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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簡介

一、 外語學院 成立年度：1989 年

本院為全國公立大學中唯ㄧㄧ所外國語文學院，為求學術與教學資源整合，104 學年

成立「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負責推廣翻譯、文化和文學之教學、研究與實務。本

院宗旨係以培養具宏觀國際視野之優秀外語人才為目標，除紮實之外語能力訓練外，

更教授文學、文化、語言教學等知識，鼓勵學生修習雙外語、雙專長，為國家培育學

術與實務兼具之外語人才。院目前總共教授 12 種外國語文，另配合 94 學年教育部補

助之「北區大學外文中心」計畫，目前已開設達 28 種外語，為臺灣各大學之冠。 

(一)、 組織架構



(二)、 系所簡介

二、 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成立年度：2015 年 

(一)、 簡介

本碩士學位學程結合土耳其語文學系、阿拉伯語文學系、外交學系及俄羅斯

研究所的教學研究能量，發展全國唯一針對中東、中亞研究之學術機構，由

中東、中亞地區諸語言及文化出發，深入研究中東、中亞地區之語言文學、

歷史文化、宗教發展、族群關係，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現況，為國家培育中

東、中亞地區學術人才，進而促進我國與中東、中亞地區間學術、文化、政

治、經貿等領域之交流與合作。  

(二 )、成立宗旨

1. 培養國內中東與中亞研究專業人才

2. 順應世界潮流，研究世界焦點問題

3. 促進學術研究國際化

4. 建構臺灣在地研究觀點

5. 教學、研究資源的整合

6. 促進我國與中東、中亞地區間學術、文化、政治、經貿交流



(三 )、  核心能力  

1. 專業創新  

(1) 具備中東、中亞研究專業知能  

(2) 具備獨立批判、思辨各種資料及現象之能力  

(3) 具備中東、中亞相關國家語文實務應用能力  

2. 人文關懷  

(1) 具備評論、分析與比較文化現象之能力  

(2) 具備以人本精神探索、鑑賞多元文化、藝術之能力  

3. 國際視野  

(1) 培養中東、中亞國際關係之背景知識  

(2) 逐步建構處理中東、中亞國際事務之專業能力  

(3) 形塑中東、中亞客觀史觀  

4. 具備中東中亞國際政經文社整合知識  

(1) 具備跨文化溝通與國際談判之基本能力  

(2) 具備中東、中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之跨領域知識  

 

貳、 課程地圖 

 

 

 



參、 畢業門檻檢定 

畢業學分 24 

必修課程 9 學分 

選修科目 15 學分 

修課特殊

規定 

(一)本學程學生畢業前必須完成碩士學位論文之撰寫，始得畢業。

(二)本學程學生必須於國內外大學開設之阿拉伯文、土耳其文、俄文、

波斯文或希伯來文語言課程，擇一種外語修讀至少6學分及格，始得

畢業(此6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三)通過上述語言檢定，或檢具相關修課證明者，經本學程事務會議通

