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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應用政治學研究」主要是探討國外關於應用政治學

（Applied Political Science）的發展過程及在台灣的可行

性研究。國外許多學術與研究機構發展出以時效性為主的政

治研究社群或學門，以對國內外重大相關事件立即做出深度

回應、提供產官學各界參考為目標，以補充傳統政治學之不

足，該學門即所謂的應用政治學。以德國為例，目前共有約 

20 間大學設有應用政治學相關科系，奧地利也有一個應用政

治研究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Political Research, 

ZAP) ，自 1991 年蘇聯瓦解後，俄羅斯也相繼成立了許多新

大學，其中最有名的大學之一就是「國立大學高等經濟學

院」（State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該學院甚至已成立了「應用政治學院」（Faculty of 

Applied Political Science）本研究調查國內主要政治學系

所近五年來（97~101 學年）開設課程取向，發現各主要政治

學研究系皆有日益重視實務課程的趨勢，國內主要政治學系

所，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

所、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在近年來皆陸續增加與政

治實務相關之課程比重；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文化

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雖未有顯著增加實務課程之趨勢，但

係因兩系所向來即較著重實務課程之故。 

中文關鍵詞： 應用政治學 德國 奧國 俄羅斯 

英 文 摘 要 ： The project ’Applied Political Science’ is to 

explore its development in some foreign countries and 

its application and feasibility in Taiwan. Many 

foreign academic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have 

developed applied political research community in 

order to make significant event analysis for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to 

provide reference as supplement for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In Germany, for example, there are currently about 20 

universities with Applied Political Science related 

departments. Austria also has an application Center 

for Political Studies (ZAP). Since 1991, Russia has 

also set up many new universitie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universities ’National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 has even established the ’ 

Faculty of Applied Political Science ’.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major courses of domestic 

Departm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the past five 

years ( 97 to 101 year ) and found all of them have 

growing emphasis on practical courses. These a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CCU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lthough no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trend of practical courses, due to they have 

practical courses much earlier.  

 

英文關鍵詞： Applied political science Germany Austria Russia 

 



「應用政治學研究」（101-2410-H-004 -145 -）案報告 

 

上述「應用政治學研究」的研究結果，可分為國內的規定以及國內各相關系所的

發展兩大部分。 

 

一、國內相關規定 

（1）系所成立標準：根據教育部大專院校申請新興成立系所之規定，欲成立之

系所審查類別依「學科標準分類」分為 23 類別，如下：教育、藝術、人文、

設計、軍警國防安全、社會及行為科學、傳播、商業及管理、法律、社會服

務、民生、生命科學、自然科學、數學及統計、電算機、工程、建築及都市

規劃、農業科學、獸醫、醫藥衛生、運輸服務、環境保護、其他。 

（2）系所評鑑規定：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負責全國大

學校院系所評鑑，並訂定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增設學門準則。依照該準則，學

門增設應符合下列兩條件：1.國內相關系所已成立 20 個以上；2.現有學門無

法含括系所之專業學術領域。 

因此，「中央研究院高等教育與科技政治建議書」提出要「建立由學術研究

至社經應用的有效連結」，1「應用政治學」的研究宗旨即強調將傳統政治學的研

究能夠產業化或應用到社會。事實上，目前國內各主要政治學系所的課程也逐漸

強調知識應用與實務的重要性，可由近五年來所開設的課程狀況觀察到此一趨

勢。 

 

二、國內政治學系所發展情形 

本研究調查國內主要政治學系所近五年來（97~101 學年）開設課程取向，

發現各主要政治學研究系皆有日益重視實務課程的趨勢，茲舉例如下： 

（1）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大學部 97 至 98 學年原有「外交政策議題」

                                                 
1 中央研究院，「高等教育與科技政治建議書」，民國 102 年 1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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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交實務」兩門實務課程，自 99 學年起陸續增加了「 溝通實務專題」、

「 WTO 法律與政策專題」、「 新聞、傳播政策與法律專題」、「方案評估專題」、

「 釋憲制度之理論與實際專題」、「WTO 組織與政策專題」等實務課程；碩

博士班在 97 學年原有「外交決策分析專題」一門實務課程，自 98 學年起陸

續增加了「政策變遷專題研究」、「行政實務專題」、「中共國防政策專題」、「 中

共外交政策專題」、「公共政策專題」、「案例公法專題」、「方案評估專題」、「立

法運作與遊說專題」、「 溝通實務專題」、「 釋憲制度之理論與實際專題」、「跨

領域專題討論」、「WTO 組織與政策專題」、「 新聞、傳播政策與法律專題」、

「 商業談判與政治專題」等實務課程。 

（2）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大學部 98 至 99 學年原有「人權理論與實務」

