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

 1949年，成立臺灣省立地方行政專科學校民政科，翌年
改名普通行政科。

 1955年，改制並更名為臺灣省立法商學院行政學系。

 1961年，省立法商學院與省立農學院合併，改制為省立
中興大學。

 1967年，行政學系改稱公共行政學系。

 1971年，省立中興大學改制為國立中興大學。

 1977年，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成立。

 1982年，更名為公共政策研究所，為國內首創培育公共政策
專業人才之學府。

 1994年，開始招收博士班研究生。



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

 1999年8月，公共行政學系與公共政策研究所合併為
目前的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2000年2月1日，國立臺北大學正式成立。

 2000年，成立碩士在職專班，為公務人員提供最佳終身學習管道。

 2009年9月，本系遷入三峽校區公共事務學院大樓。



我們的教育目標是什麼？

本系創立的宗旨在於營造一個跨領域研究與實務交流平
台，教育目標包括：

（1）培育公部門與公民社會科際整合之專業管理人才

（2）精進公共行政與公共政策相關領域之研究創新

（3）發展為政府與民間之專業諮詢智庫及交流平台



我們憑什麼可以達成目標？



我們憑什麼可以達成目標？

一、因為我們有精湛傑出的師資

本系以跨領域與多元專業師資陣容見長，目前

共有專任教師23位（學位授予國包括台美英日德

法）、兼任教師32位；另有中研院合聘教師2位、

專門技術教師4位、助教及助理5位。

教師涵蓋相關領域之學術與實務菁英。



（一）專任教師

職 稱 姓 名 最 高 學 歷 專 長

教授兼
系主任

羅清俊
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

政策分析博士
分配政策與政治、議會政治、官僚行為與政治、
政策分析理論與方法、計量分析方法

教授 周育仁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
憲政體制、情緒管理與領導、台灣政治、政治行銷、
管制行政與政策

合聘教授 徐火炎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博士 比較政治學、政治心理與行為、選民投票行為研究

教授 許國賢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 政治哲學、西洋政治思想史

教授 顧慕晴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
行政學、行政倫理、比較行政、中國政治制度史、
發展行政、中國行政制度史

教授 張四明 美國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博士
公共政策、政府預算、績效衡量與管理、
災害防救組織、災難管理

教授 黃朝盟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公共行政學博士
電子化政府、行政資訊管理、策略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合聘教授 吳重禮 美國紐奧良大學政治學博士
美國政治（政治制度）、比較政治、選舉研究、
都市暨少數政治、國際關係

教授 呂育誠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博士 地方政府管理、市政學、公共管理、人事行政、行政學



（一）專任教師

職 稱 姓 名 最 高 學 歷 專 長

教授 林淑馨
日本國立名古屋大學
法學研究科法學博士

民營化、非營利組織、交通政策、公共管理

教授 郝培芝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政治學博士 國際關係、兩岸關係、全球化與區域化、區域整合理論

教授 羅至美
英國東英格蘭大學

政治社會國際學院博士
歐洲區域整合、全球化、經濟政策與管理、公共政策理
論、政治經濟學、英國政治

教授 劉嘉薇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
政黨與選舉、政治傳播、政治行為、政治社會化、社會
科學研究方法、社會科學統計

副教授 鄭又平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博士
政治發展、政治經濟學、比較政治、國際政治經濟學、
大中華經濟圈、媒體與政治

副教授 劉坤億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博士 人事行政、組織理論、公共管理

副教授 張育哲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公共事務學院博士

量化研究方法、地方經濟發展、地方財政、公共政策

副教授 胡龍騰 美國羅格斯大學公共行政學博士
績效管理與評估、政府部門知識管理、數位化治理與電
子化政府、透明治理、跨域治理

副教授 李仲彬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博士 政策創新與擴散、電子治理、公民參與、民意調查



（一）專任教師

職 稱 姓 名 最 高 學 歷 專 長

副教授 劉如慧 德國馬堡菲利普大學法學博士 憲法、行政法、環境法、歐盟法

助理教授 陳耀祥 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憲法、行政法、資訊科技法、媒體法、經濟法、國家學

助理教授 詹靜芬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博士 組織理論、組織行為、行政倫理、行政學