過後，得免修讀。



肆、 課程規劃 

為使本學程學生對於中東、中亞地區有一整體性的了解，課程規劃以及授課師資安排，展現跨院、資源整合與共享的特質。

目前規劃由外交學系、俄羅斯研究所、阿拉伯語文學系及土耳其語文學系等專任教師共同支援必修課程，將以多元、跨領域

的內容提供學生更專業完整的訓練，滿足國內各界對此領域人才的需求。  

碩一上學期 碩一下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學分 
課外每周預 

估學習時間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學分 

課外每周預 

估學習時間 

560006-001 ※中東專題研究 3 4.5-6 小時 560936-001 ◎伊斯蘭法歷史、理論與實務 3 4.5-6 小時 

560007-001 ※中亞專題研究 3 4.5-6 小時 560005-001 ◎中東石油產業與地緣政治 3 4.5-6 小時 

560008-001 

560931-001 

560937-001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俄羅斯經濟現勢專題

◎中東衝突專題

3 

3 

3 

4.5-6 小時 

4.5-6 小時 

4.5-6 小時 

560947-001 

560930-001 

560933-001 

◎中東與中亞文化專題

◎獨立國協經濟發展研究

◎俄羅斯能源

3 

3 

3 

4.5-6 小時 

4.5-6 小時 

4.5-6 小時 

※必修◎選修 註：實際以教務處課務組公布為主 

碩二上學期 碩二下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學分 
課外每周預 

估學習時間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學分 

課外每周預 

估學習時間 

560936-001 

560946-001 

◎伊斯蘭法歷史、理論與實務

◎中東石油展業與地緣政治

◎中東民族專題

◎ 

3 

3 

3 

3 

4.5-6 小時 

4.5-6 小時 

4.5-6 小時 

4.5-6 小時 

560947-001 

560933-001 

◎中東與中亞文化專題

◎俄羅斯能源

3 

3 

4.5-6 小時 

4.5-6 小時 

※必修◎選修 註：實際以教務處課務組公布為主 



伍、 課程總覽 

560002-001 
中東專題研究(必) 

Seminar in Middle East 
3 學分 中東中亞一 3 小時 

﹝課程目標﹞ At the end of the class, students will learn various important topics related to th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and have the abilities to develop their own research 

agenda on the Middle East. 

﹝上課內容﹞ 1. History: (1) pre-Islamic to the end of Abbasid Empire

(2) Ottoman Empire

2. Religion: (1) sectarian issue

(2) Islamic law and finance

3. Society: (1) tribes

(2) kinship

4. Culture: (1) Islamic culture

(2) popular culture

5. Economy: (1) pre-oil Middle East

(2) discovery of oil

6. Politics: (1) state formation

(2) state system

(3)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 Gender: (1) male vs. femal

(2) LGBT

﹝備註﹞ English Taught 

560002-001 
中亞專題研究(必) 

Seminar in Central Asia 
3 學分 中東中亞一 3 小時 

﹝課程目標﹞ Through assigned readings and class discussion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learn 

and develop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sensitivity towards the many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the region. 

﹝上課內容﹞ 1. Law and society

2.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3. Islamic and Modern Education

4. Contemporary Islamic Intellectual Trends:

5. Women in Islam

6. Honor and Shame

7. Orientalism and its Impact in the Central Asia

8. Challenges: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9. Law and Society

10. Languages

11. Literature



12. Honor and Shame  

13. Challenges: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備註﹞ English Taught 

 

 

560003-001 中東衝突專題(選) 3 學分 中東中亞一 3 小時 

﹝課程目標﹞ This course discusse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of 

significant wars in the the Middle East during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ies. The course consists of six parts: 1) theoretical 

debates of conflict theory, 2)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conflicts, 3) the major wars and conflicts, 4) the issues of the 

conflicts, 5) revolutions, and 6) development and impact of the 

conflict. The first three parts will be taught in the first 

semester, and the latter in the second semester. After the 

course, the student should have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impact of the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上課內容﹞ 1. Conflict theory 

