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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課程名稱 一 二 三 四 五 教室
張登及 國際關係二 67 社科201

國際關係專題研究(與徐斯勤等人合授) 67 社科研604
陳思賢 西洋政治哲學二 34 社科和碩講堂

現代政治思想二 67 社科403
黃錦堂 法學緒論乙 89 社科407

行政法二 89 社科407
石之瑜 文明與國際政治專題 8910 社科研605

個別指導研究一
蘇彩足 行政學二 34 社科201

行政學專題研究 67 社科研601
吳玉山 政治社會學 89 社科502

兩岸關係專題 34 社科研606
王業立 政治學概論（通識） 34 社科和碩講堂

台灣地方政治生態專題 89 社科405
蘇宏達 歐盟與國際政治專題U（與陳麒安合授） 67 社科研605

國際關係專題研究(與徐斯勤等人合授) 67 社科研604
亞洲區域主義專題U(英語授課) 34 社科研604

林俊宏 中國政治哲學二 67 社科407
法家政治思想專題研究 67 社科研602

陳淳文 中華民國憲法及政府二 89 社科和碩講堂
公法專題(專班 與蔡季廷合授) 社科研606
法文經典文獻選讀專題U 67 社科研603
新聞、傳播政策與法律專題U 89 社科研604

徐斯勤 外交決策與政策 34 社科502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發展 89 社科403
全球通識講座-決策者的危機處理機制 (通識) 34 博雅103
國際關係專題研究(與左正東等人合授) 67 社科研604
中國大陸政治與經濟專題(專班 與陶儀芬 張貴閔合授) 社科研607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專題U  (與童涵浦合授 英語授課) 89 社科研604

張佑宗 111.2學期休假
左正東 國際關係專題研究(與徐斯勤等人合授) 67 社科研604

兩岸政經互動專題U(英語授課) 678 社科404
蕭高彥 西洋政治思想專題(研究) 34 社科研605
黃長玲 政治學二 234 社科202

論文寫作專題研究 89 社科研603
臺灣社經發展專題(專班) 社科研607

黃旻華 社會科學統計方法專題 234 社科503
東亞民主化專題U(通識 英語授課) 89 社科403
中國大陸奢侈品消費的政治風險分析U(通識 英語授課) 34 社科303

王宏文 經濟學乙二 34 社科201
公共政策專題研究(與林子倫、劉康慧合授) 67 社科研602
方案評估專題 89 社科研606

111.2學期課程時間與地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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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課程名稱 一 二 三 四 五 教室
公共政策專題(專班 與林子倫合授) 社科研606
應用統計與量化分析U(公事所) 34 社科501

劉康慧 行政學二 (英語授課) 34 社科306
公共政策專題研究(與林子倫、王宏文合授) 67 社科研602
公共管理 (與林子倫合授 公事所) 67 社科306
專題研究 (英語授課 生物多樣性學程）

陶儀芬 臺灣政經發展專題(研究) 34 社科研605
區域研究方法專題 89 社科研609
中國大陸政治與經濟專題(專班 與徐斯勤 張貴閔合授) 社科研607

陳世民 國際關係史二 34 社科202
國際安全 89 社科405
亞太與台灣安全專題 89 社科研605

林子倫 公共政策專題研究(與王宏文、劉康慧合授) 67 社科研602
公共政策專題(專班 與王宏文合授) 社科研606
公共管理 (公事所 與劉康慧合授) 67 社科306
行政實務專題(公事所) 34 洽公事所辦
獨立研究(氣候永續學程)

李鳳玉 比較政府二 89 社科406
郭乃菱 公共預算與財政專題(公事所) 67 社科研606
唐欣偉 東亞政治經濟專題 34 社科407
蔡季廷 中華民國憲法及政府二 89 社科403

國際公法二 34 社科和碩講堂
國際法專題 34 社科研607
國際關係專題研究(與徐斯勤等人合授) 67 社科研604
公法專題(專班 與陳淳文合授) 社科研606
海洋環境管理(與邱文彥合授) 34 海研232

童涵浦 政治學二 (英語授課) 234 社科403
研究與寫作專題 67 社科研605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專題U (與徐斯勤合授 英語授課) 89 社科研604

洪美仁 官僚行為(專題) 34 社科研606
公共管理 67 社科303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專題(專班與彭錦鵬合授) 社科研606

郭銘峰 公共政策二 89 社科202
民意調查 34 社科401

黃凱苹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34 社科407
競選與政治傳播專題U(英語授課) 34 社科306

廖小娟 國際關係二 67 社科202
外交決策分析專題 34 社科306

安井伸介 中國政治哲學二 67 社科405
中國政治哲學概論 67 社科202

郭銘傑 國際關係二 67 社科和碩講堂
國際關係專題研究(與徐斯勤等合授) 67 社科研604
研究與寫作專題 (專班) 社科研606
政治學實驗研究法專題 67 社科研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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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課程名稱 一 二 三 四 五 教室
吳舜文 行政學二 34 社科102

健康政策（英語授課） 67 社科研607
張貴閔 政治學二 678 社科303

台灣地區政治經濟發展 67 社科102
中國大陸政治與經濟專題 (專班 與徐斯勤 陶儀芬合授)） 社科研607

蘇翊豪 比較政府二 89 社科201
研究與寫作專題 67 社科研606

湯德宗 中華民國憲法及政府二 89 社科202
楊永明 東亞專題 U 34 社科404
李念祖 言論自由與憲法解釋專題U 67 社科404
嚴震生 非洲政治 (英語授課) 34 社科102
彭錦鵬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專題 (專班 與洪美仁合授) 社科研606

行政管理方法專題 (專班) 社科研607
魏德榮 國際關係二 (英語授課) 67 社科307
曾煥凱 統計學習理論簡介U (英語授課) 8910 社科302
李宣緯 社會網絡與群體行為U 89 社科102

複雜系統導論U(物理系) 34 新物406
唐豪駿 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歷史U 67 社科402

王貿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89 社科202
關兆彰 冷戰時期的東亞國際關係專題(英語授課) 67 社科研609

＊ 以上課表提供參考，課程資訊仍以臺大課程網 https://nol.ntu.edu.tw/ 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