助理教授 黃婉玲
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

公共行政學博士
科技政策與管理、組織行為、環境政策

助理教授 陳澤鑫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
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研究方法與量化研究、形式理論、
選舉與投票行為

助理教授 陳思先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公共行政學博士
地方政府、跨域治理、公共政策、區域合作

助理教授 周家瑜 英國約克大學政治學博士 西洋政治思想史、近代政治哲學、十七世紀英國思想史



（二）兼任教師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授課科目

教授 陳金貴 美國北德州大學高等教育行政博士
人事行政、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臺灣公共
行政專題

教授 翁興利 美國匹茲堡大學公共政策博士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灣公共政策專題、
政策規劃專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

教授 陳志華 台灣大學政治系研究所法學博士 中華民國憲法

教授 林玉華 中國文化大學法學博士 政策規劃、市政學

教授 葉仁昌 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 中國政治思想史、政治社會學

教授 吳秀光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
公共議題經濟學、民主制度中的遊說操控：
理性抉擇途徑之研究、政府談判專題研究、
跨域管理

教授 丘昌泰
美國匹茲堡大學政策分析與研究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
質化研究方法

教授 紀俊臣 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 地方政府、行政救濟



（二）兼任教師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授課科目

教授 許立一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
政策制訂過程、官僚組織與行為專題、政府
再造理論與實務

教授 賴沅暉
德國畢勒佛大學社會學學院
( 科技政策與管理 ) 博士

公共政策、政策分析

副教授 管碧玲 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 國會政治專題、政策問題形成與建構研究

副教授 侯漢君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政策評估專題

副教授 陳儀深 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 台灣政治發展

副教授 游玉梅 美國喬治亞大學博士 人力資源專題、行政管理專題

副教授 李清榮 美國南加州大學公共行政博士 組織理論與行為、人力規劃

副教授 許道然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所博士 心理學、考銓理論與實務

副教授 衛民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 中華民國憲法



（二）兼任教師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授課科目

副教授 朱紹俊 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 西洋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導論

副教授 林文燦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 人力資源管理

副教授 李有容 英國艾塞克斯大學政府系博士 量化研究方法（一）

副教授 吳宗憲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 台灣公共政策專題

副教授 許耿銘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 永續發展政策

副教授 蘇子喬 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 政治經濟學

助理教授 洪淑宜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 人群關係、創意思考、創造力訓練

助理教授 陳朝建 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 行政法專題研究

助理教授 莫永榮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 人事行政

助理教授 陳文學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 政黨利益團體與政策

助理教授 鄭惠文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 政策規劃、政策評估、政策執行



（二）兼任教師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授課科目

助理教授 洪偉勝 英國愛丁堡大學法學博士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

助理教授 邢瑜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 官僚制度與行為、政治與現代社會

講師 賴國星 政治大學法律學碩士 行政法

講師 劉明堅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 台灣政治發展、模擬立法院、立法程序

專技教師
(副教授級)

李嵩賢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 人力資源發展、人事行政專題研究

專技教師
(副教授級)

蔡文賢
美國俄亥俄州立辛那堤大學材料工程

所博士
公益創投與社會企業

專技教師
(副教授級)

陸宛蘋 澳門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博士 非政府組織

專技教師
(副教授級)

沈建中 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法學博士 各國人事制度、比較政治



我們憑什麼可以達成目標？

二、因為我們有嚴謹與多元的課程設計

本系課程設計分為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各學制課程規劃兼顧理論與實務，必修課程
分述如下表（102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學士班畢業須修滿130學分，

課程除校訂必修、通識學分外，本系必修課程如下：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必

修

學

分

政治學（6） 公共政策（4） 行政法（6）

x行政學（6）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4）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4）

