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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之事古稱「折衝樽俎」，意為諸侯
國會盟於杯酒宴會間，運用和平手段取
勝敵人。而各國使臣更秉持著「使於四
方，不辱國命」的信念為國家開拓對外
關係。現今，為了因應國際事務的複雜
與多元特質，「外交」的定義亦隨著時代
而變化，一方面層次多樣，另一方面內
容豐富。

作為培育外交人才、教導專業外交知識
與技能的專門系所，外交系在培育人才
時，不僅著重紮實的理論功夫，更規劃
了相關的實務課程，以幫助同學將理論
與實務做完美的結合。



Our Features
外交系強項何在

全球化學習環境

強化學生英語及
第二外語能力

語言能力為拓展國際視野的基礎工具。為提升
學生國際競爭力及國際移動力，並培育傑出政
商學界國際事務人才，本院特設立英語授課學
分學程(ETP)供學生選修，亦開放選修第二外國
語，鼓勵學生選修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或俄
文等相關課程，期許學生更進一步自我要求。

本系每年招收來自世界各地，包含美國、加拿
大、俄國、韓國、土耳其、匈牙利、宏都拉斯、 
日本、巴拉圭、薩爾瓦多、海地、越南等外籍學
生，透過課程討論與生活文化交流，營造全球化
的學習環境。校際與院際皆有交換學生計畫，可
依學校規定申請獎學金，至今已有逾百名外交系
學生把握機會出國短期進修，回國的學生均認為
交換學生經驗值回票價，不只增強語文能力，更
開拓國際視野，也對我國外交處境有深刻體認。
本系同時也與美國美利堅大學有簽訂雙聯學位。



區域研究見長

國際模擬通訊談判 

本系自民國 89 年起參與美國馬里蘭大學主導
之「國 際 模 擬 通 訊 談 判」International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a n d  N e g o t i a t i o n  
Simulations  （ICONS） 計畫，集合全球多所
大學學生扮演瓜地馬拉、印尼、斯洛伐克、冰
島、澳洲等國，參加模擬會談。 學生就國際安
全、全球化及人權議題，透過網路進行線上即
時網路會議及網路談判，增進學生對國際問題
的認識及提供談判實務的演練。

全球化的多元視野下，各區域特色逐漸彰顯，「區
域研究」向來為外交系課程核心之一，以領域細分
為非洲、歐盟、北美、拉丁美洲、中東、俄國與東
歐、東北亞、東南亞及南亞國際關係課程。此外，
本系亦有美國、中國大陸、印度、澳洲、加拿大、
俄國、日本、南北韓、德國與法國等各國外交政策
相關課程。外交系學生若能透過系上區域研究課程
與加強第二外語，關注非英語系國家，不僅培養更
廣闊的學術視野，也獲得更多涉外工作的機會。

Our Features
外交系強項何在



外交系教什麼
？

學士班修業規定及必修科目
本系畢業學分門檻為 128 學分，包含必修科目共 52 學分，
校定通識科目 28－32 學分，除特殊規定外，其餘學分由學
生自行選修本系或外系課程，各種學程、輔系、雙主修學
分亦列入採計。（實際依各年度修業規定為準）
本系必修科目如下：政治學、國際關係、經濟學、中國外
交史、西洋外交史、中國大陸研究、質性與量化研究方法
導論、比較政府與政治、國際組織、國際政治經濟學、國
際安全、領導與外交決策分析、國際公法、國際談判、區
域研究（9 選一）、國際經貿事務（4 選一）等。想了解外
交系課程與修業規定， 請參考外交系網站→ 「課程資訊」 →
「修業規定」，內有詳細的介紹。

IQ

EQ CQ

勇於接受挑戰，處變
不驚，擅於情緒管理
乃外交工作所必須

我適合念外
交系嗎?

如果具備3Q特質，別
懷疑，你可能就是下
一個「外交人」！

智能、語文能力與
跨文化溝通

具創造力與積極態度以
因應國際事務之瞬息變
化，並保持對事務的熱
忱與好奇心

https://diplomacy.nccu.edu.tw/course/recruit.php?class=101


國際會議及期刊出版
本系為政府提供政策參考與強化學生國際新知，
每年與外交部、經濟部等政府單位共同舉辦多次
國際學術研討會，例如新南向政策與變遷中的國
際環境國際學術研討會、國會外交與臺灣對外關
係國際學術研討會等，  邀請國內外各領域著名學
者與會。 部分通過審核的會議論文收錄至本系發
行的「國際關係學報」、「Taiwanese Journal of 
WTO Studies」、「Taiwanese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等中英文學術期刊，匯集國
內外專家學者精闢的見解，並掌握最新國際關係
發展與研究的動脈。

