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8月 24日更新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外交學系學士班選課須知 

 

 共同注意事項 

1. 辦公室處理選課業務時間為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1：30 及下午 14：00－16：30。 

2. 相關選課日程及全校綜合選課須知請參照學校網站說明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資訊。 

3. 新生、轉學生申請學分抵免－申請日期 9/1-9/7，請附成績單正本、申請表（必要時須提

供授課大綱）親自至外交學系辦公室辦理，逾期恕無法辦理。110 學年學生抵免學分申請

暨有關審查事項 

4. 出國選課抵免－請於出國次學期的三分之一基準日前進行辦理，相關表格請參閱學校網站。 

5. 大二至大四學生初選日程分為「第一階段」8/31-9/2 與「第二階段」9/8-9/10；大一新生

選課日程統一於「第二階段」9/8-9/10。 

6. 申請超、減修－線上申請，第一階段申請為 8/3－8/24、第二階段申請為 8/27－9/13，第

一階段申請完成可於初選階段生效；第二階段申請則只能於加退選階段生效。填寫完務必

點選「確認」，確定資料送出。8/25、26 及 9/14、15 系辦審核完畢將寄電子郵件通知，

若未收到或有任何問題請來電或來信確認。超、減修審核原則：超修學分以有雙主修、輔

系、學程者優先，前學期成績平均至少 80 分以上且無不及格者，如有特殊原因務請詳細

註明；減修學分以大四且已滿足畢業學分者優先，其他年級如有特殊原因務請詳細註明。 

7. 申請允許擋修 (無法自行登記選課 )－8/3-9/29(下午五點截止 )起可線上列印表單，

8/25-9/29(下午五點截止)為送單時間，須先由授課教師簽名同意後再送至開課單位。 

申請允許擋修(已選上課程)－8/31-10/15 須先由授課教師簽名及開課單位同意後送註冊

組辦理。 

8. 學分替代－本系課程以本系開課為原則（科目代號開頭 203），無論您的身份為本系、雙主

修、輔系學生，因不可避免之原因而需申請學分替代時，請事先準備好想用來替代的課程，

系辦僅承認以多抵少，所以請至少準備好雙倍的課程。來信時，請詳述替代原因，並將擬

替代課程之課程名稱、科目代號、開課單位、學分數、授課教師說明清楚，以便系辦以最

快的速度回覆。 

9. 如有任何關於學士班選課或學分問題，請 Email 或於上班時間電洽 02-2939-3091 轉校

內分機 50916 陳怡萱助教。因不同身分有不同解決方案，來信或來電請先述明系級、學號、

姓名、身分別，並條列清楚想問的問題。 

10. 初選後如有任何選課之困難需要助教協助，請於開學首二日(非大一：9/13-14；大一：

9/22-23)，早上 9：00-11：30、下午 14：00-16：30 親至外交學系辦公室（綜合院館北

棟 9 樓）詢問。 

https://aca.nccu.edu.tw/zh/%E8%A8%BB%E5%86%8A%E7%B5%84/%E9%81%B8%E8%AA%B2%E8%A8%8A%E6%81%AF#myModal5d199f3bd956b
https://aca.nccu.edu.tw/zh/註冊組/學分抵免
https://aca.nccu.edu.tw/zh/註冊組/學分抵免
https://moltke.nccu.edu.tw/formservice_SSO/link.jsp?viewdetail=QP-T0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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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簡介 

110 年度本系開設新課如下： 

 發展中國家國際關係(203902001)，柯玉枝老師，本課程以宏觀與微觀的兩種形式，逐步

培養與深化學生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國家發展與外交政策的理解，以期讓未來可能從事涉外

