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選 課名 學分數 開課單位 備註

必修 歐盟法概論 2 政治系 第1學期開課

必修 歐盟與國際政治專題 2 政治系 第2學期開課

必修 歐盟歷史與制度 2 政治系 停開

必修 認識歐洲與歐洲聯盟 2 政治系 第1學期開課

必修 歐洲國際關係與安全合作 2 政治系 第1學期開課

必修 歐洲經濟一 (產業與貿易) 2 經濟系 停開

必修 近代歐洲商業社會與文化 2 歷史系 第1學期開課

必修 經濟貨幣整合：歐元區理論與實證 3 國發所 第2學期開課

必修 歐盟社會政策專題 2 國發所 第1學期開課

選修 歐盟經貿法 3 政大跨校 109-2加入

選修 歐洲社會與歐盟政經問題 3 政大跨校 109-2加入

選修 區域整合與歐亞關係 3 政大跨校 110-1加入

選修 歐洲文化與文明 2 政大跨校 109-2加入

選修 歐洲人權公約與司法實踐 3 政大跨校 110-1加入

選修 歐盟法導論 3 政大跨校 109-2加入

選修 歐洲對外關係 3 政大跨校 110-1加入

選修 歐洲文學1800以後 3 外文系

選修 德文法學名著選讀一 2 法律系

選修 德文法學名著選讀二 2 法律系

選修 德文法學名著選讀三 2 法律系

選修 德文法學名著選讀四 2 法律系

選修 法文法學名著選讀一 2 法律系

選修 法文法學名著選讀二 2 法律系

選修 法文法學名著選讀三 2 法律系

選修 法文法學名著選讀四 2 法律系

選修 西洋政治哲學一 2 政治系

選修 西洋政治哲學二 2 政治系

選修 法文社會科學文獻選讀專題 2 政治系

選修 西洋哲學史一上、下 3、3 哲學系

選修 西洋哲學史二上、下 2、2 哲學系

選修 當代歐陸哲學 3 哲學系

選修 法國憲法與政治專題 2 國發所

選修 文藝復興 3 歷史系

選修 歐洲藝術名作閱讀 3 師大跨校 109-2 三校聯盟跨校課程

選修 歐洲地理文化的幻象與相遇 3 師大跨校 109-2 三校聯盟跨校課程

選修 歐洲電影史 3 師大跨校 109-1 三校聯盟跨校課程

選修 歐洲文化史 3 師大跨校 109-1 三校聯盟跨校課程

選修 法國文化與觀光專題研究 3 師大跨校 106-2 三校聯盟跨校課程

選修 歐洲聯盟法總論 2 法律系 ~99-2停開

選修 歐洲法 2 法律系 ~98-1停開

選修 歐洲聯盟法專題 2 法律系 ~94-2停開

選修 歐陸法制史導論 2 法律系 ~94-2停開

選修 歐洲人權法(專題) 2 法律系 ~99-2停開

選修4學分

  C方案專業課程一覽表
(110.01.05更新)

必修8學分

(至少選4門

修習)

105-2 學期起C方案專業課程新增必選修規定，105-2學期錄取同學需從必修課表中至少選4門課修習，而

後再從選修課表中修習剩下學分，必選修學分數總合為12。(104-2學期前進入學程者則沿用舊制，不分

必、選修，於下表自由修習滿12學分即可。)

政治大學

校際選課

(可充抵必

修)   more

info.

