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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關於本所 

一、系所簡介 

 

 

 

政大國貿所劃分為國際經濟、國際財務管理、國際企管與行銷以及國際經

貿法四個研究領域，課程安排除兼顧各組基礎必修科目外，另就各領域開設分

組必選修科目，並重視理論與實務之兼顧，以培養商業界領導人才為目標。本

所強調總體經營環境、公司經營與國際化趨勢三大方向的均衡，使學生具備解

析國際經貿環境趨勢的專業能力。 

國貿所的課程十分多元，除了基礎的經濟學外，與企管、行銷、財務、法

律相關之課程佔了一半以上的比例。由於國貿所以培育國際經營人才為目標，

除了傳統企研所偏重的公司內部管理知識外，我們同樣重視外部環境分析能

力，並加強了國際面的課程，希望培育出具備宏觀視野與國際化知識的學子。

平時所上亦會利用資源，為大學部及研究所同學創造與 EMBA 學員交流、互動

的機會；學生們亦可在寒暑假期間，透過傑出系友們提供的工讀及實習職缺，

實際參與企業運作，這些實務經驗將有助於課程的深入學習與瞭解。 

此外，政大商學院在 8系 10所齊心努力之下，於 2006 年獲得 AACSB國際

級認證、2010年獲得 EQUIS認證、2013年獲得 AACSB會計認證，2016年更獲

得 AACSB、EQUIS 五年再認證之殊榮，亦為全台唯一獲得三重認證的商管學

院。獲得國際肯定絕非ㄧ蹴可幾，政大商學院一直以來都將世界級的評比標準

列為具體目標，在教學、研究、國際化等三個架構上提出創新與變革，提高教

師研究品質，未來更將繼續致力於國際商管菁英人才之培育，為台灣及國際社

會提供商管領域在學術及實務上之嶄新貢獻。 

將學生們推向國際職場，一直是政大國貿所辦學的精神和自我期許，我們

承諾提供學生最優良的師資群、全方位的課程、以及國際化的學習，並藉此培

養出明日的國際經理人才。歡迎所有具備積極人生觀，不怕輸、願意屢敗屢戰

的同學加入本所，一同開拓自己的潛能！ 

全台唯一三重認證 

2016年 政大商學院獲得 

AACSB、EQUIS五年再認證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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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資陣容 

姓名 職稱 教授課程 專長 

謝淑貞 
教授兼

系主任 

投資與資產組合、衍生性金融

商品、投資學、國際商學專題

研討、國際商學經營專題、亞

洲經濟問題研究、個體經濟學 

投資學、投資與資產

組合、財務決策分

析、個體經濟學 

郭炳伸 

教授 國際金融、經濟學、計量經濟學 
國際金融理論與實

證、計量經濟學 

榮獲 106學年度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榮獲 105學年度特聘教授殊榮 

榮獲 EMBA 105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殊榮 

榮獲商學院 104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教師殊榮 

榮獲商學院 103學年度教學特優獎教師殊榮 

邱志聖 

教授 

策略行銷分析—全球觀點、策

略行銷分析、行銷研究、商學

理論發展 

策略行銷、消費者滿

意與忠誠、行銷研

究、品牌管理 

榮獲 107學年度科技部研究獎勵 

榮獲 106學年度特聘教授殊榮 

榮獲 EMBA 105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殊榮 

榮獲商學院 104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教師殊榮 

榮獲政大 103學年度傑出服務教師獎殊榮 

楊光華 

教授 

國際金融法專題、WTO專題研

究：服務貿易法、專案研究、

瞭解國際經濟法 

國際經貿法、 

國際金融法 

榮獲 103學年度特聘教授殊榮 

榮獲政大 101學年度資深優良教師（20年）殊榮 

榮獲政大 100學年度學術研究優良獎殊榮 

施文真 

教授 

國際經濟法專題研究、國際經

濟法、國際經貿法專題、國際

經貿法、專案研究 

國際經濟與貿易法、

國際環境法 

榮獲商學院 104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教師殊榮 

榮獲政大 102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教師殊榮 

榮獲商學院 100學年度教學特優獎教師殊榮 



2019政大國貿所國際經貿法組招生說明手冊 

貿冠群商 法領群雄 

Trancsend to Lead 

 

       

 3 

譚丹琪 

教授 
國際企業經營策略、國際企業

管理、企業策略經濟分析 
國際企業管理 

榮獲 107學年度科技部研究獎勵 

榮獲 106學年度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榮獲 105學年度特聘教授殊榮 

榮獲政大 104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教師殊榮 

榮獲商學院 103學年度教學特優獎教師殊榮 

郭維裕 

教授 財務經濟、財務管理、投資學 
財務管理、 

財務經濟學 

榮獲 107學年度科技部研究獎勵 

榮獲 107學年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榮獲 105學年度特聘教授殊榮 

榮獲 EMBA 104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教師殊榮 

榮獲商學院 103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教師殊榮 

榮獲政大 103學年度學術研究特優獎殊榮 

簡睿哲 

教授 

國際企業策略與管理、國際企

業管理、全球行銷專題、行銷

管理 

國際企業管理、國際

行銷管理、行銷策

略、電子商務 

榮獲政大 107學年度學術研究優良獎 

榮獲政大 107學年度教學優良獎 

榮獲政大 106學年度學術研究優良獎殊榮 

饒秀華 
副教授 

計量經濟學、進階總體經濟

學、總體經濟學、經濟學 
財務金融計量 

榮獲政大 103學年度資深優良教師（20年）殊榮 

傅冶天 

副教授 
固定收益證券：分析與創新、

國際投資、投資學、財務管理 

國際投資、商情預

測、應用財務工程、

電子商務經濟學、電

腦模擬 

榮獲教育部 107學年度資深優良教師（20年）殊榮 

鄭鴻章 
副教授 

進階個體經濟學、個體經濟

學、經濟學 

經濟學、個體經濟

學、管理經濟學、 

總體經濟學 

榮獲商學院 100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教師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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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信助 

副教授 金融時間序列分析、經濟學 
財務時間序列分析、 

資產定價實證研究 

榮獲 108學年度管科會第九屆聯電經營管理論文獎—優等獎殊榮 

榮獲 106學年度管理學報論文獎—年度最佳實用價值論文獎殊榮 

榮獲 104學年度管科會第五屆聯電經營管理論文獎—優等獎殊榮 

榮獲 100學年度證券市場發展季刊優秀論文殊榮 

楊培侃 副教授 

WTO專題研究：爭端解決、國

際經貿法、商法專題、法學方

法、專案研究 

國際經貿法、 

國際衛生法、財經法 

陳建維 
副教授 國際行銷管理、行銷管理 

行銷管理、國際行銷

管理、新產品發展與

管理 

榮獲商學院 100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教師殊榮 

徐則謙 副教授 

國際貿易與投資、貿易與投資

專題、國際經濟專題研究、國

貿理論與政策 

經濟成長、國際貿易

理論 

蘇威傑 

副教授 

國際企業策略與管理、國際企

業管理、國際企業專題、新興

市場開發與分析、亞洲經濟問

題研究、企業策略經濟分析、

企業社會責任與倫理、社會責

任與倫理、領導與團隊 

國際企業管理、企業

社會責任 

榮獲政大 107學年度學術研究優良獎殊榮 

榮獲 107學年度科技部研究獎勵 

榮獲政大 106學年度學術研究優良獎殊榮 

顏佑銘 

副教授 

國際投資專題研究、國際財務

管理、實用投資管理、財務經

濟學、財務經濟 

財務經濟、計量經濟 

榮獲 107學年度科技部研究獎勵 

榮獲政大 106學年度學術研究優良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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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景文 副教授 

國際貿易法專題、國際經貿

法、國際貿易經營管理、專案

研究 

國際經貿法、歐盟經

濟法、國際商務仲裁 

溫偉任 

助理 

教授 

管理經濟、產業經濟、個體經

濟理論、經濟學 

產業經濟學、個體經

濟理論、文化經濟學 

榮獲商學院 104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教師殊榮 

榮獲商學院 103學年度教學特優獎教師殊榮 

荒井 

夏來 

助理 

教授 

總體經濟理論、總體經濟學、

經濟學 

總體經濟學、 

時間序列 

蔡致遠 
助理 

教授 

經濟學、個體經濟學、國際貿

易與投資 
國際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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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業規定 

 一般規定 

1. 碩士班學生在學期間必須全職。 

2. 碩士班研究生必須就下列 4組中至少選擇一個主修領域： 

  國際經濟組、國際財務組、國際企管與行銷組、國際經貿法組。 

3. 碩士班學生至少須修習 36 學分，其中包含共同群修科目共 12 學分、共同必

修課程「企業社會責任與倫理」0學分與各組主修科目至少 15學分。 

4. 共同群修科目包含「國際貿易與投資」、「國際金融」、「國際財務管

理」、「國際企業策略與管理」、「國際行銷管理」以及「國際經貿法」。

其中「國際財務管理」、「國際經貿法」為必修，「國際貿易與投資」、

「國際金融」，兩門至少選一門修習；「國際企業策略與管理」、「國際行

銷管理」，兩門至少選一門修習。畢業總學分需符合第 3點之規定。 

5. 學生除了必須符合主修領域之要求外，其餘學分可自由在本系或他系選修。

每學期修課至多 12學分，至少 2學分。碩士論文不計學分。 

6. 各組主修科目得視實際之需要而增減，惟需事先取得系主任之同意，並提交

系務會議審查。 

7. 各授課老師得視學生背景之差異，要求學生補修大學部相關之課程（不計學

分）。 

8. 學生申請參加論文口試前，必須符合英文檢定之資格。學生於碩二上始可申

報英文檢定成績。申報時必須出示英文檢定成績正本，且須符合下列英文檢

定之資格（成績以申報當學期開始日起往前推算，3 年內有效）：托福（紙

筆）－550分、托福（電腦）－213分，TOEIC－800分、IBT－79分或 IELTS

－6級以上。  

9. 國際經貿法組研究生第一年第一學期，除有明確特殊事故，原則上不得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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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組規定 

 

組別 修業規定 

國 

際 

經 

濟 

組 

（1）必修科目 

A、國際貿易與投資及國際金融 

B、個體經濟理論（一） 

C、總體經濟理論（一） 

D、計量經濟學（一） 或 計量經濟學（二） 

（2）選修科目：下列科目中任選 2門 

A、數量方法（一） 

B、產業經濟（一） 

C、金融時間序列分析 

D、國際經濟專題研究（一） 

E、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一）或貿易與投資專題 

F、國際金融理論研究（一）或國際金融專題 

國 

際 

財 

務 

組 

（1）選修科目：下列科目中任選 5門 

A、財務金融計量或金融時間序列分析 

B、財務管理 

C、投資與資產組合  

D、國際投資（一）  

E、衍生性金融商品 

F、財務工程數學 

G、財務經濟（一） 

H、財務經濟（二） 

國 

際 

企 

管 

與 

行 

銷 

組 

 

 