的學生在未來規劃前往海外發展時，能夠節省摸索的時間。 

 區域研究－澳紐與大洋洲國家國際關係(203806001)，楊文琪老師，本課程預計於 111

學年度納入區域研究群修，課程著重在澳洲、紐西蘭與太平洋島國之探討，將共同學習該

區域的歷史、地理、地緣政治，以及該區域之重要議題。以過去、現在與未來三個面向，

檢視該地區過去的殖民影響、目前各國在該區域的角力，以及未來該區域面臨的挑戰與機

遇。 

 國際關係與法國社會(253812001)，蘇卓馨老師，研究所課程開放高年級選修，需具備基

礎法文能力。本課程旨在讓學習外交與國際關係的同學，不僅有機會多接觸法文，並且能

將法文與所學專業結合，及早以法文學習外交用語並理解國際關係概念。本課程特別注重

國際關係法文中讀與說的能力，期許同學在學期結束後能輕鬆閱讀法文文獻，並具備以法

文分享與評論的能力。 

 

https://newdoc.nccu.edu.tw/teaschm/1101/schmPrv.jsp-yy=110&smt=1&num=203902&gop=00&s=1.html
https://newdoc.nccu.edu.tw/teaschm/1101/schmPrv.jsp-yy=110&smt=1&num=203806&gop=00&s=1.html
https://newdoc.nccu.edu.tw/teaschm/1101/schmPrv.jsp-yy=110&smt=1&num=253812&gop=00&s=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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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起選課新制說明 

 通識規定調整（含一般課程充抵通識規定）： 

1. 通識規定依據入學年各有差異，請務必依入學年（依學號判別）確認通識學分。 

2. 折抵通識學分：修讀雙主修、輔系及學分學程者，經過申請並經過審核，可以將雙主

修、輔系及學分學程課程認定為一般通識教育學分，但不得核定為核心通識及資訊通

識學分，而國文通識和外文通識的學分認定則依召開課單位規定辦理。雙主修認定以

九學分為上限；一個輔系認定以六學分為上限，若修習兩個輔系則以合計九學分為上

限；而學分學程課程認定以三學分為上限。 

3. 學生於 108 學年度以前，依據本校「通識教育中心一般通識課程開課暨專業課程充

抵暫行要點」（現已廢止）修習之專業充抵課程，得申請依其充抵之通識類別， 認定

為通識教育學分，以六學分為上限。 

4. 詳細說明請見學校相關辦法（一切依學校公告為準）。 

國立政治大學通識教育課程實施準則 

國立政治大學通識教育學分認定作業要點 

 廢除零學分課程 

1. 體育課程改為必修體育課及選修體育課。109 級起學生需修必修體育課 4 門，每門課

程改為 1 學分，畢業學分至多採計 4 學分；選修體育不計入畢業學分。108 級（含）

前入學者（依學號認定）需修 4 門體育課，無論必修或選修均不計入畢業學分。 

2. 服務專業課程得作為選修計入畢業學分，目前在學生一律適用。舊生一律溯及既往，

無須修畢 2 學期之服務學習課程即得畢業。 

 台聯大專區：詳細內容請參考「政大教務處 台聯大教務專區」 

1. 本校學生至外校校際選課相關內容 

2. 跨校修讀雙主修輔系 

3. 全時選讀，校際交換 

4. 轉校(跨校轉系、所) 

