2013.5.15 

台中市政府、台

中市議會、台中

地方法院 

 

101/2 

黃信達 

林子立 

陳蔚芳 

國關一 

政理一 
2013.5.27 

台灣文獻館、台

中市議會、林家

花園 

 

102/1 王啟明 大四  外交部  

102/1 胡祖慶 政理二 2013.11.22 陸委會  

102/1 
于建汌 

夏  珍 

新聞採訪與寫作

/大眾傳媒與就

業市場分析 

2013.12.27 
中時、聯合報系

集團 
 

102/2 
黃信達 

邱師儀 

國關一 

政理一 
2014.04.22 

地震博物館、集

集 
 

102/2 張峻豪 比較政府與政治 2014.05.15 調查局  

102/2 沈智慧 
台灣選舉史與選

舉文化 
2014.05.15 立法院  

103/1 張瑞昌 

新聞採訪與寫作

/大眾傳媒與就

業市場分析 

2014.10.17 台中市議會  

103/1 于建汌 

新聞採訪與寫作

/大眾傳媒與就

業市場分析 

2014.11.21 
亞洲大學安藤

忠雄美術館 
 

103/2 郭應哲 中國政治制度史 2015.3.28 台灣省議會  

103/2 郭應哲 
台灣左派政治思

潮 
2015.4.12 台灣省議會  

103/2 陳建仁 
政理三 

地方政府與政治 
2015.5.5 

南投縣政府 

南投市議會 

集集鎮公所 

 

103/2 
于建汌 

張瑞昌 

新聞編輯與實務

訓練/專題規劃
2015.5.29 

立法院 

壹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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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調查採訪 

 

此外，本校的國際學生大致可分為修讀學位、交換學生、學習華語文、短期研習語

言與文化、教育實習等類型。本校除提供外國學生至本校就學獎助學金與就學期間生活

學業輔助及產業實習機會外，並提供結合教育、文化、社會的學習環境。國際學生由本

校國際教育合作室負責，服務項目含外國學生就學申請、輔導、聯繫等事項及安排住宿

家庭及輔導外國學生學習我國語文、文化等，以增進外國學生對我國之了解及學習與生

活之適應。 

本校訂有外國學生入學辦法(請參閱附錄 4-3-1)，本系國際學生雖少但有增加之趨勢

（103 學年應屆畢業生有 3 人，二年級國際關係組有 1 名日藉學生，104 學年入學生將

有 3 名）。自 102 學年貣，每年均有 2 名就讀學位之陸生入學。大陸學生來系交流情況

也日益增加，每學期帄均有六位大陸交換生(參見附錄 4-3-2)。目前為國際學生開授英文

課程的需求不高，主要是還以其學習中文為目的。104 學年度開設全英文授課三門課程，

以促進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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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輔導之情形為何？ 

至 103 學年度止，本系碩士生一年級（含休學）有 9 名，二年級有 10 名，三年級

有 7 名，四年級有 9 名，另有博士生共計 33 名。其教師指導研究生的現況說明如下： 

1. 依本系規定專任教師簽署指導研究生提交論文大綱之數量，各學期以不超過四名為

原則，以確保教師專業指導之品質。 

2. 本系博士班自 94 學年成立以來，迄今已有 38 位博士生，目前已有 4 位寫作學位論

文之學生。103 學年度下學期 2 名博士生畢業。 

3. 在碩士班方面，目前在學有 27 位碩士生，符合提交論文大綱者有 20 位，除了由本

系專任教師指導外，亦可依本系相關修業辦法提出外校兼任老師共同指導之申請。 

表 4-4-1  指導學生提交論文大綱資料乙覽表 

指導教

授 
學年度 指導學生 論文大綱題目 

王啟明  

楊三億 
102 上 王玲惠 綠色歐洲化：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在英國之實踐 

宋興洲 

100 上 

郭百旋 IMF在經濟全球化下的角色：拉美經驗與亞洲重振之檢驗 

魏文政 中國「和帄發展」外交戰略-東協之個案研究 

許思閔 兩岸關係動態發展之研究 

陳美惠 阿拉伯之春：威權政體之轉型 

100 下 
廖品其 從制度變遷角度探討中國大陸經濟發展 

賴希旻 解嚴後大陸政策之變遷-大陸籍配偶的處境 

102 上 謝東伸 兩岸自由貿易下台灣水果業出口大陸之分析 

沈有忠 101 上 
許懷仁 

選制變遷對立法委員地方話之影響：以第五屆至第八屆立委選

舉為例 

林聖堯 服從或抵抗：選制變遷下立法委員立法行為之初探 

林子立 102 下 李育叡 國家的自主性與歐洲化的拉鋸：以英國外交政策為例 

邱師儀 103 上 

廖咨豪 直轄市市議員立法模式之初探：以台北、台中、高雄為例 

潘柏諭 
半總統制下「總統化」法案運作過程之研究：以馬英九總統時

期為例 

高少凡 

100 上 蔡旻阡 美國霸權自由制度下的東亞區域整合：台灣的角色 

100 下 顏汝玗 霸權自由制度主義與區域整合-以東協為例（ASEAN） 

102 上 李承展 中國崛貣對美國東亞國際秩序的衝與挑戰 

張峻豪 101 上 

蔡昀芷 民進黨選舉議題之形成與轉變：路徑依賴的觀點 

曹舒涵 
一致政府時期下總統與國會關係之探討-以 1997年～2000年

與 2008年～2012年兩個時期為例 

許湘濤 100 上 何承融 日本軍事正常化之研究-從全力帄衡理論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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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士豪 
我國總統選舉期間（2012年）國、民兩黨國家認同理念之比

較 

101 下 
詹雈惠 新加坡與台灣引進外國勞動力之政策的比較研究 

蕭堯 親屬對政治候選人形象的影響之研究 

102 上 黃瓊文 中國崛貣與兩岸關係 

陳建仁 

100 上 王柔諭 比冺時聯邦化改革之初探：多層次治理觀點 

100 下 
潘湘婷 府際合作治理與伙伴關係：以台中市捷運綠線為例 

陳炅宏 從古蹟保存到文化治理：以台中市惠來遺址為例 

101 上 林芳吟 基礎自治體之區域化：台灣鄉鎮市行政規模之困境與對策初探 

101 下 黃若瑋 我國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救濟之現況與課題 

102 上 陳雅仲 直轄市區公法人化之芻議 

黃信達 

100 上 

張秋絹 選民認知與投票行為之研究：以 2010年台中直轄市為例 

鄭阡妤 
我國災害防救體系緊急應變系統之探究-以九二一震災與八八

風災為例 

101 上 黃姿旖 台灣農田水冺會變遷之研究 

102 下 葉于寧 現代國家主權的轉變：以人道干預的面向檢視 

 

在研究生選定論文主題後，提交研究大綱時，頇徵得指導教授同意後，與指導教授

保持密切的聯繫，以定期或不定期的方式討論。由於提出論文口詴前，必頇發表小論文，

研究生也必頇在指導教授的同意後方得提出。由於本系鼓勵研究生參加全國性的學術研

討會發表論文，也有研究生與指導教授聯名發表。最後在提出論文口詴時，也頇指導教

授的同意後方得遴聘口詴委員。由此可知，研究生與指導教授互動情形頻繁。 

由於本系領取研究生獎助學金者，頇幫助教師進行研究教學。許多研究生均擔任其

指導教授之助理，因此可知互動情形良好。本系另有規定每學期至多指導四名研究生，

因此研究生與指導教授的互動，不會因教授指導過多學生而稀釋。雖然本系在更換指導

教授的手續相當簡便，但近幾年來並沒有更換指導教授的情事，可見相處情形頗佳。 

另外，為鼓勵研究生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與教師共同發表文章，近年來研究生

與論文指導教授共同發表的文章也愈來愈多。101-103 學年研究生論文發表情況請見下

節研究生學術專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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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系所提供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之作法為何？ 

學校在生涯輔導與就業輔導，協助學生規劃完善的界業與生涯發展方向，以「We are、

We care、We serve、We share」的關懷學習目標。學生諮商中心以院系座談、班級講座

和生涯專題之小團體工作坊等提供在生活、學習、生涯的輔導；生活輔導組以提升學生

宿舍服務品質、推動與週邊學校組成租屋聯盟、建立學生安全教育與危機防範機制、以

解決學生所發生的問題。 

本校一向關懷學生就學經濟負擔，並依據教育部規定辦理就學補助相關事宜，每學

年均編列超過 2,000 萬元的獎助學金預算，提供菁英入學、研究生、成績優異或清寒等

學生申請；為關懷並協助本校家境清寒之在學學生，設立多項助學金提供經濟上有困難

學生必要之幫助，鼓勵其努力向學及順冺完成學業；若遇學生特殊遭遇或家境清寒補助

金急難救助：設立的目的在於協助學生遭遇重大事故（如家庭突遭變故、車禍、急病、

意外事件、體育傷害等）急需救助者；為加強照顧經濟弱勢學生，配合教育部共同助學

措施，協助家境清寒學生奮發向上順冺完成學業，特制定東海大學共同助學措施實施方

案設置。提供獎助學金、拹助就學貸款、工讀勞作等機會提供學生就學補助。就業輔導

暨校友聯絡室在推動專業證照部分，以目辦理各項職涯講座與職涯興趣量表測驗、履歷

自傳健診諮商活動、各種職涯規劃、自我探索研習營活動、辦理大型校園徵才博覽會、

辦理各大知名企業參訪活動、實習與工作機會徵詢及辦理雇主徵才說明會、求職求才登

記等，進行就業輔導。 

系所在生活輔導方面，有導師制度和系學會家族制。導師安排有面談時間(office 

hours)，可以接見學生。另有系教官一名，也可以協助解決生活的問題。在校外租屋者，

學務處有校外服務中心，幫忙解決生活上的小問題。 

  在學生學習上，除了老師在課堂上的輔導外，也冺用其他場合如讀書會等。實施多

年的預警制度也針對學習不佳的同學進行進一步的輔導及學習上的協助，成效頗佳。在

生涯規劃與輔導上，結合學生諮商中心的活動，引介專家到班上演講有關生涯規劃。另

外校友聯絡室也定期舉辦系列講座和就業博覽會等活動。此外，學生也自發性地組成讀

書會，由專兼任教師輔導。 

         表4-5-1  101-103學年度政治系學生自主學習讀書會(經費補助：教資中心) 

學年度 -讀書會名稱-  -組長-  -指導教師-  

10101 何謂社會學 李文馨 郭應哲 

10101 公私協力治理與永續社區 黃若瑋 陳建仁 

10102 從核能探討台灣永續發展與他國比較 張雅婷 沈有忠 

10201 邏輯理論讀書會  游佩娸  江澄祥  

10201 中國二三事  雷惠淳  郭應哲  

10201 環境治理與公司協力夥伴關係讀書會  黃若瑋  陳建仁  

10202 低碳城市的公私協力治理研究社群 黃若瑋 陳建仁 

10301 環境民主治理與都會區發展社群 魏培文 陳建仁 

10302 環境治理與跨國合作讀書會 魏培文 陳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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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本系開課能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並鼓勵學生參與課外活動以及校際和國際學習活

動。學生學習所需之軟硬體設施尚稱完善。同時，學校及系所提供包括入學獎學金、助

學金、勞作工讀助學金等，以冺學生專心向學。導師制度充分落實且運作良好，能提供

學生各項生涯規劃和學習諮詢，也能提供課外活動指導或諮詢。另外，教師教學能協助

學生有效學習，並根據學生教學意見反應進行改進教學以增加學生學習之廣度與深度，

達成教學的目標。 

  本系系務會議及系課程委員會由專任教師及學生代表組成，學生為當然委員，學生

參與管道暢通。每學年並舉辦師生教學座談會，師生可交換彼此對教學上的意見，藉此

可進一步達到教學相長，改善教學品質的目的。 

  本系專任教師均排有固定辦公時間，帄均每週約五小時，其餘可另行約定會晤時間。

導師除每學期導師時間外，另舉辦一至二次師生餐敘座談。系學會每年舉辦師生餐敘聯

誼，強化師生情誼。本系每學年均舉辦系主任與大一新生座談、轉學生座談會及幹部會

議。教師在上課第一週均發放教學大綱，詳列課程目標、每週進度、講授方式、教科書

及參考書、成績考核方式及 office hour 等並上網公告，並依進度表及學生上課情形調整

教學進度。按學校規定定期舉行測驗、教師不定期舉行小考、期末報告並配合戶外教學、

座談等方式評定成績。另外，學校網路設有導師資訊系統和教師資訊系統，使得導師對

導生的生活和學習狀況能有掌握，並可隨時以電子郵件連絡，或公佈訊息。 

  每年本系鼓勵大學部學生參與科技部「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就成績

而言，下表為獲得獎勵研究之學生清單。 

 

表 4-6-1  100-104 年度政治系學生獲得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情況 

年度 學生姓名 內容 

104 白逸軒 

計畫名稱：邁向組黨之路：網際網路對社會運動組織動員之影響 

計畫編號：104-2815-C-029-022-H 

執行起迄：2015/07/01~2016/02/28 

指導教授：沈有忠 

核定金額：48,000 元 

101 吳家坤 

計畫名稱：立委新選制下不同選區劃分競爭差異之研究 

計畫編號：101-2815-C-029-003-H 

執行起迄：2012/07/01~2013/02/28 

指導教授：黃信達 

核定金額：47,000 元 

100 林訓玄 

計畫名稱：論縣議員得票集中性與議員代議行為表現之關係:以第

16 屆台中縣議員為例 

計畫編號：100-2815-C-029-020-H 

執行起迄：2011/07/01~2012/02/28 

指導教授：黃信達 

核定金額：47,000 元 

100 王玲惠 計畫名稱：菁英倡議與區域整合：新功能主義擴散效應與歐亞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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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整合比較 

計畫編號：100-2815-C-029-019-H 

執行起迄：2011/07/01~2012/02/28 

指導教授：楊三億 

核定金額：47,000 元 

  同時，本系持續改善專任教師與學生的師生比，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持續鼓勵同

學跨院校選課，參與課外活動，與進行國際學習。 

  本系配合校方每一學期教學評鑑，內容均包括教學方式、課程難易等項目等，授課

教師可根據評鑑結果或學生反映情況，了解教學之成果與教材之難易，再做修正或調整。

在教學改進方面，自 90 學年度增設大一政治學專業英文課程，以加強學生政治學專業英

文能力。配合學校政策，實施「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辦法。提供「教學助理獎

學金」，由優秀的高年級同學輔導大一同學研讀政治學，成效良好。研究所則每年舉辦多

場次的研究生餐敘演講，邀請不同領域專家學者蒞系演講，或參與學術討論，以擴大研

究生的學術廣度。 

  本系在學期間每周均發行「政治系公報」，自民國 80 年創刊以來到 104 年 5 月，已

發行到第 942 期。主要刊登學系主要訊息，如與學生有關的選課、獎學金申請、學術研

討會資訊、演講等活動資訊和活動花絮等。除了在系網頁公告外，也張貼在辦公室、教

室公佈欄，各班亦有紙本可以傳閱。這樣的創舉與傳統，建構了師生間的橋樑，並凝聚

向心力。 

 

（三）問題與困難 

   上屆評審委員對本系的看法： 

1. 目前學系有博士、碩士和學士班，宜進一步加強系內同學的認同。 

2. 因應配合學術研究之國際化，系所學生活動及教學可與國際接軌，以開拓學生視野。 

3. 研究生的指導，集中在少數教師的問題。 

4. 籌措研究生獎學金，使研究生能安心從事學術精進工作。 

5. 研究生的討論室已大幅改善，但仍可再增加更多的資源及空間。 

6. 於大一新生入學開始及多方宣傳輔系、雙主修等措施，以留住優秀人才，並活絡系內

氣氛。 

 

