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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根院長勉勵財法新生的話 

 

    各位同學，非常高興與歡迎加入高雄大學法學院，尤其作為法律新鮮人，更是值得本人

在此向您們恭賀與祝福。首先強調的是，財經法律是法學院重要的一環，故本人在此係以法

學院的立場，勉勵各位，至於財經法律的專業角度，相關注意的事項，想必系上師長在各種

場合上，會娓娓道來。 

 

    綜合而言，法律不是職業，學習法律，亦非就此確立未來終身的工作取向。法律人雖常

以通過國家法律考試為首要目標，但畢竟能夠成功達此目標者，並非每個法律人。故面對體

制現況的無奈，法律人切勿因而自我受限，法律人更應該試著走出寬廣的路，千萬別僅執念

於試場，而不顧人生其他的可能選項、方向。須知法學教育之目的，是讓法律人具備法律式

思考邏輯，能夠理性地分析與研判情事，不受非必要因素之影響，可以獨立思考、自主判斷

，不受他人的擺佈與操弄；縱然投身不同的行業領域，法律人特有的思惟模式及人格特質，

仍可展現其傑出不凡的一面，並且成為該行業中的佼佼者。因此，學習法律的目的，不僅為

了法律專業知識的理解、掌握，更要從邏輯思辨的訓練中，養成理性地發現事物的真象、參

與並從事各方面的社會活動。更重要的是，法律人切勿因身處不同的領域，而喪失了法律人

應有的堅持與理想，要知道無論何時、何地，身居何處，法律人仍然可運用其在法律學習過

程中所培養的種種能力，充分發揮其特質，開創出一片屬於自己的新天地。 

 

    對於所有法學院的新鮮人，都希望能夠在高雄大學的良好環境下，有顆善良的心，健康

的生活態度、活潑的思想，也有個完美圓滿的人生成就。希望同學一進高大法學院就先已規

劃未來的人生，確實按照計劃行事，建立起高大的讀書環境，高大法律人的氣質，高大法律

人的團結，就算是畢業後也永遠以身為高大法學院一份子為榮！今日各位新生入學，在此特

以此勉勵各位新鮮人，在往後的學習過程中，都能抱持著積極進取、不屈不撓的精神，順利

完成學業。最後，祝福各位未來幾年的大學或研究所生活，快樂、充實、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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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開平系主任的話 

各位財經法律系的新鮮人，平安： 

 