（1）選修科目：下列科目中任選 5門 

A、行銷研究 

B、策略行銷分析：全球觀點 

C、全球行銷專題 

D、國際企業經營策略 

E、全球產業競爭分析 

F、國際企業專題 

G、行銷管理 

   H、產業經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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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經 

貿 

法 

組 

（1）必修科目 

A、法學方法 

B、專案研究（一）、（二）、（三）、（四） 

（各 2學分，任選 3 門） 

（2）選修科目：下列科目中任選 4門 

A、國際經濟法（一） 

B、國際經濟法專題研究（一） 

C、WTO專題研究：爭端解決 

D、WTO專題研究：服務貿易法 

E、國際金融法專題（一） 

F、 國際金融法專題（二） 

G、國際貿易法專題（一） 

H、貿易經營專題或商業糾紛與處理 

 碩士論文及口試 

1. 學生於入學後，可自行依其主修領域內選定論文題目及指導教授，並於第

三學期，經主任同意後申報論文題目。 

2. 論文題目及提要依學校規定，應以中文撰寫。論文則以中文撰寫為原則，

若欲以其他種語言撰寫，須事先經指導教授同意。 

3. 學生申請參加論文口試須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之同意，並於口試日期 7 天

前繳送合於格式之論文予每位考試委員。 

4. 論文口試由系主任與指導教授會商研聘校內外教授 3 至 5 人（包括指導教

授）組成考試委員會為之。 

5. 論文口試以全體委員會通過為及格，口試不及格者得於次學期重考一次，

重考不及格者應予退學。口試及格後，由本校授予碩士學位。 

 實行原則 

1. 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必須是在本所專任教師。 

2. 每位教師原則上最多指導 4位學生，若遇到特殊狀況，得由系主任裁決。 

3. 學生應自行尋找指導教授；且必須在第二學年第一學期配合學校行事曆申

報論文題目。 

4. 專題研討課程限該組主修學生選修，老師欲開設專題研討課程須經系主任

同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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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所活動 

 協助經營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 

「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一直以來致力於國際經貿法學之推廣，

因此中心核心事務也都環繞於此，並設有不同的職位負責中心的各項業務：例

如同學們於必修課程「專案研究」所撰寫的電子報校稿、更新及維護，以及國

際經貿法學發展研討會之論文校稿等，均由學術股負責；中心定期舉辦如講

座、座談會、校友聚餐等交流活動，於校友聚餐活動中，可以透過跟畢業學長

姊、師長們互動，讓在校生能更快與職場接軌，拓展視野，該些活動則由公關

活動股負責；中心的各研究員老師，承接科技部或其他部會之計畫，各項經費

之運用與管理，則是由財務股負責；除了各股專職事項，各項事務需隨時與各

界保持聯繫，各股之間也常需跨股支援任務，與各界的聯繫以

及跨股間的任務調配便是由總幹事協調。此外，每年春季所

舉辦的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更是由在學同學一手

包辦。中心工作就好比是一場紮實的「職前訓練」，在這

個小型公司經歷大小任務後，能累積不少未來職場所需

具備的能力，也讓在學同學能在研究所時期就懂得處理

大小事務的「眉角」。 

 

 

 

 

 

 

 

 

 

 

▲ 法學中心各股分工模式 

日常事務

總幹 協調、監督各股

學術

學術文章校閱

電子報發刊

公關活動

招說會

校友回娘家活動

財務
各式經費核銷、

控管

團隊

溝通

時間金錢
規劃

人脈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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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貿法訊編輯、發刊 

法組同學的必修課中有一門「專案研究」課程。在這門課中，每個學生需

要事前選擇一個題目、蒐集資料，建構出一篇架構完整的文章，並在課堂中報

告、收集老師及其他同學的回饋，不斷修改成為一篇完整且有根據的文章，最

後以中心電子報的形式，發送給訂閱此份電子報的幾千名讀者，讀者群包括政

府相關單位及產業界人士等，所以是非常正式且嚴謹的一份電子報。這樣的訓

練能使自己隨時注意 WTO相關領域的新聞時事，並且從架構到每字每句都注

意資料來源的可靠性，最後還要依據蒐集而來的文獻資料提出法律建議或評論

分析，等於對未來論文撰寫紮下深厚的基礎。藉由撰寫中心電子報，可以紮實

學到如何時間規劃以及對自己寫的文章負責，總體而言，也可以說是在培養身

為一位研究生應有的研究態度。 

 

【經驗分享】 

法學中心儼然為人才孵化器(hatcher)，無限潛能皆可在這裡被激發，每位成

員是專才、亦是多元人才。作為研究單位，透過專題研究課程，培養成員嚴

謹治學的態度，追求學業上的精益求精，並定期產出國際經貿領域的學術文

章；營運法學中心更能習得職涯上的必備技能。從準碩一開始，舉凡是 9 月

初的招生說明會、3 月初規模約莫 200 人的學術研討會與後續出版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以及業界學長姐職涯分享會等，在在考驗我們廣告行銷、活動企

劃、財務管理、團隊合作與專案排程管理能力等全方位的能力，軟實力便在

一次次的策劃中煉成。最難能可貴的是，在與教授、專家學者與官員互動時

所學習到的為人處世、應對進退與向上管理的思考力，是短期在校外實習所

不易養成的能力。參與法學中心的營運，成就無限可能的自己！  

政大國貿所經貿法組碩二 劉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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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 

為促進國際經貿法律領域之發展，本中心自 2001 年起，於每年春季舉辦國

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冀能齊聚國內在此領域之學者專家，進行國際經

貿組織及法律議題的學術交流，經由研究成果之發表與討論，提升此一重要領

域研究之質與量，至今已獲得各界之廣大迴響。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以及當天

各界的發言，本中心均會做成會議記錄並出版論文集，日前方出版了第十九屆

的研討會論文集。本中心所出版的論文集目前為國內國際經貿法學界重要的參

考文獻來源之一。 

 

 

 

 

 

 

 

▲ 第十九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 

【經驗分享】 

「專案研究」是法組最具特色的一門課，該課程設計分為文章撰寫及編輯校

稿兩部分。這門課的紮實訓練包含資料蒐集能力、文字撰寫能力、英文編譯

能力、與時間管理能力等。文章撰寫包含新聞編譯與小論文，同學得以從新

聞編譯的撰擬過程中培養洞悉重要經貿時事的能力，並有邏輯的產出深入淺

出的文章給廣大讀者們；而小論文則培養了我們的問題意識，讓我們得透過

閱讀大量文獻，合理有據的提出自己的觀點。編輯校稿需要細心蒐集文獻，

查核事實與引註格式，以嚴謹的態度對待學術研究。此訓練過程有助於提升

大家的法學論理能力以及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相信大家都能藉此儲備未來

進入職場的重要資糧！ 

政大國貿所經貿法組碩二  江昱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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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業界實習 

政大商學院希望透過與企業實習的方式，讓學生不僅專注於課業，更能將

所學實際運用。無論是國貿所網站上所公佈的資訊、商學院的 OSAAS、或是透

過助教的轉寄信件，機會相當多，期許學生求學同時，也能積極爭取所上提供

的實習機會。藉此學習經驗，為未來踏入職場提前準備。 

 企業人才招募活動 

每年的三、四月由於鄰近畢業季及暑假，企業人才招募也會開始緊鑼密鼓

地舉行，而政大及商學院更是企業界的重點宣傳目標。因此，學生一天參加多

場招募活動，了解公司需求並挑選自己想進入的企業，在政大校園及商學院內

都是非常司空見慣的景象。此外，招募企業中不乏知名外商公司甚至是本土優

勢產業，如聯合利華、BCG、萊雅、研華科技、新光金控、中華航空等企業，

都提供眾多職缺讓同學們申請，這樣的活動無疑提升了學生們找到夢想實習或

職缺的機會。 

 國際交換生 

關於政大商學院交換計畫，其最大特色在於：以商學院優勢吸引更多優良

資源，建構完善的交換計劃。詳言之，由於商學院屢獲國際認證，不僅締約姊

妹校已達 135所，橫跨 5大洲，每年也釋出 300多個名額供學生申請；此外，由

【經驗分享】 

一年一度的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是國貿所法組的重要活動，也是每

年在這個領域中的全國性重要學術活動。這場研討會網羅了此領域中權威學

者的學術鉅作，當天學者們也會到場參與共襄盛事。而整個研討會的舉辦過

程，從會前向該領域的權威學者們邀稿、篩選稿件、編輯人員的細心校稿、

活動策劃、各項文宣設計，到研討會當天的活動進行、順利落幕，以及最後

的持續校正、送印成一本研討會論文集，每一個過程都再再鍛鍊了我們的各

項能力。能夠參與並舉辦這樣一場盛會，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經驗。 

政大國貿所經貿法組碩二 黃意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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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屬院際交換計畫，此計畫也與多所國際頂尖商學院合作，使申請學生不僅能

到國外體驗不同生活，也可與不同國家學生在異國課堂切磋知識，增加國際視

野。 

 附錄：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 2019-2020國際交換學生甄選簡章（請以官方

公告為準） 

（一） 宗旨 

政大商學院為加強國際學術、文化交流，特甄選本校優秀之學生赴國外

姐妹校交換進修一學期，以拓展學生的國際觀，強化日後的國際競爭

力。 

（二） 交換期間 

108 學年第 1 學期或第 2 學期（ 實際交換時間視各校學期時間而定）。 

（三） 交換學校申請資格名額 

預計 111 所姐妹校共開放 340 個名額供學生申請。各校詳細申請資格，

請上本校國際交換計畫網站查詢（http://iep.nccu.edu.tw）。 

（四） 報名資格 

本校商學院大學部（含雙修及輔系生）及研究所在學學生。 

（五） 申請資料 

1. 商學院 2019/2020國際交換學生報名表（線上下載） 

2. 商學院 2019/2020國際交換學生志願選填表（線上下載） 

3. 中文版個人履歷及自傳 

4. 中文版在學成績單正本（研究生毋須檢附） 

5. 有效英語能力證明成績單影本 

6. 英語能力標準：托福 550（PBT）／  79 （ IBT）； IELTS 6.0；

TOEIC 785 或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與複試（含）以上之成績（限二

年內成績） 

（六） 甄選時間及方式 

英文口試。個別口試時間將於報名結束後另行通知。 

（七） 評分方法 

研究生語言檢定成績及甄試口試成績各佔 50%，口試結束後，將依評分

標準計算成績後公告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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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換生經驗分享 

訪談對象：莊亞婷 學姊 

畢業年度：2015年 

交換學校及系所：哥本哈根商學院  

 