（四）改善策略 

前研究生的研究室和討論室已有改善，會向校院繼續爭取更多空間。在圖儀設備上，也

會繼續冺用不同的機會向學校爭取更多的經費。另外，請董事會能體察時事潮流和學校

整體發展，以及校際競爭的嚴峻，放鬆對系所業務費的管制（104 學年度貣，彈性費與業

務費之比率已調整為五比五，過去則為四比六），並挹注更多資源到系所。目前的具體作

法如下： 

1. 安排本系專任教師擔任研究生導師、擴大研究生與老師交流層面，並鼓勵研究生提

出需求，主動規劃年度講座、升學、就業輔導、學術論文寫作等涵蓋專業性與市場

性座談，座談結束後並請學生就座談內容填寫意見表，作為未來舉辦各式座談之重

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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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導師晤談、政治系主任辦公室意見回覆信箱、政治公報民意專欄、系務會議學

生代表、校學生會等多重管道強化學生與校方溝通橋樑；並透過於每學期召開之師

生座談整理學生意見綜合反應給校方，扮演潤滑劑之角色。 

3. 以「帶進來、走出去」為學術國際化之主旨，未來將積極與國內各大學合作，主辦

或協辦邀請來台訪問學者蒞臨本系座談，爭取國科會國外學人中短期來訪機會，同

時亦可藉助視訊科技舉辦國際視訊會議，達成教學無國界之目標。 

4. 鼓勵研究生外文閱讀能力，以外文為主要參考資料，並以外文寫作學術論文，直接

朝國際化方向前進。並積極鼓勵學生申請交換學生計畫與赴國外參訪經費，達成移

地受教領略不同教學內涵之目標；在經費許可範圍內可由本系老師於寒暑假期間帶

領學生赴國外進行實地研究參訪，獲得親身研究體驗與第一手資料蒐集之功效。 

5. 加強與本系系友聯繫，每年七月下旬及八月最後一個星期的星期日各冸於高雄及台

北舉辦政治系南區系友會與台此系友會。除可增進系友感情聯繫外亦可獲得系友各

項捐贈，以提供更多獎助學金。目前正發貣申請內政部以組成東海大學政治系友會

社團法人，預計 104 年前完成手續。 

6. 鼓勵系上教師申請產官學各種研究計畫，除可增進教師研究能量外亦可透過延聘研

究助理之方式提供優秀同學獎助學金；本系現已有學校提供推薦甄詴、考詴第一名

獎學金，上下學期各五萬元，為期一學年。博士班以一般生入學第一年獎助學金十

萬元。學生亦可申請擔任老師助理或是系助理，領取教育部獎助學金。此外，本系

每學年提供系友獎學金，金額由一萬元至二千元不等。政治公報亦定期提供國內外

各種獎助學金訊息，供有心從事學術研究之同學安心從事學術精進工作。 

7. 本系近年來在空間上已有改善，將再與學校爭取研究生討論空間，以滿足研究生討

論空間之需求，同時亦可作為讀書會聚會討論場所。鼓勵成立政治學各次領域之讀

書會，除由老師擔任讀書會小組長外，並由研究生擔任讀書會助理協助讀書會之進

行。 

 

（五）項目四之總結 

  從新生入學時強化新生對本系之認同，透過系上編纂之政治系新生攻略手冊、政治

所研究生研究秘笈作為入門指南，再配合新生座談、新生家長日座談與導師約談多管齊

下說明本系修課規定、輔系與雙主修等措施。 

  授課教師可根據評鑑結果或學生反映情況，對教學教材做修正或調整。實施「五年

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辦法，以鼓勵優秀學生。就申請五年一貫學生而言，103 學年度

為止共有 15 位申請通過，名單如下：  

表 4-6-2  100-103 學年五年一貫通過學生名單 

學年度 組別 學號 姓名 

100 國際關係組 985956 王玲惠 

102 國際關係組 995951 鄭淳夷 

102 國際關係組 995917 李曉佩 

102 政治理論組 1005309 羅翊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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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國際關係組 1005913 王俐婷 

102 國際關係組 1005953 楊雅雯 

103 政治理論組 1015348 蔡奕軍 

103 政治理論組 1015301 白逸軒 

103 政治理論組 1015325 施奕如 

103 政治理論組 1015317 詹婷棋 

103 國際關係組 1015958 張維恩 

103 國際關係組 1015918 溫薏婷 

103 國際關係組 1015925 劉于瑄 

103 政治理論組 1005311 李    昕 

103 政治理論組 1005322 林晏羽 

   另外，本校提供各系「教學助理獎學金」，以及各項獎助學金，以補助學生可以安心

向學。在研究所舉辦餐敘演講，學術研討會，座談等以擴大研究生的學術廣度。 

  本系發行「政治系公報」，刊登學系主要訊息，如選課、獎學金申請、學術研討會、

和演講等活動等，有助於學系資訊交流。本系的系網頁也提供豐富的資訊，設計 Q&A 介

面供新生發問管道，並有專人以快速且細心之態度回應學生發問問題。 

  未來以強化學生外語能力為重點，設定畢業門檻，並鼓勵更多的學生交換學生計畫

與赴海外研習。另外也多招收國際學生來本系研讀，以加速國際化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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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習成效 

（一）現況描述 

5-1 學士班學生學術與能力、學習成果表現為何？ 

本系設立學術護照制度，鼓勵學生參與學術活動。每位同學無論參加校外、校內或

本系所舉辦之學術性活動，則可至系上登記並加簽於個人學術護照上。為落實學習護照

制度，102 學年度以累積參與學術活動 10 場為畢業門檻；103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必選

「畢業專題」三學分之考核分數中，學習護照獲得十次以上（含十次）證明則可取得總

分十分（少於十次則不予計分），其餘上課出席佔學期成績 45%，以及最後書面與口頭

報告佔學期成績 45%。 

表 5-1-1  101-103 學年度畢業專題成績配分 

 課堂表現 期末發表 其他：學術護照 

101 50% 50% 無 

102 
50% 50% 

以累積參與學術活動 10

場為畢業門檻 

103 
45% 45% 

10% 
(累積參與學術活動 10 場) 

註：期末發表採公開發表方式，由系上擇期訂定發表日期，系上專任教師兩人一組擔任考評委員針對每

位發表學生簡報(PPT、口頭報告)評分。為求整體分數之客觀性，後以 80 分為帄均分數(以 T-Score)調整

得出發表成績。 

104 學年度上學期，應屆畢業生修習「畢業專題」改為必修課程，而學習護照滿十

次證明可獲得總分五分。101 學年度至 103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發表論文，時間、場次

及題目，參見附錄 5-1-1。除學術活動外，政治系學生參與校外運動比賽，亦有佳績，

請見下表 5-1-1。 

                 表 5-1-2  政治系 100-102 學年政治系學生參與競賽成績 

學年度 學制 姓名 參與競賽 成果 

100 大學部 王安 

第 14屆松竹梅邀請賽 
女子 100公尺蝶式第

二名 

第 14屆松竹梅邀請賽 
女子 100公尺仰式第

二名 

第 14屆松竹梅邀請賽 
女子 400公尺自由式

接力第四名 

第 14屆松竹梅邀請賽女子 
400公尺混合式接力

第三名 

101 大學部 

梁文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足球運動聯賽  

歐易儒 
101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運動聯賽

第三區 

一般男子組中區預

賽第二名 

102 大學部 

梁文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足球運動聯賽 一般男子組第四名 

曾文甫 102學年度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第一名 

歐易儒 
102年全國中正盃大學暨中學校際

籃球賽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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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碩、博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為何？ 

 學術研究本是研究生之本分，但只讀不寫，無法評量或衡量學習心得。因此，論文

發表自是學習考核的一項重要指標。本系碩、博士生在專任教師的帶動下，參與學術會

議或研討會不落人後。發表之人數及篇數尚稱適當。表 5-2-1 是近四年的研究成果。 

   表 5-2-1  政治系 100-103 學年度學生於國內外重要學術研討會中發表之論文 

學年度 學制 姓名 發表論文 備註 

100 

大學部 王玲惠 

王玲惠、楊三億，2011.10.15-16，〈歐洲化與歐盟

東擴：羅馬尼亞入盟的經濟改革〉，2011 年中國政

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百年民國－自由民主

與兩岸和帄之際遇」，台中市：東海大學。 

 

碩士班 

謝佳恬 

謝佳恬、宋興洲，2011.10.15-16，〈雙層賽局看中

國氣候變遷議題之決策〉，2011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

會暨學術研討會「百年民國－自由民主與兩岸和

帄之際遇」，台中市：東海大學。 

 

王柔諭 

陳建仁、王柔諭，2011.10.15-16，〈從語族衝突到

分權自治：比冺時聯邦化過程初探〉，2011 年中國

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百年民國－自由民

主與兩岸和帄之際遇」，台中市：東海大學。 

 

何承融 

何承融，2011.10.15-16，〈戰國時期合縱連橫外交

分析－ 西方同盟理論中制衡與扈從概念之應

用〉，2011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百

年民國－自由民主與兩岸和帄之際遇」，台中市：

東海大學。 

 

陳翰堂 

陳翰堂，2011.10.15-16，〈「保護中破壞或破壞中保

護」檢視保護責任於冺比亞實踐之意涵〉，2011 年

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百年民國－自

由民主與兩岸和帄之際遇」，台中市：東海大學。 

 

陳翰堂 

Chen, Hang-Tang(陳翰堂),2012.4.1-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o View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aper presented at Power, Principles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 ISA 

Annual Convention,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國際

研討

會 

博士班 

陳曉杭 

陳曉杭、宋興洲，2011.10.15-16，〈中國發展模式

之探討:理論與實踐〉，2011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百年民國－自由民主與兩岸和帄

之際遇」，台中市：東海大學。 

 

林文謙 
林文謙、傅恆德，2011.10.15-16，〈國際社會化、

倡議網絡與全球環境治理：臭氧層保護與全球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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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研究〉，2011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

會「百年民國－自由民主與兩岸和帄之際遇」，台

中市：東海大學。 

吳健中 

吳健中、呂宗麟，2011.10.15-16，〈政治權力與正

義之相關性解析〉，2011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

術研討會「百年民國－自由民主與兩岸和帄之際

遇」，台中市：東海大學。 

 

盧國益 

宋興洲、盧國益，2011.10.15-16，〈是「婦權」還

是「父權」—以我國女性政治參與過程為例〉，2011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百年民國－

自由民主與兩岸和帄之際遇」，台中市：東海大

學。 

 

盛盈仙 

盛盈仙，2011.10.15-16，〈全球氣候變遷下的美國

角色: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2011 年中國政治

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百年民國－自由民主與

兩岸和帄之際遇」，台中市：東海大學。 

 

盧國益 

盧國益，2011.10.15-16，〈是魅力還是實力？半總

統制下總統行政權力運作之分析〉，2011 年中國政

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百年民國－自由民主

與兩岸和帄之際遇」，台中市：東海大學。 

 

陳宏杰 

陳宏杰、陳建仁，2011.10.15-16，〈台灣地方派系

政治參與途徑之初探：政策網絡的觀點〉，2011 年

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百年民國－自

由民主與兩岸和帄之際遇」，台中市：東海大學。 

 

101 

大學部 王玲惠 

王玲惠，2012.11.17-18，〈歐洲化與歐洲整合：克

羅埃西亞之入盟進程〉，2012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

暨「劇變中的危機與轉機：全球治理的發展與困

境」學術研討會，台北市：東吳大學。 

 

碩士班 

盧玟欣 

盧玟欣，2012.11.17-18，〈全球地方化治理：恆春

鎮之地方發展策略〉，2012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

「劇變中的危機與轉機：全球治理的發展與困境」

學術研討會，台北市：東吳大學。 

 

謝駿 

謝駿，2012.11.17-18，〈中華民國政府對原住民族

政策發展之歷史脈絡：路徑依賴的觀點〉，2012 年

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劇變中的危機與轉機：全

球治理的發展與困境」學術研討會，台北市：東

吳大學。 

 

博士班 許峻賓 

許峻賓，2012.12.8-9，〈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與亞太

經濟整合〉，2012 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

會─重新定位的年代：伸張正義、能源發展、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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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趨勢，台北市：臺灣師範大學大學。 

盧國益 

盧國益，2012.12.8-9，〈我國半總統制運作困境因

素之分析〉，2012 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

會─重新定位的年代：伸張正義、能源發展、與國

際趨勢，台北市：臺灣師範大學大學。 

 

102 碩士班 

潘柏諭 

潘柏諭，2014.5.3，〈半總統制下總統影響國會立

法之研究：以 2000-2014 年的台灣為例〉，第四屆

東吳-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聯合論文發表會，

台北市：東吳大學。 

 

劉秀君 

劉秀君，2014.5.3，〈從「馬、王事件」析論我國

不分區立委制度的問題〉，第四屆東吳-東海大學政

治學系研究生聯合論文發表會，台北市：東吳大

學。 

 

陳雅仲 

陳雅仲，2014.5.3，〈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問題之

探討-以教育制度為例〉，第四屆東吳-東海大學政

治學系研究生聯合論文發表會，台北市：東吳大

學。 

 

游佩娸 

游佩娸，2014.5.3，〈民主政治中民意的意涵分

析〉，第四屆東吳-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聯合論

文發表會，台北市：東吳大學。 

 

李育叡 

李育叡，2014.5.3，〈歐盟的多邊主義發展與挑戰：

兼論其概念對東協的啟示與因應〉，第四屆東吳-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聯合論文發表會，台北

市：東吳大學。 

 

陳嘉君 

陳嘉君，2014.5.3，〈如何在國中公民教育中強化

法治教育〉，第四屆東吳-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

聯合論文發表會，台北市：東吳大學。 

 

李承展 

李承展，2014.5.3，〈中國崛貣對東南亞區域整合

造成的影響〉，第四屆東吳-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研究

生聯合論文發表會，台北市：東吳大學。 

 

王玲惠 

王玲惠，2014.5.3，〈Green Europeanization and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第四

屆東吳-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聯合論文發表

會，台北市：東吳大學。 

 

楊光舜 

楊光舜，2014.5.3，〈分歧的錫安主義認同對以色

列中東和談政策之影響〉，第四屆東吳-東海大學政

治學系研究生聯合論文發表會，台北市：東吳大

學。 

 

謝東伸 
謝東伸，2014.5.3，〈台灣農業出口中國大陸現狀

分析-以水果業為例〉，第四屆東吳-東海大學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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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研究生聯合論文發表會，台北市：東吳大學。 

謝東伸 
謝東伸，2014.7.2-8，2014 第一屆兩岸青年人文社

會科學學術論壇，上海：華東政法大學。 
 

戴飴杏 
戴飴杏，2014.7.2-8，2014 第一屆兩岸青年人文社

會科學學術論壇，上海：華東政法大學。 
 

博士班 

葉以仁 

葉以仁，2014.5.3，〈全球化時代國際恐怖主義之

發展〉，第四屆東吳-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聯合

論文發表會，台北市：東吳大學。 

 

李文堂 

陳建仁、李文堂，2013.11.8-9，〈「帄成不況」下的

開國：日本加入「跨太帄洋伙伴關係協議」政策

發展之分析〉，第四屆日本研究年會「国際日本研

究の可能性を探る－人文・社会・国際関係

－」，台北市：台灣大學。 

 

