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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學系（學、碩、博）
 東亞研究所（碩、博）
 俄羅斯研究所（碩）
 日本研究碩、博士學位學程（碩、博）
 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碩）
 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碩）
 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
 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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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悠久
創設於民國19年(南京中央政治學校)，

民國44年在台復系，已有90年歷史。

全國唯一
外交系座右銘：使於四方，不辱國命。

無遠弗屆
傑出系友各行各業，遍布全球，縱橫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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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萬長(前副總統)
宋楚瑜(前台灣省省長、現任親民黨主席)
楊進添(前總統府秘書長、前外交部長)
胡志強(前台中市市長、前外交部長)
蘇 起(前國安會秘書長)
關 中(前考試院院長)
盛治仁(前行政院文建會主委)



金 庸(知名作家)
蘇一仲(大金冷氣董事長) 
張小月(海基會董事長)
姜豐年(新傳集團創辦人)
江啟臣(臺中市立法委員)
蘇宗怡(TVBS新聞主播)
蔣萬安(臺北市立法委員)
李靜宜(著名作家、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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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國家考試

外交部、國家安全局、法務部調查局、經濟
部國貿局、陸委會、僑委會、內政部移民
署、教育部國際與兩岸教育司、國防部等

私部門－傳播媒體、公關行銷、企業管理、非營利組
織、非政府組織、律師事務所、科技公司等

學術研究－升學(國內外研究所)、大專院校教授、智
庫研究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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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外交特考英文組10名，西文組1名，阿文組1名，日文組
1名。

 107年：
外交特考英文組8名，德文組1名，日文組1名。

 106年：
外交特考15名。僑務人員特考2名。外事警察特考1名。

 105年：
外交特考9名。國際經濟商務人員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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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目：
國際關係、政治學、經濟學、中國外交史、西洋外交史、

中國大陸研究

國際組織、國際安全、國際政治經濟學、質性與量化研究

方法導論、比較政府與政治

領導與外交決策分析、國際公法、國際談判、區域研究(群

修)、國際經貿事務(群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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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研究(群修)：
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俄國與東歐、中東、歐
盟、非洲、北美、拉丁美洲

國際經貿事務(群修)：
國際貿易、國際經濟、國際行銷、國際金融

外語訓練：
西班牙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俄文、韓
文、日文、土耳其文、泰文、印尼文、越南文、
波斯文等三十餘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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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選修課程：
比較外交政策、國際私法
武裝衝突法、美國/日本/韓國/俄國外交政策
中共改革開放政策、環境外交
歐洲整合研究、全球化與經濟整合
公共政策、行政學、西洋政治思想史
國際禮儀、外交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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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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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設立「國際事務學院英
語授課學分學程」。

 招生對象為本院學士班學生，每年招生名額以四十
人為原則。

 本學程修滿規定學分者，經本院審核通過後，將核
發合格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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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座課程旨在透過增強學生對於國際政經脈動與實務之
的理解，提升學生對於國際政治經濟發展趨勢的掌握度，
藉以發展學生國際移動競爭力。

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際移動競爭力的高或低，將決定每
個人在社會中的價值、地位與所得。為使本校學生在畢業
後能夠學以致用，擬邀請國內知名業界人士針對不同主題
發表專題演講，藉以培養或提升學生國際移動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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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現職

蘇一仲先生 和泰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毅 先生 琉璃工坊志業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盛治仁先生 雲朗觀光集團總經理

楊鳴 先生 愛奇藝臺灣站總經理

羊曉東先生
臺北市研考會主委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執行副總經理

邱一新先生
旅行作家
吳寶春食品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黃兆仁先生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商業發展與政策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簡又新先生
中華民國前任外交部長
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鄧盛平先生 外交部亞西及非洲司副司長

黃暖婷女士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助理研究員

張正昇先生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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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現職

韓國瑜先生
楊顯文先生

臺北農業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臺北農業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譚耀南先生 高蓋茨法律事務所臺北分所資深法律顧問

蔡義昌先生 資訊工業策進會數位教育研究所副所長

黃任佑先生 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徐純芳女士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及東吳大學法研所、企管所兼任教授

田永彥先生 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

吳經國先生 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暨國際拳擊總會主席

洪麗芬女士 Sophie HONG工作室創辦人

姜豐年先生 樸石資本集團董事長

王佑哲先生 貝殼放大創辦人

石恬華女士 摩根投信董事長暨台灣區負責人

朱玉鳳女士 曾任外交部常務次長

洪文雄先生 日本伊藤忠商社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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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現職