 身為法組的學生，通常須待碩士三年級後才

能交換，當初為什麼決定出國交換而不直接

投入職場？有什麼特別的動機嗎？ 

我從大學時期就一直希望能累積更多國際經驗，也因這樣的念頭報考

國貿所進了法組，所以出國交換一直是我的目標之一，當初決定延畢也沒

掙扎太多。對我而言，工作是未來 20 年的事，一年從未來看回來其實很短

暫，甚至出國期間也能爭取國際工作經驗使自己在職場成長，所以我覺得

關鍵在於自己要認真看待每一個安排和目標，並隨時檢視是否真的是在投

資自己，而非虛度光陰。 

 在異地求學與在政大上課的差別是什麼？教授教學的方式與課程規劃上有

何不同？ 

最大的差別就是要「勇於表達」讓自己「被看見」，因為大多數亞洲

學生都比較害羞，一開始碰到強調個人獨立性的環境會有 culture shock，舉

例來說，我修的「時尚創業課程」就因教授想讓每個人都分到自己喜歡的

創業主題，而花了 6 堂課才把全班的分組處理好（我們換了 4 種方式跟每

個客座教授、同學聊自己的意向，夠瘋狂了吧 XD）。 

 交換的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 

因為法組專案研究課程讓自己培養出相對嚴謹、清晰的邏輯，所以我

跟其他國家同學合作時常是擔任幫團隊理出頭緒、架構的角色，報告負責

部份也被教授讚賞，這是我一開始在面對非母語學習環境及相對強勢的歐

美人時比較沒料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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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後最大的收穫是甚麼？而交換的經驗如何影響您對未來的規劃，或如

何影響您回到學校後的學習？ 

Be open-minded！去之前我有許多成見和自我質疑，但在國外時漸漸理

解自己的舞台其實很大，只要勇敢去做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都會發生，但真

的必須跨出台灣這個小小的舒適圈！我始終感謝一年前的自己把自己丟到

一個離舒適圈 8000多公里遠的寒冷國度（笑）！ 

 若有學弟妹欲申請交換，是否可以給予學弟妹一些建議？（如何準備面

試、如何選擇學校、須注意的事項等） 

法組課業、工作繁重，交換須具備的語言檢定、姊妹校資料蒐集、生

活住宿費安排等都很花時間，所以強烈建議提早開始！次要的是，各姐妹

校、國家都各自有不同優點及強項，所以可以多詢問一些學長姐或前輩的

建議做參考（國合處都會提供聯絡方式，要積極地去聯繫才能挖到秘

辛），選出自己最喜歡國度和學校。 

 

訪談對象: 黃詩晴 學姊 

畢業年度：2018年 

交換學校及系所：科隆大學 管理經濟社科院 

 

 身為法組的學生，通常須待碩士三年級後才能交

換，當初為什麼決定出國交換而不直接投入職

場？有什麼特別的動機嗎？ 

交換經驗對我而言是人生很重要的一段經歷，我在大學時期就非常嚮

往到國外體驗不同文化，因此決定在碩士第三年到國外交換，就我個人的

經驗前兩年把法組的課專心修完，碩三上學期至國外交換，碩三下學期同

時準備求職季與完成論文，在時間上的安排也很充實。投入職場後，很難

有一段這麼長的時間到國外，且往後就業期間長達二、三十年，因此選擇

在時間成本較低的學生時期，到國外交換，拓展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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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的交換資源非常豐富，身為國貿所的學生可以同時透過校級與院

級資源，且僅需繳交政大的學費即可在國外知名大學學習，相較而言交換

學生是非常划算的選擇！ 

 在異地求學與在政大上課的差別是什麼？教授教學的方式與課程規劃上有

何不同？ 

我在德國的科隆大學交換，在一門 CEMS（全球管理教育聯盟）的課

程當中與來自二十多個國家的碩士班同學一同上課，由於課堂人數少，上

課期間每個人都需要發言，與講師及同學們的互動頻率非常高，這時候是

展現自己的重要時刻！教學方式主要視課程內容而訂，相較於政大更重視

與業界之間的連結，其授課方式包含講師講述授課、邀請企業演講、企業

個案報告、企業參訪、團體報告等，許多同學會藉由這些機會尋找實習工

作。 

 交換的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 

對我而言，如何認識來自不同文化的朋友是最有趣的收穫之一，在國

外時會強迫自己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友人，除了社交方式、價值觀、飲食

文化等各個層面的交流，以其在課堂中的互動，讓我具備更多跨文化合作

的經驗，跨出自己的舒適圈，也深刻體驗不同文化。 

 交換後最大的收穫是甚麼？而交換的經驗如何影響您對未來的規劃，或如

何影響您回到學校後的學習？ 

交換的收穫有許多，除了變得更獨立、體驗不同文化、跟自己有更多

獨處與對話的機會外，比較實際的是在求職時有更多的跨文化合作經驗能

夠證明自己的快速適應力以及與不同背景的人的合作經驗。在求職時，我

也不侷限於台灣的工作，這段交換經驗也為我的跨國適應力增加更多說服

力！ 

 若有學弟妹欲申請交換，是否可以給予學弟妹一些建議？（如何準備面

試、如何選擇學校、須注意的事項等）  

交換的管道可以透過校級及院級兩個管道，兩者需要的申請成績標準

也不同。舉例而言，商院部分姊妹校可接受多益成績，而校級姊妹校則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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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托福或雅思成績，至於申請門檻則是各姊妹校有不同標準。我自己是

僅申請商院交換，因此當時僅準備多益成績，但建議學弟妹可以提早準備

英語檢定，並使用托福或雅思，在選校時能夠有更多選擇。商院申請期間

約在每年 11-12 月份，每年的 10 月份商院都會舉辦姊妹校博覽會，邀請正

在政大交換的外籍生擺攤提供其母校的介紹，若有計畫交換的同學，可以

把握這個機會，直接拿到第一手的簡介，也可以直接向當地學生請教各式

的問題。 

交換學校的分發是由所有人的志願與成績做排序而決定，成績部分由

英語檢定成績與面試成績各佔 50%，因此除了英語檢定成績高分外，面試

成績也很重要。我當時的面試分為兩關，題目包含：自我介紹、交換動

機、選校與選擇國家之動機、如何介紹台灣與中國之差異及日常問題，基

本上在面試前多找同學訓練，並可以試想面試官會詢問的問題做準備，保

持流暢的語感，面試時也會比較有自信。 

針對如何選擇學校，則需依照各位交換的動機──包含想修習什麼課

程？想體驗哪國的文化？想學哪個外語？姊妹校的學術排名？生活花費？

等等，會有不同的排列組合。我因為曾經學過德文且希望能夠探索歐洲各

國，因此將德國的科隆大學納為第一志願。科隆大學在商學及法學方面皆

負盛名，商學方面是唯一具有 CEMS 計畫的德國大學，在法學方面也是薛

景文老師攻讀博士的學校，在生活花費上又相較其他歐洲先進國更便宜、

並有一座廉價航空機場，交通及地理位置方便，因此成為我的首選。學弟

妹們可以依照自己的交換目標，與心中的重要程度做選擇。 

其他尚需注意的是，在申請完交換學校後隔年的 3 月可以申請教育部

學海飛颺獎學金與 5 月申請政大的短期交換獎學金，但這些獎學金皆僅接

受托福或雅思成績，因此若有計畫申請獎學金的學弟妹可以在當時申請交

換時就先準備托福或雅思成績，不要像我在一月份才為了申請獎學金而重

新準備考托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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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畢業生生涯發展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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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傑出系友服務單位 

發展領域 服務單位 

國際經貿 

Young Professional Program, Trade and Environment Division, WTO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市場拓展處大陸組 

中華民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WTO）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英國在台辦事處 

陸委會經濟處 

經濟部國貿局 

經濟部商業司 

國內經建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法律事務處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秘書室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綠色經濟研究中心 

台北市政府商業處 

公平交易委員會 

財政部國稅局 

衛生福利部 

法律 

調查局國際事務處 

行政院法規委員會 

資策會法律研究員 

台灣新北地檢署 

司法院法官學院 

經濟部法規會 

Swiss Re Reinsurance Company, Hong Kong Branch 

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 

理律法律事務所 

元禾法律事務所 

歐林事務所 

摩根大通銀行臺北分行法規遵循部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務 

匯豐臺灣商業銀行法務處 

兆豐商銀法務暨法遵處 

第一銀行法令遵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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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銀行法令遵循部 

中租迪和法務 

經營管理 

F&T Group, e888 International Inc. 

APAC Group M (Singapore） 

ResMed Taiwan Co. Ltd. 

Google, Greater China  

Nespresso  

L'Oréal 

WageCan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採購處 

傑太日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凌華科技醫療產品事業部 

微軟公司物聯網創新中心 

羅姆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樺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 

施華洛世奇股份公司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巨大機械（捷安特） 

亞洲水泥秘書處 

上海葛蘭素史克 

台北 W酒店 

台塑集團 

17直播 

金融 

Coast Capital Savings Credit Union 

星展銀行新加坡總行私人銀行部 

元大商業銀行國際營運部 

中國信託內控管理中心 

台新銀行法金業務處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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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庫銀行 

彰化銀行 

台灣銀行 

富邦銀行 

玉山銀行 

第一銀行 

元大金控 

第一金控 

國泰金控 

玉山金控 

中國人壽 

其他 

European Doctorate in Law & Economics (PhD） 候選人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SJD）候選人 

LINE行銷部門社群媒體 

卡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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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邀請你加入我們 

一、入學資格（含一般生、甄試生） 

 入學資格與修業課程規定（詳細規定以簡章為準） 

（一）甄試生：（按教育部與本校規定） 

1. 對象：國內各大學應屆畢業生（含畢業生），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名

次為前百分之四十以內者（不包含同等學力）。 

2. 成績計算： 

        書面審查（占 40%） 

        口試（占 60%） 

3. 109學年度甄試入學資訊： 

109學年度甄試（詳情以 109年度簡章為主）  

考試項目 錄取名額 口試日期 

   筆試（0%） 

     口試（60%） 

     書面審查（40%） 

20名 詳見簡章 

 

（二）一般生： 

1. 對象：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士（包含同等學力）。 

2. 成績計算： 

（1）國際經濟、國際財務、國際企管與行銷組： 

              筆試（占 50%）：英文、經濟學、統計學或微積分 

             口試（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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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際經貿法組： 

              筆試（占 50%）：英文、商事法或國際經貿法 

              口試（占 50%） 

3. 109學年度考試入學資訊：  

109年度考試科目（實際考科以公布簡章為主） 

組別 筆試（50%） 口試（50%） 錄取名額 

國際經濟組 

國際財務管理組 

國際企管與行銷組 

經濟學 

英文 

統計學或微積分（二擇一） 

       面試 16名 

  國際經貿法組 

商事法或國際經貿法 

（二擇一） 

英文 

       面試 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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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長訪談 