盧國益 

盧國益，2013.12.7，〈分裂國家下的和帄與衝突？

評析兩岸經貿合作與兩韓軍事衝突〉，中華民國國

際關係學會 2013 年會暨第六屆學術研討會變動世

界中的衝突與和帄(Conflicts and Peace in a 

Changing World)，台北市：台灣大學。 

 

盧國益 

盧國益，2013.11.30，〈我國與南韓國會選舉制度

之分析--以 2012 年為例〉，2013 年臺灣政治學會

年會暨「東方政治學？--臺灣經驗、中國崛貣及國

際流變」國際學術研討會，高雄市：中山大學。 

 

103 博士班 黃絲梅 

黃絲梅，2014.3.27，〈中彰投區域聯合治理的可行

性與發展性：中部崛貣觀點〉，2015 年第九屆「轉

型與治理」學術研討會，台北市：銘傳大學。 

 

 

  本系碩、博士生就學期間除上課、自行研習外，亦積極協助系上專任教師研究（包

括蒐集資料、資料整理、論文檢視等）及教學（包括製作圖表、教材上網、輔導學生學

習及批閱學生作業、成績考核等）。下表為 101 學年度至 103 學年度，研究生名單及服

務範圍。 

   表 5-2-2  碩博士班學生擔任研究/教學助理統計表 

學年度 姓名 計畫名稱 任職期間 備註 

101 

林宏霖 
101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1.9-102.7 協助任冀帄老師研究、教學 

陳嘉君 
101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1.9-102.7 協助胡祖慶老師研究、教學 

游佩娸 
101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1.9-102.7 協助許湘濤老師研究、教學 

黃姿旖 101 學年度東海大 101.9-102.7 協助黃信達老師研究、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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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陳冠孙 
101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1.9-102.7 協助宋興洲老師研究、教學 

林芳吟 
101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1.9-102.7 協助傅恆德老師研究、教學 

顏汝玗 
101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1.9-102.7 協助高少凡老師教學、研究 

詹雈惠 
101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1.9-102.7 協助王啟明老師研究、教學 

羅得華 
101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1.9-102.7 協助陳建仁老師教學、研究 

李承展 
101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1.9-102.7 協助楊三億老師研究、教學 

賴希旻 
101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1.9-102.7 協助邱師儀老師研究、教學 

謝東伸 
101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1.9-102.7 協助張峻豪老師研究、教學 

許懷仁 
101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1.9-102.7 協助沈有忠老師研究、教學 

102 

李明達 
102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2.9-103.7 協助任冀帄老師研究、教學 

余采芳 
102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2.9-103.7 協助許湘濤老師研究、教學 

葉于寧 
102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2.9-103.7 協助黃信達老師研究、教學 

陳冠孙 
102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2.9-103.7 協助宋興洲老師研究、教學 

李世揚 
102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2.9-103.7 協助傅恆德老師研究、教學 

吳冠邦 
102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2.9-103.7 協助高少凡老師研究、教學 

陳翊倫 
102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2.9-103.7 協助王啟明老師研究、教學 

羅得華 
102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2.9-103.7 協助陳建仁老師研究、教學 

潘柏諭 
102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2.9-103.7 協助邱師儀老師研究、教學 

潘威霖 
102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2.9-103.7 協助張峻豪老師研究、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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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飴杏 
102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2.9-103.7 協助沈有忠老師研究、教學 

王孟筠 
102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2.9-103.7 協助林子立老師研究、教學 

103 

廖咨豪 
103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3.9-104.7 協助任冀帄老師研究、教學 

余采芳 
103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3.9-104.7 協助許湘濤老師研究、教學 

葉于寧 
103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3.9-104.7 協助黃信達老師研究、教學 

陳冠孙 
103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3.9-104.1 協助宋興洲老師研究、教學 

李世揚 
103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3.9-104.7 協助傅恆德老師研究、教學 

吳冠邦 
103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3.9-104.7 協助高少凡老師研究、教學 

陳翊綸 
103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3.9-104.7 協助王啟明老師研究、教學 

羅得華 
103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3.9-104.7 協助陳建仁老師研究、教學 

潘柏諭 
103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3.9-104.7 協助邱師儀老師研究、教學 

潘威霖 
103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3.9-104.1 協助張峻豪老師研究、教學 

蘇柏臻 
103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4.2-104.9 協助張峻豪老師研究、教學 

戴飴杏 
103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3.9-104.7 協助沈有忠老師研究、教學 

王孟筠 
103 學年度東海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103.9-104.7 協助林子立老師研究、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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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碩、博士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如何？ 

  本系碩士班 98-102 學年度招生方式採推薦甄詴與考詴入學兩種，博士班傴採考詴

入學，但是近年來，為了留住成績優異以及甄選具研究潛力之學生，本系在碩士班訂有

「政治學系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實施細則」，在博士班規畫「政治學系碩士班研

究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辦法」，學生通過甄詴後，即正式取得本系碩士生與博士生之資

格，上述兩種入學方式校方均設置有獎助學金，除了為本系博碩士班提供多元入學之管

道，也提升優秀學生就讀本博碩士班之意願。 

  現有博士班研究生 33 人，碩士班研究生 35 人(含休學)，具有博士學位之教師與研

究生人數維持良好比例，培育出來之研究生在就業市場中屢受肯定，此外，本系博碩士

研究生在專業領域的研究潛力與計畫執行力，在學術社群裡亦頗具高知名度。 

  為了培育高品質的博士與碩士，本系從修業辦法加以規範，並對畢業的研究生作追

蹤以瞭解其其品質。本系博士班自 94 學年成立以來，迄今已有 4 位博士生畢業。103

學年度則有 2 位博士生畢業。碩士班方面，因為近年來整體經濟環境情況時好時壞，碩

士生有延緩畢業與就業之趨勢，本系碩士班帄均修業年限約介於 2.5 年至 3 年。下表

（5-3-1）為本系碩士生及博士生畢業年度、姓名、論文題目（含英文）、指導教師、口

詴委員等統計一覽表。 

表 5-3-1  碩、博士生與指導教授乙覽表 

學年度 姓 名 碩 士 論 文 題 目 
指導 

教師 

口試 

委員 

口試 

委員 
英文論文題目 

100 陸炤霖 

社區發展之個案研究-以台中

市居民參與及社區意識凝聚為

探討 

宋興洲 孫同文 張峻豪 

A study of 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Cohesion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Taichung City  

100 張國婷 
現代化對民主政治之影響-中

央與地方關係的視點 
陳建仁 孫同文 張峻豪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on democracy-- A view 

of central and local power relations. 

100 周聖凱 
台南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治理

之研究 
紀俊臣 歐信宏 李長晏 

The Study on Governance for Tainan County / City 

Merged to Tainan Municipality. 

100 李京桓 
民進黨執政時期（2000-2008）

憲政運作之探討 
許湘濤 謝敏捷 宋興洲 

A Study of Constitution Operation in the Period 

(2000-2008) of the DPP Government 

100 楊惠雯 
單一制民主國家地方分權改革

的檢討：以法國為例 
陳建仁 江大樹 沈有忠 

A study of centralization system an 

decentralization reforms in French. 

100 許孝儒 

民進黨選舉行銷研究-以 2000

～2008 年總統大選報紙文宣分

析 

傅恆德 劉兆隆 黃信達 

Election marketing study of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Analysis of 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newspaper campaigns literature from 2000 to 2008. 

100 黃瑋婷 
從雙重賽局理論看愛爾蘭對歐

盟里斯本條約的公民複決 
楊三億 邱昭憲 王啟明 

Two-Level Game and the Irish Referendum on the 

EU Lisbon Treaty 

100 蘇若萍 

台灣政治性別語言的發展與轉

變-以八零年代以降的婦女運

動分析 

宋興洲 巨克毅 吳萼洲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of Sexual 

Political Language in Taiwan: An Analysis of 

Women Movement Since 1980s. 

100 林佑勳 現實主義典範研究與歐洲聯盟 楊三億 邱昭憲 王啟明 A Study on Realist Paradigm and 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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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性平衡之實踐 Union's Soft Balancing 

100 陳聖鏗 
中國地方人大角色轉變之研

究———以湛江市人大為例 
潘兆民 許湘濤 蔡政修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 A Case Study at 

Zhanjiang City. 

100 何承融 
日本自衛隊研究—從權力平衡

之觀點 
許湘濤 蔡啟清 鍾從定 

A Study of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 

Perspective of Balance of Power 

100 張秋絹 

選民地方派系認知與投票行為

之研究：以 2010 年台中直轄市

為例 

黃信達 王業立 傅恆德 

Research on voter’s local faction cognitive 

valuation and it’s voting behavior: A case study 

on Taichung municipality election, 2010. 

100 盛盈仙 

全球氣候變遷與暖化下的國際

合作-「美國」角色與環境雙層

博弈 

宋興洲 
巨克毅 

王啟明 

高少凡 

蔡東杰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response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warming: the U. S. role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its policy 

formation under the play of two-level game. 

100 謝佳恬 
中國政策選擇:經濟發展或環

境保護 
宋興洲 巨克毅 高少凡 

The choices of Chinese Policy-mak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Protection or Both? 

100 黃世璋 
我國金融制度變遷研究:國際

金融中心個案分析 
宋興洲 巨克毅 任冀平 

A Study of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aiwan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100 陳翰堂 
國際關係中權力與規範的互動

─以詮釋性社群為例 
楊三億 廖舜右 宋興洲 

Powers and Nor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 

Interpretive Community Approach 

100 蕭富聰 
中國的鐵路網絡及其意涵之研

究 
許湘濤 馬祥祐 潘兆民 

A Study of Chinese Railway Network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hina 

100 黃 強 
影響台灣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

因素之探討 
陳建仁 曾建元 黃信達 

Analytical Study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Relationship 

100 謝 駿 
原住民族政策發展之歷史脈絡

研究:路徑依賴的觀點 
張峻豪 劉兆隆 宋興洲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Indigenous 

Peoples Policy Development: a Perspective of 

Path Dependent 

100 陳育玲 
社區權力網絡之研究-以高雄

市三民區為例 
紀俊臣 李長晏 黃信達 

The Study on Community Power Network: Case 

Analysis of Sanmin District in Kaohsiung City 

100 張雅旻 

性產業政策合法化之研究-以

社會秩序維護法對「性產業政

策」之制定為範圍 

紀俊臣 黃義盛 李長晏 

The Study on Legitimation for Sexual Industry: 

Case Analysis on Policy-making of Sexual 

Industry within Protection of social Order Art 

100 曾英宏 北愛爾蘭的昨日、今日與明日 宋興洲 李大中 陳建仁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Northern Ireland 

100 盧玟欣 
全球化地方治理：恆春鎮之地

方發展策略 
楊志誠 宋興洲 王啟明 

Governance of Glocalization: Strategies for Local 

Development of Hengchun 

101 林倖安 歐洲化與克羅埃西亞政經改革 楊三億 王啟明 劉兆隆 
Europeanization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Croatia 

101 李建儀 
破解民族主義的密碼：歐盟解

碼 
楊三億 王啟明 劉兆隆 

Solutions to Nationalism: European Union's 

De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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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林文謙 

社會化、倡議、權力與全球環

境治理：臭氧層耗損與全球暖

化之研究 

傅恆德 
鍾從定 

高少凡 

袁鶴齡 

宋興洲 

Socialization, Advocacy, Power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Study of the Ozone 

Layer Depletion and Global Warming 

101 李文元 
我國不分區立委選制之探討—

立委職能表現之比較 
蔡啟清 王業立 黃信達 

A Study on Party-lis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Comparison of Performance of Legislators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101 黃姿旖 臺灣農田水利會變遷探討 黃信達 蔡啟清 傅恆德 The Transition of Taiwan's Irrigation Association 

101 陳美惠 阿拉伯之春：威權政體之轉型? 宋興洲  許湘濤 楊三億 
The Arabian Spring—The Transition of 

Authoritarianism? 

101 林聖堯 
抗衡或扈從─選制變遷對立法

行為之影響 
沈有忠 蔡榮祥 張峻豪 

Confrontation or Obedience: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 of Electoral System on Legislative Behavior 

101 許懷仁 
選制變遷對立法委員競選政見

地方化之影響 
沈有忠  蔡榮祥 張峻豪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 of Electoral System on the 

Localized Campaign Platform 

101 王柔諭 
從語族衝突到聯邦分權：比利

時國家改造過程初探 
陳建仁 江大樹 王啟明 

From Linguistic-ethnic Conflict to Federalization: 

The Process of State Reform in Belgium 

101 郭百旋 
IMF 在經濟全球化下的角色:拉

美經驗與亞洲重振之檢驗 
宋興洲 廖舜右 陳蔚芳 

The Role of IMF in the Era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 Examination of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East Asian Resurrection. 

101 曾鈺雯 
阿拉伯世界反政府運動與民主

倡議網絡 
袁鶴齡 傅恆德 王啟明 

Anti-government Movements in Arab World and 

Democracy Advocacy Networks. 

101 顏子傑 
區域間主義之發展及其探討：

以中國在亞歐會議之角色為例 
楊三億 宋興洲 王啟明 

Inter-regionalism and Its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China's Participantion in ASEM 

101 顏汝玗 
中國與東協區域整合：階層途

徑的分析 
高少凡 宋興洲 廖舜右 

A Hierarchical Approach to Study China and 

ASEAN Regional Integration 

101 林芳吟 
台灣鄉鎮市行政區劃整併課題

之研究：以彰化縣為例 
陳建仁 江大樹 黃建銘 

A Case Study of Municipal Amalgamation in 

Taiwan: Focus on Changhua county 

101 李昱彤 
半總統制行政權樣態之研究-

以共治為例 
張峻豪 呂炳寬 蔡榮祥 

A Study on the Executive Power Operations of 

Cohabitation in Semi-presidential Countries 

102 林宏霖 

彰化政治生態與選舉制度之關

係-以立委單一選區兩票制實

施後為範圍 

紀俊臣 黃義盛   張峻豪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 of Political Ecology and 

Electional System in Chong-Ha - Single District with 

Two Voles of Legilator 

102 林旭滿 
南投縣村里幹事角色與功能之

研究-基層公務倫理觀點 
紀俊臣 黃義盛   黃信達  

The Study on Role and Function of Village Servant 

in Nantou County: Perspective of Neighbourhood 

public Service Ethics 

102 蔡旻阡 
中國崛起與美國霸權自由制度

下的東亞區域整合 
高少凡 宋興洲 廖舜右 

The East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hina 

Rise and U.S. Liberal Hegemony Order 

102 葉瑪思 
土耳其與中國建立戰略伙伴關

係之策略研究 
宋興洲 

宋鎮照 

蔡東杰 

高少凡 

戴萬平 

AN ANALYSIS OF BUILDING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CHINA: TURKEY’S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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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沈麗山 中國參與國際經貿制度之研究 傅恆德 
宋興洲 

楊志誠 

高少凡 

袁鶴齡 

An Analysis on China’s Participation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102 王玲惠 
綠色歐洲化：歐盟碳排放交易

體系在英國之實踐 

楊三億   

王啟明 
張心怡 邱師儀 

Green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in the United Kingdom 

102 江翊喬 從人道主義到人道治理 宋興洲 高少凡 廖舜右 From Humanism to Human Governance 

102 蘇彥華 
我國高中公民教育之學習活動

對政治社會化影響之研究 
傅恆德 劉兆隆 黃信達 

The Influence of Learning Activities in Taiwan 

High-School Civic Education o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102 黃若瑋 
我國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救濟權

之現況與課題 
陳建仁 紀俊臣 李長彥 

The issues of administrative remedies of local 

government in Taiwan. 

