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雙聯學位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課程 
 附件 A 
條件 
研究生 1+1 銜接學程 
 成功完成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第一年碩士課程的 NCUE 學生，並且符合相關

入學資格者，得接受進入史崔克萊公共政策理科碩士學分課程的評估。 
 學生必須符合以下最低入學資格： 

 符合史崔克萊的英語語言能力要求，一般為雅思 6.5 而每項測驗達 5.5 
 完成 NCUE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第一年研究生課程(至少 14 學分)，成績

不得低於 GPA 85%/GPA 3.0 
 史崔克萊公共政策的理科碩士課程為期 12 個月，從 9 月開始，於次年 11 月結業。

不強制要求出席結業典禮。 
 有資格錄取本 1+1 銜接學程的研究生將成功完成 NCUE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的第一年研究生課程，並根據史崔克萊政府與公共政策學院取得滿足其學位所需

之課程學分。此外，本銜接課程的學生必須完成一本論文，此為其課程的主要部

分。 
 適用本 1+1 銜接學程期間，學生仍應維持原機構(NCUE)的註冊學籍。 
費用 
 約£14650(2019-20) 

 學費每年會變動，請同學出發前先行自 Strathclyde 大學網站上確認。 
獎學金 
 Strathclyde 大學：為了表彰 Strathclyde 大學與 NCUE 之間達成此份合作協議，依

本協議獲准入學的研究生將獲得減免 15%學費做為獎學金。 
 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可至彰師大國際處網站查看申請資格。 
 公育系：待定 

  



Attachment A  
附件A  

Course frame between Department of Public Affairs and Civic Education NCUE an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of Strathclyde University 

NCUE公共事務和公民教育學系與史崔克萊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的課程架構 
 本系每年至多提供 10 名學生申請雙聯學制課程。 

Annual quota for this articulation programme is up to 10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department. 

 抵免學分則依史崔克萊大學規定，最高可以抵免選修 9 學分。 

Credits wavier or transference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 of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which could be wavied or transferred up to 9 elective credits. 

  Department of Public Affairs and 

Civic Education NCUE 

NCUE 公共事務和公民教育學系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of 

Strathclyde University 

史崔克萊大學公共政策學院 

  Compulsory 

必修 

Selective 

選修 

Compulsory 

必修 

Selective 

選修 

Year 1 

一年級 

Semester 1 

第１學期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社會科學量化

研究方法 

 Seminar on 

Public 

Affairs 

公共事務專題

研究 

 Seminar on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Constitution

alism 

民主治理與憲

政發展專題研

究  

 Seminar on 

Civil Society 

 



公民社會專題

研究  

 Seminar on 

Human Rights 

Issues 

人權專題研究  

 Seminar on 

Local 

governance 

studies 

地方治理專題

研究  

 Seminar on 

Administrati

ve Law 

行政法專題研

究  

 Seminar on 

Internationa

l Relations 

國際關係專題

研究  

 Seminar on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社區治理專題

研究 

 Semester 2 

第２學期 

Qualitative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Seminar on 

Public Policy 

公共政策專題

 



社會科學質化

研究方法 

研究  

 Seminar on 

Political 

Party and 

Election 

政黨與選舉專

題研究  

 Seminar：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公民教育理論

專題研究  

 Seminar on 

Multicultura

lism and 

Multicultura

lism Policy 

多元文化專題

研究 

 Seminar on 

Taiwanese 

Political 

Economy 

臺灣政治經濟

發展專題研究 

 Seminar on 

Macroeconomi

cs 

總體經濟學專



題研究 

 Seminar on 

Global 

Governance 

全球治理專題

研究 

 Seminar on 

Civil Law 

民法專題研究 

  Students should take at least 14 

course credits before joining in 1+1 

degree programme. 

學生應修習至少 14 課程學分始符合

1+1 銜接學程計劃的資格 

 

Year 2 

二年級 

Semester 1 

第１學期 

 Policy Analysis  

政策分析 

 European 

Governance 

European 

Political 

Economy  

歐洲治理、歐

洲政治經濟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 Regimes  

國際制度與

政體  

 Principles of 

Research 

Design (if not 

taken as 

core)  

 Semester 2 

第２學期 

 Comparative 

Public Policy  

比較公共政策 

    Research 

Method: 

(2/4) 

研究方法： 

(2/4) 

 Principles of 

Research 

Design  

研究設計基

本原則  



 Quantitative 

Methods I  

量化研究方

法(1)  

 Quantitative 

Methods II 

量化研究方

法 (2) 

 Qualitative 

Methods  

質化研究方

法 

研究設計基

本原則(若非

核心課程時)  

 Quantitative 

Methods I (if 

not taken as 

core)  

量化研究方

法(1)(若非核

心課程時)  

 Quantitative 

Methods II (if 

not taken as 

core)  

量化研究方

法(2) (若非

核心課程時) 

 Qualitative 

Methods (if 

not taken as 

core)  

質化研究方

式(若非核心

課程時) 

   NOTE: Each semester should take one 

compulsory course, one research 

method course, one selective course.  

備註：每學期應修習一必修課程、一研

究方法課程、一選修課程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