魏平儀先生 琨蒂絲董事長

陳信守先生 社團法人台灣優靈客協會秘書長

Freddie Hoglund(何飛逸) 先生 歐洲商會執行長

劉孟俊先生 中華經濟研究院所長

張淵翔先生 國際青年商會世界總會常務副主席

張宏梅女士 威翔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團人資處協理

魏秋富先生 臺灣青旅執行長

周德宇先生 台北101董事長

劉安國先生 國泰航空機場顧客服務經理

洪智杰先生 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張顯耀先生 前國安會諮詢委員、前陸委會副主委

連勝文先生 青年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劉振華先生 研揚科技人力資源部資深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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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現職

林宜標先生 時藝多媒體總經理

李淳先生 中華經濟研究院副執行長

林慧嫻女士 故宮博物院出版科長

吳澔如女士 法國巴黎銀行(中國)首席營運官

楊克誠先生 美德醫療集團董事長

謝佩芳女士 星展銀行集團 (香港)執行董事, 基金及投資策略主管

戴登山先生 合作金庫副總

黃聯昇先生 外交學院大使回部

劉仲威先生
曾馨慧女士

印度TATA系統公司副總
悅智全球顧問(股)有限公司人事顧問

彭雪紅女士 美商甲骨文公司大中華人力資源部副總

王鵬傑先生 麵包師傅

蘇于珊女士 奧思禮Aspire Lifestyles台灣區總經理

沈佳玉女士 中華民國志工總會副秘書長、國際與兩岸事務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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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現職

傅鏡暉先生 高人氣部落客

陳志仁先生 野村證券副總

林立青先生 暢銷書工人作家

蔡智彥先生 台灣電通專案室長

汪家玗先生 璞真建設總經理

楊鳴先生 愛奇藝台灣站總經理

厲威廉先生 陸委會港澳處處長,駐澳門代表

楊楚光先生 資深媒體人

蔡寒筠女士 大可居青年旅館創辦人

周志偉先生 前文傳會主委

蘇宏達先生 台大政治系教授

湯竹芬女士 美國華語教師

項薇女士 世紀奧美公關公司董事總經理

張倉榮先生 台大水工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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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現職

丘立全先生 起雲科技董事長

陳德君女士 萬華社區小學

邱淑鈴女士 三星支付總監

顏聖冠女士 台北市議員

廖瑞芬女士 亞東創新發展公司總經理

邱哲政先生 中華民國賽馬協會

吳慧美女士 東慧國際諮詢顧問公司董事長

陳柏安先生 甘樂文創活動管理經理

張笠先生 台北市電腦公會副總幹事

傅昭倩女士 高蓋茨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范綱皓先生 玖樓共生公寓共同創辦人

陳孝昌先生 創意投資家獨立顧問

洪菱娟女士 國立故宮博物院英語導覽志工

趙靖宇女士 環宇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

李亞蒨女士 香港鳳凰衛視主播 20



講者 現職

黃坤先生 香港東方明珠集團主席

沈方正先生 老爺酒店執行長

何榮幸先生 報導者創辦人

陳賢民先生 達芙妮鞋業創辦人

何飛鵬先生 城邦文化集團執行長

石詠琦女士 新世紀形象管理學院創辦人

白維文先生 橄欖球協會秘書長

張良吉先生 美國管理協會[中國]投顧與行銷管理顧問

吳婉瑜女士 天下雜誌總主筆

陳俊賢先生 外交領事事務局局長

白樂賢代表（Mr. Sergey PETROV） 莫斯科台北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駐臺北代表處白樂賢代表

侯建國先生 創意投資家獨立顧問

王尚智先生 前鳳凰衛視新聞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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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現職

吳偉漢先生 美商卡本特特殊鋼亞洲業務總監

陳俊榮先生 冠捷科技集團自有品牌事業部之營運總監

黃漢滄先生 橄欖球協會理事長

夏發凡先生 崴博國際展覽公司總經理

黃健庭先生 前台東縣長

周祖誠先生 經濟日報副社長

梁坤豪先生 國家交響樂團小提琴手

陳筱涵女士 政治諷刺漫畫家

羅智強先生 臺北市議員

海中雄先生 前蒙藏委員會蒙事處處長

李清勇先生 檜山坊創辦人

林芬如女士 104人力銀行財務長

李鎮宇先生 台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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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學問和歷史經驗的交流與傳承。
此外，外交也是國家與國家、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s）互動的過程與規範。
民國19年創立的外交系，培養了許多國家官式外交人才，但隨著國際
外交內容的多元化，外交實務既有傳統的規範與操作，又有新興的一
面。為使本系學生盡早瞭解當代外交實務的內涵及發展，務實規劃個
人未來職涯發展，本課程將自專業外交的角度介紹當代外交工作的規
範及操作，內容概分為：
(一)外交概論；(二)外交決策機構與政策規劃；(三)政治事務工作(四)
領事事務工作；(五)僑胞事務工作；(六)國際禮儀。