獎助學金資訊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為全國歷史最悠久的國際關
係系所， 不僅擁有豐富的師資和多元課程，獎助
學金資源也是相當豐富。 外交獎學金， 由外交部
提供， 為鼓勵學生學習國際關係與外文課程而設
立，本系每年均有多位學生獲得；趙金鏞大使紀
念獎學金，提供參與國際活動或優異表現的學
生，每年均有多位學生獲得；李本京教授獎學金，
獎勵學生以申請入學錄取排名最高者， 及以第一
志願指考分發入學錄取排名最高者；而外交系
三十三期系友獎學金則提供每年考試分發前三
名且第一志願考進外交系的學生獎學金一名！
其他獎學金還包括：陳果夫先生獎學金、  非想
獎學金、羅志淵先生獎學金、  鄒文海先生獎學
金、  章亞良先生及李維達先生獎學金。 對國際關
係有興趣的同學，千萬不要錯過這些機會喔！

（各獎學金詳細資訊以該申請辦法為準。）

https://diplomacy.nccu.edu.tw/intro/pages.php?ID=intro4
https://diplomacy.nccu.edu.tw/per/pages.php?ID=per2


入寶山豈能空手回？除了專業必修與選修科目
外，外交系強調「全人教育」，以因應高等教
育普及化。學士班為高等教育之基礎，大學畢
業之後，不論選擇步入職場、考證照或繼續深
造，還需不斷進修，培養終身學習之精神。
系主任提醒，大學不是「由你玩四年」，若將
專業知識喻為兩個金字塔相對而成型的沙漏
狀，學士班課程便為金字塔底端，為後續發展
奠基；「University teaches you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of something（大
學教你廣泛知識、也教你某部分深度學問）」
這才是未來四年學習過程的全貌。

大學四年學什麼?

未來出路
外交系課程著重 「語文」、 「跨文化溝
通」、「國際關係」 與 「區域研究」 的訓
練，  畢業生除外交部、 教育部、 經濟
部、 軍情局、 國安局、 調查局等涉外
事務公職外；又可以外交系四年所學
作為基礎， 至一般公民營與跨國企業
從事相關業務；亦能選擇深造、  轉戰
不同學門，  與實務結合發展。



外交酒舞會

外交系
學生活動

文
化
盃

https://diplomacy.nccu.edu.tw/dea/album.php?CID=6
https://diplomacy.nccu.edu.tw/dea/album.php?CID=2


美國全國
模擬

聯合國
NMUN

才子才女
制服日

外交系
學生活動

https://diplomacy.nccu.edu.tw/dea/album.php?CID=15


甄選入學「照」過來

本系進行甄選時， 於學科方面著重語文 （國、
英文） 成績， 近年來更因本系「經濟學」、  「國
際政治經濟學」、  「國際經貿事務 （群修）」 等
課程所需， 所以也逐漸重視數學能力。 對於時
事、 國際現勢和外交基本常識亦不能陌生， 因
此筆試 「國際現勢」 測驗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身為外交人， 口才自然相當重要， 所以中英文
口試時， 亦著重學生的表達、 溝通和組織能力
。

中英文口試時，除了簡單的自我介紹之外，
老師們還會問一些基本問題，例如：為何選
擇申請外交系？畢業後有何人生規劃？最常
從哪些管道了解國際事務？你對當時重大國
際事件的看法等等。口試的目的並非測試你
對國際關係的專業知識，而是你的準備程度
和臨場反應。只要從現在起努力加強，養成
關心國際時事的習慣，參考相關機構的網站
資料（例如外交部、經濟部、僑委會等），加
強自我能力，進入外交系便不是難事！

本系自民國九十一年起舉辦「全國高中
生國際事務研習營」， 營期為五天四夜，
每年於七月中旬舉辦。 希望高中生透過
參與本研習營增進對當前國際局勢之瞭
解、認識我國外交政策、兩岸關係及養成
正確國際觀， 同時也對外交學系有更深
的認識。

https://diplomacy.nccu.edu.tw/high20/pages.php?ID=high1


科目

學士班各項招生資料一覽表

標準 分發比序項目科目

國文 前標 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文級分 

學測數學級分 

學測國文級分 

學測社會級分 

英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英文 頂標 

英聽 

檢定 篩選倍率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國文 前標 4 1.00 

中英文口試

審查資料

國際現勢筆試英文 前標 3 1.00 

數學 均標 9 

社會 前標 10 

 

指考成績採計方式學測檢定科目

國文 均標 國文 1.50 1. 英文 

2. 國文 

3. 數學乙 
英文 前標 英文 1.75 

英聽 A級 數學乙 1.25 

歷史 1.00 

地理 1.00 

A級 

繁星計畫

申請入學

指考分發

第二階段指定

同分參酌方式

※簡章依各年度公告為準※

https://diplomacy.nccu.edu.tw/admiss/recruit.php?class=201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使於四方 不辱國命

政大總機：(02)2939-3091 分機：50916
Email：dip50916@nccu.edu.tw 

傳真：(02)2939-0173
網址：http://diplomacy.nccu.edu.tw/

系址：116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綜合院館北棟九樓

外交學系網站

https://diplomacy.nccu.edu.tw/main.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