5. 跨校學分學程 

https://aca.nccu.edu.tw/zh/%E5%B8%B8%E7%94%A8%E9%80%A3%E7%B5%90/%E7%9B%B8%E9%97%9C%E6%B3%95%E8%A6%8F1/%E9%80%9A%E8%AD%98%E6%95%99%E8%82%B2%E4%B8%AD%E5%BF%83-1/4401-%E5%9C%8B%E7%AB%8B%E6%94%BF%E6%B2%BB%E5%A4%A7%E5%AD%B8%E9%80%9A%E8%AD%98%E6%95%99%E8%82%B2%E8%AA%B2%E7%A8%8B%E5%AF%A6%E6%96%BD%E6%BA%96%E5%89%87-2
https://aca.nccu.edu.tw/zh/%E5%B8%B8%E7%94%A8%E9%80%A3%E7%B5%90/%E7%9B%B8%E9%97%9C%E6%B3%95%E8%A6%8F1/%E9%80%9A%E8%AD%98%E6%95%99%E8%82%B2%E4%B8%AD%E5%BF%83-1/4401-%E5%9C%8B%E7%AB%8B%E6%94%BF%E6%B2%BB%E5%A4%A7%E5%AD%B8%E9%80%9A%E8%AD%98%E6%95%99%E8%82%B2%E8%AA%B2%E7%A8%8B%E5%AF%A6%E6%96%BD%E6%BA%96%E5%89%87-2
https://aca.nccu.edu.tw/zh/常用連結/相關法規1/通識教育中心-1/4883-117a國立政治大學通識教育學分認定作業要點
https://aca.nccu.edu.tw/zh/newbie-2
https://aca.nccu.edu.tw/zh/%E6%9C%80%E6%96%B0%E6%B6%88%E6%81%AF/147-%E5%8F%B0%E7%81%A3%E8%81%AF%E5%90%88%E5%A4%A7%E5%AD%B8%E7%B3%BB%E7%B5%B1%E5%B0%88%E5%8D%80/%E5%8F%B0%E8%81%AF%E5%A4%A7%E7%B3%BB%E7%B5%B1%E6%A0%A1%E9%9A%9B%E9%81%B8%E8%AA%B2
https://aca.nccu.edu.tw/zh/%E6%9C%80%E6%96%B0%E6%B6%88%E6%81%AF/150-%E5%8F%B0%E7%81%A3%E8%81%AF%E5%90%88%E5%A4%A7%E5%AD%B8%E7%B3%BB%E7%B5%B1%E5%B0%88%E5%8D%80/%E8%B7%A8%E6%A0%A1%E4%BF%AE%E8%AE%80%E9%9B%99%E4%B8%BB%E4%BF%AE%E8%BC%94%E7%B3%BB
https://aca.nccu.edu.tw/zh/%E6%9C%80%E6%96%B0%E6%B6%88%E6%81%AF/151-%E5%8F%B0%E7%81%A3%E8%81%AF%E5%90%88%E5%A4%A7%E5%AD%B8%E7%B3%BB%E7%B5%B1%E5%B0%88%E5%8D%80/%E5%85%A8%E6%99%82%E9%81%B8%E8%AE%80
https://aca.nccu.edu.tw/zh/%E6%9C%80%E6%96%B0%E6%B6%88%E6%81%AF/149-%E5%8F%B0%E7%81%A3%E8%81%AF%E5%90%88%E5%A4%A7%E5%AD%B8%E7%B3%BB%E7%B5%B1%E5%B0%88%E5%8D%80/%E8%BD%89%E6%A0%A1-%E8%B7%A8%E6%A0%A1%E8%BD%89%E7%B3%BB%E3%80%81%E6%89%80/4962-%E8%B7%A8%E6%A0%A1%E8%BD%89%E7%B3%BB%E6%89%80
https://aca.nccu.edu.tw/zh/%E6%9C%80%E6%96%B0%E6%B6%88%E6%81%AF/152-%E5%8F%B0%E7%81%A3%E8%81%AF%E5%90%88%E5%A4%A7%E5%AD%B8%E7%B3%BB%E7%B5%B1%E5%B0%88%E5%8D%80/%E5%AD%B8%E5%88%86%E5%AD%B8%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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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身分，直接點選以下連結 

 110 級大一新生 

 109 級大二 

 108 級大三 

 107 級以上大四（107 級學分簡介） 

 薦外交換生 

 雙主修學生 

 輔系學生 

 

110 級大一新生 

1. 關於 110 學年度起修業規定請參考系網入學手冊。 

2. 國際關係－本年度大一必修課程請自行選課，可選擇所有整合開課之國際關係課程。(將於

第二階段初選開放全部名額) 

3. 政治學－為本校整開課程，灌檔課程教師為孫采薇老師，或可自行選擇整開 3 學分之政治

學課程。 

4. 經濟學－為本校整開課程，灌檔課程教師為翁永和老師，或可自行選擇整開共 6 學分之經

濟學課程。 

5. 大一必修課程－西洋外交史、中國外交史、中國大陸研究為下學期開課，下學期將直接灌

檔，請勿選輔系專班課程。 

6. 若有意申請國際事務學院 ETP 學程者，請詳閱國際事務學院簡章，並優先選擇英語授課科

目。 

7. 109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通識畢業學分為二十八學分，超過之學分，不採計為畢業學分。 