http://www.forex.ntu.edu.tw/%e3%80%8c%e6%ad%90%e6%b4%b2%e6%9a%a8%e6%ad%90%e7%9b%9f%e7%a0%94%e7%a9%b6%e5%ad%b8%e7%a8%8b-c%e6%96%b9%e6%a1%88%e3%80%8d%e8%87%aa109-2%e5%ad%b8%e6%9c%9f%e8%b5%b7%e6%94%bf%e6%b2%bb%e5%a4%a7%e5%ad%b8/
http://www.forex.ntu.edu.tw/%e3%80%8c%e6%ad%90%e6%b4%b2%e6%9a%a8%e6%ad%90%e7%9b%9f%e7%a0%94%e7%a9%b6%e5%ad%b8%e7%a8%8b-c%e6%96%b9%e6%a1%88%e3%80%8d%e8%87%aa109-2%e5%ad%b8%e6%9c%9f%e8%b5%b7%e6%94%bf%e6%b2%bb%e5%a4%a7%e5%ad%b8/
http://www.forex.ntu.edu.tw/%e3%80%8c%e6%ad%90%e6%b4%b2%e6%9a%a8%e6%ad%90%e7%9b%9f%e7%a0%94%e7%a9%b6%e5%ad%b8%e7%a8%8b-c%e6%96%b9%e6%a1%88%e3%80%8d%e8%87%aa109-2%e5%ad%b8%e6%9c%9f%e8%b5%b7%e6%94%bf%e6%b2%bb%e5%a4%a7%e5%ad%b8/
http://www.forex.ntu.edu.tw/%e3%80%8c%e6%ad%90%e6%b4%b2%e6%9a%a8%e6%ad%90%e7%9b%9f%e7%a0%94%e7%a9%b6%e5%ad%b8%e7%a8%8b-c%e6%96%b9%e6%a1%88%e3%80%8d%e8%87%aa109-2%e5%ad%b8%e6%9c%9f%e8%b5%b7%e6%94%bf%e6%b2%bb%e5%a4%a7%e5%ad%b8/
http://www.forex.ntu.edu.tw/%e3%80%8c%e6%ad%90%e6%b4%b2%e6%9a%a8%e6%ad%90%e7%9b%9f%e7%a0%94%e7%a9%b6%e5%ad%b8%e7%a8%8b-c%e6%96%b9%e6%a1%88%e3%80%8d%e8%87%aa109-2%e5%ad%b8%e6%9c%9f%e8%b5%b7%e6%94%bf%e6%b2%bb%e5%a4%a7%e5%ad%b8/


選修 歐洲契約法專題研究一 2 法律系 ~100-2停開

選修 歐洲契約法專題研究二 2 法律系 ~100-2停開

選修 歐洲契約法專題研究三 2 法律系 ~100-2停開

選修 歐洲契約法專題研究四 2 法律系 ~100-2停開

選修 歐盟法與生命對話(專題討論) 2 法律系 ~105-2停開

選修 歐盟法社會學專題討論二 2 法律系 ~99-1停開

選修 歐陸法制史專題一 2 法律系 ~100-2停開

選修 歐陸法制史專題二 2 法律系 ~100-2停開

選修 歐陸法制史專題三 2 法律系 ~100-2停開

選修 歐陸法制史專題四 2 法律系 ~100-2停開

選修 歐盟法與生命文化 2 法律系 ~105-1停開

選修 歐洲國際關係 2 政治系 ~101-1停開

選修 歐盟全球戰略專題 2 政治系 ~98-1停開

選修 歐洲聯盟專題 2 政治系 ~106-1停開

選修 英國政治社會  2 政治系 ~95-2停開

選修 英國政治發展專題 2 政治系 ~94-2停開

選修 法文經典文獻選讀專題 2 政治系 ~106-2停開

選修 歐洲聯盟 2 政治系 ~97-1停開

選修 歐洲化專題研究 2 國發所 ~101-1停開

選修 歐洲聯盟專題研究 2 國發所 ~101-2停開

選修 歐洲統合導論   3 國發所 ~101-2停開

選修 歐洲經濟二 2 經濟系 ~99-2停開

選修 德意志社會文化史 (一)(二) 2 歷史系 ~101-2停開

選修 歐洲基督教文化史 3 歷史系 ~98-1停開

選修 現代歐洲文化 3 歷史系 ~98-2停開

選修 歐洲思想史資料選讀 3 歷史系 ~106-2停開

選修4學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