訪談老師：楊光華 教授 

 課程規劃特色及提供之訓練：公法、私法，與其它三

組作結合 

本所課程與法研所之課程有相當大的不同，由於

需與其他三組課程做適當的結合，因此偏重於國際經

貿領域。原則上可分為公法及私法兩大部分，公法像

是 WTO、IMF、EU、APEC 等相關規則，私法則像是國際貿易或跨國企業

所牽涉到即面臨到的商務法律問題。 

 需要的人格特質、培育何種人才？ 

邏輯、語言能力佳、多重訓練、跨領域思考 

人格特質：學習的東西偏重在法律層面，因此邏輯思考能力必須要很

好，原本是否念法律的並不重要，但思考問題的邏輯訓練必須不錯，這樣

思考問題的時候會比較有條理。此外，所有討論到的法律議題都是具有國

際性、涉外性，因此外語能力也很重要，特別是所有教材都是原文的，如

果外語基礎不好，讀起來就很辛苦。 

培育人才：畢竟我們不是法律研究所，我們並不期待我們的畢業生將

來去考法官、律師，實際上，也不是所有法官和律師都會處理到國際性案

例。我們希望培育的學生，將來不管在私部門（例如進入跨國企業），或

是公部門（例如進入經貿相關的政府單位），都能夠以「跨領域的專業人

才（cross-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這樣的身份來提供服務，努力作為不

同專業領域間的橋樑，使得企業與政府在需要整體性服務時，不致因為不

同專業者各行其事，以致始終無法獲得完整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這

就是我們所想要訓練的人才。 

 需要法律背景？—NO！ 

這並不是必要的條件。法組雖然在入學考試是分組招生，考的科目雖

然是商事法及國際經貿法任選，但並不是要求一定要是法律系畢業的，或

者是一定修過商事法、國際經貿法，這從我們入學考試題目的設計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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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來。譬如說商事法的考題，就相當著重應用，並不會要求考生記誦

法條。通常是給一個商業交易的情況，然後要求考生利用試題中所附的法

條去處理所涉及之問題，評分的時候重視的則是考生的邏輯思考，以及對

法律條文的解讀能力。再以國際經貿法為例，試題通常會與時事結合，也

就是期盼我們錄取的學生平常就有關切國際經貿議題的習慣，而且懂得思

考如何利用合適的規範或政策解決問題。總言之，試題的設計最在乎的是

考生對這個領域的興趣與基本的思辨能力，由這樣的設計思維可看出我們

並不特別在乎考生原來是否有修習過選考的法律科目。 

 未來出路：公部門與私部門 

法組的學生的出路很廣，以過去的畢業生為例，有的進入公部門，譬

如政府駐外商務人員就有不少是法組的畢業生。如果不喜常駐國外者，在

國內的經建部門（如國發會、國貿局、投資處…）也有很多機會，由於我

們課程訓練的特色，進入政府部門後即使不外派，也會被長官安排去處理

涉外事務。 

此外，由於我們是商學院的研究所，課程中金融相關的部分不少，法

組亦有國際金融法的課程，所以也有很多法組畢業的同學進入金融業。私

部門的工作當然不限於金融，無論是航運業、能源產業、跨國通路業、跨

國地產開發、跨國藥廠、科技業皆有法組畢業生的蹤影。當然也有法組畢

業生（原本有法律背景的）擔任律師，可是所處理的業務無論是訴訟或是

非訟，均有相當的涉外成分，所任職的事務所也多是國際知名者。 

大家或許會問，法組的畢業生去應徵金融體系、公司行號時，究竟是

如何與其他商學院研究所畢業生競爭，進而脫穎而出？我相信業主當初都

是看中他們不僅具有商學院研究所之知識，同時又對國際商務法律有一定

程度的了解，因此可以提供企業組織不同於其他商學院研究所畢業生所能

夠提供的貢獻，特別是他們可以增進企業與企業所聘請之外部法律專業人

士（如律師）間之溝通效率，以便讓企業獲得更好的法律服務。同時也因

為法組畢業生具有法律的專業，因此無論是在企業政策的擬定、或是日常

業務的處理，均會特別注意到一般商業專才所忽略之法律風險，大幅降低

企業未來可能因為此類風險所遭致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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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勵的話 

我們非常歡迎認同我們法組的同學來報考。所謂認同指的是對於國際

經貿、國際財金的法律事務特別有興趣，覺得自己在大學所學有限，希望

更進一步擴展視野。至於原本是不是唸法律系並不重要，以我們過去所招

收到的學生入學後的表現來觀察，其實不一定是法律背景的學生會念得比

非法律背景學生來得好，畢竟國內法學院的傳統訓練難免側重國考科目，

與我們研究的方向並不相同。要在法組表現優異，最重要的是投入的努

力；因此只要你有興趣、願意投入，邏輯思考能力還不錯、喜歡撰寫研

究、外語能力強，就非常歡迎你報考本所的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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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老師：施文真 教授 

 政大國貿所法組跟一般的「法研所」有何不同？ 

現今法律的發展，隨著不同商業型態的出

現，必須結合其他的專業領域，所以對於法律人

士的需求已不再像從前般那樣的狹隘。政大國貿

所有最優良的師資、最具挑戰性但也最完整的課

程設計、以及嚴格篩選出的菁英研究生，不僅可

充實你在國際經貿法律方面的知識，亦可透過所上的必修課以及與老師同

學的互動，培養你在財務、行銷、管理、金融、經濟等專業能力以及團隊

合作的能力，這是一般法研所學生單打獨鬥所無法獲得的。 

 如果欲就讀法組，需要哪些人格特質與學術背景？ 

人格特質：團隊合作，不怕挑戰！ 

團隊合作方面，不論身為政大國貿所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的

成員、或是與其他國貿所來自不同領域的各組同學進行討論時，都需要大

量的 team work以及面對來自不同領域之知識的挑戰，因此只要你具備此特

質，歡迎你加入政大國貿的行列！ 

學術背景：法組不限定只有法律系、國貿系或其他商科背景的大學畢

業生來報考，基本上在研究所的階段，政大國貿所都會提供相當完善的基

礎課程。倒是鼓勵同學可以先培養習慣用英文學習的能力，並多關注國際

貿易與財經相關的時事，這樣對於日後在學習跟就業上，都會有相當大的

幫助。 

 法組的課程設計？ 

法組目前有四位專任老師以及數位兼任老師，每學期可提供二至四門

法學課程供法組同學選修。就法組本身的課程，除了基礎的法學方法以及

專案研究以外，課程內容包含國際經濟法、國際經貿法下之相關專題（服

務貿易、爭端解決、貿易與環境等等）、國際金融法、國際投資法、商務

仲裁等。透過特別是專案研究的課程，訓練同學獨立以及團隊合作的方

式，針對國際經貿相關議題，進行議題收集、分析、與寫作的能力。法組

的老師也會因應不同議題，調整或新開課程，以讓同學跟上時代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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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法組的同學與國貿所其他組別的同學，在畢業前必須於 6 門所

上的核心課程中針對國貿所的四大組別，各選擇 1 門作為必修課，亦即是

有 4 門所上的核心必修課，而法組同學亦可選修非法組的課程，以上均使

得法組的同學可以透過有系統的修課來培養商學相關的知識，並與其他組

別的老師與同學增加互動的機會。此一課程設計更可以豐富化法組同學的

商學專業知識，增加未來於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 

 法組畢業學生的就業狀況？ 

比起法研所，政大國貿所法組的就業出路明顯寬廣的多，在公部門方

面，有學長姐透過各類國家考試（例如駐外商務人員）或約聘制度進入政

府單位服務，例如國貿局、公平會、國發會、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外

交部等等；在私部門方面，有學長姐進入傳統的法律界、亦有進入財務或

金融業、行銷或企管業等等；亦有學長姐擔任學校講師、任職於民間智庫

單位、或繼續進修。 

 給推甄生的建議？ 

由於審查委員包含法組與非法組的老師，因此，在準備書面審查的資

料時，法律系學生除了強調本身人格特質與就讀動機外，另外準備可讓非

法組老師感興趣的資料（例如曾修過哪些商學院的課或是做過哪些專

題），可增加自己的上榜機會喔！ 

面試方面，國貿所通常是由中英文交叉進行問答，如果本身英文程度

不錯，可在此好好發揮。但如果自認英文程度不佳的同學也不需擔心，可

在中文回答方面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最重要的是，必須要說服審查委員你有強烈的就讀動機以及非常完整

的事前準備（例如展現出妳／你對法組以及國貿所的課程與要求的瞭

解），這絕對是審查委員在篩選申請人的關鍵考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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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老師：楊培侃 副教授 

 

為自己開啟橫跨法商領域的學習之門 

就從政大國貿所法組開始 

 

各位同學，大家好： 

很高興有機會跟各位分享政大國貿所的特色與就讀國際經貿法組的理由。 

相信各位同學都是即將畢業或剛畢業不久的法學院或商學院的學生，也許

都正在思考人生的下一步，究竟何去、何從？是要升學呢？還是要就業？或是

要去擠進國家考試的這扇窄門？ 

可是，各位有沒有想過，如果要繼續升學，除了就讀傳統法研所或商研所

之外，是不是有可能選擇一條與眾不同的求學路徑，也許為自己的將來能夠創

造出更嶄新的人生際遇與更好的工作機會呢？ 

尤其是在科技日新月異、國際經貿緊密發展的時代，跨專業領域的知識與

能力已是職場競爭不可或缺的利基，而政大國貿所國際經貿法組，正是各位強

化跨領域專業知識與能力最好的學習場所。因為，我們擁有下列四項特色： 

    第ㄧ、紮實的課程設計，結合法律、經貿與商管專業； 

    第二、堅強的師資陣容，橫跨法律與商管等不同專業領域； 

    第三、一群多元專業背景、學習動機強烈的學生同儕，共同學習； 

    第四、完善的學習資源與明確的教學目標，培養職場所需的核心能力。 

由此可知，政大國貿所和一般法律研究所或商學研究所不同。本所不論在

課程設計、師資結構、與學生組成背景上，都具有跨科際領域與不同專業的濃

厚色彩，以培養學生成為國際經貿領域的專業人才為目標。因此，我們會定期

舉辦研討會等學術活動，並透過課堂報告、電子報及全英文授課等教學方法，

培養學生具備語文表達、論理思辨與分析寫作等基本能力。總而言之，結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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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經貿與商管專業的訓練，是我們的特色訴求與學習要求。因為，我們相

信，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培養出全方位的國際經貿專業人才。 

的確，面對人生的下一步，要選擇跨出自己熟悉的專業領域，應該是一項

困難而且具有風險的決定。但請相信自己的抉擇，加入我們法組應是符合社會

趨勢與市場潮流的明智之舉。我們即令擁有能夠培養國際經貿人才所需的一切

資源，但是我們更期待有你們的加入。沒錯，我們所欠缺的，就是你。我們需

要勇於嘗試與創新突破的你，加入我們；我們更需要具有勇氣膽識，樂於接受

挑戰的你，加入我們。也許你會問：我準備好了嗎？我適合就讀國貿所嗎？ 

我相信你會參加本所的招生說明會，閱讀我們的招生簡章，應該就已經具

備就讀本所所需的一切人格特質，也就是勇於嘗試創新、樂於接受挑戰。所

以，我先在這裡竭誠歡迎各位，加入我們國際經貿法組的大家庭！相信現在的

你，就只差一顆破釜沈舟的決心，趕快到郵局把報考本所的申請表寄出去，你

就為自己在政大國貿開啟了一頁跨領域專業的仙境旅程。 

最後，祝福各位，試試順利（請注意，是考試的試），期待下學年能和各

位同學在政大國貿所見面。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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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老師：薛景文 副教授 