2. Clash of civilization vs. Orientalism 

3. Colonialism 

4. World War 1 

5. World War 2 

6. Cold War 

7. 1948 Palestine-Israel 

8. 1956 Suez crisis 

9. 1967 Six-day war 

10. 1973 October war 

11. 1979 Islamic revolution 

12. Gulf-war (1): Iran-Iraq war 1980-1988 

13. Gulf war (2): Iraq vs. Kuwait 1990 

14. Founding da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備註﹞  

560931-001 俄羅斯經濟現勢專題(選) 3 學分 中東中亞一 3 小時 

﹝課程目標﹞ 經由本課程學習後，學生將熟悉俄國經濟的轉變與發展，掌握俄羅斯經濟

現狀與發展前景；並將學會由經濟現勢探討中理解經濟理論之應用，具備

對現代經濟社會議題自主分析的能力，以及足以終身自我學習經貿專業之

能力。 

﹝上課內容﹞ 1.課程介紹與研究範疇認定 



2.蘇聯時期之計劃經濟與漸進改革

3.蘇聯與國際經濟社會

4.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轉型理論

5.俄國激進經濟轉型

6.俄國經濟成長之轉機與挑戰

7.經濟均衡發展：理論與歐洲、俄羅斯例證

8~14.俄國經濟時事專題系列 

15.俄羅斯市場 - 專家演講

16.俄羅斯與周邊國家(含與亞太國家如台俄關係)

﹝備註﹞ 

560936-001 伊斯蘭法歷史、理論與實務(選) 3 學分 中東中亞一 3 小時 

﹝課程目標﹞ This course aims at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a sound knowledge 

of Islamic legal system which is expected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students to understand Islamic societies better 

through Islamic law. In practical career and social life, a 

sound knowledge of Islamic law would contribute to establish 

practically better or more workable relations with Muslim 

individuals, societies and states, which could lead to better 

trade, efficient diplomacy and peaceful cultural engagements 

with Muslims. 

﹝上課內容﹞ This course begins with values availing Islamic norms to emerge, 

leading to Islamic legal language. in practical contexts, 

religious rituals extending from private to public context is 

another point where Islamic law starts from its religious nature 

to public ethics. In this course, the sources of Islamic law 

will thoroughly be evaluated. Sources of Islamic law are divided 

into two major parts: part 1. primary source, comprising the 

following four: the Qur'an, the Sunna of the Prophet, the 

consensus of the community, and analogical resonating of the 

jurist; part 2. secondary sources, comprising, public interest 

(maslaha), pre-emtive policy (sadd al-zarai), juristic 



preference (istihsan), presumption of continuity (istishab), 

customary practice ('urf), necessity (darura). 

In terms of history of law, it will survey Islamic law in three 

parts: part 1: formative period of Islamic law, comprising the 

emergence of Islamic legal schools; part 2: Classical period of 

Islamic law, comprising development of major legal texts with 

sophisticated interpretations, 3 modern period of Islamic law, 

comprising the era of reformations in law. 

In terms of positive rulings, the course will comprise 

particularly Islamic family law and criminal law. Family law 

will cover mainly marriage and divorce, while criminal justice 

will focus upon two main sections of crimes and penalties, the 

concept of fixed penalties and that of discretionary penalties. 

The last section of the course will cover the objectives of law, 

entailing huma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備註﹞ 

560930-001 獨立國協經濟發展研究(選) 3 學分 中東中亞一 3 小時 

﹝課程目標﹞ 學生透過本課程之學習，不但將獲取對獨立國協國家經濟發展有所瞭解,

亦可學習到如何應用理論和相關文獻來分析經濟體的具體實況，奠定未來

研究之基礎。此外,將對獨協市場之動態及其投資潛能所在,和當地經貿特

點有所認知,獲取未來參與開拓此區域經濟之實用性專長,以利擴展未來生

涯規劃。 

﹝上課內容﹞ 原蘇聯瓦解後,各加盟共和國各自獨立,形成一個極為鬆散的獨立國家國協

組織,這些國家與中東歐家一樣,同為由共產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導向的國

家.其經濟發展深具特殊性.因此,本課程期望藉由廣泛而深入地探討獨立

國協國家經濟發展,促使學生對此區域經濟有所瞭解,以玆作為未來研究之

基礎.此外,本課程將分析獨協各國經濟發展的策略與方向,探究獨協市場

之動態及其投資潛能所在,使學生瞭解當地經貿特點,增加本課程之實用

性,培育相關經貿專才。1.課程介紹與研究範疇認定 

2.經濟發展理論（影帶輔助教學）

3.獨協國家的經濟背景與環境

4.獨協國家之市場導向經濟轉型

5.俄羅斯聯邦的經濟現況（影帶輔助教學）

6.俄國經濟發展策略

7.白俄羅斯之經濟發展：與俄羅斯的經濟整合關係

8.烏克蘭之經濟現況與發展前景

9.高加索三國之經濟發展



10.中亞五國經濟現況與發展政策（影帶輔助教學） 

11.摩爾達維亞之經濟發展 

12.獨協國家經濟發展中的政府角色（影帶輔助教學） 

13.地緣經濟與經濟的區域化發展：獨協各國間；歐洲化；獨協與美、

俄、中國(亞洲國家) 