9

科

選
6

科

必

修

x

量化研究方法（一）（4） 人事行政（4） 行政倫理（4）

比較政府（4） 財務行政（4） 地方政府（4）

西洋政治思想史（4） 非營利組織管理（4）

中國政治思想史（4）

備註：（）為學分數



行政管理 公共政策

政治經濟

與政府
公民社會

此外，學士班課程規劃分為四大學
群：

為建立學生專業研習之特色，

落實分學群選課，每學群開設

約15門核心課程，學生修滿核心

課程16學分得請頒證書。



行政管理學群核心課程 公共政策學群核心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科目名稱 學分

公共管理 4 考銓理論與實務 4

管理學 4 電子化政府 4

人力資源管理 4 政府績效管理 4

行政理論 3 行政救濟 4

官僚制度與行為 2 行政管理專題 2

組織經濟學 4 行政法各論 4

組織理論與行為 4 策略管理 4

各國人事制度 4

科目名稱 學分 科目名稱 學分

政策規劃 2 法政策學 2

政策執行 2 政策行銷 2

公共政策名著導讀 4 量化研究方法（二） 4

民意調查與分析 4 分配與重分配政策 3

台灣公共政策專題 4 政策問題認定 2

國會法案分析 3 媒體、企業與政治 4

政策分析 4 公共政策成本效益分析 4

政策評估 2

各學群核心課程表列如下：



政治經濟與政府學群核心課程 公民社會學群核心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科目名稱 學分

政治社會學 4 政治衝突 3

政府與企業 4 當代各種主義 4

政治傳播 4 近代中國政治思潮 4

比較政治 2 大中華經濟圈 4

選舉與投票行為 4 中國政治制度史 4

政治發展理論 4 國際政治經濟學 4

歐洲統合導論 2 憲法專題研究 4

歐洲經濟與貨幣整合 2

科目名稱 學分 科目名稱 學分

公民社會導論 2 非政府組織 2

公民參與 2 社會企業 2

公共事務專題（一） 2 公益創投 2

公共事務專題（二） 2 全球化與公共行政 2

公共關係 4 社會創新與社會企業 4

公私協力關係 2 公共事務個案分析 4

社區發展與參與 2 公共治理 4

公民社會導論 2 非政府組織 2

各學群核心課程表列如下：



公共行政組 公共政策組 政治經濟與政府組

共同
必修

量化研究方法（2）

質化研究方法（2）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2）

分組
必修

公共行政研究（3） 公共政策研究（3）

政治學研究（3）

比較政治理論（3）

政治經濟學專題（3）

六選二
必修

公共政策研究（3） 公共行政研究（3）

行政法專題（3） 政策規劃專題（3）

行政倫理專題（3） 政策執行專題（3）

公共預算理論（3） 政策評估專題（3）

組織理論與行為專題（3） 決策分析方法（3）

公共管理專題（3） 政策論證（3）

 碩士班須修滿32學分，必修課程如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公共行政專題 2 必修

公共政策專題 2 必修

質化研究方法 2 必修

量化研究方法 2 必修

 博士班畢業須修滿28學分，必修課程如下：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必

修

學

分

政治學（6） 公共政策（4） 行政法（6）

x行政學（6）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4）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4）

9

科

選
6

科

必

修

量化研究方法（一）（4） 比較政府（4） 人事行政（4） 行政倫理（4）

西洋政治思想史（4） 地方政府（4）

中國政治思想史（4） 財務行政（4）

非營利組織管理（4）

 進修學士班畢業須修滿130學分，
課程除校訂必修、通識學分外，本系必修課程如下：



 碩士在職專班畢業須修滿32學分，必修課程如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公共行政研究 2

公共政策研究 2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 2

九選四
必修

量化研究方法 2

質化研究方法 2

公共管理專題 2

行政法專題 2

組織理論與行為專題 2

行政倫理專題 2

公共預算理論 2

情緒管理與領導專題 2

政策問題分析 2



三、因為我們的師生積極參與各種學術與
社會服務活動

我們憑什麼可以達成目標？



（一）教師執行科技部與非科技部研究計畫

學年度 科技部研究計畫案 (件) 非科技部研究計畫案 (件)

100 11 9

101 12 11

102 11 18

103 11 4

104 10 7

105 13 6

106 12 統計中



（二）本系教師近十年累計專書出版數量

▲ 周家瑜老師專書
Rethinking Hobbes and Kant

獲 Routledge 出版

學年度
專書出版數量

[逐年累計(本)]
學年度

專書出版數量

[逐年累計(本)]

95 9.5 101 34

96 19.5 102 38

97 23 103 41

98 27 104 44

99 31 105 47

100 33



（三）教師借調服務政府重要職務

教師 借調服務單位/職稱

吳秀光
(前本系專任教師，現為兼任教師)