 對於國際經貿法的想法，您當初為何選擇從事這

方面的研究？ 

國際經貿法此種需整合經濟、商業、國際關

係、公共政策的法律學科，並非傳統法學院教學

的重心，在大學時代我也只修過一門國際貿易法

的課程。在此課程中，老師開啟我對於法律的不

同想像，原來法律不只是寫好的條文與寥寥數語及微言大義（或是無意

義？）的實務判決，而是一完整的故事，由不同語言、文化、經濟背景的

國家或是個人所譜寫，多方折衝而去異求同，期待能建立跨越國界的共同

經濟秩序以求世界共榮。後來進入法研所就讀，誤打誤撞選修更多國貿法

相關課程，才發現我最初的印象並沒有錯，國際貿易法所追求的是一個經

濟上的烏托邦，可以給全球人民富足的生活。在目前的國際法律架構下，

這樣的理想還很遙遠，有太多規範空白的地方，跟國內法大部分都已經完

備很不同，有點蠻荒大西部的感覺，也正因規範欠缺，學者與實務家得以

見證或是參與規範的誕生。對於喜歡看熱鬧的我來說，國貿法的世界永遠

都有新鮮事，新議題產生的很快，不會覺得無聊。 

 

 新生需要具備什麼樣的人格特質方適合進入經貿法領域學習、建議新生培

養哪些習慣或應該如何探就學習熱忱？ 

 

雖然國貿法跨領域的色彩很重，但畢竟還屬於是法律族群，免不了需

要細心跟耐性分析法律文字，挖掘各類法律文件以求完備。所以耐心跟毅

力是學習國貿法的基本條件，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的限制，不管你是充滿理

想祈求世界和平、人權保障，還是務實的想賺錢謀生，都可以在國貿法的

領域找到安身之地。除了耐心跟毅力，還有一樣東西也是學習貿易法必需

品，就是英文能力。既然是跨國界的規範，英文能力就成了新生求生必備

工具了，而學習英文也沒有別的方法，就是多看多聽以及臉皮厚，久而久

之就習慣成自然了。大學不是念法律的同學也別擔心，國貿法很需要其他

領域的背景，以充實法律的內涵，而也正是各個領域人才的投入，才讓國

貿法可以持續發展茁壯。歡迎具備法律以及其他領域專才的你/妳，一起加

入這個新興的法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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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畢業系友訪談 

 公部門  

 

欲增加職場競爭力，須提升專業學養及強化思考力，而這正是我在本所獲

得的主要豐碩收穫。回首那幾年在本所之學習心得，一切都還歷歷在目： 

還記得上課報告時，大家上窮碧落下黃泉，皓首窮經地找一大堆原文資料

猛翻猛 K，上台侃侃而談，也敵不過老師關鍵性的一問，頓時啞口無言，台下

同學也只能面面相覷，等待老師醍醐灌頂的開悟。研究WTO案例時，沒有實戰

談判經驗的我們，滿坑滿谷的疑問，透過實戰經驗豐富的老師現身說法，一一

解惑撫平，而許多精采談判的故事一經演說，在叫好叫座的情況下，有時也欲

罷不能到近午夜。我想能擁有忘卻時間流逝之專注研究熱情，才叫研究生吧！

法律研究課程之邏輯分析訓練，加以國際宏觀視野及語言能力之培養，於國際

經貿法之相關研討課程中，如同水到渠成，自然育成。 

除此之外，由於本所除我所主修的國際經貿法組外，尚包括國際財管、國

際經濟、國際企管與行銷，基於系所規定共修科目及輔修旁組的要求，使我得

以拓展相關學術領域的廣度及深度，並認識不同種類專業人才，結交成為一生

的學習夥伴。尤其於研究所得遇恩師楊光華教授，無論於學術方法或工作上專

業問題之指導，皆對我有莫大助益。以我個人為薦證，如選擇本所就讀，就功

利實用主義言，絕對為增強自身競爭力之利器；以人生整體價值言，這亦是培

養深度思考力及結交良師益友的寶貴經歷。竭誠期盼年輕的莘莘學子有志之士

皆能成為本所大家族之一員。 

訪談對象：李文秀 學姊 

畢業年度：2002年     

工作狀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法律事務處專門委員 

                    前公平交易委員會法務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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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國貿所的動機 

大四時，我因興趣、老師建議、學長姐經驗及國貿所課程等原因，報

考政大國貿所經貿法組。大學時我主修法律，但對司法官、律師的國家考

試科目不感興趣，正躊躇是否該跟隨同學準備法研所時，聽到教授表示：

「法律系學生的人生不能只學習法律，必須多培養幾項技能。」教授的建

議促使我考慮法研所以外的選擇，我評估自己興趣廣泛，不排斥學習商學

科目，同時系上許多優秀學長姊在政大國貿所，國貿所及政大商學院具有

豐富師資及課程，考量這種種，我決定報考國貿所經貿法組。 

 法組課程提供一生受用的技巧 

法組課程豐富實用，許多課程不單是教授知識，同時強調方法論之運

用，讓我在往後工作或學習時受用無窮。舉例而言，「法學方法」及「專

案研究」除幫助我充實國際經貿時事、訓練蒐集資料及研究能力外，還大

幅提升我的寫作及論述技巧，讓我在日後工作上能快速掌握問題重點，有

效率地將意見重點呈現在法律意見書上，加快工作效率及精確性。組內課

程之外，法組同學亦須修習國際經濟、國際金融、財管、企管等課程，這

些課程能讓不同背景的同學在兩年內快速涉獵法、商所有知識，甚至找出

興趣及發展專業，亦是很寶貴的學習機會。 

 法商兼修課程對求職及工作之優勢 

對企業及公部門而言，法、商兼修背景極富吸引力。我服務過的企業

或公部門皆重視法律及商學知識，不會只期待法務「懂法律即可」，亦不

會僅求業務或商務人員「瞭解產品或經濟政策就萬事已足」，因此倘能在

求學階段累積法、商知識，無形中亦提升自己的職場競爭力。 

商學知識對大學念法律的同學而言，額外增添一項好處：在社交場合

中與不同人士產生共通話題。在公司裡，多數同仁不太喜歡聊法律，連法

訪談對象： 董玉潔 學姊 

畢業年度： 2011年 

工作狀況： 經濟部商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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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長與同仁或下屬聊天時，也鮮少提到法律爭點，多半聊商情、經濟趨

勢、最新的行銷技巧，可見商業知識是社交時主要話題，能幫助法律背景

學生提升社交助力。 

 給學弟妹的建議 

國貿所經貿法組的生活很充實忙碌，學習過程中難免會遇到挫折，法

律系背景學生為經濟學感到苦惱，商學背景學生可能覺得部份法科不甚有

趣，但這都只是過渡階段。在完成學業後，我們的眼界一定會與加入法組

前大不相同，並能透過在法商兼修的背景及實力，取得許多有趣的工作及

機會，見識各式新奇的人、事、物。因此，選擇政大國貿所經貿法組，抱

持開闊心情努力學習，學弟妹一定能感到不虛此行。 

 

 私部門                                       

               

 現況和職涯回顧                                                         

我目前定居在香港，任職於谷歌大中華地區的廣告產品解決方案部

門。我在政大國貿所畢業後服兵役一年，於台灣共有三年的工作經歷，前

兩年在國家安全會議從事行政和專案業務，之後在一家台商貿易公司從事

一年的銷售分析。我於2009年赴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

攻讀 MBA，2010 年暑期在 eBay-PayPal 的線上消費者信用融資部門實習，

2011 年畢業後在華盛頓 DC 的行銷顧問公司 Edelman 從事產品研發市調。

2012年移居至新加坡，任職於 WPP集團下 GroupM的數位媒體廣告事業單

位，擔任亞太地區的資深經理，直至 2018年初轉往谷歌。 

 

訪談對象：賴志倫 學長                                      

畢業年度：2005年                                          

工作狀況：Head of Products, Google Greater 

China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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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大國貿所的三個 Takeaways 

回顧我在國貿所的學習生涯我想最重要的三個 Takeaways 是：（一） 

Networking；（二） Analytical Skills；（三） Leadership。我於 2002 年 12

月推甄考上政大國貿所隔年即入學。記得我在政大法律系時對未來常感到

迷茫，對於司法官或律師的 career path 不時存疑。升大四的暑假，偶然認

識高我幾屆的李嘉偉學長（Networking！）得知政大國貿所有招考經貿法

組，後來我透過推甄獲得入學資格。碩二時獲得楊光華老師賞識開始我人

生的第一份工作（Networking！）在國家安全會議累積許多專案協調的經

驗。我喜歡認識人與陌生人交談或許這也是為何我喜歡行銷工作的原因。

我覺得在商學院和法學院最大的不同就是商院的學生比較多樣化也比較多

team work。我會鼓勵學弟妹應該把握在國貿所的時候和不同背景的人互

動，嘗試不同的 projects，探試自己的 potential（不管是對人或對事）。一

個成功的創業點子甚或是工作機會，可能就來自於平常的 Networking。 

國貿所的 program 非常多元化，除了國貿法相關的課程外，還有行

銷、財管等。我當時除了法科外還修習許多行銷課程（e.g. 陳建維老師的

「國企專題」、邱志聖老師的「全球行銷」等）。法科比較重視 reasoning

和 making arguments，商科比較重視 data和 telling stories，但兩者都需要高

度的 Analytical Skills。我在學校時參與不少經貿法研究專案，將所學與實

務結合，藉此培養分析能力並解決實務問題。我認為學弟妹應該把握機會

到企業實習 。回首過往我唯一的缺憾是沒有到任何一家公司實習，去體驗

如何解決商業世界的現實問題。我想如果我的人生能重來一次，我會積極

爭取這樣的學習機會。 

在國貿所除了課業學習外，我還擔任法學中心總幹事，主辦過兩屆的

國際經貿法研討會、協調WTO中心專案事務、更新網站和出版論文集等。

我認為學弟妹在校期間應該積極培養 Leadership 機會來臨時就該 step up，

即便是很小的任務，也該爭取領導的機會。Leadership和念書不一樣，不是

自學就可習得，需要很多的 practice 和 people skills。此外研究所和大學很

大的不同是有較多的機會和教授們互動。我在中心擔任總幹事時，有幸與

楊光華老師和施文真老師共事，從她們身上學到許多的領導風範。 

 課程和職涯建議 

根據我自己畢業後的粗淺經歷，我想給學弟妹提出以下課程和職涯的

建議：對於有意從事數位媒體或科技業的學弟妹，除了要把握住自己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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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修之外，如果學校開設以下三樣課程，應該抓緊機會修習，在職場上