與「政治學實習」兩門實務課程，自 100 學年起陸續增加了「 公共政策」、「選

舉文宣企劃」、「 政治公共關係」、「民意與調查」等實務課程；碩博士班從

99 學年起陸續增加了「政治學實習」、「選舉文宣企劃」、「 政治公共關係」、

「 發展與政策」、「政治溝通」等實務課程。 

（3）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大學部在 97 學年原有「民意與調查研究」、「談

判理論與實務」、「外交決策分析」、「國際現勢分析」等四門實務課程，自

98 學年起陸續增加了「 台灣競爭力分析」、「公共管理實務個案探討」、「台

灣重大公共議題入門」、「公私部門人事政策分析」、「 實習」、「政府與政策行

銷」、「公共政策」、「公共政策與生態」、「領導與危機處理」、「中華民國外交

政策」、「財務行政與預算」、「多元學習」、「創意城市」等實務課程；碩博士

班自 97 學年則有「政府部門績效管理專題研究」、「金融監理政策」、「外交

決策分析專題研究」、「台海安全研究」、「人力資源管理：臺灣經驗」、「談判

理論專題研究」、「預算政治學」、「 政策分析」等實務課程。 

（4）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大學部在 97 學年原有「外交決策分析」、「美

國外交政策」、「公共政策」、「談判理論與實務」、「政治文書處理」、「服務管

理:理論與實踐」、「人際關係與溝通」、「中華民國外交政策分析」、「 國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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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與國際談判」、「美國社會重要議題」等實務課程，自 98 學年起陸續新開

了「當代臺灣政治議題」、「社區發展」、「國際禮儀」、「 視聽傳媒與國際關係」、

「媒體與政治」、「新聞採訪與寫作」、「演講與議事規則」、「資訊教育-資訊

概論」、「遊說」、「政治規劃與評估」、「 政治傳播與行銷」、「全球化趨勢與議

題」、「政黨與選舉」、「民意與民意調查實務」等實務課程；碩博士班自 97

學年則有「國際談判專題研究」、「府際關係專題研究」、「比較外交政策」、「」、

「全球化視野的文化政策與公共外交」、「社區發展與文化產業政策專題研

究」、「全球化思維的領導與決策」、「 政策計畫專題」等實務課程。 

（5）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大學部從 97 至 101 學年固定有「民意調查與

統計分析」、「政策分析」、「台灣政治發展」、「政治實習」、「社會倫理」等實

務性課程；碩博士班則從 97 至 101 學年固定有「政策分析專題」、「文化政

策與政治」、「北京對台政策與台北大陸政策」、「政策評估：方法論與個案分

析」、「兩岸關係與政策」、「行政效率專題研究」、「 政策分析與評估」等實務

課程。 

由上述可知，國內主要政治學系所，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暨研究所、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在近年來皆陸續增加與政治實

務相關之課程比重；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雖

未有顯著增加實務課程之趨勢，但係因兩系所向來即較著重實務課程之故。 

 



訪問德國報告                           國關中心  湯紹成 

 

此次訪問德國，收穫豐富，總共發表 8次演講，也與十幾位教授加深與建立了公

誼與私交，並也初步達成了一些合作的意向。茲以參訪的六個城市為主，介紹相

關行程內容如下： 

 

1. 在慕尼黑的兩場演講都可說是台灣學者破天荒的第一次。首先，因為我們無

緣與 Garmisch 的 MarshallCenter 建立任何關係，但因其副主任 Prof. Dr. 

Sven-Bernd Gareis 是本人好友，因而得以立即安排演講，當時在場的都是美德

雙方的高級軍官，事後也獲得高度肯定。其次，由於巴伐利亞邦 CSU 黨所屬的賽

德基金會與大陸關係甚好，一般與我方都保持距離，此次多虧 Prof. Dr. 

Kindermaann 的鼎力相助，硬是安排成功，演講效果也不錯，現在他們的出版單

位正在向本人邀稿，同時也有意與我方進一步建立合作關係。在會後曾向 GK 兩

位教授探討有關應用政治學在德國發展的情況，他們有都有意協助蒐集資料，並

認為此乃當前國際的發展趨勢。 

 

2. 波恩大學是本人母校，現任政治系主任辜學武教授(大陸籍)也是本人 1980

年代的同學，他也是在此領域中唯一的華人，極為難得。在他的班上演講，效果

也不錯，也與辜教授談到有關應用政治學的合作計畫，他也正在協助中。 

 

3. Tuebigen 大學的台灣研究中心是由蔣經國基金會支助，其負責人 Guenther 

Schubert 也是本人老友，渠對於應用政治學所知有限，但也積極願意協助。 

 

4. 漢堡的亞洲研究所（GIGA）乃德國研究亞洲的重鎮，其中研究大陸問題的 Dr. 