 歡迎各位加入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的大家庭。 

 這裡不止要恭賀各位通過各種入學管道，更要恭賀各位來到一個好地方。 

 財法系不僅是在法學院，甚至在整個高雄大學，師資陣容都屬於最佳的層級： 

本系擁有三位全校教學優良教師、兩位全校優良導師、一位全校研究優良教師。 

 財法系不僅培養各位認識、探究各種新興商業、智財、經貿、財稅等法律領域的能力，更是在大

學制課程的開始，就培養各位具備基礎的法學能力。因為唯有具備扎實的基礎，才有繼續探究各種

新興領域的能力。所以，我們是個以扎實的傳統法律訓練作為基礎，再增強從傳統領域繼續衍生、

以財經為主的各種新興法律能力的學系。 
 

 對於大學部的新鮮人來說，在大學課程之外，希望大家能夠維持或增強已經具有的語文能力，因

為閱讀與表達是大學生應當具備的最基本能力。同時請將閱讀的範圍，從中文的世界擴大到外文的

世界，試著透過網路多看看英文（或其他語文）的媒體報導，培養自己具有源自不同語文的世界觀

。如果時間與經濟能力許可，歡迎同學試著挑戰學習第二外國語（例如在法律領域具有相當重要性

的德文、日文或法文）。 
 

 對於在職專班的同學來說，首先請到系網頁［學生專區＞課程規劃］瞭解畢業所需學分數、必/

選修課程與學分等畢業條件，以利日後修課期間、選課等的規劃。其次，則是要分配日常工作與上

課讀書（可能還有家庭）的時間。對大多數的同學來說，在既有的專業領域之外，再增添新的法律

專業能力，無論在現實的時間調度或是大腦中的思維轉換，都有一定的困難，唯有請各位同學將當

初申請就讀財法系的初衷與目標，常常放在心裡鼓勵自己繼續堅持下去。 

 有些同學過去曾經休習過一些法律科目，請依據學校規定（例如休習迄今期間、科目名稱、學分

數等），申請抵免學分（僅得申請一次）。有些同學或許原本缺一張好看的文憑，請在文憑之外，

同時努力學到課程所傳授的內涵以及思維方式。有些同學在工作場所位居主管職位，來到學校進修

，切記不要將外面的社經地位帶進學校教室，多提醒自己是回到學校進修學習，而不是來到企業集

團的新設單位。同時還要麻煩同學不要將社會上各種「硬ㄠ」的習氣帶進校園，無論是平日缺課或

是期末成績，不要用這種方式去合理缺課、乃至於要求老師更改原本不理想的成績。 

 在專業知識能力的養成方面，過去本系在職專班畢業的學長姊，不僅有經過課程學習之後，通過

證照（如：律師）考試，從此擁有新的專業能力認證者，也不乏畢業後考取各校碩士班而繼續深造

者。無論各位同學來到學校的初衷、目的為何，歡迎大家一起在財法系為自己創造出更多的能力，

創造出與入學前不同的價值。 
 

 最後，無論各位同學是本系哪個學制的新生，預祝大家在進入財法系之後的生活中，都能有豐富

的收穫、精彩的人生；獲得自己想要具備的能力、達成自己設定的目標，並且在心智層面成長為思

慮周延、個性成熟的法律人。 
 
 

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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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吳行浩老師的話 

各位財法系二年制在職專班的同學們大家好，非常歡迎你們加入我們財法大家族。財法

系自創系以來，一直保有的優良傳統是具專業與國際視野的教學、民主與多元的學習風氣，

以及溫馨的生活氛圍。希望你們來校以後，盡可能配合學校與系上所安排的一系列活動，如

開學典禮、系上舉辦的導生宴等等。 

本系備有相當完善的學習資源與學習空間，課程的規劃上符合職涯發展的趨勢，並具有

相當的前瞻性與多元性。本系師資團隊陣容堅強，老師們在教學與研究專業的表現上均相當

優秀。老師們私底下是相當平易近人，並且非常樂於幫助同學在學業與生活上的疑難雜症。

此外，本系亦有提供完整的教學與生活輔導機制，學校方面亦有提供相當專業的諮商資源，

可以給予同學們協助。 

最後，再次恭喜你們選擇就讀高大財法系二年制在職專班，相信你們未來在本系就讀的

日子當中，必定能夠獲得具競爭力的財法專業能力，並留下一生中最為珍貴與難忘的回憶。 

祝福你們  心想事成 

 

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吳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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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師資及環境介紹 