會有很大的幫助：（一）Advanced scripting and data analysis（e.g. VBA、

SQL）；（二）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三） Business 

communication and writing （English）。 

關於職涯方面，建議學弟妹可以試著去了解自己的個性和專長，是比

較適合發展成 business generalist（e.g. 管理 P&L，可以理解為廣度）或是

subject matter expert（e.g. 培養 technicality，可以理解為深度）。越早對自

己有這樣的認知，在選擇行業和職位時就越能避免試誤。 

 總結 

總的來說，我的學習和職業生涯初期，缺乏一個持續的 focus。從前我

總是在轉換專業和產業，一直無法培養 seniority。或許這也是為何我後來

會去喬治城攻讀 MBA 的原因，藉由學習來 test out 並確認自己的興趣。我

自知這是我很大的缺點，但覺得欣悅的是在試誤之間，我最後選擇了行銷

和廣告科技，後來也獲得很珍貴的實習和工作經驗。我認為我人生這一路

的誤打誤撞，政大國貿所的學習經驗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在政大國貿

所認識一些對我人生有很大影響的人，課業學習也開啟我嶄新的視野，這

一切都不是當初那個茫然的法律系畢業生所能預見到的。 

 

 報考動機 

近年來，就讀法律系的學生越來越多，法律系傳統的出路（律師、法

務等）競爭日趨激烈，甚至已達僧多粥少的局面。由於自己本來就對商領

域很有興趣，在因緣際會下，得知政大國貿所可同時結合法學及商學之訓

訪談對象：陳靜儀 學姊 

畢業年度：2007年 

工作狀況：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採購經理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經貿法規小組副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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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因此當下馬上決定報考國貿所國際經貿法組。現在看來，還是深信當

時的選擇是正確的！ 

 國貿所的學習內容及心得 

在就讀國貿所的過程中，除了學習到本組的經貿法規專業知識以外，

也參與其他三組國際財管、國際經濟、國際企管與行銷等課程。在這三組

的課程中，我主要選修國際企管與行銷的課程，最後還取得了副修的學

位，這些學識對於我現在的工作，有著大大加分的效果。 

而在國貿所課程以外的各種活動，大體上可分為法學中心例行性事務

與國貿所整體性的活動，但因為經貿法組的同學還需負責中心業務之處

理，因此我較少參與其他貿研之活動。而中心的工作事項包括年度研討會

的籌辦、會後的專書出版、雙週刊國際經貿議題的電子報發行以及日常性

的工作，同學們均可由分配的任務中學習如何在短時間內去組織、籌劃及

安排各項活動，有助於提升團隊合作、組織及及行政等能力。 

此外，由於自己曾擔任中心總幹事職務，在一年的任職期間，除了負

責代表中心對外的聯絡外，對內亦需作為法組師生間聯繫溝通的橋樑，有

時也需扮演中心同學間協調者的角色。另外也因為總幹事負責主辦中心多

項業務，對於個人統籌能力而言，著實精進許多。自己很高興有幸能在就

讀國貿所期間擔任總幹事一職，這讓我能強化各方面的能力，並使自己歷

練成長了不少。 

 畢業後的出路 

一般法律系同學畢業後普遍從事的工作為法務、律師、司法官等，然

乘法人（指連結 2 種以上專長）在職場上而言更具競爭優勢。因此在法組

課程與其他三組國際財管、國際經濟、國際企管與行銷等課程的絕佳組合

下，使得同學們的就業選擇更為寬廣且更受到企業的倚重。例如在公部門

方面，有不少人選擇國貿局、公平會…等；在私部門方面，則有金融業、

電子業、零售業、醫藥業…等，而且有不少學長姊年紀輕輕已擔任部門內

的重要職位，相信這些大多為國貿所訓綀下的成果。 

 

 



 

 2019政大國貿所經貿法組招生說明手冊 

貿冠群商 法領群雄 

Transcend to Lead  

 

 

 38 

 特別感謝 

我要藉此機會感謝楊光華老師和施文真老師，楊老師是我論文的指導

教授，即使自己論文寫得不是很理想，但楊老師仍十分耐心且嚴厲地指

導，真的非常感謝老師這兩年的教導。另外，由於在擔任總幹事的期間，

一直都能與施老師維持著良好的默契，老師也對總幹事十分信任，並完全

授權總幹事做政策之決定。當遇到阻礙時老師也會站出來為政策相挺，讓

我無後顧之憂的去執行、監督中心之運作。此外，老師們除了在課業上傳

授許多專業知識外，每當我遇到困難或感到挫折時，老師們在私底下也會

從旁開導，著實獲益良多。 

最後，綜合以上及其他學長姊的訪談內容，相信你已充份了解選擇訧

讀國貿所為自己所帶來職場上的優勢基礎。現在就請立定目標，往前邁

進，國貿所這個大家庭期待你的加入！ 

 

 

 為什麼當初沒有選擇就讀傳統法研所，而選

擇國貿所經貿法組？  

在大學的時候我就很享受團隊合作，與

人接觸的感覺，傳統法研所大多自己一個人

在作純學術研究的風氣並不吸引我，因此我

很早就決定不報考法研所；另外我大二就開始輔修經濟，其中個體經濟有

一塊與法律系的環保法課程相連結，老師教我們使用經濟成本的概念去評

估是否應該規範二氧化碳排放量，這與法律人從「正義」的切入角度很不

同，讓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後來得知政大國貿所國際經貿法組，覺得能學

習到法律經濟和國貿相當特別，因此選擇報考政大國貿所經貿法組。  

訪談對象：吳思萱 學姊 

畢業年度：2008年 

工作狀況：研華科技 AIoT商務開發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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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讀經貿法組的心得  

在這段期間所學可以分成兩大層面來說。第一個層面，所上的氣息跟

以往我所接觸的法律學院的很不相同。商學院的課程和風氣相當重視團隊

合作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舉凡研討會或分組報告都需要大家投注心力

一起完成，自然而然就會讓大家的感情相當融洽，也讓人懂得怎麼去分

工、領導、有效率地完成工作。由於我在大學的時候就樂於參加系學會或

社團活動，所以來到國貿所這個環境，學到了更多。每次有報告以及舉辦

組上的活動，我總是樂於擔任報告者或主持人的角色，透過這些機會積累

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不僅訓練自己的口條，也鍛鍊我的臨場反應能力。  

另外一個層面，則是多元學習的機會。進入國貿所以及商學院的大家

庭之後，會發現這裡的資源相當多。除了有所上的資源外，各種背景的同

學更能夠給你許多新的想法，而且藉由不同學科的訓練可以開拓你的視

野，不會侷限在法律的思想當中，讓我日後不論在生活上、學業上，以及

求職的時候，都能夠擁有更多選擇，走出更廣的路。 

法組的生活十分忙碌而緊湊，除了中心的業務之外，也要兼顧學業的

表現，也因此我學到了如何在兩者之間求取平衡，並且更善於掌控及分配

我的時間。  

 求職經驗分享 

在國貿所兩年培養我對商業的興趣和所需要的知識。在我自己的職涯

規劃中是從業界開始找，政大國貿所的學長姐所建立的口碑讓我們在求職

時可以順利取的一張入場券，然而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更要有許多其他的

才能來突顯你自己。以我為例，法商結合的背景加上在學生時代參與自治

性社團、一般社團以及研討會等大型活動，累積自己的自信、能力和口

條，面試也是一種銷售！把自己銷售給面試的公司，除了有好的產品之外

也要有好的業務，自己要成為自己最好的業務。  

 結語  

國貿所法組是一個十分溫馨而且充滿人情味的地方，在這裡可以獲得

很多過去法律系沒有的訓練，也可以藉由商學院的資源接觸到許多發展的

機會，並充實自己未來繼續研究或就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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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記要好好把握研究所的兩年，不要有任何設限也不可以浪費，你會

發現在這個時期，你變的更成熟還有許多時間可以充實自己，到處遊歷見

聞，會讓你之後的生命更加燦爛。 

我覺得政大的環境比起外校顯得更為質樸溫暖，更能有機會認識到許

多具有革命情感的朋友，在一路上相互扶持，這些朋友也會成為你寶貴的

資產。 

 

 

各位讀者好，我是 104 級的文祈。若你讀到這邊，想必你對經貿法組已經

有一定的興趣了，否則不會花大把時間蒐集資料。若你已經決定要報考這個

組，你應該感到幸運，因為你已經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若你還尚在猶豫階

段，希望我的分享能幫助你做出最適合的決定。 

在開始之前，有些關於這個組的生態必須讓讀者知悉。首先，這個組的課

程訓練非常非常的扎實，你的表現取決於基本功扎得多深，而這些基本功必須

一磚一瓦、花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養成。所謂的基本功，是對於國際經貿法的

認識。如果你對於經貿法還不是很了解，建議先去翻閱相關書籍，再來考慮是

否要報考經貿法組。此外，扎實的課程意味著你可能沒有充裕的時間從事法學

中心以外的事物，諸如學期間的實習、準備國考等。當然，我也是有看過真正

很厲害的同學兩邊兼顧，但那是因為他對自我要求極高、基本功也很到位，才

能把時間運用自如。如果你沒有信心，建議剛開始還是將重心放在課業上，心

無旁鶩。 

你可能會想，對經貿法一知半解的我，到底適不適合念這個組？念了這個

組，對我的未來有甚麼幫助？如果你的腦中曾經浮現這兩個問題，恭喜你，你

訪談對象：戴文祈 學長 

畢業年度：2017年                                                                  

工作狀況：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外業務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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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具備了這個組很看重的特質──問問題，而且是有意義的問題。不瞞各位讀

者，我當初報考這個組的其中一個原因，無非是希望能夠考上經貿商務人員，

畢竟這個職涯發展跟所學是最相關的。顯而易見地，我並沒有如願考上，不然

現在也不會在賣腳踏車了！不過，我認為這兩年的收穫是非常寶貴的，如果沒

有這些訓練，我可能也無法如此泰然地站在現在這個位置。從蒐集資料、過濾

龐大的資訊，到有系統性、邏輯性地呈現這些資料，最後用平易近人的話解釋

給別人聽，這些能力無論你到哪裡都是必須的。在法組，你會不停的在這個迴

圈一直訓練，不停地失敗、不停地修正、再失敗、再修正。而且所有修正都有

期限，讓你備感壓力。講白一點，這裡沒有捷徑，你就是一直被刺激，在刺激

中成長。兩年後回頭望，你會發現自己已經不是過去的那樣。 

如果你覺得以上這些無形的能力，在職場上也能培養，不需要花兩年的時

間待在這，那我建議你趕快去找工作吧！也不需要去報考其他研究所了。但我

必須提醒的是，職場並不像學校能夠一再地容忍你犯錯，可能一次、兩次就沒

有機會，也不一定會有主管願意一教再教。除此之外，別忘了職場上你只是個

超級菜鳥，憑甚麼人家要聽你講話？有時甚至表達意見的機會都沒有！最後你

可能有了三年的工作經驗，卻還是跟剛出社會時一樣懵懵懂懂。 

最後，奉勸各位讀者，報考這個組之前，一定要知道為何而戰、為誰而

戰。就算筆試第一名進了第二階段，動機不夠強還是很容易被刷掉的。想清楚

再來，來了就不要後悔。給自己兩年的時間，讓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我的 email

是 wangnoonemlb@gmail.com，若有問題歡迎來信，我會盡我所能回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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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從政大法律系畢業之後，因為期許自己在未來的研究所期間，不僅