Guenther Schucher, Dr. Margot Schueller, Dr. Karsten Giesse 都是本人長

期好友，藉此機會也讓張處長與他們認識，並有意建立合作計畫，比如明年共同

舉辦有關大陸問題的研討會，同時也有一探討應用政治學方面的發展。 

 

5. 科隆的 Hermann Halbeisen 教授也是本人好友，他們有一個「歐洲兩岸關係

研究小組」，每年都與大陸方面舉行會議。他曾介紹該校有關應用政治學發展的

況，以及新建立的 Hertie Schuele 內應用政治學的發展情況，由於該校新設不

到 10 年，因而特別注重應用社會科學的發展與推廣，其課程多屬應用部分，極

為值得參考。 

 

6. 最後一站是 Duisburg 大學東亞研究所，其負責人 Fleming Christiansen 教

授（丹麥籍）原本不認識，但因在網路上得知政大與國關中心的知名度，也有意

與台灣加強學術研究的合作，我們也已完成了一些教授與學生交流的商討，在探

詢政大的意願之後即可展開，其中還包括台歐盟之間 FTA 的研究，甚具意義。C



教授也是 GIGA China Studies 的主編，在演講後即已向本人邀稿。Karl Korte

是該校最有名的應用政治學教授，其在該校所負責的部門就屬應用政治學，因而

本人得以獲得不少相關的資料。 

 

綜合言之，此次訪問德國的行程收穫豐富，對於德國在應用政治學方面的發展有

進一步的理解。整體而言，若與傳統的課程相比，大約有一半以上是屬於應用的

課程，比如到相關的政府單位實習，邀約相關政治人物到校交流有關實際政治運

作的過程，以及許多國內外政治問題發展的背景與實際操作的過程等，可讓學生

進一步理解許多相關的實際情況。再加上理論的部份，更可以加深徐生對於相關

問題的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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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計畫「應用政治學研究」主要是探討國外關於應用政治學（Applied Political Science）

的發展過程及在台灣的可行性研究。由於全球化的快速進展，傳統政治學受到科技發展、

環境變遷與國際互動等因素的衝擊與挑戰，其研究標的（如思想、權力、政體等）和過去

有很大的變化。此外，政治事務也越趨於繁瑣複雜，一方使得執政者的決策時間與迴旋空

間都縮減，造成政策制訂與危機處理幾近同義；另一方面，社會民眾對於政治事務也更加

難以理解，若相關決策單位缺乏即時的回應與研判，則會讓少數不負責任的媒體或名嘴有

揮灑空間，而不利於國家整體發展與公民社會的進步。 

為因應此一鉅變，國外許多學術與研究機構發展出以時效性為主的政治研究社群或學門，

以對國內外重大相關事件立即做出深度回應、提供產官學各界參考為目標，以補充傳統政

治學之不足，該學門即所謂的應用政治學。應用政治學是以傳統政治學為「體」（基礎），

將其所可能產生的建議與預判效果最大化（用），以期達到理論與實務相結合，兩者相得

益彰的境界。事實上，應用政治學的宗旨即在找回原本政治學研究的初衷，即如何達到「經

世致用」的目的。為達到此一研究目的，本研究計畫也將回顧國內外智庫與公共政策發展

等相關文獻，或是政策分析與知識管理等學術研究，以建立相關的理論基礎。 

目前應用政治學主要在歐陸國家較為受到重視。綜觀國外發展經驗，主要是訓練研究人員

能針對時效性事件做出研判解析，並及時提出可行性的因應方案。首先，研究人員各依其

專業與跨領域學術訓練來選擇與確認重要的時效性問題；接著，藉由初步研究成果來引起

各方的重視與討論，除了有助於理解相關事件的原委與國內重視程度，還能找尋解決問題



的各種可能性條件；最後，探討與確認實際可行的因應方案，若提供相關產官學界人士參

考甚至執行後有所回饋，可進一步修正之。如此一來，可增進應用政治學相關研究的社會

能見度、重視度與影響力。 

本研究的主要目標是探討應用政治學對臺灣的產官學界之可能貢獻，以協助決策者因應國

內外情勢的快速變遷。此外，本研究計畫也試圖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未來的定位

與發展提供方向。政大國關中心長期在國際事務與中國大陸研究兩塊領域耕耘，這兩塊領

域也是特別重視理論與政策因應相結合。今（2013）年適逢政大國關中心成立六十週年，

展望未來，政大國關中心可朝應用政治學學門的方向規劃，以更符合現今高等教育的學術

標準與國際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