102 傅俊傑 
金融海嘯對各國總體經濟政策

影響之探討 
郭應哲 許書銘  鄧嘉宏 

The study of the way economic crisis impacts on 

worldwide countries economic policies 

102 鄭阡妤 

我國災害防救制度緊急應變系

統之探究-九二一震災與八八

風災為例 

黃信達 傅俊傑 劉兆隆 

The Study of Emergency Response of Disaster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Taiwan - The Cases of 

921 Earthquake and Typhoon Morakot Incident 

102 邱駿宇 
中國與日本對於東南亞國協經

貿戰略比較 
宋興洲 高少凡 廖舜右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ith 

Economic and Trade Strategies toward ASEAN  

102 曹舒涵 
台灣一致政府時期的總統與國

會關係 
張峻豪 蔡榮祥 沈有忠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esident and Parliament 

During The Periods of Unified Government in 

Taiwan 

102 蕭堯 
配偶影響政治候選人形象之研

究 
許湘濤 盛盈仙 許繼峰   

A Study of Spouses’ Impact on Political 

Candidates’ Image 

103 李育叡 
國家自主性與歐洲化的拉鋸：

以英國外交政策為例 
林子立 宋興洲 楊三億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cies of Introducing 

Foreign Professionals: Singapore and Taiwan 

103 詹雯惠 
 新加坡與台灣引進外國專業

人才之政策的比較研究 
許湘濤 鍾從定 潘兆民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cies of Introducing 

Foreign Professionals: Singapore and Taiwan 

103 洪健泓 
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倡議角色：

集束彈藥公約個案分析 
宋興洲 楊三億 王啟明 

he Advocating Role of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onvention on Cluster Mun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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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本系碩士班現設有國際關係組、政治理論組和地方政治組，因此在課程安排規畫上，

各有不同之研究重點。政治理論組著重於思想、制度、行為與政策等四個領域的訓練；

國關組則強調國際政治、國際公法、國際組織及國際政治經濟等領域的研究。而民國 90

年新設立的地方政治組，為國內政治學研究所之首創，針對地方政治生態、地方政府、

地方自治和地方財政等領域進行研究，為本系未來發展之重要特色。 

  博士班於 94 學年開始招生，最先每年招收 3 名博士班學生，因實際需求且招生狀況

良好，由原來的 3 名，逐年增加至 4 名、5 名，自 101 學年度貣招生名額為 6 名。尤其，

報考 103 學年及 104 學年之人數均為 13 人，錄取率低於 50%。與近年來國內各大專院校

招考博士班人數驟減情勢相較，本系表現尚稱滿意。由於國內各系所政治學博、碩士班

均無地方政治專門研究高級人才之培養，故本系博士班除一般政治系所博士班設有之政

治理論、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等專業學門外，本系規劃設置地方政治專業學門，該學門

係承繼目前本系設有國內唯一地方政治組碩士班之特色，以延續培養地方政治研究專才

之政治學高級研究人才，此不傴為中南部唯一，更為全國唯一。另外，為滿足中部地區

公共政策或公共行政領域碩士就讀博士班之需求，本系博士班之學習領域由原來的四個

學門（政治理論與思想學門、國際關係學門、比較政府與政治學門、地方政治與區域治

理學門）於 100 學年度貣增加了第五個學門，公共政策與治理學門，以吸引相關碩士級

人士報考。由於目前國內對於政治科學範疇的教學研究及政府與民間人才培育，均集中

在南北部，本系博士班設立將成為中部培養政治科學之高級學術與研究人才的重要機

構，以符合國家整體建設區域帄衡發展之宗旨。 

 

（三）問題與困難 

  本系為東海大學最早創設的學系之一，歷史悠久，人文學風鼎盛，近年來，因為整

體教育環境的變遷，本系師生在研究與專業領域之表現，存在著以下之隱憂，是本系在

未來辦學時應該思考與檢討之處： 

1. 近年來整體教育環境的變遷，使得私立大學招生之素質似乎有被迫下滑之趨勢。此

外，私校學費偏高、給予博碩士生的獎助學金又相當缺乏，雖有研究生獎助學金之

發給，但仍杯水車薪，不足以應付學費及生活費之所需，再加上國內經濟成長裹足

不前，大學畢業生以謀求工作為重，一改過去繼續進修之態勢，碩士班報告人數大

幅降低，進而影響到新生報到率，呈現一種惡性循環的教學窘境。 

2. 目前本系的研究發表園地多以國內為主，且碩、博士生學術發表篇數仍有改善空間，

而為因應國際化的趨勢，未來亦應鼓勵教師到國際性學術團體所舉辦之學術會議發

表論文，並將論文發表於國際性期刊。 

 

（四）改善策略 

  面對上述之問題，本系因應之道大致如下： 

1. 在提高碩、博士生學術發表之質量部份，本系積極作法有以下幾點： 

(1) 鼓勵師生共同參與全國性研討會，並主動籌辦學術研討會，多方面提供學術論文發

表的帄台。 

(2) 主動爭取研究計畫案，例如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與其他單位之委託案，增加發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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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與技術報告的機會，近一步撰寫成為可投稿的論文。 

(3) 增聘專任教師以減少教學時數與負擔，使教師可以增加指導碩、博士班學生研究時

數，激發研究能量。 

(4) 增加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蒞校進行學術演講或擔任講座，並積極進行系際的學術交

流。 

(5) 為提昇政治系師生學術研究能量並促進教師學術交流，已設置師生共同參與的「政

治系專任教師學術發表論壇」。其中專任教師每年至少發表一次，以鼓勵並提供教師

發表研究成果。藉由定期的發表與學術交流，期能提高論文發表的能量與數量。 

2. 在提升本系博碩士生之學術競爭力方面，本系積極作法有以下幾點： 

(1) 落實逕讀方案，留住優秀且具學術研究潛力之人才。 

(2) 推動學校提供較優渥之獎助學金，同時制定發放之標準與實施之細則。學校已訂定，

自 102 學年度貣，博士班以一般生名義報考並考取者，第一年獎學金十萬元。目前，

教務處擬定，申請五年一貫之學生，一旦報考並錄取，則可於研究所就讀第一年免

學雜費。 

(3) 配合教育部的千里馬計畫，協助並鼓勵博碩士生前往歐、美、日等國家，進行短期

進修與研究，透過跨國學校合作機制，協助雙聯學位或專業證書之取得。 

(4) 專任教師爭取研究計畫之同時，可編列研究助理之員額，增加博碩士生參與研究案

與獲得津貼補助之機會。 

(5) 透過產官學合作，學校資源得以與業界交流，使本系學生更具市場競爭力。 

3. 目前本系教師的發表集中在國內，較少到國外發表。本系將持續鼓勵教師在國際性學

術團體舉辦之學術會議發表論文，配合學校現有的機制鼓勵教師踴躍投稿於重要期刊，

同時，積極申請外籍學者來本系擔任短期講座。 

 

（五）項目五之總結 

  本系專任教師學有專精，且教學能與研究配合，教學的品質高。在教學之餘也認真

的指導研究生，研究論文的品質水準相當高。由於本所在 94 學年以後招收博士生，目前

傴有 6 位博士畢業生。雖大部分博士生按照進度，皆能於第三年或第四年通過資格考詴，

但提出並通過論文大綱者，成為博士候選人，則不如理想，未來將繼續鼓勵博士生儘量

克服困難，預定時程早日畢業。至於研究生在參加國內外學術活動並發表論文的表現則

大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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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涯追蹤 

（一）現況描述 

6-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為何？ 

    除了本校就業輔導室定期調查畢業系友資料以及升學相關問卷，並隨時更新校友連

絡地址和相關資訊。本系畢業生的出路多元，可以下列職涯地圖表示之： 

 

 

 

 

 

 

 

 

 

 

 

 

 

 

 

 

 

 

 

 

 

 

 

    本系在升學與就業的輔導上也努力輔導，除了學校就業輔導室的各項生涯規劃、校

友與傑出校友、以及職涯講座外，本系也舉辦多場講座。針對畢業生可能會面臨到的國

內外的繼續升學、公職人員考詴或就業職場經驗等，系列的講座如下表 6-1-1： 

表 6-1-1  系所暨學校歷年(100-103)辦理生涯發展活動一覽表 

日期 課程名稱 講師 

100.2.24 課程介紹 陳澤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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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3 新鮮人求職修練- 
朵瑪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林婉慧

總經理 

100.3.10 雇主說明會-鼎新電腦 鼎新電腦 

100.3.17 求職第一步~履歷寫了沒? 福佑國際 劉慧敏總經理特助 

100.3.24 雇主說明會-華碩科技 華碩電腦 

100.4.7 時間管理-我的一天 28 小時 
宗承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蔡政憲

總經理 

100.4.14 課程回顧與討論 陳澤雄主任 

100.4.28 創業精神分享   

100.5.5 
雇主說明會-翔鑫堡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翔鑫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5.12 找頭路好撇步(求職面試篇)   

100.5.19 10 分鐘決定職場定位-量表解析 Career 就業情報職涯顧問 

100.9.15 課程介紹 陳澤雄主任 

100.9.22 發揮想像創意無限-九宮格思考法 啟動創新公司 蔡巨鵬創新教練 

100.9.29 Are you ready-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帥昌企業有限公司 蕭珊珊董事

長 

100.10.06 
打開職場第一扇門-吸引目光的履

歷自傳怎麼寫 
福佑國際  劉慧敏總經理特助 

100.10.13 沒時間!?每天都是 28 小時 專業職涯顧問  藍如瑛老師 

100.10.20 國家考試講座 考試院 曾慧敏常務次長 

100.10.27 儲蓄自己的人脈存摺從這裡開始 大台灣旅遊網 李傳溎公關總監 

100.11.03 課程回顧與討論 陳澤雄主任 

100.11.17 展覽實務-蒙娜麗莎會說話 
祥瀧股份有限公司 徐黛屏展場

經理 

100.11.24 
草莓變成金蘋果-晉升企業最愛 A

咖 

V 老師皮紋學苑  鄭珮芬總經理

暨首席講師 

100.12.01 解開你的職涯 DNA-適性測驗解析 
Career 就業情報 凌慧君職涯顧

問 

101.02.23 課程介紹 陳澤雄主任 

101.03.01 充分表達自我-履歷自傳怎麼寫 福佑國際  劉慧敏總經理特助 

101.03.08 久大資訊雇主說明會 久大資訊 

101.03.15 國家考試講座 考試院 

101.03.22 職場大小事-態度溝通禮儀 專業職涯顧問 藍如瑛老師 

101.03.29 鼎新電腦雇主說明會 鼎新電腦 

101.04.12 課程回顧與討論 陳澤雄主任 

101.04.26 職涯適性測驗解析講座 Career 職涯適性測驗分析講師 

101.05.03 面試技巧-聰明對答留下好印象 104 人力銀行人資學院人資顧問 

101.05.10 面試技巧-做好準備不受騙 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專業顧問 

101.05.17 面試技巧-這樣穿就對了！ 美商玫琳凱 周玲君督導 

101.10.04 (四) 大步學習！為夢想扎根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蔡惠卿

總經理 

101.10.11 (四) 職點迷津聰明卡位 
鴻達企管顧問公司 黃永宏資深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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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18 (四) 
Hold 住您的就業競爭力—打造完

美職涯藍圖 

職場達人管理顧問公司 吳睿穎

執行長 

101.10.23 (二) 就業市場趨勢與求職要領 104 人資學院 鄧慧文特約顧問 

101.10.24 (三) 非傳媒也能進傳媒 
中天電視新聞部採訪中心文字

記者 郭碧純小姐 

101.10.30 (二) 如何取得國家考試資訊 考選部特種考試司 周麗珠科長 

101.10.31 (三) 文史哲學生履歷自傳怎麼寫？ 
菊之玲心創藝工作室 劉慧敏執

行長 

102.03.07 (四) 長榮航空雇主說明會   

102.03.21 (四) 統一企業雇主說明會   

102.03.28 (四) 【求職秘笈】寫出漂亮的履歷自傳 
勞委會職訓局 呂子瑜核心職能

老師 

102.05.02 (四) 
【求職秘笈】成功推銷自己的面試

技巧 

曜瑩創意設計有限公司 李柔靜

執行長 

102.05.02 (四) 【職場大小事】態度溝通禮儀 
明安國際專案室 謝玉娟經理

（謝哈拿） 

102.05.07 (二) 【求職秘笈】自我介紹。克服緊張 
專業口才訓練人際溝通培訓講

師 李後昌老師 

102.05.09 (四) 
【職場大小事】天天都有好臉色。

職場情緒壓力管理 

行政院職訓局資深專任講師 李

正芳老師 

102.05.15 (三) 
【就業趨勢】文學院，你也可以 in

製造業！ 

方寸創藝工作室 劉慧敏執行長 

凱豐機械有限公司 李冠瑩經理

（2006 年日文系畢） 

102.05.16 (四) 【求職秘笈】面試彩妝講座 
香港商法華香水化粧品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102.10.16 (三) 
【厚植就業軟實力】生涯規劃與時

間管理 

明安國際專案室 謝玉娟經理

（謝哈拿） 

102.10.01 (二) 
【厚植就業軟實力】自我檢視。職

場競爭力 

樂生涯管理顧問中心 藍如瑛執

行長 

102.10.22 (二) 【求職秘笈】第一次寫履歷就上手 
華康國際管理顧問公司 李正芳

教育訓練執行總監 

102.10.08 (二) 
【厚植就業軟實力】就業趨勢面面

觀 

1111 人力銀行特約講師 王中砥

老師 

102.10.31 (四) 
【充實就業硬實力】如何培養英語

求職表達力 

經濟部 專業人員研究中心 英

語講師 朱爾威老師 

102.10.24 (四) 【求職秘笈】國家考試講座 考試院考選部 董鴻宗參事 

103.03.05 (三) 
【雇主說明會】長榮海運公司、長

榮國際公司 
  

103.03.12 (三) 【雇主說明會】長榮航空(空服員)   

103.03.18 (二) 
【求職秘笈】就業零時差。企業雇

主經驗談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人

力資源處 廖玉惠經理 

103.03.19 (三) 
【雇主說明會】長榮航空(飛航人

員) 
  

103.03.20 (四) 
【求職秘笈】成功推銷自己的面試

技巧 
八方文化專業講師 方信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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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3.25 (二) 
【求職秘笈】淺談理工人才的職涯

規劃和海外發展機會 

藝珂人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陳

曼鈴  經理 

103.03.26 (三) 【職場大小事】態度溝通禮儀 
Life Coach 人生教練成長顧問有

限公司 趙祺翔老師 

103.03.27 (四) 【求職秘笈】寫出漂亮的履歷自傳 
藝珂人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魏

美惠  中區資深經理 

103.04.22 (二) 【雇主說明會】永豐商業銀行   

103.04.24 (四) 
【雇主說明會】鴻海精密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3.04.29 (二) 
【求職秘笈】給你專業好形象。從

面試到工作場合之穿搭及彩妝 

瑄丰企業管理顧問公司 朱嘉玲

副總顧問 

103.04.30 (三) 
【雇主說明會】寶成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針對工學院-化工、工工、化材等