可以持續精進大學時期已經養成的法學基礎，更是希望可以學習到跨領域的

專業，所以在蒐集各個研究所的相關資訊後，政大國貿所國際經貿法組即成

為我的首選。 

政大國貿所國際經貿法組在課程的安排上，十分的充實和豐富。因此，

在就讀經貿法組的兩年期間，除了修習主要科目，即國際經貿法等相關課程

之外，法組的同學也會與其他組別 （國際財管、國際經濟、國際企管行銷）

的同學一同修習商管課程。因此，有別於傳統法研所，政大國貿所國際經貿

法組的課程，不僅得拓展傳統法律人較為欠缺的國際經貿局勢視野，在學習

方面更是涵蓋了商管知識的訓練，故對於跨領域能力的培養可說是相當有助

益。 

尤其，法組最為特別之處，就是所有學生都必須共同參與法學中心的營

運。並且，在與同儕及學長姐們共同營運和維護法學中心的運作時，更是可

以學習到如何與團隊溝通、如何規劃、籌辦大型學術活動，以及如何在課業

繁忙之餘，妥善運用時間參與中心行政事務。於此，不僅大幅提升法組學生

的團隊組織和時間管理能力，更可以使法組學生在畢業後迅速與職場接軌。 

畢業後回首看研究所生活，很感謝有法組每位老師專業及用心的教學和

帶領，讓我可以帶著滿滿的專業知識和自我管理能力順利進入職場，而在學

生時期總以為「未來可能用不到」的能力，例如：學術文章撰寫、英文資料

檢索等「軟實力」，更是意外地成為我職業發展上的一大優勢！ 

因此，我在求學階段最不後悔也最具「經濟效益」的選擇，就是加入法

組，所以在此歡迎各位優秀且對未來充滿期待，並且熱於接受挑戰的學弟妹

一起加入法組大家庭！這兩年絕對不輕鬆，但保證會為你們留下最美好也最

「受用」的回憶！ 

訪談對象： 吳俞慶 學姊 

畢業年度： 2018年 

工作狀況： 理律法律事務所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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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學弟妹好，我是 106級的法學中心總幹

事劉心國，很開心各位將政大國貿所法組列為

選擇報考的名單，以下將和各位分享我在法組訓練下所獲得的成長，誠摯與各

位推薦政大國貿所法組，若有任何問題歡迎與我聯繫！ 

Email: hsinkuo.liu@gmail.com  

 選擇國貿所的動機 

大學畢業後，我在金融業服務了一段時間，體認到自己的個性、興趣和

能力比較適合公部門和公股單位，在進一步了解相關職缺的發展後，我將職

業選擇鎖定在「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與「公股銀行儲備幹部」，前者必須通

過國家考試成為公務員，需要扎實的國際經貿專業；後者則需要取得商管相

關碩士學歷，並且通過層層筆試、面試關卡。綜合考量下，我選擇攻讀政大

國貿所法組，希望藉由法組在國際經貿法和國際商管專業的雙重訓練下，邁

向我所憧憬的職涯路線。 

 法組優勢 

（一）法律與商管創造職場優勢 

在法組必須同時修習法律與商管的課程，成為跨領域的人才，職業選擇

上較具彈性，尤其許多企業紛紛實施「輪調」政策，多工人才的重要性日漸

提升。以金融業為例，透過修習國際經濟學和國際財務管理可以對金融商品

和財經知識有全面瞭解，國際行銷管理則應用在如何向客戶銷售商品服務或

傳遞品牌價值，此外，因為金融業是政府高度管制的產業，透過國際經貿法

課程中的服務貿易法與國際金融監理，可學習政府在開放金融市場和監理金

融業者上可能會有的顧慮與考量，如此在從事各項法遵業務如反洗錢、反資

恐、KYC，或在開拓海外據點上，與金融主管機關的溝通能較為順暢，降低

企業因違法缺失所造成的損害。 

訪談對象：劉心國 學長 

畢業年度：2019年                                                                  

工作狀況：彰化銀行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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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報迅速提升專案研究能力 

在法組必須修習「專案研究」這門電子報寫作課，短期內迅速提升我

「從無到有獨立研究一個專業問題」的能力，包括研究題目選擇（怎樣的題

目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題目？）、蒐集一手資料、判讀二手資料正確性、正

反方論點呈現、外文精確翻譯、寫作邏輯、論點架構與鋪陳以及提升文章說

服力。未來各位學弟妹若有幸在職場上成為公司的紅人，非常有機會隨時被

主管賦予重任，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完成新業務、新市場、新產品、新客戶

的專案報告並向層峰匯報作為公司決策的依據，而專案研究就是法組所提供

的最佳訓練舞台。此外，專案研究的成果會以經貿法訊的期刊方式對外發

表，成為政府經貿部門、學術智庫或產業界的參考資料，文章若寫得好也能

提升自己在經貿界的能見度。 

（三）國際經貿法學術與實務的結合 

法組的專業課程包括國際經貿法（WTO、FTA）、國際金融法（Basel、

金融監理）、國際經濟法（世界銀行、IMF、碳交易）、國際投資法（BIT、

ISDS）等，能同時涵蓋如此多領域，是因為法組老師都是此等領域中具有高

度學術研究能力的學者，並同時代表我國參與各項國際經貿活動或擔任我國

經貿政策的政府顧問，能充分結合學術研究與實務經驗，而老師在教學上也

非常用心認真，時常以自身在國際經貿的實務經驗解釋國際經貿法上一些較

為抽象或難懂的法條或議題。如果未來想參與 WTO、APEC、亞洲開發銀行

等國際經貿組織，或是進入我國經貿與涉外單位如外交部、經貿談判辦公

室、國際貿易局，或是進入經貿研究智庫如中華經濟研究院，我相信法組擁

有全國最豐富的資源，必定是學弟妹的最佳選擇。 

 給學弟妹的建議 

法組的生活非常忙綠但必定收穫滿滿，對於沒有求職壓力的學弟妹，我

建議可以用「三年」作為規劃，前兩年穩紮穩打完成所上課程、法學中心事

務以及畢業論文，第三年上學期可安排交換（政大的交換資源非常豐富）與

充實外語能力，第三年下學期則是進入企業或政府實習，同時一邊在求職季

找到理想的工作，或者全力投入國家考試。最後，對於已確定未來志向是往

國際經貿領域發展的學弟妹，我非常恭喜你們，法組必定是最佳選擇；對於

還不確定未來方向的學弟妹，我也很開心你們正在嘗試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2019政大國貿所國際經貿法組招生說明手冊 

貿冠群商 法領群雄 

Trancsend to Lead 

 

       

 45 

至於對自己課業成績沒有信心的學弟妹，我更要鼓勵你們，我當初大學時期

成績也是非常不理想，但在我下定決心要拼研究所考試，並且接受法組訓

練，現在我可以很自豪地往我當初所設立的職涯路線前進，祝福各位學弟妹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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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應試分享 

一、商事法 

 

訪談對象：鐘苡甄 學姊 

畢業學校：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書單 

 

1. 公司法：《現代公司法》／劉連煜 

2. 票據法：大四上課筆記 

3. 保險法：《保險法實例研習》／葉啟洲 

4. 海商法：《海商法》／袁翟、《海商法》／張新平 

 

 筆試及面試技巧 

 

（一） 筆試 

1. 公司法：我的複習方式是閱讀教科書並將內容整理成筆記，整理時並在腦

中建立完整的公司法體系。因為今年遇到公司法修法，公司法顯得格外重

要，筆試中公司法就佔了 70 分。就內容而言，本科不太會有分析學說爭議

的題型，大多都是就一個案例的正反論述，只要理解重要觀念，邏輯通

順，瞭解實務操作，在答題時都不會有太大困難。 

 

2. 票據法：由於大四上修習票據法的緣故，故在此科的準備上僅就上課筆記

及學習式法典作複習。票據法常結合公司法一起出題，因此在複習時遇到

與公司法相關的內容可以多加留意。 

 

3. 保險法：大三時就非常喜歡保險法，所以留下了豐富的上課筆記，因此在

準備上直接利用課堂筆記並搭配著教科書來作複習。建議考生可以搭配圖

形來複習重要觀念，像是畫出各關係人之間的圖了解保險代位產生之法律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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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商法：此科我是利用大三時的上課筆記來作複習，同時搭配張新平老師

的書及保成袁翟的海商法來釐清重要觀念。經貿法組的考試常將海商法與

保險法合在一起考，是法律系學生較不熟悉之題型，建議可以先參考歷屆

的考古題熟悉考題方向。 

 

5. 英文：我的複習方法是直接練習歷屆考古題，並把考卷上不會的單字都記

錄下來，再利用零碎時間來背單字。英文作文則翻閱之前為了考檢定考而

買的作文書，最後也拿到了不錯的成績。 

（二） 備審資料 

  從筆試放榜到繳交期限只有短短幾天，因此強烈建議考生要提早準備書審

資料，推薦信也可以提早詢問老師撰寫意願。 

 就自傳的部分可以列出自己過去的經歷，就此部分與國貿所經貿法組作一

個連結，例如:曾經參與過相關的商業活動，以充分展現報考動機。學習計畫的

部分，我以「短期—中期—長期」的方式來呈現，短期就是大四下到暑假的規

劃，包含加強語文能力、培養對時事的敏感度等等，中期就是闡述研究所時期

的修課計畫，長期主要就是說明畢業後的方向，像是有出國進修的打算或是想

往哪個領域發展。 

（三） 面試 

        因為面試的一開始會被要求翻譯英文短文，所以我從一試放榜到面試期間 

，每天都會瀏覽幾篇WTO網站的時事文章，從中學習與經貿的相關英文單字。

這對我面試當天的英文翻譯幫助很大。 

 就面試題目而言，教授們多聚焦於書審資料裡的內容，較少專業問題，所

以充分瞭解自己的書審內容即可。若選考商事法的同學，也應就「為何不考法

研所財經法組？」「以後有要考司律國考嗎？」等問題作思考，考前多詢問自

己報考國貿所經貿法組的動機，因為唯有說服得了自己，才可能說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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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經貿法 

 

  訪談對象：鍾子晴 學姊 

  畢業學校：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書單 

1. 《WTO 制度與實務：世界貿易組織法律研

究（三）》／林彩瑜 

2. The Law and Polic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Peter Van den Bossche & 

Werner Zdouc） 

3.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經貿法訊電子報 

4.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及 RTA中心電子報 

5. WTO Analytical Index 

 

 筆試及面試技巧 

（一） 筆試 

    比起完全自行研讀教科書，透過先修習相關課程較能體系性的學習，才不會

有見樹不見林之感，因此強烈建議可以找位老師完整地上一次課。 

1. 第一階段：研讀教科書打底  

我先以 WTO 制度與實務：世界貿組織法律研究（三）做底，輔以《The 

Law and Polic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為補充，仔細研讀後將筆記整理

在英文條文本上，尤其是重要條文的操作務必熟悉，並且搭配經貿法訊熟悉經

典案例操作條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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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階段：練習考古題 