以下介紹法學院歷史、環境、位置、院內老師與財法系歷史、師資及教育目標。 

1.1 本院及財法系歷史 

1. 法學院簡史 

為均衡南北法學教育，配合高高屏區域特色與邁向全球化競爭環境趨勢下，於91年7月規

劃成立本校法學院，旨在經由傳統法學教育及科際整合教學研究，透過與政府實務部門及產業

界之互相交流、及國際學術之合作，圖求培育具理論與實務之整合性法律人才。 

本院現有專任教師27名（教授15名、副教授7名、助理教授5名），皆具法律、政治、財經

法學等專門領域之博士學位，且年齡多在40-50歲間，可謂學養成熟，並具活力之師資結構。 

本校擁有獨立的法學院大樓，大樓提供之教學研究空間包含：實習法庭、法律服務諮詢中

心、大學部教室、研究所教室、研究生研究室、教師研究室、教學研究中心、視廳教室、電腦

教室、學生自習室、學生所屬糸學會辦公室、大型演講廳及其他公共空間等。 

2. 財法系及在職班簡史 

本系成立於90年8月。其成立主要宗旨是為了配合及支援台灣在新經濟發展計畫中所需的

財經法律及相關領域的人力資源，並期望以全新的國際及科技視野引領台灣經濟法律學群的變

革與永續競爭力的創造與持續。現有九位專任教師、十一位兼任教師以及十位友系支援教師，

就公法、民商法、刑事法、國際貿易投資、財務金融證券、智慧財產權、公司治理法律、租稅

、經濟管制等，開設多元化課程及舉辦學術研討會活動，理論與實務並重，以活潑充實的教學

方式嘉惠學子，從事法律教育並為社會培育司法、行政、企業等多類之法律人才 

在職專班則於92年8月成立，迄今(2021)已經招收十九屆學生，前後約850名來自不同領域

的從業人員，來到本系就讀在職專班。 

1.2 教育目標及未來展望 

1. 教育目標 

本系教學嘗試以傳統教學方式奠立基礎知識根基，並引導學生主動發掘社會知識資源並做

有效率的整合、強調團隊運作、培養主動積極學習與互動並養成自主思考的習慣與態度。於教

學及生活互動中，透過對於社會人性的關懷與尊重，感受並實踐法律的有機性及生命力，以期

在經濟掛帥的世界潮流中取得科技社會及人性的平衡。 

課程規劃的內容特色是以具備基礎法學能力，並培養財經領域法律專長作為整體課程規劃

目標。本系位在因海運貿易而興起的高雄，無論在各種運送、相關的保險制度，乃至於國際貿

易、智慧財產等，都需要相關財經的法律人才，這正是本系課程所著重的國際貿易法、經貿法

、智財法與財經犯罪等課程所展現的內容。 

2.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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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際互動日益頻繁，加以產業界的體質調整、經貿法令之鬆綁，社會發展漸趨多元

，其中所引發的各種財經問題與法律關係越來越緊密，是以社會對於財經法律專業人才需求孔

急。為因應這樣的情勢，本系作為高高屏地區首創且唯一的財經法律系，自以培養社會所需多

元法律專業人才為己任。 

一、培養多元財經法律專業人才 

從先進國家的經濟建設經驗來看，由於社會發展漸趨多元，對於財經法律專業人才之

需求與日俱增。財經法律人才為未來社會發展的必要力量，無論是行政部門之法制、廉政

與其他公務人員、司法體系之朝野法曹（法官、律師等）、金融機構之法遵人才、民間企

業之法務人員等，對於各式各樣法律專業人才之需求，隨之殷切。因此，本系的教學目標

在於培養具財經專業的法律人，以因應我國自由化及國際化的國家發展政策。 
 

二、落實理論與實務並重 

目前本系發展之重點，以理論與實證並重，培養學生獨立研究之能力。在課程設計及

授課方式，強調兼顧理論與實務，從理論、法律體系到案例教學，教導學生學習如何以法

學方法思辨，正確且適當地運用法律規範、在理論架構之恰當位置得出並討論法律爭點，

鍛鍊學生具備邏輯思考能力，並增進學生學習成效。此外，為促進師生互動，以雙向或多

向交流式授課方式，達成促進學生課前預習、課中勤習、課後複習之目標。 
 

三、養成具有國際視野之法律人 

為培養跨領域、跨國界、跨產業的新世紀法律人才，本系在課程上安排法律英文文書

與契約、法律資訊與司法文書、法律實習等方面的課程，以培育具有法律專業外語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跨領域且具國際化視野之人才。並積極尋求與國外大學建立合作關係，建

立學生交換出國制度、邀請國際著名學者來台進行交流，以拓展本系學生宏觀之國際化視

野並提昇教學研究水準。 

 

本系未來將持續精益求精，充實本系課程內容與教學品質。為配合自由化與國際化的國家

經濟發展方向及滿足國內社會發展之人才需要，開放承認本校管理學院的課程作為畢業學分，

以促進培養兼具經濟、金融、企業管理等商務財經能力之跨領域專業人才。此外，為精進本系

學術與研究能力之發展，並配合學生繼續深造之需求，本系亦已於101學年成立財經法律學系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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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財經法律學系師資 