台北市副市長

翁興利
(前本系專任教師，現為兼任教師)

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副校長

劉如慧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委員

劉坤億
桃園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桃園捷運公司董事長

郝培芝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政務副主任委員

陳耀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依借調時間先後順序排列



（四）教師兼任重要職務

*僅摘列教師部分兼職，詳細資訊請參教師個人網頁

教師 兼任職務

羅清俊
桃園市政府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委員
台北縣政府法規會委員

周育仁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政策顧問
新北市研考會研考委員

張四明 國家發展委員會諮詢委員

黃朝盟 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會顧問

呂育誠
新北市政府研考會研考委員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市政顧問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員

郝培芝
陸委會諮詢委員
中華歐亞基金會顧問
桃園市政府兩岸事務小組諮詢委員

羅至美 考試院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

劉嘉薇
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
臺北市政府民意調查諮詢委員會委員
客家電視台新聞暨節目自律委員會委員

教師 兼任職務

鄭又平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民意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
台灣醫事聯盟協會顧問

劉坤億

行政院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第二屆監察人
行政法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第二屆董事會監察人
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顧問
臺北市政府服務品質獎考評委員

張育哲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研究委員

胡龍騰
電子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台灣透明組織常務理事

詹靜芬
國防部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廉政會報委員

陳耀祥
行政院新聞局法規委員會委員
國防部法規委員會委員
文化部訴願委員法規委員會委員

劉如慧
行政院勞委會職業訓練局訴願委員會委員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台灣環境法學會理事



（五）舉辦各種重要學術研討會

106.04.01 「促進民間投資政府公共服務之問題與對策」圓桌論壇

105.12.03 2016 年全國碩士在職專班暨碩博士班論文成果發表會

105.12.02 公共行政研究的反思與應用學術研討會暨陳金貴教授榮退紀念論壇

105.05.27-105.05.28 2016年TASPAA臺灣公共行政的自省與躍升：學術與實務整合學術研討會議

104.11.28 2015年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成果發表會

104.11.27 中央與地方政府治理的挑戰與展望：圓桌論壇暨論文發表

103.12.12-103.12.13 2014年研究生論文成果發表會

103.06.14
公共政策、公共事務與永續發展-

公共事務學院六十五週年院慶系列活動暨慶祝張世賢教授七十華誕學術研討會

102.12.07 憲政改革、地方自治與公共事務發展－慶祝董翔飛大法官八十華誕學術研討會

102.11.30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2013年研究生論文成果發表會

102.06.08 繆全吉教授逝世二十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

101.12.08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2012年研究生論文成果發表會

101.10.15-101.10.16 2012公務人力資源發展國際研討會

101.03.17 第三屆半總統制與民主學術研討會-「半總統制與民主：檢視二合一選舉的憲政意涵」



（六）教師參與國際交流活動

學年度 內容

105 浙江大學暨上海夜未眠參訪

104

碩士在職專班四川大學參訪團（四川）

兩岸政府與公共服務績效評估學術交流
參訪團（四川）

復旦大學及上海財經大學MPA師生參訪團

101

提昇公共管治能力：2012 年兩岸四地
學術研討會（澳門）

第八屆兩岸四地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成都）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參訪團

▸教師(生)組團兩岸交流活動

教師 內容

羅至美

以「歐盟模式與兩岸關係, Applying EU Model to Taiwan-

China Integration (EUTWCN)」申請案通過2015年歐盟莫內
計畫 (Erasmus+ Jean Monnet Activities 2015)審核，榮獲莫內
模組課程(Jean Monnet Module) 獎勵，獲得22680歐元獎助。
亦是臺北大學建校以來首次獲得此國際獎項的殊榮。

(2016) EU Centres Asia Pacific Researcher Workshop on 

Asia and the EU: Cooperation between Communities of  

Shared Values and Goals?,  Macau (EUAP-M), Macau. 

張四明
(2017) 78th ASPA, Atlanta, Georgia. 

(2016) 77th ASPA, Seattle, Washington. 

(2015) 76th ASPA, Chicago, Illinois. 

劉嘉薇
(2015) 2nd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Athens, Greece. 

(2014)APSA, Sydney, Australia. 

