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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各學制之核心理念與基本目標及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表 

101 年 5 月 24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8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增訂主要特質) 

102 年 1 月 16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修正(明辨事理部分文字) 

學制 核心理念與基本目標 基本素養 主要特質 核心能力 主要特質 

大學部 

 核心理念： 

民主與法治基本理論與實務知識之培育 

 

 基本目標： 

中基層法政專業治理人才之養成 

□自由思考 

▓能夠獨立、開放思考 

□能夠深度、多層次思考 

□能夠批判性思考 

▓勇於表達自己的見解 

 

□自主反思能力 

▓瞭解自己的優勢、弱點及動機(motivation) 

▓能夠激勵自我、追求自我、肯定自我 

▓能夠維持人格的完整(integrity) 

□能夠瞭解自己在不同情境中角色，並表現適

當的行為 

□能夠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願意誠實面對自己的行為表現，並為正面的

(positive)回應 

▓多元尊重 

□對變革及新的事物保持開放

(open)的態度 

▓包容、尊重不同意見 

▓珍惜、促進文化的多元性 

□樂於讚揚、肯定他人的成就/成功 

▓溝通協調能力 

▓能夠傾聽他人的陳述 

▓能夠清楚的解釋、倡議、表達事實及理念 

▓能夠建立團隊，並維持積極性互動關係 

□能夠運用機會，建立夥伴關係，強化支持基

礎 

□能夠整合不同的價值及觀點，獲得共識/結

論 

□能夠提供建設性的回饋 

□社會關懷 

▓關心同學與他人 

□關心、參與公共事務 

▓關懷生命與自然環境 

□表現服務的熱誠及行動 

□明辨事理能力 

▓願意分享他人理念與資訊 

▓願意持續學習、吸收新知 

□勇於直言 

□能夠系統性、邏輯性分析事理 

□願意採取積極、建設性的作為解決衝突 

▓民主法治 

□尊重人權 

▓多元平衡 

▓民主參與 

□衡平正義 

▓任事用法能力 

□具有使命感，願意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並

承擔責任 

▓能夠正確的分析、界定問題、決定優先順位 

□能夠掌握關鍵因素及原則 

▓能夠正確解釋、應用法令/程序 

□基於證據及分析為決策、建議 

□具有決斷力(decisiveness)及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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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重點基本素養、核心能力及特質。 

 

 

學制 核心理念與基本目標 基本素養 主要特質 核心能力 主要特質 

二年制 

在職專班 

 核心理念 

民主與法治基本理論與實務技術之實

踐 

 

 基本目標 

中基層政策分析與行政管理幕僚專業

等公共管理人才之實務訓練 

 

□自由思考 

▓能夠獨立、開放思考 

□能夠深度、多層次思考 

□能夠批判性思考 

▓勇於表達自己的見解 

 

 

□自主反思能力 

▓瞭解自己的優勢、弱點及動機(motivation) 

▓能夠激勵自我、追求自我、肯定自我 

▓能夠維持人格的完整(integrity) 

▓能夠瞭解自己在不同情境中角色，並表現適

當的行為 

□能夠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願意誠實面對自己的行為表現，並為正面的

(positive)回應 

▓多元尊重 

▓對變革及新的事物保持開放

(open)的態度 

□包容、尊重不同意見 

□珍惜、促進文化的多元性 

▓樂於讚揚、肯定他人的成就/成功 

▓溝通協調能力 

▓能夠傾聽他人的陳述 

▓能夠清楚的解釋、倡議、表達事實及理念 

▓能夠建立團隊，並維持積極性互動關係 

□能夠運用機會，建立夥伴關係，強化支持基

礎 

□能夠整合不同的價值及觀點，獲得共識/結

論 

□能夠提供建設性的回饋 

□社會關懷 

▓關心同學與他人 

▓關心、參與公共事務 

▓關懷生命與自然環境 

□表現服務的熱誠及行動 

□明辨事理能力 

▓願意與他人分享理念與資訊 

▓願意持續學習、吸收新知 

□勇於直言 

□能夠系統性、邏輯性分析事理 

□願意採取積極、建設性的作為解決衝突 

▓民主法治 

▓尊重人權 

□多元平衡 

▓民主參與 

□衡平正義 

▓任事用法能力 

□具有使命感，願意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並

承擔責任 

▓能夠正確的分析、界定問題、決定優先順位 

□能夠掌握關鍵因素及原則 

▓能夠正確解釋、應用法令/程序 

▓基於證據及分析為決策、建議 

□具有決斷力(decisiveness)及執行力 

▓：當前重點基本素養、核心能力及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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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核心理念與基本目標 基本素養 主要特質 核心能力 主要特質 

