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學年第 2 學期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課表(含必/選修)              2019/1/30 

 一 二 三 四 五 

1    古希臘與印度現實主義

淵源專題  
唐欣偉 社科研601 國關 選U 

 

2  社會科學統計方法專題 
黃旻華 社科302 
公行 比政 國關 本國 必M 

 古希臘與印度現實主義

淵源專題  
唐欣偉 社科研601 國關 選U 

 

3 
10：20 

〡 

11：10 

比較行政專題 
洪美仁 社科研602 
公行 比政 選U 
臺灣政經發展專題 
陶儀芬 社科研603 本國 必M 
歐盟法概論 
陳淳文 社科研604 國關 選U 
國際法專題 
蔡季廷 社科研607 國關 必M 
國際關係社會建構論專

題 袁易 社科研606  
國關 選M 

社會科學統計方法專題 
黃旻華 社科302 
公行 比政 國關 本國 必M. 
地方發展與都市治理專

題 林子倫 社科研604 

應用統計與量化分析 
黃心怡 社科研605 

社會主義經改比較研究

專題 吳玉山 社科研606 
國關 本國 比政 選M 
非營利組織與管理專題 
劉康慧 社科研602 

亞洲區域主義專題  
蘇宏達 社科研607 國關 選U 
台灣地方政治生態專題 
王業立 社科研605 
比政 本國  選M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郭銘峰 / 洪美仁 社科研606 

西洋政治思想專題  
蕭高彥 社科研605 
政思 必修M 
兩岸政經互動專題(研究) 
明居正 社科研606 
國關 本國 選D&M 
國際政治經濟學專題 
左正東 社科研603 國關 比政 
政思 選M 

4 
11：20 

〡 

12：10 

比較行政專題 
洪美仁 社科研602 
公行 比政 選U 
臺灣政經發展專題 
陶儀芬 社科研603 本國 必M 
歐盟法概論 
陳淳文 社科研604 國關 選U 
國際法專題 
蔡季廷 社科研607 國關 必M 
國際關係社會建構論專

題 袁易 社科研606  
國關 選M 

社會科學統計方法專題 
黃旻華 社科302 
公行 比政 國關 本國 必M 
地方發展與都市治理專

題 林子倫 社科研604 
應用統計與量化分析 
黃心怡 社科研605 

社會主義經改比較研究

專題 吳玉山 社科研606 
國關 本國 比政 選M 
非營利組織與管理專題 
劉康慧 社科研602 

亞洲區域主義專題  
蘇宏達 社科研607 國關 選U 
台灣地方政治生態專題 
王業立 社科研605 
比政 本國  選M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郭銘峰 / 洪美仁 社科研606 

西洋政治思想專題  
蕭高彥 社科研605 
政思 必修M 
兩岸政經互動專題(研究) 
明居正 社科研606 
國關 本國 選D 
國際政治經濟學專題 
左正東 社科研603 國關 比政 
政思 選M 

5  中東區域問題專題研究 
黃旻華 社科研601  
國關 比政 選M 

   

6 
1：20 

〡 

2：10 

地方治理專題研究 
趙永茂 社科研602 
公行 選D 
行政學專題研究 
郭乃菱 社科研605 
公行 選D 
國際關係專題研究 
徐斯勤 社科研604 
國關 選D 
言論自由與憲法解釋專

題 李念祖 社科研603 
政思 公行 本國 選U 

中東區域問題專題研究 
黃旻華 社科研601  
國關 比政 選M  
R 語言與文字探勘：公共

議題之應用  
王貿 社科研604  
公行 比政  選U  

政治學實驗研究方法專

題 郭銘傑 社科研601 
政思 國關 公行 比政 本國  
選U 
公共預算與財政專題 
郭乃菱 社科研606 

社會與經濟網絡分析專

題 李宣緯 社科研605 
政思 國關 公行 比政 本國  
選U 
歐盟與國際政治專題  
蘇宏達 社科研601 國關 選M 
威權制度專題  
潘欣欣 社科研604 比政 選M 

研究與寫作專題 
政思 國關 公行 本國 比政  
必M 童涵浦 社科研602 
兩漢道家思想與典籍專

題 林俊宏 社科研605 
政思 本國 比政 選M 
 

7 
2：20 

〡 

3：10 

地方治理專題研究 
趙永茂 社科研602 
公行 選D 
行政學專題研究 
郭乃菱 社科研605 
公行 選D 
國際關係專題研究 
徐斯勤 社科研604 
國關 選D 
言論自由與憲法解釋專

題 李念祖 社科研603 
政思 公行 本國 選U 

R 語言與文字探勘：公共

議題之應用  
王貿 社科研604  
公行 比政  選U 

政治學實驗研究方法專

題 郭銘傑 社科研601 
政思 國關 公行 比政 本國  
選U 
公共預算與財政專題 
郭乃菱 社科研606 

社會與經濟網絡分析專

題 李宣緯 社科研605 
政思 國關 公行 比政 本國  
選U 
歐盟與國際政治專題  
蘇宏達 社科研601 國關 選M 
威權制度專題  
潘欣欣 社科研604 比政 選M 

研究與寫作專題 
政思 國關 公行 本國 比政  
必M 童涵浦 社科研602 
兩漢道家思想與典籍專

題 林俊宏 社科研605 
政思 本國 比政 選M 
 



8 
3：30 

〡 

4：20 

外交決策分析專題  
廖小娟  社科研607 國關 必M 
區域研究;方法專題  
陶儀芬  社科研604 比政 必M 
政府與企業專題  
蕭全政 社科研601 
國關 公行 本國 比政 選M 

現代央行業務政治選題

專題 曾煥凱 社科研604 
國關 公行 比政 選U  
東亞專題 
楊永明 社科研606 國關 選U 

 

兩岸關係專題   
郭銘傑 社科研605 本國 必M 
新聞、傳播政策與法律專

題 陳淳文 社科研604 
公行 本國 選U 
 

比較政治理論專題(研究) 
張佑宗 社科研605 
比政 必M &選D 
東亞政治經濟專題  
左正東 社科研607 
國關 比政 本國 選U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專題 
徐斯勤/童涵浦 社科研604 
方案評估專題  
王宏文 社科研606  
公行 本國  選U 

思想與中國專題  
石之瑜 社科研602 
政思 本國 比政 選M 
 

9 
4：30 

〡 

5：20 

外交決策分析專題  
廖小娟  社科研607 國關 必M 
區域研究;方法專題  
陶儀芬  社科研604 比政 必M 
政府與企業專題  
蕭全政 社科研601 
國關 公行 本國 比政 選M 

現代央行業務政治選題

專題 曾煥凱 社科研604 
國關 公行 比政 選U  
東亞專題 
楊永明 社科研606 國關 選U 

 

兩岸關係專題   
郭銘傑 社科研605 本國 必M 
新聞、傳播政策與法律專

題 陳淳文 社科研604 
公行 本國 選U 
 

比較政治理論專題(研究) 
張佑宗 社科研605 
比政 必M &選D 
東亞政治經濟專題  
左正東 社科研607 
國關 比政 本國 選U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專題 
徐斯勤/童涵浦 社科研604 
方案評估專題  
王宏文 社科研606  
公行 本國  選U 

思想與中國專題  
石之瑜 社科研602 
政思 本國 比政 選M 
 

政治學研究所開授的課程 
公共事務研究所開授的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