109 級大二 

1. 如大一學弟妹選課有問題，請盡量給予協助，不清楚事項勿給予錯誤資訊。 

2. 比較政府與政治－請選擇本系開設課程，選課代碼開頭為 203，因畢業標準將根據選課代

碼而非課名。 

3. 國際政治經濟學－請選擇本系開設 3 學分課程，選課代碼開頭為 203，因畢業標準將根據

選課代碼而非課名。 

https://diplomacy.nccu.edu.tw/PageDoc/Detail?fid=6753&id=6056
https://ocia.nccu.edu.tw/PageDoc/Detail?fid=5580&id=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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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9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通識畢業學分為二十八學分，超過之學分，不採計為畢業學分。通

識中心提醒，請盡量於大二前修畢核心通識，以免未來有修不到課的風險。 

 

 

108 級大三 

1. 國際公法－請選擇本系開設課程，選課代碼開頭為 203，因畢業標準將根據選課代碼而非

課名。 

2. 國際經濟（國際經貿事務群修）－本學期由本系李佳怡老師授課，建議先修經濟學。111

學年度起「國際經貿事務」群修課程將改為 2 學分，請務必於 110 學年度修課，謝謝。屆

時若學分不足須另以其他課程補足。 

3. 區域研究－本學期開設東南亞、拉丁美洲、澳紐與大洋洲國家（現為選修，將以人工方式

認定為群修）三門。9 門區域研究排課約三學期開課乙次，但實際開課依授課老師而定，

如對該區域有興趣者，請務必盡早選課。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計開設區域研究為東北亞、

北美，實際開課與否仍依授課老師而定。 

4. 108 學年度以前入學學生依原通識課程架構修習，通識畢業學分至少須修滿二十八學分，

至多三十二學分，超過之學分，不採計為畢業學分。一般通識人文、社會及自然通識採計

上限各為九學分。學生修習新制一般通識資訊通識課程，認定為自然通識。 

5. 108 級（含）以前入學學生修習必修體育課程不得計入畢業學分，請特別注意。 

6. 105－108 級入學學生除 52 學分本系必修外另需包含 12 學分本系選修（科目代號開頭

203）始符合畢業標準。 

107 級以上大四 

1. 因無必修課程，請參考共同注意事項。 

2. 經授課教師同意，得修習本系碩士班課程，若超過畢業總學分，也可抵免部分碩士班學分

（實際依研究所抵免學分辦法為準）。 

3. 本系 107 級大四畢業學分為 128 學分(學分簡介連結在此)，請務必確認學分總數及各項條

件是否滿足（必修（含系選修）、通識、體育等），如有問題請盡快跟助教聯繫，以免屆時

無法順利畢業。 

4. 108 級（含）以前入學學生修習必修體育課程不得計入畢業學分，請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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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5－108 級入學學生除 52 學分本系必修外另需包含 12 學分本系選修（科目代號開頭

203）始符合畢業標準。 

6. 延畢生若有畢業學分審核問題請洽教務處註冊組（校內分機：63285）。 

 

 

薦外交換生 

1. 出國期間請務必收學校信箱，此為學校聯絡的唯一管道，重要事項均由此通知。如不便登

入 mail2000，可從個人設定自動轉寄至 GMAIL 或其他信箱。 

2. 請先繳交出國選課申請書，並於出國前確認是否收到簽核完畢的郵件通知，最遲須於開學

兩周內繳交，以免因無選課紀錄而被退學。 

3. 出國期間仍須依規定繳交學雜費，超過期限將被註記休學並取消交換資格。 

4. 交換結束後，次學期三分之一基準日前須提出出國交換選課抵免學分申請，申請時請備齊

申請表、成績單正本（必要時須提供授課大綱），本系必修及其他選修由本系認定，若抵免

通識、體育、輔系或雙主修課程，應先洽相關單位核定，再由本系計算最後抵免學分。畢

業生需辦理完學分抵免才得辦理離校手續，請預留至少 5 個工作天。 

 

雙主修學生 

1. 請先參閱錄取年度之修課規定，並參照上述各年級課程規定。 

2. 外交學系視雙主修學生為本系生，選課條件與本系生大致相同，但因系統限制無法做必修

灌檔，請自行選課。若有任何抵免或替代問題請務必於選課前親至系辦詢問並填寫相關表

格。 

https://diplomacy.nccu.edu.tw/PageDoc/Detail?fid=4920&id=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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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系學生 