系上目前有 9 位專任教師和 11 位兼任教師。 

1. 專任教師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張麗卿 教授 張永明 教授 

陳月端 教授兼校長 謝國廉 教授 

吳行浩 教授兼國際長 周伯翰 教授 

謝開平 副教授兼系主任 曾千娟 助理教授 

簡玉聰 助理教授   

 

2. 兼任教師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姚志明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專任教授 黃清溪 日本拓殖大學教授 

蔡顯鑫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鄧穎懋 義守大學國際商務學系專任副教授 

林瑞成 林瑞成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陳明富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庭長 

林石猛 

律師，金石國際法律事務所所長 

曾任：高雄地檢署檢察官、高雄地方

法院庭長、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法官。 

邱泰錄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法官 

宋皇叡 
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兼任助理

教授 
余文彬 余文彬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陳佩琪 安豐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3. 友系支援師資 

姓名 系所/職稱 姓名 系所/職稱 

李淑如 政治法律學系/副教授 佘志民 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 

林昭志 法律學系/副教授 許聖章 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 

呂麗慧 法律學系/教授 劉傳璟 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賴志強 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張鈺光 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葉育君 建築學系/助理教授 吳怡慧 金融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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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高大及法學院環境 

一、高雄大學地圖(http://intro.nuk.edu.tw/nuk/map01.htm)、法學院(特別的粗框)的位置 

 

 

 

http://intro.nuk.edu.tw/nuk/map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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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法系上課教室通常位於法學院一、二樓（請參閱下兩張圖）， 

系辦公室位於法學院三樓；教師研究室則在五、六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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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行政人員 

系辦行政助理 

■ 姓名：鍾心茹 小姐 

■ 電話：07-5919298、07-5919299  

■ 傳真 ：07-5919301 

■ 辦公室位置：法學院 3 樓財經法律學系辦公室  

■ 電子郵件 ：defl@nuk.edu.tw 

 

1.6 110 級新生名單 

 

 

 

 

 

 

 

 

 

 

 

 

 

 

 

 

 

 

 
 

1.7 110 學年度入學重要活動與日期 

  詳細內容可以參考後附行事曆，以下為重點事項摘要： 

一、註冊繳款 

110/9/15 開放新生註冊繳款單線上列印(學雜費) 

110/9/24 新舊學生110學年度第1學期學雜費繳款截止日(註冊截止日)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F1102302 王耀賢 F1102318 林佳佳 F1102335 張永麒 

F1102303 蔣岳峯 F1102319 陳襄綺 F1102338 王淙憲 

F1102304 李志強 F1102320 黃紋秋 F1102339 沈靜芬 

F1102305 法博修 F1102321 蔡京樺 F1102340 陳淑微 

F1102306 田雅夫 F1102322 羅 鉉 F1102341 姜宥芯 

F1102307 洪昆賢 F1102323 石松平 F1102342 張簡茹方 

F1102308 鄧名傑 F1102325 陳宣瑜 F1102343 丁羿廷 

F1102310 陳信安 F1102326 張又慈 F1102347 劉晃明 

F1102311 王偉樺 F1102327 廖祥凱 F1102348 王灀芯 

F1102312 黃璽誌 F1102329 蔡嘉欣 F1102349 陳佩宜 

F1102313 許麗櫻 F1102330 黃建豪 F1102350 羅迦得 

F1102314 吳雪鳳 F1102331 林育糈   

F1102315 盧玥臻 F1102332 歐芯妤   

F1102316 薛安書 F1102333 謝宛吟   

F1102317 吳佩璇 F1102334 陳柏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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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課（可參考最後的附錄 1，有完整的流程） 

第一階段初選 結果公佈 第二階段初選 結果公佈 網路退選 網路加選 

110.09.06(一) 

09時 ─ 

110.09.10(五) 

12時 

110.09.13 

(一)12時 

110.09.13(一) 