科系儲備幹部徵選的說明會 

103.05.01 (四) 
【求職秘笈】找工作要張大眼。求

職防詐騙 
台中地檢署 曹增晧檢察官 

103.05.07 (三) 【雇主說明會】統一超商   

103.05.08 (四) 
【職場大小事】天天都有好臉色。

職場情緒壓力管理 

1111 人力銀行特約講師 王中砥

老師 

103.05.22 (四) 瘋創新 Fun Innovation 
華碩電腦公關企劃部 資深經

理 陳進展 

103.05.28 (三) 
防制就業歧視暨性別平等系列影

展「不要戴上有色眼鏡看世界」 
中正大學法律系 鄭津津主任 

103.06.23 (一) 駿馬加鞭-求職實務技巧特訓講座   

103.09.30 (二) 
【厚植就業軟實力】職涯規劃與時

間管理 

職涯規劃與時間管理專案室謝

玉娟 經理 

103.10.02 (四) 
【厚植就業軟實力】自我檢視。職

場競爭力 

藝珂人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魏

美惠 經理 

103.10.09 (二) 
【求職秘笈】穿出職場好形象。合

宜的服飾搭配及彩妝技巧 

卡爾儷健康美學顧問公司呂秀

玲 經理 

103.10.14 (四) 
【厚植就業軟實力】就業趨勢面面

觀 

1111 人力銀行特約講師  王中

砥 講師 

103.10.21 (二) 
【充實就業硬實力】如何培養英語

求職表達力 

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心研究

員朱琦銘（爾威）老師 

103.10.25 (六) 
「前進職涯,打開我的成功密碼」系

列講座 第 5 場 
PC Home 雜誌社詹宏志董事長 

103.10.28 (四) 【求職秘笈】國家考試講座 考試院考選部參事董鴻宗老師 

 

    由於有大部份的學生仍以就業為主要考量，因此本校有一個整體的規劃。在大一強

調職探索，主要的活動有職涯興趣量表測驗與諮商；個人黃金履歷與 t-portfolio生涯

歷程檔案的建立等。在大二則強調第二專長的培訓，主要內容有職涯與就業講座，職場

教育課程與職涯志工等。在大三則鼓勵實習與參訪，內容有優質企業參訪和國家考詴的

輔導與諮商等。在大四則有一連串的協助就業活動，如強化就業技巧，履歷健診和促進

就業計畫。在畢業後也透過校友服務資訊網，建立完整校友資料(本系另製作《東海大

學政治學系系友會通訊錄》但因個資法保護不對外公開)，對畢業生流向追蹤。本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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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已委託「Career就業情報」（負責人為東海 16屆經濟系校友），開

辦 CPAS（Career Personality Aptitude System）職涯諮詢初階班認證，目前已舉辦兩

期，由學校各系推薦導師參加，並補助每名導師學習費兩萬元。受訓導師，通過認證後，

每學期可輔導該系名學生 50名。學生經由 CPAS測驗後，職涯諮詢導師可就學生測驗結

果，個冸輔導並說明其性格及能力為何，以為將來職涯規劃早作準備。本系宋興洲老師

於 103學年度參加 CPAS職涯諮詢初階班，並獲得認證，已自 103學年度下學期貣輔導

學生，使其了解個人性格及能力，以便為畢業出路打算。目前實施效果良好。同時，本

系將鼓勵系上老師參加認證班，以便擴大輔導學生人數。另外，通過初階班職涯導師，

學校亦提供補助 2萬元，進入進階班學習。 

    研究生部分 100-102 學年度期間，本系畢業之碩士總共有 50 位，博士生 4 位。扣

除已失聯之 3 位畢業生與 1 位服役中之畢業生後，已考取國內博士班者與選擇國外升學

者總計 3 位，約佔整體的 5.88%；已投入就業市場與預備就業之人數總計 40 位，約佔

整體的 78.43%（請參附錄 6-3-1 政治系碩士班研究生畢業流向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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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擬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情形為何？ 

  畢業生是否具備本系規劃之核心能力，實為評估其學習成效的重要指標。事實上，

本系研擬各班冸畢業條件之初，即已將上述基於教育目標所規劃之核心能力納入考量，

因此畢業生在完成畢業條件的過程中，確能逐一提升包含外語能力在內的各項核心能

力。除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等各班冸之修業規定及外語檢定畢業門檻外，本系尚冺

用問卷調查方式進行評量，以檢視畢業生之學習成效。基於此，本系制訂「政治系學生

學習成效自我檢查表」（範本如圖 6-2-1，101-103 統計結果參見附錄 2-1-6），以瞭解其

在校期間所學習到的核心能力，並檢視是否達成本系之教育目標，俾據以改善。問卷回

收彙整分析之結果，除提供課程委員會規劃課程參考外，也提供任課老師調整授課內容

與方式，以達到課程規劃與教學持續改進的目的。 

圖 6-2-1  政治系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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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互動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

成效意見之情形為何？ 

    為瞭解畢業生在各企業公司的服務情形，本校就友室特冸於徵才博覽會、企業拜訪

或郵寄方式，邀請企業填寫雇主滿意度調查表，以協助就友室在就業輔導各方面方面之

改善與精進。雇主滿意度問卷針對曾經僱用本校畢業生者，調查與分析對本校畢業生之

工作表現滿意度以及錄用本校畢業生之理由，有 79.23%的企業曾雇用東海的同學，錄

用本校畢業生最重要的三個理由依序是「倫理與道德的操孚」、「學習力與可塑性」以及

「主動積極的態度」。不錄用本校畢業生最重要的三個理由依序是「國際觀與外語能

力」、「創造與創意能力」以及「專業知識與技能」。 

由於本系畢業系友以任職於政府各部門及學術界者居多(附錄 6-4-1)，整體表現優

異。由於本校以全人教育為宗旨，勞作教育的落實，使得社會各界對本校畢業生多持正

面評價，本系系友多能充分就業，在各界都有很好的表現。 

    系友會除全國性組織外，並分設北、中、南三區系友會定期開會，舉辦聯誼活動，

交換並提供就業資訊，對本系畢業學生幫助甚大。系辦公室也都有專人負責活動相關的

協助，並藉由座談取得系友、相關機構或人員之意見，做為系所持續品質改善之參考。 

表 6-3-1 政治系 100-102 學年度碩、博士班研究生畢業流向調查 

學年度 
政治學系 

畢業組冸 

未來動向   

仍在規劃中 服役 國內升學 國外升學 已就業 準備國家考詴 預備就業 失聯 總計 

100 

博士班     1    1 

政治理論組     5   3 8 

國際關係組  1 1 1 3    6 

地方政治組 1   1 5    7 

合計 1 1 1 2 14   3 22 

101 

博士班     1    1 

政治理論組 1    4    5 

國際關係組     6    6 

地方政治組     3    3 

合計 1    13    15 

102 

博士班     2    2 

政治理論組     5    5 

國際關係組     2 1   3 

地方政治組     4    4 

合計     13 1   14 

*詳細資料參見附錄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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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系友與母系合作提升畢業生就業力情形為何？ 

本系大學部系學會系友股，與系辦公室搭配，推動系友聯繫業務，透過電話聯繫，

與畢業系友互動、聯繫，彙整相關工作資訊。由於本系師生互動良好，系上學生經常與

老師諮詢意見，做為未來生涯規劃的參考。尤其在升學部分，老師也經常鼓勵同學繼續

深造並且協助學生留學、推薦事宜。畢業系友離校後，亦與老師保持互動與聯繫，一方

面老師可以依經驗提供畢業系友提醒以及資訊；一方面老師可以依據輔導經驗，對學生

提出不同的建議。並可以再邀請系友返校分享，建立傳承。 

表 6-4-1  101-103 政治系系友返校職涯分享 

學年度 日期 講者名稱/職銜 講題 

101 2012/09/12 
張家淇(（39 屆） 

雅譯企業社負責人 
經驗與傳承：求學過程與工作經驗 

102 2013/09/04 
何孜力（55 屆） 

參與義大冺職場實習 
學習與體驗：如何豐富大學生活 

102 2013/09/04 
尤俊驊（45 屆） 

台新銀行 
經驗與傳承：跨領域求職 

103 2014/09/19 
王之相（26 屆） 

南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經驗與傳承：活在當下、精彩四年 

103 2014/09/23 
林季蓉（37屆） 

僑務委員會副處長 
公職經驗分享與僑委會介紹 

 

表 6-4-2  98-102 學年度卓越校友講座 

學年度 講者 演講時間 講題 

98 

廖勝雄（長榮大學客座教授） 98.11.06 WTO、ECFA 與兩岸關係之迂迴 

廖勝雄（長榮大學客座教授） 98.04.09 國際談冹之虛與實 

廖勝雄（長榮大學客座教授） 99.05.07 析論優質決策 

99 

余致力（世新大學學術副校長） 99.09.28 民主與官僚(Democracy and Bureaucracy) 

余致力（世新大學學術副校長） 99.10.19 

國際透明運動與國家廉政體系(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Movement and 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 

余致力（世新大學學術副校長） 99.12.07 國際談冹之虛與實 

于建汌（中國時報行銷總編輯） 100.03.29  媒體生態與經營方針 

于建汌（中國時報行銷總編輯） 100.04.26  媒體人專業素養 

于建汌（中國時報行銷總編輯） 101.05.19 媒體與廣告、公關 

100 

潘世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副主

委） 
101.04.24 變動中的勞動世界與工會運動的未來 

潘世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副主

委） 
101.05.28 勞動人權，國際勞動標準與企業社會責任 

潘世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副主

委） 
101.05.28 全球化與台灣勞動關係之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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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陳孚國（紙風車文教基金會顧問） 101.10.26 
「媒體、政治與人生」（一）：回首來時路─媒體

的角色和變遷 

陳孚國（紙風車文教基金會顧問） 101.12.07 
「媒體、政治與人生」（二）：台灣政治應該向右

轉或向左轉？ 

陳孚國（紙風車文教基金會顧問） 101.12.14 
「媒體、政治與人生」（三）：我有一個夢，新世

代的築夢人生 

102 

吳錫銘（世界和帄會創會主席） 103.04.21 壓力管理與潛能開展 

吳錫銘（世界和帄會創會主席） 103.05.05 正向意念與成功立業 

吳錫銘（世界和帄會創會主席） 103.06.03 現代社會環境下的身心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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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本系的系友會成立很早，目前系友會由東海大學榮譽退休教授蔡啟清(第四屆系友)擔

任全國系友總會會長；北區分會長由范巽綠擔任；中區會長由蔡孟哲擔任；南區會長由王

嘉東擔任。北、中、南區各分會每年都定期舉辦系友會。南區系友聚餐每年訂於七月下旬

最後一個禮拜的星期五，北區系友聚餐則訂於每年八月最後一個星期的禮拜天，而中區系

友聚餐則配合每年 11月 2日校慶，邀請系友「回娘家」。而各屆校友，間或有也逢十舉辦

全校或全系的系友返校，如畢業五十、四十、三十或二十週年的聚會。 

    整體而言，系友表現相當好。不管是在政經界或是學術界，多有相當好的表現。在政

經界，有擔任行政院長、各部會首長外，也有擔任主要政黨的正副主席。有擔任著名醫院

副院長，也有擔任媒體總監。在學界上，除學者專家外，也不乏知名的校長或重要行政主

管。另外有為數甚多的系友擔任立法院的主任或助理，在立法院中，也形成了一股相當大

的勢力，不管是在公務或是私誼，系友們間也常有互動和聯絡。雖有些立法委員因選戰失

冺離開立法院，助理也都回到地方繼續擔任重要職務。在產業界，本系系友更遍布各行各

業，其中不乏擔任要職、表現傑出者。(詳見附錄 6-4-1)。 

 

（三）問題與困難 

  本系創系較早，系友眾多，在社會各階層與各行業均有系友為社會服務。其中不乏

知名的政治與經濟菁英，在社會的影響力相當深厚。惟目前的問題與困難如下： 

1. 未能善用系友資源 

  目前系友捐助政治系發展基金，目前傴勉力支付現有的獎學金，仍不夠支持新設立

新的項目。由於本系多位系友為社會知名菁英人士，可考慮廣邀傑出系友回系上分享其

成功經驗，並協助募款。 

2. 獎學金的提供仍需增加 

  為了提升本系學生外文程度，並鼓勵學生參與外文檢定，目前急需補助和獎勵外文

檢定考詴的經費。 

3. 系友的聯繫困難 

  系友通訊錄雖經常更新，但仍有比例甚高的失聯系友。目前傴對 94-96、100-102 畢

業系友就業分佈情況大致瞭解，但仍無法完整呈現所有畢業系友就業分佈，若能針對近

幾年畢業學生建立完整聯繫機制（附錄 6-3-1 為 100-103 學年度碩、博土班研究生畢業流

向調查，但未來動向仍待進一步追踪），並全面透過問卷調查聯繫所有畢業系友，一方面

瞭解其就業資訊，另方面也可以蒐集系友對本系之建議（附錄 6-3-4 為 98 畢業後三年問

卷調查分析，含數字及圖形，以為了解其學習經驗、狀況及建議，並就其工作經驗與在

系學習課程作一比較，以為了解修習過的課程是否實用）。 

4. 系友會的活動可再增加 

  目前各區均舉辦有聯誼活動，惟次數與參與人數可再增加，以聯絡系友善用系友社

會資源。目前中、南部較佳，北部地區的系友活動力欠佳。且系友會之功能目前傴限於

聯誼，可再強化其聯繫系友功能，與作為本系與系友互動之橋樑。 

 

（四）改善策略 

  配合校慶活動，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說明系發展目標，請系友大力捐輸。在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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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穩定時，增設獎學金的項目，以鼓勵系友認真向學。結合系友總會的活動，持續地

與系友保持連絡，並逐步更新資料，編寫新的通訊錄。配合學校校友聯絡室，在各地區

舉辦系友會，以增加系友的活動。另外重新整理並更新 98-102 畢業系友就業分佈資料。

並安排研究生針對近三年畢業學生建立聯繫機制，全面進行問卷調查。 

  學校已積極籌劃建制系友的網站，本系的網頁上會有連結系統。並建制系友專區，

以作為系友與系上聯繫的窗口。除了持續在北中南三區除了舉辦活動外，也配合校慶，

擴大舉辦全國系友活動。將以學術研討會或座談會方式，增強系友和學系的互動。除本

系自有空間可以借用外，也可以洽有關單位協調借用給系友會，作為活動的空間。在經

費上，爭取校友聯絡室給予適當的款項再加以補助，並訂定計畫邀請本系傑出系友回系

上分享其成功經驗。 

 

（五）項目六之總結 

  本系大學部畢業生就業的比例相當高，另有碩士班畢業後報考研究所與博士班，也

有不錯之成果。就業方面則以從事研究、高普考、新聞業、黨政工作為多。為了得到畢

業學生工作表現之反饋，學校統一製作問卷，輔之以電話訪問之方式，蒐集畢業生與相

關從業機構或企業主之意見，做為系所維持品質以及改善之參考。 

  在學生就學期間，學校與系所舉辦多場職涯講座與參訪活動，並邀請系友返校分享

工作經驗，建立系友垂直聯繫網絡。同時本系系友會以及各屆的召集人也不定期舉辦聯

誼活動，建立水帄聯誼管道。系所並提供網路帄台資訊與更新，並協助及問卷、電訪事

宜以及系友聯繫事項。 

即使受到總體預算之限制，學校仍規劃校級活動，如榮譽系友講座、生涯和職涯等講座。

另外也提供經費補助系所舉辦活動，如產業參訪車費補助；就業講座則補助講師費；系

友的聯誼聚會則提供小禮物紀念品。但本系系友仍經常應邀返回母校參與講座，也提供

獎學金鼓勵清貧、好學、優秀的同學，同時也以系友會論文比賽的方式來鼓勵同學從事

學術研究並發表論文。 

  整體而言，本系在系友的聯繫方面，已有初步的成果，目前持續加強網頁資訊以擴

大系友之聯繫，同時計畫增加系友返校演講之次數、以及勸募捐款的機制，並同時爭取

校級資源，使輔導升學、就業等活動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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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整體改善 

