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大綱
社會科學領域－法律與政治學群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國防教育：國防政策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National Defense Policies

開課系所班級
(dept. & year)

通識教育中心

學分
(credits)

2

規劃教師
(teacher)

教官室
林欣郁

課程類別
(course type)

必修

授課語言
(language)

中文或英文

開課學期
(semester)

上或下

從傳統軍事安全的角度探討國家安全的意涵與範圍，以及非傳統國家安全
議題對國家及區域安全所造成影響，建構出綜合性國家安全的概念，進而
了解國防政策、支持國防建設，建立全民國防意識。
課程簡述
Exploring the meaning and scope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understanding
(course description) the influences of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on national and
regional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military security. Therefore
it will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Students could
understand the national defense policy, and support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and establish national awareness of national defense in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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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能力

配比

core learning
outcomes

合計
100%

1. 建 構 國 防 政策 之 基本概 念 及 架 1. Constructing the basic concepts
and framework of national defense
構。
policies.
2. 瞭解影響我國國家安全核心因素
2. Helping students understand how
的兩岸關係、東北亞國際情勢與
the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我戰略地位。
China affects Taiwan’s national

人文素養

0%

科學素養

20%

溝通能力

30%

security factors,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f Northeast Asia, and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Taiwan.

創新能力

0%

國際視野

50%

社會關懷

0%

3. 現階段國防政策說明。

3. Introducing the national defense
policy at the present stage.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course objectives)
教學方法 (teaching methods)

學習評量方式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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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講授
二、討論
三、習作

一、出席狀況 40%
二、測驗 30%
三、作業 10%
四、口頭報告/書面報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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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的概念與意涵
二、國防政策制定考慮因素
三、國防報告書摘述
第二週 從軍事安全的角度分析：全球安全情勢
第三週 從軍事安全的角度分析：亞太安全情勢
一、東北亞安全情勢
二、東南亞安全情勢
第四週 從軍事安全的角度分析：兩岸安全情勢
一、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概述
二、我國大陸政策演變
第五週 從軍事安全的角度分析：兩岸安全情勢
一、我國大陸政策與中共對臺政策之現況
二、中共對臺威脅及我國反制之道
第六週 本課程參與校內國際情勢專題講座
第七週 我國國防政策
一、我國國防政策、法源
二、我國國防政策法制與組織再造
第八週 我國國防政策
一、我國國防兵力結構
二、創新與不對稱作戰
三、我國國防政策主軸
第九週 期中考試
第十週 我國國防政策未來發展願景
一、國防轉型
二、國防武力
第十一週 我國軍事戰略構想與目標
一、我國國防戰略
二、我國軍事戰略
第十二週 國防戰力
一、國防武力
二、國防資源與災害防救
第十三週 兵役實務與募兵制生涯規劃
一、兵役制度沿革
二、募兵制度發展
第十四週 兵役實務與募兵制生涯規劃
一、兵役作業程序
二、國軍志願役班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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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愛國教育
一、四年期國防總檢討
二、年度漢光演習
第十六週 國防政策專題研討
第十七週 國防政策專題研討
第十八週 期末考試
教科書與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s)
1.《國防政策》，程富陽、蔡政廷，國防部出版。
2.《中華民國國防報告書》，國防部出版。
3.《簡明世界局勢》，張道宜、李明黎、黃品維修訂，易博士出版。
4.《國家安全的理論與實際》，臺北，時英出版。
5.《圖解世界問題真相》，臺北，大是出版。
6.《東亞戰略概觀 2013》，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7.《國防政策與國防報告書》，全華出版。
8.《兩岸關係研究（第三版）》，張五岳主編，新文京出版社。
9.《兩岸關係與政府大陸政策》，三民出版社。
10.《三戰風雲－新形勢下的台海危機》，亓樂義，黎明文化。
11.《資訊即力量》，美國陸軍戰爭學院，國防部國防大學。
12.《台灣國防變革：1982-2016》，黃煌雄，時報出版。
13.《國防二法與中華民國軍制變革》，陳勁甫，前程文化。
14.《國防科技政策探討與研究：以系統觀點探討兩岸軍力平衡發展動態模式》
，蘇民，致知學術
出版。
15.《國防大學戰爭學院第 1 屆「戰略與國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蔡傳聖等作，丘樹華主編，
國防部國防大學。
16.《戰爭、戰略與軍事效能》，威廉森‧穆瑞著，黃文啟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編譯處。
17.《軍事轉型與戰略：軍事事務革新與小國》
，盧福偉、蕭光霈、劉力瑄，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編
譯處。
18.《非傳統安全重大災害救援行動》，王俊南等，國防部國防大學。
19.《國軍從事非軍事安全作為之角色》
，王育才、游志仁，國防部國防大學。
20.《役氣昂揚：民國百年役政沿革》，內政部役政署。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teaching aids & teacher's website)
另行公告
課程輔導時間
(office hours)
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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