考古題超級重要！如對條文已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後，便可以開始大量練習

考古題。準備期間我找了一位同學一起每周計時練習一份考古題，練習完後彼

此討論，並互相分享解題方式，這對於我日後的考試有很大的幫助。 

3. 第三階段：關注時事並整理比較表格 

從考古題中可以發現，政大近年來的出題趨勢著重於時事分析及跨協定比

較，因此建議可以多關注當年度的經貿時事。我將中經院WTO中心的網站設為

首頁，每天花 15 分鐘瀏覽當天重要的經貿時事，並且藉由每兩週出刊的經貿法

訊獲知最新貿法實務。另外中經院及國貿局也不時會舉辦研討會，建議大家可

以藉參加研討會來更加了解當代經貿法發展趨勢。 

（二） 面試 

1. 推薦信 

禮貌上應留兩週到一個月供老師們作準備，從確定進入面試名單到繳交推

薦信及備審資料僅有不到一週的時間，若等確定進入口試才開始準備可能會過

於倉促，因此最好提前一個月左右告知老師們我有推薦信的需求，並將所有資

料（個人簡歷，相關佐證）備齊後請他們先行協助撰寫，並抱著「必上」的決

心認真準備筆試，以確保不要發生「老師們已經寫好推薦信，卻未進入口試名

單」的憾事。 

2. 備審資料 

因為口試名單公佈到資料繳交間的時程非常緊湊，因此在筆試後便立即開

始著手準備。備審資料主要可分為三大主題：自傳、個人特質分析及學習計

畫，其中自傳注重於報考動機的描寫、個人特質分析是將自己的學習經歷與我

認為國貿所經貿法組學生所應具備的特質做結合，以展現「自己就是國貿所要

的學生」，最後，關於學習計畫可就研究所時期的課程規劃及簡要版的研究計

畫進行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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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試 

在面試開始前十分鐘會拿到一份關於經貿時事的英文題目，進場後老師即

會要求大略摘要段落意旨，不必逐字翻譯。看似困難，但其實老師們想知道的

只是考生的英文程度及對於經貿法議題的關注程度（在此極度推薦同學們參與

每年三月敝所舉辦的經貿法研討會，對於面試有很大的幫助）。其他問題皆有

關於備審資料，老師們會對於自己有興趣的部分提問。整體氛圍還算輕鬆，因

此只要在撰寫時有用心準備，平常心以對即可。 

（三） 考試前可以做些什麼？ 

吃飽、睡好、放輕鬆，不要自己嚇自己！念不完或背不起來也不用太緊

張，只要照個人步調準備，並且盡力答題，相信老師一旦看到答案卷上的誠

意，就不會在分數上給予虧待的。祝福所有考生都能順利進入理想學系！ 

 

 

 

 

 

 

 

 

 書單 

1. 《WTO制度與實務：世界貿易組織法律研究（三）》／林彩瑜 

2.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經貿法訊電子報 

3.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及 RTA中心電子報 

 

 

訪談對象：鄭伊廷 學姊 

畢業學校：政治大學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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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試及面試技巧 

（一）筆試 

        我在去年 8 月時決定報考經貿法組，但因為暑假都不在台灣，自然就少了

兩個月的準備時間。不過學弟妹不要慌，我覺得只要從 9 月開始穩紮穩打地準

備也一定沒問題的，千萬不要因為晚開始而感到不安！ 

        因體認國際經貿法是傳統法律系學生較少接觸到的法領域，所以在大四上

學期時選修了施文真老師所開設的國際經貿法。使自己在準備考試之餘，也能

同時透過老師課堂上的講解，清楚地建構出正確且全面的觀念。因此強烈建議

想要報考經貿法組的學弟妹，可以先透過在學校修習相關課程，讓自己對國際

經貿法有更深入的瞭解，這樣不論是在準備考研時或是未來在進入經貿法組就

讀時都會發揮極大之幫助。 

        我複習的第一階段是詳讀一遍林彩瑜老師的書，包括書中的英文法條註

腳。透過此習慣可以提早培養出對英文法條的熟悉感，此將有助於未來在筆試

中法條翻譯的作答。此外，考前養成了每週規劃自己下週的讀書進度的習慣，

這樣較彈性也較能配合其他修課的進度，大約到 11 月時將林彩瑜老師的書讀完

一遍。 

        第二階段主要再翻閱一次自己比較不熟悉的部分，並在此階段針對每一章

節做體系性的筆記整理。這時我有找一位同學一起練習考古題，如此一來不但

可以控管自己的讀書進度，也能從討論答案的過程中重新審視被自己忽略的部

分。 

        最後，因近年來國際經貿法的出題時常與經貿時事密切相關，因此關注時

事也是準備考試中很重要的一環，我在考前一個月仔細地閱讀近幾年的經貿法

訊，讓自己熟悉相關論述方式，並且也藉此獲知當下熱門的時事議題。 

（二）備審資料 

        請學弟妹務必提早準備，因為第一階段放榜後到上傳備審資料只有短短的

三天，所以考完筆試後就應該要開始整理你們的備審資料。準備備審時最重要

的是凸顯自己報考經貿法組的動機，並且對經貿法組要有一定程度之瞭解，這

樣在做學習計劃的時候，才不會規劃出可能與法組事務相違背的活動，因此有

沒有參加招說會就會顯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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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試 

        面試主要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是英文翻譯，翻譯的內容是與國際經貿法

相關的時事、法條，每個人有十分鐘的時間去閱讀那些英文內容，之後才會翻

譯給教授聽。切記，因為大家在這關都會超級緊張，所以能不能穩定發揮是關

鍵，即使有看不懂的地方，也不要一片空白。我自己是翻譯到幾篇與時事相關

的新聞報導，而且很幸運地因為考前幾週都有關注中經院WTO中心的新聞，所

以在翻譯時就比較順利，當然有些小細節可能沒有翻譯到位，不過整體而言還

是有清楚地表達出每篇新聞的主旨。 

        之後，教授們就會開始問一些與備審有關的問題，基本上我沒有被問到較

具專業性的問題，不過可以感受出教授很重視每個人的報考動機，以及未來想

要從事的職涯規劃，所以這邊再次強調，對法組課程設計及中心事務的深入了

解是極為重要的，一定要釐清國貿所國際經貿法組與一般法研所的不同之處！ 

    

    預祝各位報考的學弟妹們都能如願上榜，歡迎大家加入法組這個大家庭！ 

 

 

 

 

 

 

訪談對象：張騰元 學長 

畢業學校：政治大學外交系雙主修國貿系 

                                              

 

 書單 

 

1. 《WTO制度與實務：世界貿易組織法律研究（三）》／林彩瑜 

2. WTO官網協定法條 

3.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經貿法訊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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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試及面試技巧 

（一） 筆試 

由於我在大學時就修過施老師的國際經貿法，因此對國際貿易法已有了基

本的認識。但如果是第一次接觸過國際經貿法的考生也不必過於擔心，透過閱

讀林彩瑜老師的書後，基本上就會有大致的概念了。 

1. 整理筆記的重要性 

為了避免在讀書時船過水無痕，我會每看幾個小節就整理筆記，最後再統

整一整章的內容，這樣往後複習時才可以迅速地喚醒記憶。 

2. 關注考古題的方向 

再來就是要以考古題的方向去準備。以往年的出題方式來看，基本上係以

時事題和比較題等居多，只考單一協定內容的題型相對較少，所以在讀書時應

多加留意WTO各協定中相似概念的異同之處。例如同類產品的定義、不歧視原

則的規範方式、必要性的要件等。不過，因今年有只考單一協定的情形，希望

考生能區分哪些事實體條文跟程序性條文，所以在準備考試時也可在這方面稍

加留意。至於時事題的部分，可以透過閱覽法學中心的電子報，關注一下當今

WTO最熱門的議題或與台灣有關的貿易爭端裁決。 

因第二部份為法條英翻中，所以看書時要特別留意，可將英文專有名詞陳

列出來，以幫助於考試時可精準地翻譯法條。此外建議同學在搜尋協定條文時

就練習自己看英文內容並參照相關中文翻譯，熟悉英文法條的敘事結構，將有

助於在有限的考試時間下迅速地作答。最後建議平時可以先翻出中文後，再練

習潤飾、轉換成通順的中文句子會更好。 

        英文雖只佔總成績的 15%，但是千萬不容忽視!就題型方面，我觀察考古題

後發現第一部分單字每年的難易程度不一，但仍可透過背單字的方式作準備。

單字的難易度大約落於托福和 SAT 之間，因此可以往這方向來作準備。另外，

就閱讀測驗和文法的部分因與高中英文相去不遠，所以充分掌握基本功即可。

作文部分通常係以論說文來出題，所以一定要掌握好主題句的部分，並可多加

列舉例子去佐證自己的論點，就會是一篇結構完整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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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面試 

        第一關法條翻譯，因今年的題型為類似新聞摘要的短文章，而非單純的條

文翻譯，是平時也可透過關注相關時事來作準備。以今年來看，題目共六題，

每題大約只有兩分鐘可以準備，時間上相對倉促，建議可以先快速地看過一遍

後把重點及不會的地方標記起來，剩下來的時間再來整理細節內容。正式面試

時老師們會請你用三分鐘左右簡述翻譯內容，一定會緊張，但是不要怕講不

好，就把自己理解的內容有自信地說出來就好。 

其他問題則大多聚焦在個人的書審資料內容，所以務必熟記自己的書審。

此外，考前應清楚瞭解想要就讀經貿法組的動機以及對未來發展的規劃。最

後，切記在面試時應以誠懇為原則，發自內心的闡述，才能讓老師們充分的感

受到自己想進入經貿法組的決心。 

 給未來考生的話 

由於我本身的身份比較特殊，不像經貿法組的其他同學出自於法律背景，

因此希望能以我過往的經驗來幫助就讀國際關係或國際貿易相關科系的同學。

在經貿法組除了可以對國際經貿組織有更多的理解，透過所上的其他課程也可

拓展相關商學領域的知識。若是想朝向跨領域方向發展的同學，經貿法組絕對

是最適合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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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特別感謝 

感謝 

 李文秀學姊、賴志倫學長、陳靜儀學姊、吳思萱學姊、董玉潔學

姊、莊亞婷學姊、戴文祈學長、黃詩晴學姊、吳俞慶學姊、劉

心國學長 撰稿編輯 

 楊光華教授、施文真教授、楊培侃教授、薛景文教授共同指導 

 封面設計：鐘苡甄 

 2019政大國貿所國際經貿法組招生說明會籌備小組 

特別感謝 

 89級畢業系友隋芳婷學姊贊助 

 91級畢業系友李文秀學姊贊助 

 94級畢業系友陳靜儀學姊贊助 

 95級畢業系友楊佳偉學長贊助 

 97級畢業系友林良怡學姊贊助 

 102級畢業系友陳韻竹學姊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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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 

地址：11605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號 

商學院 261050室 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 

電話：（02）2939-3091 ext. 81047 

Email：tradelaw@nccu.edu.tw 

 

 

 

 

 

 

 

 

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研究所國際經貿法組招生說明會手冊 

民 國 1 0 8 年 8 月 編 輯 印 製 發 行 

 更多學長姊訪談與心得詳見： 

政大國貿所國際經貿法組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nccutradel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