1. 請先參閱錄取年度之修課規定。 

2. 先修課程：建議以「國際關係」一科做為各科目之入門，可選擇所有整合開課之國際關係

課程。「國際關係」亦會擋修許多課程，如欲未來轉入本系或修讀雙主修同學者請優先學習

此門課！  

3. 105 學年度起增列群修修課規定：「區域研究」（包含非洲、歐盟、拉丁美洲、中東、北美、

東北亞、俄國與東歐、南亞和東南亞國際關係）、「國際經貿事務」（包含國際經濟、國際貿

易、國際金融治理、國際行銷）各至多選修兩門。 

4. 為協調人數，本系必修班級只開放外交學系學生、外交雙主修生修讀，其中外交輔系生（大

四、延畢生）若因衝堂等原因無法修習擴大輔系專班，需提出具體理由（歷年衝堂情形、

出國交換）寄信至 dip50916@nccu.edu.tw，由授課教師及系辦認可後才得選讀本系班。 

5. 本學期擴大輔系班級如下: 

 010003001 西洋外交史，五 78E 節 

 010114001 國際公法，一 FG 節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仍由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補助擴大輔系專班部分經費，擴大輔系專

班課程修課學生免收修課學分費。 

6. 輔系生其他選修係指表列未有之外交學系選修課程，請直接至本系課程選單選課（科目代

號為 203 開頭），104 級（含）前修習者至多認列一門課，最多 4 學分。105 級起僅有學

分數限制，至多 6 學分。

https://diplomacy.nccu.edu.tw/PageDoc/Detail?fid=4921&id=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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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級學分簡介 

 

校 

訂 

必 

修 

科 

目 

通識學分 

（超修之通識

學分不得採計

為畢業學分。） 

語文通識 
中國語文 3-6 學分 

28~32 學分 

外國語文 4-6 學分 

一般通識 

（各類需包含核心

通識至少一門） 

人文學 
各 3-9 學分 

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含資訊） 4-9 學分 

書院通識  0-6 學分 

體育課程 需修習四門 0 學分 

外交學系畢業學分 

必修 詳見系網 105-107 必修科目表 52 學分 

選修 

1.本系課程，與必修合計至少需 64 學分。 

44~48 學分 

2.外系課程，包含雙主修、輔系、學程及

校際選課部分。 

3.全民國防軍事訓練學分不採計。 

4.體育學分不採計。 

畢業總學分 128 學分 

https://diplomacy.nccu.edu.tw/PageDoc/Detail?fid=4922&id=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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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說明 

為能快速回覆大家的問題，請用學校信箱（@nccu.edu.tw）來信並依下列格式填寫： 

主旨：一定要有明確主旨，沒有主旨，信箱會自動認定為垃圾信件 

系級（年級依 110 學年度認定） 

學號 

姓名 

身份（本系、雙主修、輔系、學程），雙主修輔系需包含開始修習學年 

選課問題說明： 

請詳述課程名稱，學分數，至今未修原因（若衝堂須說明衝堂科目）。 

擬採行的解決方案：最好能提供一種以上 

如需替代課程，因不知道你什麼時間可以選課，請自行提供課程相關資訊－開課系所、科

目代號、課名、學分數、授課老師、開課時間，以便系辦從中選擇或另行指定相關科目。 

 

範例 

主旨：輔系學生 106101201 王大明選課問題 

中文五 106101201 王大明 107 起修讀外交輔系 

輔系課程尚缺群修中國外交史 下學期 2 學分，1072 修習未通過，1082 未開輔系專班，

本系班開課時間與本系 XXXXX 課程衝堂。 

1. 由外交學系指定課程於 1101 修習類似課程，進行學分替代。 

歷史系碩博合開 153593001 中國外交史專題 2 學分 唐啟華老師 五 34 

東亞所社會核通 042156001 中國大陸概論 3 學分 黃瓊萩老師 三 78E 

東亞所碩博合開 260883001 中國戰略思想 3 學分 丁樹範老師 二 567 

已與丁老師、唐老師說明情況，且同意選課。三門課授課大綱見附檔 

2. 修習外交學系 1102 本系班中國外交史 3 學分，進行學分替代。  

希望僅延畢一學期，以第 1 方案優先。 

 

我已詳閱上述說明 

dip50916@nccu.edu.tw 

https://nccu.edu.tw/index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