23



講者 經歷

田在勱將軍 台翔航太工業公司董事長、前駐美武官

黃聯昇大使 前駐祕魯/阿根廷代表、駐巴拉圭大使

陳銘政司長 外交部國際傳播司、前駐泰國/波蘭代表

令狐榮達大使 前駐馬紹爾群島大使、加拿大代表

龔中誠大使 前駐加拿大代表、外交部領務局局長

陳銘政司長 外交部國際傳播司、前駐泰國/波蘭代表

秦日新大使 前駐紐西蘭/斐濟代表

謝發達大使 前駐瑞士/新加坡代表、經濟部次長

蔡允中大使 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副司長、前駐印尼副代表

董國猷大使 前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駐希臘代表

董國猷大使 前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駐希臘代表

夏立言大使 前駐印度/印尼代表、外交部次長

黃聯昇大使 前駐祕魯/阿根廷代表、駐巴拉圭大使

梁英斌大使 前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副院長 24



本系自民國89年起參與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主導
之「國際模擬通訊談判」(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imulations)計畫。

與全球多所大學學生扮演美、英、俄、南非等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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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confere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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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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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United Nations (MUN)，

每年由全球著名大學主辦之年度盛會。

外交系每年徵選約二十名學生赴美國紐約參與唯一由聯合國官方指導的

「美國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NMUN)，近年來成果豐碩，2014年全團

因表現優異獲得「團體榮譽獎」。2015年全團獲得「卓越代表獎」。

2016年及2017年皆獲得傑出國家立場意見書（Outstanding Position 

Paper on Security Council）的殊榮。2018年獲選為「卓越代表團獎」

（Distinguished Delegation）。2019年榮獲傑出代表團

（Distinguished Delegation）及經濟社會理事會卓越立場文件

（Outstanding Position Paper）兩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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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為政府提供政策參考與強
化學生國際新知，每年舉辦多
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例如國際
談判與衝突解決、能源與國際
關係、及亞太和平與安全國際
研討會等。邀請國內外各領域
著名學者與會。

 部分通過匿名審核通過的會議
論文收錄至本系發行的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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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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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地區－中國大陸、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泰國、澳大利亞、澳門 、

紐西蘭、菲律賓 、越南 、韓國、香港、馬來西亞

 亞西地區－以色列、俄羅斯、哈薩克、土耳其、烏克蘭、烏茲別克、科威

特、約旦、蒙古

 歐洲地區－丹麥、冰島、列支敦士登、匈牙利、奧地利、希臘、德國、愛沙

尼亞、愛爾蘭 、挪威、捷克、斯洛維尼亞 、梵蒂岡、比利時、法國、波

蘭、瑞士、瑞典、芬蘭、義大利、英國、荷蘭、葡萄牙、西班牙

 非洲地區－南非、布吉納法索、摩洛哥

 美洲地區－加拿大、美國、厄瓜多、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墨西哥、委內

瑞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馬、巴西、智利、瓜地馬拉、秘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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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68個系所853位同學出國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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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位境外交換生在本校60個系所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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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起本系與韓國高麗大學政治暨國際關係
學系簽訂交換學生協議。

 108年9月起正式施行，詳情請關注本系網頁。
外交系連弘宜主任（左）與高麗大學政治暨國際關係系金東薰主任（右）雙方簽署交換學生協議

（107/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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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學士班優秀學生就讀碩士班，以賡續學習及
縮短修業年限。

 具碩士班先修生資格之學生，於取得資格後次一
學年完成學士學位，並經本院各系所碩士班入學
考試錄取，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若學習順利，僅需五年便能順利取得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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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對象: 美國美利堅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獲准參加雙聯學位學程之同學，先後完成美利堅大
學和政治大學的最低畢業學分之要求，可同時獲得
兩校的學士學位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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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子籃球隊

男(女)子排球隊

男(女)子羽球隊

男(女)子桌球隊

男子棒球隊

男子足球隊

辯論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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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優秀學子就讀本系，系友李本京先生捐贈二
百萬元設置「李本京教授獎學金」。