胡龍騰
(2016) 77th ASPA, Seattle, Washington. 

(2015) 76th ASPA, Chicago, Illinois. 

李仲彬
(2017) 78th ASPA, Atlanta, Georgia. 

(2015) 76th ASPA, Chicago, Illinois. 

陳思先
(2015) 76th ASPA, Chicago, Illinois.

(2014)44th UAA, San Antonio, Texas.

▸教師個人近年國際交流活動

▸僅摘列，詳細資訊請參本系與教師個人網頁



（七）學生國際交流

學年度 國家 學校 姓名

1 101 俄羅斯 人民友誼大學 斯o賢

2 102 日本 明治大學 張o美

3 102 日本 甲南大學 陳o玲

4 102 中國 南京大學 陸o羽

5 102 中國 西南政法大學 鐘o儷

6 102 香港 城市大學 鍾o晴

7 103 中國 人民大學 湛o筑

8 103 中國 廈門大學 石o嘉

9 103 中國 武漢大學 傅o

10 103 中國 中國政法大學 王o萱

學年度 國家 學校 姓名

11 104 奧地利 茵斯堡大學 陳o寧

12 104 韓國 世宗大學 賴o璇

13 104 香港 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林o瑄

14 104 日本 明治大學 楊o錞

15 104 捷克 布拉格生命科學大學 孫o俐

16 105 美國
紐約州立大學
(新帕爾茲分校)

吳o瑜

17 105 日本 神戶大學法學部 黃o祐

18 105 日本 關西學院大學 何o然



（八）學生參與政策創發競賽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年團隊政策研發競賽表現：

 102年本系學生提案榮獲優選。

 103年本系學生提案榮獲優選。

 104年本系學生提案榮獲優勝。
《Further distance Closest care－

遠距在醫療照護上的應用》



▸ 2014年成立公共服務隊（2017年改名為三角湧公共服務隊 ）

▸ 2014年~2017年：

 協助在地老農舉辦農產品行銷

 了解移工工作狀況與困境

 協助台北市辦理參與式預算制度的推動

▸ 2017年~：

 協助三峽區老街觀光政策議題的調查與方案研擬

（九）三角湧公共服務隊的成立



我們訓練出什麼樣的學生？

他們對於本系的評價如何？

走什麼樣的路？



考試類別 錄取人數
占總畢業生的比例
(總畢業人數=1411人)

地方特考
三、四、五等

105 7.44%

高普考 203 14.39%

特考 153 10.84%

總計 461 32.67%

96-105年學士班畢業生(1411人)

參加近五年(101-105年)國家考試錄取人數

**  地方特考包括各類行政、民政、人事行政等。
高普考包括各類行政、法律廉政、績效審計、民政、人事行政等。
特考包括警察特考、移民特考、國安特考、海巡特考、調查局特考等。

擔任常任文官

參加國家考試



考試類別 錄取人數
占總畢業生的比例
(總畢業人數=1411人)

地方特考
三、四、五等

38 4.48%

高普考 65 7.67%

特考 73 8.61%

總計 176 20.75%

96-105年進修學士班畢業生(848人)

參加近五年(101-105年)國家考試錄取人數

**  地方特考包括各類行政、民政、人事行政等。
高普考包括各類行政、法律廉政、績效審計、民政、人事行政等。
特考包括警察特考、移民特考、國安特考、海巡特考、調查局特考等。

擔任常任文官

參加國家考試



考試類別 錄取人數
占總畢業生的比例
(總畢業人數=1411人)

地方特考
三、四、五等

39 9.01%

高普考 77 17.78%

特考 47 10.85%

總計 163 37.64%

96-105年碩士班畢業生(433人)