14.全球化下的經濟發展問題：參與國際經貿組織；資本全球化與國際金

融危機；金融貢獻與效率；跨國企業等 

15.經濟發展與經濟社會結構之變遷：所得分配、社會不均、環保等均衡

發展議題(請同學自行看影帶”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第三講主題 1自由選

擇權思考課稅重分配) 

16.獨協國家經濟永續發展問題：在國際經濟中的比較利益及投資優勢；

均衡化成長潛能 

﹝備註﹞  

 

560946-001 

中東石油產業與地緣政治(選) 

Petroleum industry and Geo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3 學分 
中東中亞一 

中東中亞二 
3 小時 

﹝課程目標﹞ Four pursuits define the course.  Students can expect to i) gain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s of energy and particularly exhaustible 

resources of oil and gas and petroleum industry of the major oil and gas 

exporting countries of the ME; ii) identify and analyze how the importance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to the global economy have influenced foreign 

policies, domestic efforts, and military strategies of the major oil and gas 

exporting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3) examine shifting trends in the energy 

realm, with a major focus on the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revolution; and 

4) anticipate new patterns and structural shifts in the geopolitics of ME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light of these trends.  

﹝上課內容﹞ 1.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 (of oil and gas) and determinants of oil 

prices. 

2.Petroleum industry in the ME and major National Oil companies of the region. 

3.Oil and gas as determinant of the ME geopolitics, economics and security . 

4.Energy as a means of national power: Using energy to Project Power. 

5.Energy as an end to foreign policy and security: The Use of Power to Protect 

and Secure Energy. 

6.Alternative ener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on the ME geopolitics.  

7.Concluding and final remarks. 

﹝備註﹞ English Taught 

 