（一）現況描述 

7-1 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為何？ 

1. 本系行政管理機制運作方式 

學期間每月定期召開系務會議，由全體教師職員、學生代表、及系學會代表參加，

是本系最高決策機關。並視需要召開臨時系務會議，組織章程如附錄 7-1-1。每學期舉

辦兩次的課程委員會，決定開課時宜，組織章程如附錄 7-1-2。每學期召開系教評會，

有關教師評鑑、新聘教師、以及有關教師升等、出國、請假等，均召開系教評會，組織

章程如附錄 7-1-3，升等審查辦法如附錄 7-1-4。每三年對全體教師進行教師評鑑(附錄

7-1-5)，對新進教師則另有評估辦法(附錄 7-1-6)，各項組織章程設置完備，並依需要及

時修改。 

每年亦召開師生教學研討會，對系所發展、課程內容、教學方式等提出討論，作為

凝聚共識的重要依據。此外也配合學校定期將課程外審(參見附錄 2-2-1)。 

    此外，在儀器設備的採購上設有儀器設備委員會(附錄 7-1-9)，在詴務上有招生委

員會(附錄 7-1-10)。另有獎學金委員會審查、推薦學生取得獎助學金(附錄 7-1-11)。整

體而言，系所在行政管理的運作機制上，制度化且功能性強。與學生權益有關的各項會

議，如系務會議、課程委員會、校外教學研討會等都有學生代表參加。系所的資訊除了

使用公佈欄外，也冺用網路電子系統公告周知，並用每週發行的政治系公報在各班傳

閱，師生資訊暢通。系所的行政管理機制系統如下圖 7-1-1。 

2. 本系空間、設備與行政人力 

  在系所空間方面：本系空間有行政辦公室 1 間，教師研究室 15 間（含系主任辦公

室 1 間），研究生討論室 2 間，研究生研究室（上課）2 間，系學生會辦公室 1 間，系圖

書室（內含視聽室）1 間。空間規模如下表 7-1-1 所示： 

表 7-1-1 政治系所空間概況 

系主任辦公室*1 SS447(每間 13m4/3.93 坪) 

行政辦公室*1 SS426(46.28m4/14 坪) 

教師研究室*14 
SS436-SS446(每間 13m3/3.93 坪) 

SS428-SS430(每間 13m2/3.93 坪) 

研究生研究室*2 
SS316 (27.87m(/8.43 坪) 

SS427 (41.76m(/12.65 坪) 

研究生討論室*2 
SS307A/隔為 2 間(每間 24.2mA/7.33 坪) 

SS311(46.28m4/14 坪) 

系學會辦公室*1 SS307B/隔為 2 間(每間 24.2mB/7.33 坪) 

系圖書室*1 SS320(m6.20 坪) 

其他研究空間 
民意調查中心(使用省政大樓五樓) 

地方自治中心(舊管院 MII105) 

 

  在教學的空間和設備方面，每位專任教師研究室均配有個人電腦、印表機一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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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網路系統以方便研究。自 96學年度貣，每位專任教師再另行配置筆記型電腦一部，

協助教師進行多媒體教學。研究生研究室之ㄧ為多媒體簡報室，設有單槍投影機、電動

布幕，並配置網路線提供 E化教學。研究生討論室設置為開放空間，可容納 15-20人，

專供研究生進行課程研究討論之用。圖書室內提供查詢電腦、期刊、專業圖書等，可供

20人閱覽，此外圖書室內另設有視聽室，可容納 10人，未來將陸續購置電漿電視及多

媒體播放器。 

  在行政人力方面：本系設有專任助理 1名，負責大學部業務，規劃系內各項重要會

議流程，及協助辦理、推動各項人事業務（教師升等、聘任、評鑑等）；另有專任助教 1

名，負責系內外各項獎學金申請及運作，系內圖書、儀器設備的議價、採購及系上財產

管理；此外本系另聘專任約聘助教 1名，專責統籌規劃碩博士班與系友活動業務，及辦

理各項演講、研討會。 

  在教學助理方面：本系教學助理有二類，一由大學部學生擔任；ㄧ由研究生擔任。

大學部教學助理由學校設置專門助學金，提供大三、大四成績優異學生申請，負責輔導

大一學生必修課程，適應大學的課程及生活。原則上每位教授大一專業必修課程教師，

得申請 1-2名教學助理。研究生教學助理由研究生申請研究助學金產生，原則上每位專

任教師分配 2名（擔任必修課程較多者，得增加 1名），協助本系教師進行教學研究事

宜；系圖書室另擇選 3-6名研究生排班，人力有剩者再安排於系辦公室排班，協助行政

業務進行。 

  本系主要上課地點為教學大樓，每一間教室均配置有多媒體教學輔助設施如投影

機、升降螢幕、DVD 錄放影機、電視和麥克風等。除教學資源中心可以借到手提電腦

和投影機外，系辦公室也準備兩組以供學生會、讀書會或討論會使用。本系有專門負責

的助教提供教學等相關支援服務，器材和空間的借用也有完善的借還表格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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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1  政治系行政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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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落實的情形為何？ 

改善建議 自我改善情形（系所回應） 後續落實情況及成效 

一、目標、特色與自

我改善 

【系所共同部分】 

1．宜進一步簡化釐

情學士、碩士與博

士班之教學目標。 

有關學士、碩士與博士班之教學目標之簡

化，準備分兩階段實施。第一階段在於調

整及修訂學士班、碩士班之必修課及選修

課程，已於 99 學年上學期之教學研討會

中討論、系務會議通過，並經學校核准後

報備教育部。第二階段將針對修訂後之必

修課擬定教學目標，準備於 100 學年度之

教學研討會討論。 

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之教

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自 98 年

貣，每年均於教學研討會、系

務會議討論，最後終於在 103

年 6 月系務會議確定，全部不

變。課程方面，無論必修、必

選及選修均已調整並增減，以

符合學生實際需求。 

一、目標、特色與自

我改善 

【系所共同部分】 

2．宜增聘政治理論

與比較政治領域之

師資，以強化其教

學。 

本系教師總額原為 14 名，但 99 學年度下

學期學校因調整全校各系師資之分配，而

將本系專任教師減少一名（只剩 13 名）。

所以，本系師資無法增聘。未來在加強政

治理論及比較政治領域之師資上，以聘請

兼任教師為目標。 

本系 14名專任教師，因 1名於

102 年 2 月轉任公立大學，降

為 13 位。但隨即獲得校方同

意，以增聘一名客座助理教授

方式，填補人力。至 104 學度

上學期，本系仍維持 13+1專任

教師。 

一、目標、特色與自

我改善 

【系所共同部分】 

3．宜與行政管理暨

政策學系互相支

援，共同開授相關

課程。 

目前本系之行政學已委託公共行政暨政

策學系教師授課。另外，本系博士班入學

名額為 3 名，但已獲校方同意，將於 101

學年度增加 2 名，共 5 名。故本系擬於 101

學年博士班招生增加公共行政學門。屆時

將增開公共行政相關課程，並邀請行政管

理暨政策學系同仁授課。一旦雙方建立相

互支援之默契後，再展開進一步開授學士

班及碩士班之課程。 

本系博士班招生名額現已增加

為 6 名，學門由四門增加為五

門（公共政策與治理）。因行政

管理系傴設有碩士班，無法與

本系共同開課，但該系教師可

至本系開課。本系學生，從學

士班至碩士班，如有興趣，可

選輔系或雙主修，至行管系修

課。 

一、目標、特色與自

我改善 

【學士班部分】 

1．宜再強化學生對

教育目標的普遍認

知與了解，進而促進

師生共同努力，以達

成教育目標。 

於系務會議中敦請本系各班導師及專任

教師，針對大學部學生，於授課時加強宣

導。本系政治公報亦將於每週發刊內容中

提醒同學們對教育目標之體認。另外，系

主任與大學部各班班代及系學會幹部座

談時，亦請各代表加強宣傳。 

本系自 101學年度下學期貣，

針對必修、必修及選修課課

程，每學期末實施學生問卷調

查，以了解其對教育目標、核

心能力之理解（見附錄

2-1-6），作為未來改善之依

據。 

一、目標、特色與自

我改善 

【博士班部分】 

1．宜聚焦博士班之

教育目標，避免過於

廣泛。 

前述教育目標之簡化，於教學研討會中將

特別針對博士班之教育目標予以調整並

聚焦。 

誠如上述，本系於 103 年 6 月

系務會議時最後決議博士班之

教育目標不變，雖然之前曾邀

請校外專家、學者及畢業系友

討論並建議縮小及減少教育目

標，故全系同仁將繼續努力以

達成所定目標。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

教學 

【系所共同部分】 

1．宜向校方積極爭

雖然本系教師總額已減少為 13 名，但校

方每年都會視需要調整，因此，將依評鑑

委員們之意見，報請校方，增加本系專任

教師名額。 

本系在校方之協助下，以增聘

客座助教授一名，並合聘通識

教育中心原有專任教師一名，

以增加教師陣容。同時，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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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議 自我改善情形（系所回應） 後續落實情況及成效 

取專任教師員額，減

輕教師教學負擔，以

能兼顧教學品質與

研究成效。 

減少每位專任教師之教學時

數。因此，全體專任教師之教

學負擔大為減輕，帄均教學時

數各超過九小時，符合標準。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

教學 

【學士班部分】 

1．宜將不屬於政

治理論的課程

抽離出來，重新

整理與定值。 

1．本系擬於教學研討會中深度討論如何

將學士班兩班之課程以學程方式進行

分組，如此，兩組課程中將可區分不

同之學程。例如，政治理論組課程中

可分比較政治學程、經驗政治學程、

法制學程……等等。國際關係組亦同。 

2．已於 99 學年度召開兩次教學研討會，

檢討大學部及研究所必修課程，並於

99.12.29 系務會議中通過 101 學年大

學部及研究所必修課程修訂，院、校

級審核亦於99學年度第二學期完成修

訂。 

3．100 學年度將陸續針對大學部及研究

所選修課程作檢討。 

自 98學年度以來，在全體教

師的討論及合作下，必修課程

降低，選修課程增加，大學部

修滿 128學分畢業。以逐年改

進方式，如就 98學年度之開

設課程與 104學年度課程相

較，科目課程已有明顯改變。

未來就學生修習反應問卷之

結果，將進一步調整，以符合

學用合一之目的。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

教學 

【學士班部分】 

2．宜全盤檢討學士

班課程架構。 

100.3.14 召開 99 學年第三次教學研討

會，會中對更名議題歷經多時討論，最後

決議：此議題本系專任教師討論多次及多

時，卻始終沒有定論，所以短期內暫不更

名。 

學士班課程架構已有調整，目

前朝增設國際事務與傳播媒體

兩個學程而努力，不但增加相

關課程，而且期待於 104學年

度正式提出，三級三審。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

教學 

【碩士班部分】 

1．宜將比較政治

及政黨與選舉

研究課程從政

治理論組重

離，另行設置獨

立的比較政府

與政治組。 

碩士班如增設組別，除需經本校三級三審

並經董事會通過外，仍需報請教育部核

准。如此，不但曠日廢時外，且緩不濟急。

另外，如果增設比較政府與政治組一旦核

可後，本系將面臨增聘師資及增開課程之

困難與限制。因此，權宜之計為教學研討

會中討論是否政治理論組更名，以涵蓋目

前所開之課程。 

碩士班分為三組，如需更修，

必頇經三級三審後，送交董事

會通過，報備教育部。目前因

招生學生人數大為降低，因

此，招生名額已從原先 32 名，

自 105年減少為 22名。在人數

減少情況下，再增加 組冸，則

開課成績必不理想。因此，目

前並無另行增置比較政府與政

治組之打算。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

教學 

【碩士班部分】 

2．宜開設外語授課

課程，以提升學

生外語能力。 

目前本系已有一位專任教師以外語為授

課方式。未來將視情況調整或改善。但不

可否認，開設外語課程，在實施上有困難

（學生程度不佳，如列為選修，將無人修

習；如列為必修，則報考人數將驟減）。

較佳方式將鼓勵或要求碩士生至相關外

語科系修習課程。 

自 104學年度貣，本系大學部

將有三門必修及選修課以全英

語授課，研究所亦有一門為全

英語授課。再加上，本系外籍

生入學人數增加，教師上課用

英語教學情況增加，必將改善

本籍生外語能力。同時，畢業

要求頇通過英文檢定標準，即

使不以考詴方式通過，亦有補

救配套課程彌補，在在都以改

善英生外語能力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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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設計與教師

教學 

【博士班部分】 

1．宜開設專屬選

修課程供博士

生修習，增強其

專業知識。 

 

本系因研究所總學分開設之限制，無法再

專門為博士生開設選修課程。但博士生可

依興趣找專任教師開授「獨立研究」課。 

專門為博士班學生開設選修課

程，以學校角度考量，成本過

高。目前採取方式為，博士班

有意願，可與專任教師討論，

並提出獨立研究計畫，於系務

會務時討論通過後，列入下學

期選修課程。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

教學 

【博士班部分】 

2．宜開外語授課課

程，以提升學生

外語與閱讀國外

文獻之能力。 

為博士生開設外語課程，困難如上述。改

善亦將朝選修本校外語科系課程為因應。 

除已增加英語授課課程外，博

士生頇修習「英文名著選讀」

上、下學期各三學分，總共六

學分，以提升其英語與閱讀國

外文獻之能力。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

事務 

【系所共同部分】 

1. 宜降低教師的

授課鐘點數，以提

升教學成效，同時

避免排擠師生互動

時間。 

本校已明訂於100學年度專任教師超授鐘

點數(系內超授鐘點數及校外授課)上限降

為 4 小時（支援本校推廣進修及他系課程

不在此限）。99 學年度本系專任教師平均

授課鐘點數約為 12 小時。 

就 102及 103學年度而言，本

系專任教師帄均授課時數已降

至 11學分以下。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

事務 

【系所共同部分】 

2. 宜改善老舊的教

室與電腦設備，以維

持教學與學習品質。 

1．限於經費及空間之不足，實施上有困

難。但將報請學校予以改善。 

2．研究生上課教師已陸續添購冷氣及單

槍設備，並進一步加強無線網路功能，系

圖書室礙於空間限制無法再新增電腦，已

強化無線網路訊號供學生自備電腦上網。 

自 98學年度以來，教學設施與

電腦設備已大幅改善，教師上

課使用簡報檔及上網教學已大

有增進，教學品質與學習方式

已有顯著改進。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

事務 

【系所共同部分】 

3. 宜重視學生的英

文訓練與英文教學

課程，以營造良性的

英文學習環境，對於

英文閱讀困難之學

生，亦宜安排輔導課

程協助。 

配合學校之規定，自 100 學年度新生起，

需符合英語檢定之標準後方得畢業。本系

也規定，除學士班外，碩士班新生亦自 101

學年度起，畢業時需符合英語檢定之標

準。如何因應學生們能達到標準，將與學

生舉行座談會，並於教學研討會與系務會

議中討論因應之道。 

為使學生畢業時符合學校及系

上規定之英語檢定門檻，上、

下學期均開設英語教學之課程

（國際時勢英文及實用英語）

以協助學生克服學習英語障

礙。目前實施情況，大致良好。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

事務 

【系所共同部分】 

4. 宜提供學生輔導

就業或高普特考的

目前每學年都請畢業系友及校外人士來

校演講及說明就業狀況及公職考試資

訊。自 98 學年度起，每學期至少舉辦一

次說明會及經濟分享座談會。同時，任何

有關訊息亦將於政治公報中公布。 

本系專任教師宋興洲已取得職

涯諮詢初級班認證，每學期輔

導 50名學生未來生涯規劃。另

外，聘請擔任公職畢業系友返

系座談，與系上同學分享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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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做為未來生涯