碩士班 

 核心理念 

民主與法治進階理論與實務知識之研

習 

 

 基本目標 

法政領導及中層法政專業人才政策分

析與行政管理等專業公共管理人才之

培訓 

□自由思考  

□能夠獨立、開放思考 

▓能夠深度、多層次思考 

▓能夠批判性思考 

▓勇於表達自己的見解 

 

□自主反思能力  

▓瞭解自己的優勢、弱點及動機(motivation) 

▓能夠激勵自我、追求自我、肯定自我 

▓能夠維持人格的完整(integrity) 

□能夠瞭解自己在不同情境中角色，並表現適

當的行為 

▓能夠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願意誠實面對自己的行為表現，並為正面的

(positive)回應 

▓多元尊重 

□對變革及新的事物保持開放

(open)的態度 

▓包容、尊重不同意見 

▓珍惜、促進文化的多元性 

□樂於讚揚、肯定他人的成就/成功 

▓溝通協調能力 

▓能夠傾聽他人的陳述 

▓能夠清楚的解釋、倡議、表達事實及理念 

□能夠建立團隊，並維持積極性互動關係 

□能夠運用機會，建立夥伴關係，強化支持基

礎 

▓能夠整合不同的價值及觀點，獲得共識/結

論 

□能夠提供建設性的回饋 

□社會關懷  

▓關心同學與他人 

▓關心、參與公共事務 

▓關懷生命與自然環境 

□表現服務的熱誠及行動 

□明辨事理能力  

▓願意分享他人理念與資訊 

▓願意持續學習、吸收新知 

□勇於直言 

▓能夠系統性、邏輯性分析事理 

□願意採取積極、建設性的作為解決衝突 

▓民主法治 

 

□尊重人權 

▓多元平衡 

▓民主參與 

□衡平正義 

▓任事用法能力 

□具有使命感，願意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並

承擔責任 

▓能夠正確的分析、界定問題、決定優先順位 

□能夠掌握關鍵因素及原則 

▓能夠正確解釋、應用法令/程序 

▓基於證據及分析為決策、建議 

□具有決斷力(decisiveness)及執行力 

▓：當前重點基本素養、核心能力及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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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核心理念與基本目標 基本素養 主要特質 核心能力 主要特質 

碩士 

在職專班 

 核心理念 

民主與法治進階理論與實務技術之實

踐 

 

 基本目標 

法政領導及中級政策分析與行政管理

等專業公共管理人才之實務訓練 

 

□自由思考 

□能夠獨立、開放思考 

▓能夠深度、多層次思考 

▓能夠批判性思考 

□勇於表達自己的見解 

 

□自主反思能力 

□學習瞭解自己 的優勢、弱點及動 機

(motivation) 

▓能夠激勵自我、追求自我、肯定自我 

▓能夠維持人格的完整(integrity) 

▓能夠瞭解自己在不同情境中角色，並表現適

當的行為 

□能夠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願意誠實面對自己的行為表現，並為正面的

(positive)回應 

▓多元尊重 

▓對變革及新的事物保持開放

(open)的態度 

□包容、尊重不同意見 

□珍惜、促進文化的多元性 

▓樂於讚揚、肯定他人的成就/成功 

▓溝通協調能力 

▓能夠傾聽他人的陳述 

▓能夠清楚的解釋、倡議、表達事實及理念 

▓能夠建立團隊，並維持積極性互動關係 

□能夠運用機會，建立夥伴關係，強化支持基

礎 

□能夠整合不同的價值及觀點，獲得共識/結

論 

▓能夠提供建設性的回饋 

□社會關懷 

▓關心同學與他人 

▓關心、參與公共事務 

▓關懷生命與自然環境 

▓表現服務的熱誠及行動 

□明辨事理能力 

▓願意分享他人理念與資訊 

▓願意持續學習、吸收新知 

□勇於直言 

□能夠系統性、邏輯性分析事理 

▓願意採取積極、建設性的作為解決衝突 

▓民主法治 

□尊重人權 

▓多元平衡 

□民主參與 

▓衡平正義 

▓任事用法能力 

□具有使命感，願意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並

承擔責任 

▓能夠正確的分析、界定問題、決定優先順位 

□能夠掌握關鍵因素及原則 

▓能夠正確解釋、應用法令/程序 

▓基於證據及分析為決策、建議 

□具有決斷力(decisiveness)及執行力 

▓：當前重點基本素養、核心能力及特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