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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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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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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程除了期中考、期末考以及一門相關議題講座之外，共分為 15 週。
主要聚焦於冷戰後全球區域情勢變化，觀察亞太區域情勢發展及兩岸關係
發展現況對臺灣之影響。以多面向互動學習，鼓勵學生參與討論，藉此深
化全民國防教育。
課程簡述
Except for the middle term, final examinations and one related speech, this
(course description) course is divided in 15 weeks. This Course focus on the 3 main issues: 1. The
changing of global trends in regions after cold war, 2. Observing the
development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Pan-Asia Area, 3. The current
developments of the Cross Strait Relationship and its influence to Taiwan. An
interactive discussion is implemented in this course, in order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ng and strengthen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s)

無

課程目標與核心能力關聯配比(%)
(relevance of course objectives and core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立足臺灣，放眼天下；放眼全球， 1.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iwan and the trend of the world,
深耕臺灣。
mak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2. 發展國際宏觀視野以期掌握全球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
未來趨勢。
2. Widening the students with
global macro-vision to master the
3. 從國際議題討論培養反思批判能
global trends in the future.
力。
3. Cultivating the students with the
capabilities of rethinking and
criticizing by means of discussing
international issues.

核心能力

配比

core learning
outcomes

合計
100%

人文素養

30%

科學素養

0%

溝通能力

10%

創新能力

0%

國際視野

60%

社會關懷

0%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course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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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 (teaching methods)

講授、討論、習作

學習評量方式 (evaluation)
出席狀況 50%
測驗 30%
作業 10%
口頭報告/書面報告 10%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 / 考試進度、備註）
(course content and homework / tests schedule)
第一週 緒論
一、世界趨勢概論
二、全球化與國家之角色
第二週 國防報告書簡介與亞太情勢概述
第三週 東北亞區域情勢分析
一、東北亞區域情勢
二、議題研討-北韓核武危機、釣魚臺列嶼主權爭議
第四週 講座
第五週 東南亞區域情勢分析
一、東南亞區域情勢
二、議題研討-廣大興 28 號漁船槍擊事件
三、議題研討-南海主權爭議
第六週 南亞區域情勢分析
一、南亞區域情勢
二、議題研討-印度、巴基斯坦衝突
第七週 中亞區域情勢分析
中亞區域情勢(中亞五國、阿富汗局勢發展)
第八週 中東區域情勢分析
中東區域情勢(美伊戰爭、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美洲區域情勢分析
第十一週 歐洲區域情勢分析
第十二週 敵情教育及中共發展現況
一、認識「中國共產黨」、機艦與人員識別
二、認識國家機密保護法及軍事安全
三、中共政治、經濟、外交及軍事發展現況
第十三週 兩岸情勢發展現況
第十四週 武裝衝突法及日內瓦公約簡介
第十五週 非傳統安全威脅議題研討(一)
一、金融危機、國家債務危機
二、貪汙及洗錢問題
三、國際恐怖主義
第十六週 非傳統安全威脅議題研討(二)
一、氣候變遷議題
二、風災及地層下陷議題
三、核災危機
四、大規模疾病傳染
第十七週 非傳統安全威脅議題研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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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一、非法人口流動及難民議題
二、海上安全議題(索馬利亞海盜)
三、跨國犯罪、網際網路、資訊安全的影響
期末考

教科書與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s)
1. Roger Bootle。2016 年 12 月。《歐盟大麻煩》。好優文化出版。
2.顏建發。2014 年 12 月。《台灣的選擇：亞太秩序與兩岸政經的新平衡》。新銳文創出版。
3. Andrea Di Nicola, Giampaolo Musumeci。2016 年 10 月。《人口販子的告白》。大塊文化出版。
4. 賴岳謙。2014 年。《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對亞洲權力結構的影響》。秀威出版。
5. Tachibana Akira。2013 年 12 月。《洗錢》。經濟新潮社出版。
6.林文隆、李英豪。2015 年 1 月。《鷹凌亞太：從美國的再平衡戰略透視亞太軍演》。獨立作家
出版。
7.Michael Lewis。2012 年。《自食惡果-歐債風暴與第三世界之旅》。財信出版。
8.Michael Walzer, "The Triumph of Just War Theory," Social Research, Vol.69, no.4(Winter 2002),
pp.925-944. (有關戰爭合法性之探討)
9.陳牧民、陳鳳瑜。2014 年。《電影與國際關係》。五南出版。
10.龐士東。2009 年。《囚犯的兩難》。左岸文化。
11.馮並。2015 年 12 月。《一帶一路，全球發展的中國邏輯》。高寶國際出版。
12. Raj Patel。2008 年。《糧食戰爭》。東方出版社。
13.張錫模。2006 年。《全球反恐戰爭》。東觀國際文化。
14.Cronin, Audrey K. (2002) “Behind the Curv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3): 30-58
15. Barry R. Posen,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Grand Strategy, Strategy and Trac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 No.3 (Winter2001/02), pp.39-55.
16.韓奕華。2008 年。《能源博奕大戰》。新世界出版社。
17.日本資源問題研究會。2012 年。《圖解世界資源真相》。
18.不願面對的真相（紀錄片），派拉蒙。
19.陳牧民。2009 年。《國際安全理論》。五南出版。
20.古雲秀等著。2016 年。圖解簡明世界局勢。易博士出版。
21.蔡明彥。2008 年。《21 世紀美國東亞戰略與美日中安全關係》。鼎茂出版 。
22.國防部。2015 年。中華民國國防報告書，國防部。
23. Christopher Kojm。2012 年。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12 ), PP.1-160 關於國力之探討。
24.紅十字國際委員會，http://www.icrc.org
25.劉必榮。2008 年。《國際觀的第一本書》。先覺出版 。
26.大前研一。2016 年 9 月。《低慾望社會》。遠見天下文化 。
27.Roger Bootle。2016 年 12 月。《歐盟大麻煩》。好優文化 。
28.瑞穗綜合研究所。2016 年 5 月。《圖解聚焦東協》。易博士文化。
29.羅致政。2010 年 6 月。《ECFA 大衝擊，台灣的危機與挑戰》。新台灣國策智庫。
30.Anthony Giddens。2011 年 5 月。《氣候變遷政治學》。商周出版。
31.羅能•帕蘭等著。2010 年 8 月。《逃稅天堂?》
。時報出版。
32.Noreena Hertz。2005 年。《當債務吞噬國家》。天下雜誌出版。
33.加藤陽子。2016 年 12 月。《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廣場出版。
34.聯合報新聞部。2016 年 9 月。《南海危機，不能失去的主權》。聯合報新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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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teaching aids & teacher's website)
於課堂公告
課程輔導時間
(office hours)
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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