 獎勵對象：學測錄取排名最高者及指考分發前三名
並填第一志願錄取排名最高者，共兩名，每名各十
萬元。

 另有其他獎學金，供不同優良表現學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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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優秀學子就讀本系，系友李本京先生捐贈二
百萬元設置「李本京教授獎學金」。

 獎勵對象：學測錄取排名最高者及指考分發前三名
並填第一志願錄取排名最高者，共兩名，每名各十
萬元。

 另有其他獎學金，供不同優良表現學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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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優秀學子就讀本系，系友李本京先生捐贈二
百萬元設置「李本京教授獎學金」。

 獎勵對象：學測錄取排名最高者及指考分發前三名
並填第一志願錄取排名最高者，共兩名，每名各十
萬元。

 另有其他獎學金，供不同優良表現學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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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優秀學子就讀本系，系友李本京先生捐贈二
百萬元設置「李本京教授獎學金」。

 獎勵對象：學測錄取排名最高者及指考分發前三名
並填第一志願錄取排名最高者，共兩名，每名各十
萬元。

 另有其他獎學金，供不同優良表現學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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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第七期系友趙金鏞大使捐贈二十萬美元(由趙大
使女婿William S. Brinigar依據趙大使千金趙孟倫
遺願捐贈)，設置「趙金鏞大使紀念獎學金」獎掖培
植外交人才，鼓勵優秀青年投身外交工作。

 各年度之獎勵名額為一至五名，每名至多新臺幣十
萬元。

 首屆特邀外交部林永樂部長蒞臨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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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第七期系友趙金鏞大使捐贈二十萬美元(由趙大
使女婿William S. Brinigar依據趙大使千金趙孟倫
遺願捐贈)，設置「趙金鏞大使紀念獎學金」獎掖培
植外交人才，鼓勵優秀青年投身外交工作。

 各年度之獎勵名額為一至五名，每名至多新臺幣十
萬元。

 首屆特邀外交部林永樂部長蒞臨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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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第七期系友趙金鏞大使捐贈二十萬美元(由趙大
使女婿William S. Brinigar依據趙大使千金趙孟倫
遺願捐贈)，設置「趙金鏞大使紀念獎學金」獎掖培
植外交人才，鼓勵優秀青年投身外交工作。

 可以個人或團體方式申請，各年度之獎勵名額為一
至五件。

 首屆特邀外交部林永樂部長蒞臨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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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獎學金
 朱建民先生獎學金
 陳果夫先生獎學金
 沈錡大使青年獎學金
 章亞良先生、李維達先生紀念獎學金
 非洲研究獎學金
 琦壤獎學金
 安秀貞紀念獎學金（研究生）
 楊宗科先生獎學金（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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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有意報考政大的學生對各院、系、所有更多的了解，
於每年10-11月間舉辦「包種茶節活動」。

 活動內容包含院系所博覽會、大會活動、系所簡報、舞台
表演及體驗活動等，讓各位高中生能第一手獲取最正確最
豐富的資訊。

 今年日期訂於10月31日，

歡迎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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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了解外交系，對於國際事務及外交工作有濃厚興趣者

不容錯過的暑假營隊。

•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校本部

• 對象：全國公私立高級中學在學學生 (包含高三應屆畢業) 

• 時間：營期五天四夜，每年七月中旬舉辦

• 課程內容：國際現勢、兩岸關係

國際合作、外交風雲

國際禮儀、溝通與談判

中華民國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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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入學(個人申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指定項目 同分參酌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前標
頂標
均標
前標
--

4
3

5
--

*1.00
*1.00

--
--
--

審查資料35％
國際現勢筆試10％
中英文口試35％

一、中英文口試
二、國際現勢筆試
三、審查資料
四、學測國文成績

指定
項目
內容

審查
資料

項目：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個人資料表，其他(相關舉證資料)
說明：
一、個人資料表格式需至外交學系網站下載，並請依相關規定填寫。
二、相關舉證資料請依個人資料表中所提及之項目順序提供證明文件(如英聽成績單或外語

檢定證明)，且需與填寫資料相符，勿提供其他無關文件。

甄試
內容

一、國際現勢筆試考古題請參考本系網站說明。
二、學生的表達、溝通、組織能力以及對國際事務之理解等，均列入考評。
三、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者，請務必至本校招生專區網頁

http://www.nccu.edu.tw/zh_tw/admissions查詢第二階段甄試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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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科目及標準 分發比序項目