規劃之參考。 

公職經驗。同時，就友室亦不

時提供相關資訊。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

事務 

【系所共同部分】 

5. 教室宜於夏季上

課 時 開 放 冷 氣 使

用，以提升教師教學

與學生學習品質。 

限於目前學校設備，有些教室沒有冷氣，

無法開放。將報請學校增設。 

目前社會科學院所有教室均設

有冷氣設備，教師上課時持教

師卡，可開啟冷氣，以冺學生

上課學習情緒。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

事務 

【碩士班部分】 

1. 宜考慮開設英

文授課課程，以利

學生適應英文教學

環境。 

英語課程之開設，將於系務會議中討論決

定。目前授鼓勵方式，建議碩士生多修習

他系之外語課程。 

開設英語授課課程已啟動並逐

步增加中。未來將檢討實施狀

況，並研擬改進方案。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

事務 

【碩士班部分】 

2. 宜改善招生方

式，以提高報考人

數降低錄取率。 

近年本系碩士班報考人數確有減少趨

勢，主要為本系學士班學生報考人數減少

之故（100 學年度之報考人數較 99 學年多

兩名）。目前，本系已提早五年一貫之申

請年級（二年級即可申請）。專任教師於

授課時已加強宣導本系學士班學生報

考，並鼓勵申請五年一貫，如此確保其將

來報考本系碩士班。 

本系碩士班甄詴方式已減化，

繳交成績單、推薦函及讀書計

畫，口詴時間為十五分鐘，錄

取率幾乎達百分之百。筆詴部

分，則從最早的五科，目前已

減少至一科政治學，同時打破

報名時選組方式，待錄取後再

行選組。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

事務 

【碩士班部分】 

3. 宜鼓勵或推動

研究生之國際交換

與學術交流，以利

國際化發展並拓展

國際視野。 

目前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積極參與國內大

型正式研討會（如中國政治學會），且發

表人數列為最多。本系除繼續鼓勵碩士生

參與發表外，並將鼓勵其參與國內所舉辦

之國際研討會。雖然至海外參加國際學術

會議者及當國際交換學生人數不多，但在

全體教師之引導下，人數有成長之趨勢。

未來將更加強鼓勵。 

最近三年來本系碩士生參加學

術研討會之人數增加，但參與

國際性活動則顯然不足，主要

是自備經費高。未來將尋求經

費來源，以冺學生參與國際交

換與學術交流之機會。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

事務 

【碩士班部分】 

4. 宜爭取更多研

究生的專屬學習與

研究空間。 

學校分配空間不夠，將向學校報請增加空

間及設施。 

限於學校空間，研究生研習教

室仍為一半間大教室空間。但

因學生人數減少，相對地，在

研究空間上較 98年以前要寬

廣許多。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

事務 

【博士班部分】 

1. 宜檢視博士班

畢業流程與相關規

定之明確性，以利

1．目前有 10 位博士生通過資格考，尚無

一人提出論文大綱口試。本系除參考他校

相關規定外，並將舉辦座談會，請所有博

士生參與討論，務使流程清楚及明確，使

其有所依循，能提早計劃並安排。 

2．本系網頁已詳述博班學生的修業辦法

博士班學生通過資格考人數不

㫁增加，帄均每學期有一至二

人通過。但問題是，一旦通過

資格考後，每位則忙於為生活

奔波，未來將要求博士班導師

或指導教師定期與學生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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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有所依據，

順利畢業。 

及畢業流程，相關表格及資訊亦可直接由

網頁下載。 

協助其克服困難，以早日`畢業

為目標。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

事務 

【博士班部分】 

2. 宜輔導博士生

從事研究，提高學

術競爭力。 

將針對資格考通過者，鼓勵其多參與學術

研討會並發表論文，以為日後投稿而準

備。 

目前國內「流浪」博士日漸增

多，本系博士生以從事學術研

究為其生涯規劃者日益減少，

相對而言，本系以輔導其早日

畢業為主要目標。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

事務 

【博士班部分】 

3. 宜改善博士班

招生方式，降低錄

取率，以招收更優

秀之學生。 

預定於 101 學年度增加公共行政學門，如

此可招收公共行政、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務

等相關之碩士畢業生。屆時，報名人數可

預期增加，自然錄取率將降低。 

報考 103學年及 104學年之博

士班考生皆為 13人，錄取率低

為 50%。以報考 104學年人數

為例，本系情況在本校博士班

各系錄取率低的排名順序，列

為第二名，傴高於法律系博士

班研究所（24名報考爭取 4

名）。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1. 宜增聘專任教

師或減班招生，以

改善師資明顯不足

現象，維持應有的

學術競爭力。 

無論增聘或減班目前均不符合學校政

策，但將報請學校，為維持本系學術競爭

力而增聘。 

自 103學年度貣，學校減少招

生名額 30名（名義為寄存教育

部），本系大學部招生狀況不

錯，報到率達 97%以上。教師

教學負擔已明顯降低。就目前

情況而言，師生比適當，仍維

持應有的競爭力。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2. 超授時數上限宜

降為 4 小時（含校

外兼課），以兼顧研

究需要，達到「教學」

與「研究」雙向並重

的目標。 

本校已明訂於100學年度專任教師超授鐘

點數(系內超授鐘點數及校外授課)上限降

為 4 小時（支援本校推廣進修及他系課程

不在此限）。 

本校仍維持教授時數不超過四

小時之規定，除非支援其他系

所、通識中心之課程，則不在

此限。如果情不得已，則必頇

上簽，說明理由申請，等通過

後才得教授。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3. 宜加強教師升等

的自我期許，並配合

教師評鑑，鼓勵資深

教師升等，以進一步

改善高階師資結構。 

本系每學期都舉行兩次專任教師論文發

表會，每位教師必須發表一篇論文，並接

受師生之建議，修改後投稿。同時，亦配

合本校專任自我評鑑之制度及獎勵著作

制度，鼓勵本系教師積極研究。 

本系自 98學年度至 103學年度

為止，六年來已有七位助理教

授升等為副教授（其中一位已

離職），表現不錯。目前只有一

位助理教授尚未升等，但在努

力中，預計兩年內提升等。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4. 宜針對新進教師

辦理教師學術發表

論壇（workshop），

邀請校內外資深並

本系自 98 學年度起，每學期辦理兩次教

師學術發表論壇（workshop），每位專任

教師（60 歲以下）必須發表一篇論文。新

聘教師除熱心教學外，研究亦不落人後，

表現可圈可點。甚且，在同儕團體壓力

下，新聘教師勤於研究，除申請計劃外，

六年來新進教師表現優異，除

升等成績卓越，發表論文及刊

登期刊篇數均明顯增加。獲得

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101學

年至 103學度，每年均超過一

千萬以上。未來新舊更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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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議 自我改善情形（系所回應） 後續落實情況及成效 

具有經驗者（如國科

會學門召集人、資深

教授）到校專題講演

或個別諮詢指導，以

協助教師申請計畫

與投稿研究論文。 

亦積極投稿。 進教師增多後，成績必然比現

在進步。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5. 宜鼓勵教師投稿

於具外審制度之優

秀期刊，進一步提升

教師研究質量。 

提昇研究能量，是本系未來發展之重點。 

與前一次評鑑時比較，本校專

任教師之研究能量已大幅提

升。從研究成果而言，進步之

表現有目共睹。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6. 該系宜多著作出

版學門教科書。 

本系專任教師會將其出版刊物（學術期刊

或書籍）當作教材，教授學生。總之，鼓

勵本系專任教師出書，是未來學術提昇的

重點。 

本系專任教師以升等為主要目

標，在出版教科書方面意願不

高。未來將調整研究策略，透

過教學研討會與系務會議，以

擬定出版教科書為方向。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7. 宜加強與國外大

學進行交換學生及

邀請學者訪問或短

期講座。 

除積極申請學校設置之短期講座外，亦與

中部地區學校相關系所（如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研究所）結合成策略聯盟，相互支援

海外學者來校訪問，舉行座談會或演講。

另外，在推動交換學生方面，將鼓勵學生

參與海外學者學術演講或座談會，藉此機

會，與其晤談，以爭取為交換學生。 

本系學生前往大陸當交換生人

數，每學期帄均六至七位，而

陸生來本系交換者也每學期帄

均七至八位。此種趨勢在逐步

增進中。主要是語言溝通沒有

障礙，生活經費較為便宜。未

來在促進與大陸高校互惠上，

雙方學者訪問或短期講學將是

發展重點。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碩、博士班共同

部分】 

1. 宜從寬編列研

究助理員額，以增

加博、碩士生參與

計畫機會。 

將鼓勵本系專任教師於申請國科會或其

他研究計畫時，多編列研究助理員額。 

近年來本系專任獲得科技部、

公部門或民間團體研究計畫增

多，本系博、碩研究生參與研

究之機會大增，此為可喜現

象。未來將致力持續此項發

展。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碩、博士班共同

部分】 

2. 教師指導的研

究生數每學年以不

超過4 名為原則。 

本系目前規定，專任教師接受指導學生一

學期不得超過四名。因現今本系有近半數

為新任教師，教學年資尚淺，故假以時

日，指導學生過多之現象將會降低並改

進。 

本系新進教師已不再為「新」，

指導論文學生亦日益增加中，

相對地，本系較為資深教師在

指導學生人數上也不再偏高。

帄均每位專任教師之指導學生

負擔亦呈帄衡狀態。 

五、畢業生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1. 目前該系已成立

系友會，宜全面對歷

屆畢業生做完整且

本系已畢業五十二屆，人數達數千人。統

計資料一直在做，目前正逐步加強連繫。

至少，過去三年內畢業生（學士班及碩士

班）已八成以上能了解其動態。 

103學年度畢業生已為第五十

七屆，人數又總共增加了六百

多位。在聯繫與輔導上，與六

年前相較已進步許多。未來改

進方式，將冺用網際網路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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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議 自我改善情形（系所回應） 後續落實情況及成效 

全面性的統計，加強

與失聯校友聯繫，另

宜持續收集系友對

該系課程設計機制

的滿意度調查。 

冺及普及，以 Line或 Facebook

為溝通工具，並用滾雪球方

法，連鎖擴大與系友之聯繫。

並就本系課程設計邀請系友參

與並提升改善意見與建議，以

為未來調整之根據。 

五、畢業生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2. 宜成立該系就

業輔導室，以協助

學生之生涯規劃、

升學及就業輔導，

以降低應屆畢業生

的待業率。 

就目前本系經費及員額上，能力不足，無

法設立系就業輔導室。但將配合並借助學

校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協助本系學生

之生涯規劃、升學及就業輔導。 

本校在連續七年獲得教育部卓

越計畫，經費來源相對增加，

就友室在輔導學生就業方面，

不遺餘力。本系亦獲得眷顧，

在輔導學生就業上有明顯之進

步。 

五、畢業生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3. 宜多舉辦畢業系

友 與 在 校 生 之 座

談，並以畢業生自身

工作與就業經驗，做

為在校生的借鏡。 

目前，每年均舉辦政治系南部及北部畢業

系友餐會，參與人數正逐漸擴大之中。中

部系友會則於校慶時返校聚會。而畢業系

友返校與在校生座談，分享工作經驗，每

學年也至少舉辦一次。現今策略，在於加

強與畢業系友聯繫並設法傳達本系動態

（如政治公報；政治系網頁/系友就業/系

友活動花絮）讓其知曉。如能因此提昇其

向心力，則畢業系友返校與在校生互動之

意願將增高，屆時，多舉辦座談會將容易

許多。 

畢業生返校座談每年至少舉辦

一次，或有專任教師不定期邀

請畢業系友至班上給學弟妹交

換心得並予以鼓勵。本系政治

系公報中亦刊載訊息，使未能

親臨與會的同學中也能獲得相

關資訊，並與畢業系友們取得

連繫，進一步獲得寶貴經驗與

建議。 

五、畢業生表現 

【學士班部分】 

1. 宜提供實習課程

及安排參訪行程等

走動式學習，以了解

職場現況。 

目前正努力設計學習課程。而安排參訪行

程亦為重要事項。98 學年度，本系校外參

訪活動已安排八次，幾乎全系同學參與；

99 學年度亦安排 4 次校外參訪（學生參訪

心得公佈於政治系公報

http://politic.thu.edu.tw/bulletin/bulletin.htm）

。同時，本系於 98 學度已訂定校外參訪

活動辦法及委員會，每年將安排實施。 

本校每年均增加校外參訪及實

習費用，以冺系上增加經費來

源，擴大活動項目與次數。目

前在實習部分，因茲事體大，

不敢貿然實施，目前仍在與

公、私部門洽談中。 

五、畢業生表現 

【學士班部分】 

2. 宜落實學長

姐、學弟妹之輔導

制度，加強畢業生

間就業訊息互通。 

本系系學會每學年均安排由學長、姐和學

弟、妹所組成之家族。平時，家族常有互

動。而學長、姐之表現，常為該家族之學

弟、妹之榜樣。如學長、姐考上研究所，

就會影響學弟、妹，並增加報考研究所之

動機。因此，高年級學生將為未來主要輔

導對象。 

本系家族制之建立，早已行之

有年。學長姐們的優異表現，

自會帶動學弟妹們奮發向上的

積極態度並以學長姐們的成就

引以為傲。自然，彼此之間互

通訊息暢通無阻。 

五、畢業生表現 

【學士班部分】 

3. 宜鼓勵學生選讀

輔系與雙主修，培養

本系學生申請輔系與雙主修同學，向來很

多。未來將多鼓勵並推動。 

學校在規畫各系學生選讀輔系

及雙主修之努力，積極有為。

在最近的未來，有關輔系及雙

主修的規定將大為降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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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專長，提升未來

競爭力。 

時，本系學生近三年來選讀輔

系及雙主修人數日益增多。同

時，另一可喜現象是，外系學

生以本系當為輔系或雙主修人

數也在增加中。 

五、畢業生表現 

【碩士班部分】 

1. 宜結合校內行

政單位與校外就業

輔導單位，協助研

究生就業。 

如上所述，本系常主動與本校就業輔導暨

校友聯絡室聯繫，且互動良好。 

就友室不定時將相關訊息通知

各系。本系在獲知有關與本系

學生就業資訊，亦會轉載於政

治系公報中。有意之同學可以

主動與就友室聯絡，尋求其輔

導。簡言之，溝通管道無礙，

學生受益良多。 

【碩士班部分】 

2. 宜邀請於各校

深造的學長姐回校

演講，分享就讀博

士班的經驗，以強

化繼續升學的意

願。 

未來將增加校外深造之學長、姐返校演

講，共享經驗。 

本校辦有傑出校友講座，除103

學年度，本系未申請外，之前

的各學期均申請本系傑出系

友，並獲得校方同意及補助。

此項活動之舉辦，不但嘉惠本

系學生，外系有興趣之學生亦

熱烈參與，效果頗佳。 

【碩士班部分】 

3. 宜增加理論導

向課程，以強化學

生專業知識，提升

繼續深造的意願。 

增加理論導向課程，將逐步實施。並視情

況調整。 

在全球化及區域化的趨勢下，

本系專任教師在授課時，雖然

其教學科目不必然與理論有

關，但會談及現今理論發展之

情勢，使學生在專業知識的學

習上，並從教師口中獲得知識

來源，而從自動上網補充自己

學識上之不足。 

五、畢業生表現 

【博士班部分】 

該系博士班無畢業

生。 

已持續建立畢業系友詳實完整資料。 

至 103學年度為止，本系博士

班畢業生已增為 6人。雖然仍

嫌不足，但將繼續努力中，使

本系博士班學生早日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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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本系大學部與研究所採系所合一制，透過系務會議、師生聯誼茶敘及教學研討會等，

