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至少 129 學分包括  

（ 1）通識教育 28 學分  

（ 2）專業必修 63 學分  

（ 3）專業選修一主 18 學分；一主一輔 28 學分  

（ 4）自由選修一主 20 學分；一主一輔 10 學分  

二、各類科目包括：  一  二  三  四  

(一 )通識教育共 28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中英文能力課程：         

通識國文(必修 4學分) 2 2       

通識英文(必修 4學分) 2 2       

其他： 

至少於博雅通識向度 1、2、3、5、6 中

各選 1 門課程。其餘學分可選擇修習資

訊能力課程、基礎概論課程或博雅通識

中任何向度之課程。 

★ 參閱「國立中正大學學生修習通識教育修

業規定」 

★ 不得選修本系所開設之「基礎概論課程」

及「各學系不得選修通識課程一覽表」中

本系不得選修之課程。 

★ 參閱「國立中正大學學士班學生修習體育

科領域規定」 

◎「學系服務學習課程」與「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各一學期，必修 0學分） 

◎通過「英文能力」及「資訊能力」畢業資格檢定  

(二 ) 專業必修共 63 學分  

政治學（上、下）  3 3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  3        

政治學英文名著選讀（上、下）  2 2       

社會學（上、下） 2 2       

經濟學（上、下） 2 2       

西洋政治思想史  3        

中國政治思想史   3       

法學緒論  3       

研究報告寫作   3       

政治學方法論（上、下）   3 3     

比較政府與政治（上、下）   3 3     

國際關係（上、下）   3 3     

行政學（上、下）   3 3     

政治學統計方法（上、下）     3 3   

 



 

（三）系專業選修共  18 學分（備註） 

比較政治組 國際關係組 公行與政策組 公民社會組 

政治經濟學（3學分） 

比較資本主義（3學分） 

政黨與選舉（3學分） 

理性選擇理論（3學分） 

政治學研究經典選讀（3學分） 

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一)（2學

分） 

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二)（2學

分） 

民主理論（3學分） 

美國政府與政治（3 學分） 

民意調查（3 學分） 

經驗政治理論（3 學分） 

當代中國社會（3 學分） 

政治意識型態（ 2學分） 

台灣政經發展（3學分） 

政治社會學（3學分） 

當代西方政治思潮（3學分） 

公民社會基本觀念（3學分） 

全球化專題討論（2 學分） 

政治社會化 ( 3學分) 

民主觀察（2 學分） 

社會民主與福利國家專題討論 

( 3學分) 

亞洲區域主義（3 學分）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專題（3

學分） 

 

 

 

  【共計64學分】 

中國外交史（3學分） 

現代國際政治史（3學分） 

國際人權與女權（ 3學分） 

東亞國際關係（3學分） 

國際談判與協商（3學分） 

國際移民（3學分） 

全球化專題討論（2 學分） 

國際公法(一)（2學分） 

國際公法(二)（2學分） 

歐洲整合與政治思想（3學

分） 

中美關係（3學分） 

兩岸關係（3學分） 

國際政治經濟（3學分） 

國際組織與非國家組織（3學

分） 

當前國際情勢(3學分) 

全球環境治理－重大環境

議題分析(2學分) 

國際倫理學(3學分) 

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一)（2學

分） 

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二)（2學

分） 

東南亞與中國 ( 3 學分) 

亞洲區域主義（3 學分）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專題（3

學分） 

 

 

【共計60學分】 

公共政策（2學分） 

公共管理（2學分） 

政策分析（2學分） 

公共人事行政導論（2學分） 

危機管理（2學分） 

財務行政（3學分） 

政策執行與評估（3學分） 

組織理論與行為（2學分） 

環境政治（2 學分） 

公共政策個案分析（3學分） 

公共人力資源管理（3學分） 

電子化政府與數位治理 (3學

分)  

公部門倫理議題（3學分） 

當代社會分析（3學分） 

行政法(一)（2學分） 

行政法(二)（2學分） 

公共治理與社會經典選讀( 2

學分) 

 

【共計41學分】 

※分組必修(2門)： 

政治社會化（3學分） 

公民社會基本觀念（3學分） 

 

正義理論（2學分） 

論述分析（2學分） 

繪本、小說與多元文化教育（2

學分） 

國際人權與女權（3學分） 

愛情有沒有國界？外籍配偶與

正義（2學分） 

當代原住民族議題（2學分） 

工會組織（2學分） 

在兒童的世界中閱讀政治（2學

分） 

高齡社會（2學分） 

身心障礙者福利（2學分） 

公民、政府與動物：臺灣社會的

流浪犬（2學分） 

棒球政治學（2學分） 

從電影分析著名工業污染事件

（2學分） 

公民不服從（2學分） 

司法政治（2學分） 

政治傳播（2學分） 

民主觀察（2 學分） 

政黨與選舉（3學分） 

民意調查（3 學分） 

 

 

【共計41 (+6) 學分】 

備註： 

1. 系專業選修科目，各年級所開之各組專業選修科目中，任選 18學分必選課程。 

2. 選擇一組為主修者，專業選修為 18學分，其中最多可為其他各組專選 4學分；選擇一組主修、

一組輔修者，專業選修學分為 28 學分，亦可改成一主 14 專選以上、一輔 8 專選以上，外加

各組專選最多 6學分。 

3. 系專業必修及主、輔組專業選修科目，除外系支援或本系未開設之課程外，限修本學系開設

之課程。 

4. 大二專業必修之「比較政府與政治」、「國際關係」、「行政學」，開放供大一學生選修。 

5. 凡包含上、下學期之系專業選修課程，學生欲列為專業選修學分者，上、下學期之課程皆必

須修習通過。 

6. 「行政法（一）」、「行政法（二）」可以本校法律系「行政法總論」抵免本系公行組「行政法」

課程。 



7. 選擇「公民社會組」為專業選修者，除專業選修課程 18 學分外，尚須完成「政治社會化」、「公

民社會基本概念」兩門必修課，始得認定為專業選修。 

8. 碩士班同名課程可承認學士班專選，惟日後繼續修讀本系研究所仍須修讀一次。共計有「社

會民主與福利國家專題討論」、「當代中國社會」、「公共人力資源管理」、「電子化政府與數位治

理」、「政黨與選舉」、「經驗政治理論」、「亞洲區域主義」、「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專題」。 

（四） 自由選修共 20學分（一主）或 10學分（一主一輔） 

1.自由選修學分可選本學系開設之選修課程（含跨組專業選修科目），亦可選其他學系課程。 

2.本學系學生選修軍訓（護理）課程之學分數，得納入自由選修及畢業學分數計算。 

3.選修外系開設之課程，如與選修之本系專業必選修科目名稱相同者，不得納入自由選修及畢業

學分數計算。 

4.超修之通識教育課程，不得計入自由選修及畢業學分數計算。 

5.學生放棄已修習之教育學程或超修教育學程之學分，不得納入自由選修及畢業學分數計算。 

    6.語言中心之進階(中、高階)課程才可納入本系自由選修。 

    7.本學系學生選修體育課程之學分數，得納入自由選修及畢業學分，惟一學期各以一學分為限。 

 

★本學系學生需依國立中正大學學士班修業規定，修畢服務學習課程，本校服務學習課程為必

修 0 學分，分成「學系服務學習課程」與「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學系服務學習課程」為大

一必修，應包含 6 小時課程與實際服務至少 14 小時；「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建議在大二結束

前修習完成，應實際服務至少 16 小時及參加至少兩場服務學習系列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