國文 前標 1. 在校學業成績全
校排名百分比

2. 學測英文級分
3. 學測數學級分
4. 學測國文級分
5. 學測社會級分
6. 高一、高二英文

學業總平均成績
全校排名百分比

校系代碼 00613 英文 頂標

招生名額 9 數學

性別要求 無 社會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自然

可填志願數 17 英聽 A級

備註

本系之教育目標為拓展學生國際視野，以培養國際事務研究與管理人才。
課程則以國際關係為主體，涵蓋政治、歷史、心理及談判等，並鼓勵學
生赴國外進修、學習第二外語及第二專長，養成具現代化知識之公民。
詳細資訊請參考本系網站 http://diplomacy.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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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
檢定項目及標準

指定考試採計
科目及方法 同分參酌順序

外交學系
國 文 (均標)
英 文 (前標)
英 聽 (A 級)

國 文 x 1.50
英 文 x 1.75
數學乙 x 1.25
歷 史 x 1.00
地 理 x 1.00

1、英文
2、國文

3、數學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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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部為儲備國家優秀軍校正期班學生，招募成績
優質、體格健碩且具強烈報效國家意願之人才，與
本校合作辦理「國防學士班」招生。

 招生名額：2名，畢業後分發陸、海軍。
 招生方式：以學科能力測驗成績作為篩選門檻，成
績採計以資料審查、面試及學科能力測驗為主。

 110 學年度學測檢定標準：
國文【頂標】、英文【頂標】、數學【均標】、
社會【頂標】

 依審查資料成績擇優取6名進入第二階段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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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學習
歷程

審查重點涵蓋內容 備註

修課紀錄

1.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
1)語文領域
2)數學領域
3)社會領域

2.校訂必修與多元選修對應學群
1)法政學群

3.學業總成績

本系招收具備高度學習熱忱、合作性、語言能力
之學生，且未來有志於從事外交及國際事務相關
工作者。
1.修課紀錄：
著重國語文、英語文等科目選修與成績表現。
有關修課紀錄補充說明可列於「學習歷程自述」
－「高中學習歷程及反思」。例如（但不限於）
最喜歡的科目及理由。若成績有劇烈起伏或曾轉
組，請簡要說明原因。若為重考，請說明原因。

2.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
「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
關課程學習成果」及「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包含廣義社會科學領域議題、國際或兩岸事務相
關書面報告/實作作品。例如（但不限於）：國
際時事評析、我國外交情勢、國際組織、全球公
民社會議題、外交史等。
「多元表現綜整心得」須具體說明社團、國內外
活動、社會服務及競賽的參與情形、感想及對於
就讀外交系有何助益，並檢附相關參與證明。

課程學
習成果

學生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
成果選擇提供，至多3件，本系據以
綜合評量。
1.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或特殊
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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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學習
歷程

審查重點涵蓋內容 備註

多元表現

學生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
查資料選擇提供，至多10件，並
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其他 1.外交學系個人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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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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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影片編號 1
	國際事務學院
	外交學系特色
	外交系傑出系友
	外交系傑出系友
	未來發展
	外交特考暨公職考試歷年榜單
	學士班畢業生升學、就業比例
	課程介紹
	專業課程－專業研究，多元發展
	專業課程－專業研究，多元發展
	專業課程－專業研究，多元發展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英語授課學分學程(ETP)
	「系友三十講座」課程
	系友三十講座（105.1）
	系友三十講座（105.2）
	系友三十講座（106.1）
	系友三十講座（106.2）
	系友三十講座（107.1）
	系友三十講座（107.2）
	系友三十講座（108.1）
	系友三十講座（108.2）
	「外交實務」課程
	外交實務
	「國際談判實務」課程
	理論與實務結合
	國際會議及期刊出版
	多元學習
	交換學生—國際殿堂，互惠交流
	系所交換情形
	系所交換情形
	系級學生交換協議
	五年一貫—學習不間斷、一氣呵成
	雙聯學程—中西學位、一次到手
	課外活動　　
	年度盛事—外交酒舞會
	系際競賽—文化盃、包種茶節、運動會
	文武兼備 －舞文弄墨、拳打腳踢
	李本京教授獎學金
	李本京教授獎學金
	李本京教授獎學金
	李本京教授獎學金
	趙金鏞大使獎學金
	趙金鏞大使獎學金
	趙金鏞大使獎學金
	其他獎學金
	政大包種茶節
	全國高中生國際事務研習營
	入學管道　
	個人申請入學
	繁星計畫
	大學指考分發
	國防學士班（單獨招生）
	111學年度學習歷程參採項目
	111學年度學習歷程參採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