560004-001 中東民族專題(選) 3 學分 中東中亞二 3 小時 

﹝課程目標﹞ 「中東」一詞是十九世紀殖民主義國家以歐洲為中心對其覬覦的地區進行



分門別類以行瓜分計畫的產物。廣義的「中東」包括了北非、阿拉伯半島

與西亞；狹義的「中東」則是指位於「三洲五海」之間的地區。近一個世

紀以來，中東地區飽受戰亂之苦，是世界上最惡名昭彰的衝突舞台，民

族、宗教以及政治是導致致中東衝突頻繁發生的主要原因。 

在中東生存的族群眾多，除了同屬「閃族」的阿拉伯人與猶太人，還有波

斯人、柏柏人、庫德人、普什圖人，以及哈札拉、俾路支、切爾克斯人等

等。本課程將分成「中東與後殖民論述」、「宗教派系問題」、「中東多元民

族」等三個主題進行討論，其中廣義阿拉伯民族、庫德族、以及阿富汗、

克什米爾問題都將一一探討。 

﹝上課內容﹞ 1. 中東與後殖民論述

2. 宗教專題

伊斯蘭：什葉、遜尼、蘇非 

猶太宗教與文化 

3. 中東的多元民族

Ａ.阿拉伯人（廣義的阿拉伯民族） 

    阿拉伯人的歷史與民族史 

    以語言區分阿拉伯人 

    阿拉伯民族意識 

B.庫德族

伊拉克的庫德族

伊朗的庫德族

土耳其的庫德族

Ｃ.阿富汗專題 

D.克什米爾問題

﹝備註﹞ 

560947-001 中東與中亞文化專題(選) 3 學分 
中東中亞一 

中東中亞二 
3 小時 

﹝課程目標﹞ 建立學生深入瞭解阿拉伯文化的內涵與文化價值。 

﹝上課內容﹞ (一)阿拉伯文化面貌總攬

(二)食的禮儀

(三)食的法源依據與探討

(四)食的文化價值

(五)服飾禮儀

(六)服飾法源依據與探討

(七)服飾的文化價值

(八)女性在伊斯蘭社會的角色

(九)當代穆斯林女性問題

(十)全球化的衝擊與省思

(十一)土耳其與中亞的歷史淵源



(十二)伊斯蘭文明與中亞文化

(十三)禮俗與禁忌

(十四)神話與傳說

(十五)古絲路

(十六)中亞語言與宗教的流變

﹝備註﹞ 

- 俄羅斯能源(選) 3 學分 
中東中亞一 

中東中亞二 
3 小時 

﹝課程目標﹞ 介紹俄羅斯能源蘊藏及生產情形外，並探討俄羅斯的能源政策，以及俄羅

斯的能源外交。 

﹝上課內容﹞ (一)國家能源策略的探討

(二)能源產業的公共治理

(三)能源安全與能源外交的概念與運作

(四)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天然氣爭議

(五)俄中、俄日石油管線之爭

(六)OPEC 與天然氣輸出國家論壇。

﹝備註﹞ 

※以上課程總覽僅供參考



陸、 課程檢核表及修業規劃表 

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 

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畢業學分數 24 學分) 

姓名： 學號： 

必修課程(9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備註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中東與中亞政治與戰略研究 

中東與中亞經濟能源研究 

3 

3 

3 







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備註 

中東衝突專題 

中東民族專題 

伊斯蘭法：歷史、理論與實務 

俄羅斯經濟趨勢專題 

獨立國協經濟發展研究 

俄羅斯能源 

3 

3 

3 

3 

3 

3 













學程外選修課程(最多 6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備註 

1.

2.

3.

______ 

______ 

______ 









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 

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修業規劃表 

姓名： 學號：

一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必/選修 學分數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必/選修 學分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總計： 



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 

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修業規劃表 

姓名： 學號：

二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必/選修 學分數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必/選修 學分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總計： 



柒、 師資介紹 

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專業師資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 專長 所屬單位 

鄭慧慈 教授 沙烏地紹德國王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博士 阿拉伯語言學、阿拉伯文學、阿拉伯文化 阿拉伯語文學系 

王經仁 副教授 美國賓州大學近東語言文化學系博士 阿拉伯文學、阿拉伯文化、阿拉伯語教學 阿拉伯語文學系 

劉長政 助理教授 英國杜倫大學中東與伊斯蘭研究中心博士 中東政治與經濟、中東區域研究 阿拉伯語文學系 

蘇怡文 助理教授 英國愛丁堡大學伊斯蘭與中東研究博士 伊斯蘭文史、宮廷文化 阿拉伯語文學系 

張景安 助理教授 英國愛丁堡大學伊斯蘭與中東研究博士 中東區域研究、跨國主義 阿拉伯語文學系 

曾蘭雅 副教授 土耳其安卡拉大學土耳其語文學系博士 土耳其語語法、土耳其文翻譯、土耳其語音學 土耳其語文學系 

吳世曼 副教授 土耳其卡茲大學土耳其語言與文學研究所博士 土耳其方言、土耳其語教學、社會語言學 土耳其語文學系 

劉德海 教授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國際關係、比較外交政策、東北亞國際關係 外交學系 

連弘宜 副教授 俄羅斯聯邦外交部國立莫斯科國際關係大學國際關係系博士 戰略研究、國防政策、俄羅斯研究、國際關係 外交學系 

魏百谷 副教授 俄羅斯國立莫斯科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博士 俄國經濟、俄羅斯能源俄國經濟、俄羅斯能源 俄羅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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