參加近五年(101-105年)國家考試錄取人數

**  地方特考包括各類行政、民政、人事行政等。
高普考包括各類行政、法律廉政、績效審計、民政、人事行政等。
特考包括警察特考、移民特考、國安特考、海巡特考、調查局特考等。

擔任常任文官

參加國家考試



擔任常任文官

參加國家考試

學制 錄取人數 /總畢業生 占總畢業生的比例

學士班 262 /1560人 16.79%

進修學士班 90 /916人 9.82%

碩士班 93 /454人 20.48%

合計 445 /2930人 15.19%

96-106年各學制畢業生
參加近六年(101-106年)高普考錄取人數



各屆學士班畢業生參加106年高普考的錄取人數

擔任常任文官

參加國家考試

考試 畢業年 錄取人數

106年高普考

96 1

97 3

98 2

99 3

100 1

101 2

102 7

103 5

104 9

105 10

106（應屆） 16

合計 59



在政府機關服務的系友分布如何？
分類 人數 百分比

按職系分類

一般行政 450 28.5%

人事行政 356 22.6%

一般民政 79 5.0%

戶政 37 2.3%

廉政 34 2.2%

司法行政 31 2.0%

安全保防 27 1.7%

社會行政 20 1.3%

經建行政 20 1.3%

文化行政 16 1.0%

勞工行政 16 1.0%

財稅行政 14 0.9%

教育行政 13 0.8%

其他 95 6.0%

非屬職系分類

教育人員 223 14.1%

警察人員 52 3.3%

其他 95 6.0%

總計 1578 100.00%

擔任常任文官

參加國家考試



本系學生畢業後可選擇於國內或赴國外研究所升學進修。

近年來，也有為數不少的學生考取法律研究所、經濟學
研究所、大眾傳播研究所、統計學研究所。

研究所主要類別

公共行政研究所

公共政策研究所

公共事務研究所

公共行政暨政策研
究所

政治學研究所

政治經濟學研究所

東亞研究所
（大陸問題研究所）

國家發展研究所

外交研究所

勞工研究所

企業管理研究所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非營利組織管理研究所

教育行政暨政策研究所

考取各種專業
領域的

繼續進修



獲得 ，

從事學術工作

繼續進修

姓名 任教學校/系所

張其祿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劉宜君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教授

衛民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教授

王信賢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馬群傑 國立台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陳世哲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特聘教授

許立一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許道然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黃國敏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郭耀昌
中國文化大學碩士在職專班青少年兒童福利
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吳宗憲 台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傅彥凱 中華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許耿銘 台北教育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吳怡融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姓名 任教學校/系所

洪淑宜 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張筵儀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陳欽春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陳文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葉明勳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助理教授

李俊達 台北教育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吳偉寧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蔡錦昌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王文君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林易錦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Business Analytics, Frank G. Zarb

School of  Business, Hofstra University

歐崇亞 中山大學南方學院政商研究院助理教授

楊俊煌 山東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海外特聘教師



姓名 任教學校/系所

羅清俊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周育仁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顧慕晴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張四明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黃朝盟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呂育誠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林淑馨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劉坤億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胡龍騰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詹靜芬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獲得 ，

從事學術工作

繼續進修



以104年學士班畢業生(畢業後兩年) 就業狀況調查為例

私人機構
38.0%

非營利組織
2.5%

公家機關
21.5%

研究所
34.2%

3.8%

私人機構

非營利組織

公家機關

研究所

準備考試/服兵役

N=81



以104年學士班畢業生(畢業後兩年) 就業狀況調查為例

私人機構
38.0%

N=81

南山人壽…

仁寶電腦…

長榮航空…

遠東百貨、大潤發

寶成集團…

統一企業…

金融業
9.4%

電腦電子資訊業
15.6%

航空運輸旅遊業
12.5%

百貨零售業
9.4%製造業

12.5%

其他私人企業
40.6%

金融業

電腦電子資訊業

航空運輸旅遊業

百貨零售業

製造業

其他私人企業



台灣大學
25.9%

政治大學
18.5%台北大學

37.0%

中央大學
3.7%

成功大學
7.4%

其他大學
7.4%

台灣大學

政治大學

台北大學

中央大學

成功大學

其他大學

以104年學士班畢業生(畢業後兩年) 就業狀況調查為例

研究所
34.2%

N=81



對於母系的

本系

畢 生業

評價



針對101-104年學士班畢業生的調查（N=306）
：這四年的畢業生對本系的平均認同程度與光榮感

► 對本系的認同程度 ► 是否以就讀學系為榮

認同
93.38%

光榮
95.28%



行政系大家庭歡迎您，更多內容
請參閱http://pa.ntpu.edu.tw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237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

Tel : (02) 8671-1006

Fax : (02) 8671-9223

Mail : pa@mail.ntp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