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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學系

－國際與兩岸事務組
－政策與行政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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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時代脈動

111 文官能力養成學程

222 國際與兩岸事務學程

333 公共關係與政治行銷學程

三
大
專
業
學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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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能力養成學程

•公共管理 •非營利組織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憲法與政府

•行政法 •刑法概要

•政策規劃與分析 •專業行政

•公共事務專業實習 •應用文與行政實務

•危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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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兩岸事務學程

•跨國文化與政治 •移民政策與管理

•溝通與談判 •全球議題

•兩岸社會交流 •區域整合

•國際組織 & 國際法 •公共事務專業實習

•兩岸政治 & 經濟 •全球公共議題

•國際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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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與政治行銷學程

•政策行銷與管理 •溝通與談判

•民意調查與分析 •公關活動實務

•公共關係 •危機管理

•政黨選舉 •政黨與選舉策略管理

•政治行銷 •公共事務專業實習

•媒體與政治傳播



7

系核心課程

•行政學 •應用統計學

•國際關係 •地方政府與政治

•公共政策 •比較政治

•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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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基礎學程

•政治學 •統計學

•社會學 •專業倫理

•經濟學 •專業英文

•心理學

•管理學 •民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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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通識課程

•基本能力訓練課群 •生命教育課群

•人文藝術課群 •生活教育課群

•社會科學課群 •生涯教育課群

•自然科技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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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調查
中心

我們設有

讓你更具職場競爭力!!

國際與公
共事務研
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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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賺錢 ＆ 一技之長

就業沒煩惱!!

• 最新民調設備

• 專業民調技能

• 優秀人才培訓

• 產官學個案操作

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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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全球脈動!!

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中心

公共治理議題跨國際/跨部門

全球化/內政門戶洞開

在地化/政策貼近地方獨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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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政府組織

二.公共治理

三.兩岸關係

四.亞太事務

五.危機管理

1) 非營利事業學程

2) 師資專長整合

3) NGO &社區組織產學策略聯盟

1) 協商與協調機制

2) 夥伴關係解決問題

1) 維持和平與穩定

2) 經貿投資、金融合作與農業科技交流

3) 教育、婚姻與移民互動、跨境犯罪

1) 區域FTA

2) 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整合

1) 危機事件與情勢

2) 安全維護、和平建構與危機處理

3) 急難管理、政經社會情勢分析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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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績效-1

一、 學生近年各項傑出表現

（一）國家公職考試及格

‧ 學士班畢業生許素英103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人事行政及格

‧ 學士班畢業生莊朝澄102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佐級考試養路

工程類科及格

‧ 學士班暨碩士班畢業生張宇震102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一般行政類科及格

‧ 碩士畢業生蘇銘佑101年3月6日地方行政特考及格



15

（二）交換學生

1.學士班學生吳心一獲本校103學年西北大學交換學生

2.學士班學生易冠佐、林偉志獲本校103學年雲南大學交換學生

3.學士班學生鄭芷婷獲本校103學年韓國京畿大學交換學生

4.學士班學生陳千慧獲本校103學年北京聯合大學交換學生

5. 碩士班學生鄭楚翰、郭慶忠獲本校102學年南京大學交換學生

6. 學士班學生詹惠雯、梁芝銘、郭如佩獲本校101學年美國西來大學交換生

7. 學士班學生廖均庭獲本校101學年韓國慶尚大學交換學生

8. 學士班學生陳珈郁獲本校100學年韓國京畿大學交換學生

9. 學士班學生簡佳敏獲教育部100學年韓國圓光大學交換學生

10. 學士班學生簡佳敏獲本校98學年赴韓國金剛大學交換學生

辦學績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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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年畢業生考取國立大學碩士班

1.學士班畢業生蔡雅涵104學年高中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

系戶外教育與活動領導組碩士班

2.學士班畢業生郭子睿102學年高中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甲組榜眼

3.學士班畢業生龔敬嵓101學年考取中正大學戰略及國際事務研究所

4.學士班畢業生陳書逸100學年考取中正大學戰略及國際事務研究所、彰化師

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

6.學士班畢業生羅鈺婷100學年考取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7.學士班畢業生石為杰99學年考取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

8.學士班畢業生洪銘謙99學年考取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榜首

9.學士班畢業生王嬿筑98學年考取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所

榮譽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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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畢業生考取博士班

1.碩專班畢業生吳銘鴻、碩士班畢業生林作賢103學年度考取文化大學中山與

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班

2.碩專班畢業生趙修華102學年度考取台北科技大學技術與職業教育所博士班

3.學士班畢業生洪銘謙101學年度考取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博士班榜首

4.碩士班畢業生林志博101學年度考取東華大學中文所博士班

5.碩士班畢業生胡天瑞101學年度考取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班

6.碩士班畢業生游正鈿101學年度考取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班

7.碩士班畢業生石永祿101學年度考取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班

8.碩專班畢業生葉昌智榮獲國立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博士

榮譽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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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友及研究生當選公職人員

1.系友林聰賢當選宜蘭縣長 8.系友陳傑麟當選宜蘭縣議員

2.系友江聰淵當選宜蘭市長 9.系友陳俊宇 宜蘭縣議員

3.系友黃定和當選宜蘭縣議員 10.研究生邱嘉進當選宜蘭縣議員

4.系友林岳賢當選宜蘭縣議員 11.研究生黃素琴當選宜蘭縣議員

5.系友江碧華當選宜蘭縣議員

6.系友林成功當選宜蘭縣議員

7.系友陳鴻禧當選宜蘭縣議員

榮譽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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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1.學士班官世傑、蔡雅涵同學萬能科技大學103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全國

性大專學生履歷表及自傳撰寫競賽入選獎

2.學士班詹惠雯同學榮獲102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

3.研究生羅光榮榮獲101年度客家委員會獎勵客語績優學生獎學金

4.系友洪銘謙榮獲101年外交獎學金

榮譽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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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陳尚懋副教授率團參訪泰國曼
谷法政大學

2.曼古水上市場

3.與朱拉隆功大學研究人員對談

4.曼谷朱拉隆功大學政治學院1

2 3 4

學術交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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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訪廣州中山大學

2.與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
務管理學院肖濱副院長及
譚安奎教授餐敘

3.參觀東莞地區台商投資

海外學術交流學術交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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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3

本系創立迄今，每年均舉辦「地方發展
策略/公共事務學術研討會」，爾後又
有「公共事務論壇」等活動，提供蘭陽
地區公共事務研究交流平台，累績相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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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學

本系在課堂教學的基礎上，同時結合
實際註重校外教學，常組織學生參訪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議會，陸委會
等，讓學生有機會親自參與觀察，更
深度瞭解民主政治的運行，開拓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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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學

美國
韓國
日本



25

南京
大學

大陸交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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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互動



27

學生榮譽 系友回校經驗分享

28

學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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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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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公共事務學系
是您的關鍵決定!

扭轉、創造與掌握局勢

從這裡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