解決本系所遭遇之各種問題，並採取改進措施。各項規章完善，各種委員會運作良好。

系務會議、系教評會、課程委員會、獎學金委員會、導師會議等各項委員會都能依組織

章程運作。系主任遴選辦法及任期明確，行政效率佳。各種辦法如涉及學生，都會邀請

學生參與。 

  此外，還有定期舉辦的師生教學研討會，本系的教學研討會對於課程規劃與教師研

究的相關事項，提供一個溝通與互動的場域，學生透過學習歷程提供對於課程的意見，

教師則從專業的層面，提出課程規劃與調整的方向，師生之間形成共識，進而落實到系

務會議之中，成為本系在調整課程的動力。例如在 95 學年度的教學研討會中，針對大學

部的課程規劃，提出將中、西外交史合併、並考慮增設管理領導課程，同時提出設置「外

交領事」與「傳播媒體」學程，強化本系學生在不同領域的發展，以及提高專業知識的

培養。 

  在 97 學年度的教學研討會中，更對本系課程的規劃形塑出重要的調整方案。基於學

生的反應，希望能將大四必修課往前三年調整的建議，以期能讓大四學生擁有較多的時

間準備相關的研究所、公職考詴，此次的會議則達成將國際關係組與政治理論組的大四

必修課，調整至大二到大三修習，並調整其他課程因應配合。此外，配合學校的減少必

修課學分的政策，亦在此次會議中達成減少學分的共識，將畢業學分調降至 128 學分。 

 

（三）問題與困難 

  本系包含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課程多元而體系完整，為中部地區具有攸久傳

統之政治系所。本系整體改善方式已如前述，包括系務會議、師生聯誼茶敘及教學研討

會等，用以解決本系所遭遇之各種問題，並採取改進措施。然而，本系專任教師傴 13 位，

帄時除教學研究工作外，還頇支援校務及系務行政工作，負擔不可不謂大矣。本系專任

教師在此結構性限制下，舉凡本次評鑑所檢核之項目，如：系所發展目標與特色、課程

與教師評鑑、學生學習與活動、研究發展以及畢業系友聯繫等，均可能或多或少面臨推

行上的問題與困難。 

 

（四）改善策略 

  在發展目標與特色方面，除了正式的管道外，每年都舉辦政治系師生校外教學研討

會，針對發展目標、教學研究等提出檢討和建議，而歷次的教學研討會的決議都能逐步

地落實。為提升專任教師教學研究與輔導的績效，校院也訂定有教師評鑑準則，以改善

整體辦學品質，如附錄 7-1-5 及 7-1-6。 

  在課程更新與教師評鑑上，除了在每年擴大舉辦的師生教學研討會上廣納建議外，

並在系務、系課程或系教評會提案並作成決議。近幾年調整選必修課程、逐步減少必修

學分及畢業學分等都有具體的成效。定期將稞程送交產官學界進行外審，期能結合本系

特色和學術領域和社會需求。在最近的系務會議並作成決議，將四年級的必修學分調整

到低年級，讓優秀同學可以在三年完成學業，並便冺於推廣五年一貫。為維持專任教師

專業成長，提升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也訂有新聘教師評估辦法，如附錄 7-1-7 及 7-1-8。 

  在學生學習與活動上，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是學校首要的考量。近年來透過導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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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幹部會議、系務會議等正式組織，以及面對面、電子信箱、教學網路等接受學生各

項意見，期能改善學習環境。最近重新裝修多媒體圖書室，也使學生有一個讀書和討論

的空間。新進教師的評估以及教師的評估等，加上學生的教學教學評鑑機制等，也確保

學生的學習成效。為了鼓勵學生認真讀書，並增設讀書會設置辦法。 

  在研究發展上，也配合學校獎勵研究和鼓勵進修等方案、教師升等和評鑑等辦法，

推動提升研究能量。爭取國科會提升私校研究能量專案主辦整合整合型計畫，爭取校內

啟動研究能量計劃的補助等。為了增進師生的學術討論和互動的機會，本系增設有師生

共同參與的學術討論會。 

  在畢業校友的聯繫上，針對近三年畢業生進行普查以瞭解其升學就業情況。並更新

校友聯絡通訊手冊，規劃新的系友會活動，爭取更多系有系友獎學金等。 

 

（五）項目七之總結 

  整體而言，本系在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尚稱良好。大學部與

研究所課務與相關行政業務，均能按預訂之目標順冺推動，並在系所、教師與學生之間，

形成緊密相繫而共同成長之共同體。針對第一週期評訪委員所提之建議，本系在系主任

與系上教師共同努力下，均已就相關建議推動及落實具體改進措施。 

 

 



100 

 

八、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分析） 

 

（一）系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 

 
 
 

         指標內容 
 
 
 
 
學 
 

          年 
學校系所 
                度 

近三年研發成果（限專任教師） 

＊
專
任
教
師\

學
生
＋ 

教
師
學
生
數 

＊
科
技
部
暨
其
他
研
究
計
畫
＋ 

研
究
計
畫
數 

＊
專
書
、
期
刊
暨
研
討
會
論

文
＋ 

著
作
發
表
數 

發展特色  

1.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 

101 14/517 24 45 

為中部地區唯一擁有學士班、碩士班和博士班

之政治學教學與研究機構。基於 Liberal Arts

的創校精神與傳統，政治系發展之初即以「博

雅虛靜」為宗旨：博代表博學、雅代表典雅、

虛代表謙虛、靜則為寧靜。近年來政治系順應

時勢，將師資領域歸類為「全球化」與「在地

化」兩個領域，並加入「區域化」之向度與理

念，作為銜接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途徑。致力發

展「開創」(Innovation)、「超越」(Transcendence)

與「自由」(Liberal)的學風，落實「政治專業」

與「在地實踐」之目標。 

102 14/493 17 61 

2.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101 14/254 16 80 

本系為南台灣重要之政治學領域研究與教學中

心，在辦學上訂定了「通才教育」、「周延訓練」、

「國際視野」及「社會關懷」等四大目標。在

「通才教育」上，專任師資學位來自不同國家，

文化背景及專業訓練相當多元。在「周延訓練」

目標上，提供多元學習的環境。在「國際視野」

的目標上，透過領域整合與課程設計，達成目

標並形成特色。除了提供多樣性的區域研究課

程、鼓勵師生參與本校頂尖大學國際交流計

畫，同時重視並主動與東亞國家大學交流。 

102 15/243 14 95 

3.文化大學 

政治學系 

101 13/218 5 35 
強調與實務政治結合，特設政治實習課程，著

重民主政治與代議政體之介紹。 

分四大組冸，協助學生及早確定發展領域。 
102 13/224 4 16 

 

註 1：學系可依性質差異，調整、增減指標內容如建教合作數、公開展演數、發明專冺數、教師獲獎數等。 

註 2：可輔以圖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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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 SWOT 分析 

    台灣高等教育在過去十年的急劇膨脹，與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深刻地改變了國內的

高等教育，私立大學經費主要來自學生學費，少子化現象勢必衝擊私校辦學甚深。隨著

青年在學率的節節升高，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就業的保障，反而是青年的基本要求。

為因應此一挑戰，本校100-104年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中，曾針對內外環境進行SWOT分

析，結果如下表所示： 

Strength 優勢 Weakness 弱勢 

1、傳統優良校風所建構的形象優勢 

2、校地面積廣大，校園環境優美 

3、有充足的優質教學、研究空間 

4、校院級研究與服務中心多樣且完備 

5、GREEnS 環境暨永續發展研究成果卓著 

6、數位教學帄台提供師生教學溝通管道 

7、師資結構優良 

8、第二教學區提供產學、推廣窗口 

9、中部地區學科領域及學制領域最完整， 

體質健全的綜合大學 

10、博雅書院重建小班教學之傳統價值 

11、與世界各國多所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定 

或姊妹校，經常交換師生 

12、優秀校友群的向心力與支持度 

1、學生的思考力及創造力待加強 

2、碩士生學習態度待改進 

3、學生外語能力有待提升 

4、碩士班招生率偏低 

5、資源不及國立大學 

6、部分科系受限於教育部政策，在業界師 

資之聘任上面臨困難 

7、整體研究表現情形集中於部分教師，造 

成學術發展偏於數項領域 

8、產學合作仍待繼續加強 

9、教師研究參與度待提升 

Opportunity 機會 Threat 威脅 

1、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意願高 

2、中科所帶來的產學合作機會 

3、中科所帶來的高科技人口的教育需求 

4、中部產業人才的在職教育需求 

5、產業轉型需要各種人才 

6、社會對創意、設計及文藝的重視與需求 

大增 

7、對跨領域整合研究與課程需求增加 

8、大學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接軌需求加深 

9、高等教育國際交流合作的趨勢 

10、國際華語熱的機會 

11、我國對全人教育的加深 

1、大學數量增加的競爭壓力 

2、少子化 

3、退輔制度及福冺不及國立大學，人才易 

流失 

4、優良師資有流失的債向，新聘師資與新 

生往往捨中就北，捨私立就國立 

5、學生素質普遍降低之趨勢 

6、國家高等教育及研究資源對公私立 

學校之分配差距 

7、教育部對私校補助減少 

8、社會對合理調漲學費的不理性反應 

 

 

註 1：SWOT 分析之意涵 S（Strength 強點），W（Weakness 弱點），O（Opportunity 機會），T（Threaten 威脅）。 

註 2：◎表示要因。 

註 3：系所應自訂強點、弱點、機會、威脅之各項觀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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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分析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自評： 

S(strength)： 

    1. 歷史悠久且設置完備，有完整的社會科學院作為後盾 

    2. 與地方政府和社會主要團體有經常性的互動和合作關係 

    3. 系友在政界有相當的影響力；在社會各界有傑出的表現 

    4. 老師的教學熱忱高，師生關係非常融洽 

    5. 年輕教師教學及研究成果佳，成為吸引學生就讀之最大誘因。 

    5. 每年均舉辦「教學研討會」 

6. 學期間每周均發行系內通訊(政治公報) 

7. 教師在學界關係佳，擔任學會重要職位；教師對社會貢獻大，擔任演講、座談、政

治評論、選情分析、顧問、考詴院典詴委員等 

8. 除校院所設的獎學金外，系內設有系友論文獎學金、李傅婘英清寒獎學金、思學獎

學金、勵學獎學金及吳家憲獎學金等 

9. 強調外文能力，除大一英文外，增加必修專業英文和國關英文 

10. 系學會及學生的活動能力強，常擔任學生會會長或重要幹部 

11. 博士班報名人數有增無減，與中部地區相關科系之比較，成績斐然 

12. 加強宣導五年一貫計畫，近三年來本系學生申請人數增多，明顯發揮作用 

W(weakness)： 

1. 學校對社科院資源分配較少 

    2. 教學研究空間資源不足 

    3. 在少子化之影響下，大學部招生狀態尚稱滿意，但將面臨學生程度下降之困境。 

    4. 國內各大專院校之研究所報名人數日益降低，本系亦不例外，過去三年來碩士生招

生報到人數均不足額 

O(opportunity)： 

    1. 中部地區最完整的政治學系所 

    2. 研究所設置全國唯一的地方政治組作為研究特色與重點 

    3. 結合民調中心調查施政滿意度、政策評估分析和社會服務 

    4. 結合社科院資源設置跨領域學程，增加學生就業競爭力  

    5. 在兩岸交流日益強化下，本系可冺用過去所建立之人脈關係，積極爭取大陸學生來

本系就讀 

    6. 發揚本（社會科學）院之優良傳統，結合本院各系所之教學師資，聯合開發共同課

程或成立跨領域研究所或學程，招生名額分享，吸引有興趣之學生來院就讀，並減

輕各系招生之困境。 

T(threat)：  

    1.學生擇學費較低的國立大學的研所就讀 

    2.國立大學設備和經費普遍較為充沛 

    3.本系優秀應屆畢業生選擇國立大學為研究生就讀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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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總結 

本系基於自由學風與開創、超越精神，在東海大學創校初期即已誕生，有五十幾年的悠

久歷史，為中部地區政治學的重鎮，多年來孕育無數政治學者與優秀畢業生。秉持著開創的

精神，在教學與研究上繼續努力。所謂超越，指的是本系期許不斷超越自己，在多變的教育

環境下，進行自我改善。 

本系的教學目標明確，有良好的課程規劃機制，課程的開設符合學生需求，有多元方法

輔導學生選課，定期對課程的意見檢討改進。從新生入學時即透過系上編纂之政治系新生手

冊，再配合新生座談、新生家長日座談與導師約談等輔導學生修課。授課教師依據評鑑結果

及學生反映，對教學教材做修正或調整。本系實施「五年一貫」，以鼓勵優秀學生在五年內修

讀碩士學位。本系並提供多項獎助學金，以協助學生安心向學。為擴大研究生的學術廣度，

本所舉辦餐敘演講，學術研討會，座談會等。本系發行具有特色的「政治系公報」，刊登學系

主要訊息，如選課、獎學金申請、學術研討會、和演講等活動等，有助於學系各項資訊的傳

播與交流。本系的系網頁也提供豐富的資訊，設計 Q&A 介面供新生發問管道，並回應學生問

題。未來以強化學生外語能力為重點，自 98 學年度貣設定畢業英文能力門檻，並鼓勵更多的

學生參與交換學生計畫與赴海外研習，以擴大視野。 

本系專任教師學有專精，教學能與研究配合，學校也有多項計畫鼓勵師生在國內外進修

或與國際學術交流。在產、官、學、研間的合作，也有初步的成果。每年都定期與教育部、

內政部、外交部、國科會、海巡署、以及民主基金會等公私機構合作舉辦學術研討會。在指

導研究生方面，除了少數新進和資淺的教師外，每位教師均有指導研究生。本所研究生的論

文的品質水準相當高，有多位在全國性的研討會中發表文章。此外，研究生在發表論文參加

國內外學術活動也有相當好的表現。 

在學生就學期間，學校與系所舉辦多場職涯講座與參訪活動，並邀請系友返校分享工作

經驗，以輔導學生就業。目前大學部畢業生繼續升學的比例相當高，就業方面則從事研究、

準備高普考、進入新聞業、及黨政工作。除了蒐集畢業生的升學就業狀況外，也嘗詴瞭解從

業機構或企業主之意見，做為系所改善之參考。在建立系友垂直聯繫網絡方面，本系系友會

不定及舉辦聯誼活動，系所提供網路帄台資訊與更新，以促進系友的聯繫。此外本系系友仍

經常應邀返回母校參與講座，也提供獎學金鼓勵同學從事學術研究並發表論文。 

整體而言，雖然在系友的聯繫方面有初步的成果，但層面範圍仍有擴大的空間。目前除

了增強系友之聯繫外，也計畫增加系友返校演講、座談以及勸募捐款的機制。在爭取校級資

源，同時也可善用系友的社會資源來協助在校學生的學習、升學及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