12時 ─ 

110.09.17(五) 

12時 

110.09.17 

(五) 17時 

110.09.22(三) 

09時 ─ 

110.10.04(一) 

23時 59分 

110.09.22(三) 

09時 ─ 

110.10.05(二) 

23時 59分 

☆依105年6月14日104學年度第四次教務會議決議：自105學年度第一學期起不再列印選課證明

單，概以學生選課系統內記載資料為正式選課紀錄。 

 

三、正式上課 

110/9/22第一學期開學開始上課 

111/2/21第二學期開學開始上課 

 

四、第一學期學分費繳款 

110/10/18 開放二年制在職專班、碩專班學生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學分費繳款單線上列印 

110/10/29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學分費繳款截止日 

 

五、迎新送舊導生宴 

 上下學期各班可以自行與導師約定舉辦導生聚餐（導生宴），學校輔助每個人約 200 元。 

 

六、第一學期考試時間（行事曆規定，授課教師可能依狀況調整日期） 
 

期中考/期末考 月份 日期(星期) 

第一學期期中考 110/11 17(三)-23(二) 

第一學期期末考 111/01 19(三)-25(二) 

 

七、兵役緩召及儘後召集（男同學請注意） 

日期 
110.08.09(一)至110.10.12(二) 

紙本繳交日期: 110.10.12(二) 

諮詢電話 
【生輔組】 07-591-9060 

系統填列問題請洽【圖資應用系統組】07-591-9126 黃姿蓉小姐 

校園資訊系統 兵籍管理系統 

為免除未役同學在學期間接受兵役徵集及役畢同學收到教育召集（點閱召集），務必注意下列

訊息：男同學務必登錄兵籍管理系統，填寫「兵籍調查表」並於自行列印後，以班級為單位收

齊後，由班代於10/12(二)前送交學務處生輔組辦理。 

✑教官的叮嚀：除在網路上填列兵籍系統外，一定要列印紙本，並以班級為單位如期繳交至學

務處生輔組。教官在相關資料審核完竣後，才能送至同學所屬管轄公所、後備指揮部辦理緩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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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免召事宜。 

1.請仔細檢查： 

 A.戶籍地必須與身分證地址一致。 

 B.服役情形，請詳實填寫（免役、已役、未役均要填寫）。 

2.在學期間如有戶籍異動，請持身分證影本至學務處辦理變更兵籍資料。 

3.凡本校在學學生接獲入營服役徵集令、教育召集令、點閱召集令等通知，無論有否申辦兵役

緩徵或儘後召集，皆應速持接獲命令至生活輔導組洽辦處理；避免觸犯「妨害兵役治罪條

例」遭受處罰。 

 

八、入學健康檢查 

日期 
依各系所時程受檢 

財經法律學系：110年10月01日(五) 09:00-10:00 

諮詢電話 【衛生保健組】07-591-9067 

地點 圖書資訊館 2F 室內大廳 

1.校外體檢：非符合時限內及醫療院所者需重新受檢。 

 ˙本校可受理自本(110)年6月22日後之健康檢查報告，恕不受理兵役體檢、診所及衛生所健

檢報告。請自行核對檢驗（查）項目是否符合教育部規定，或將檢查報告攜至檢查會場繳交，

經審核後，如有缺項，可於現場繳費後補驗，或自行至校外補檢。 

 ˙自行校外體檢者，請至本校網頁下載，並以A4紙雙面列印「學生健康資料卡」貼妥照片，

至公立醫院（不含診所及衛生所） 或 地區醫院以上醫療院所醫院進行健檢，費用自行負擔。 

 ˙檢查表上正反面所列各項均需完成並紀錄檢查結果。 

 ˙繳交報告：請於110年10月22日前親自繳交學生健康資料卡、報告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應告

知事項暨同意書。（相關注意事項請至新生入學資訊網查詢） 

2.特別注意事項：若無法在110年10月1-2日期間在校體檢者，如欲至義大醫院(限)燕巢總院補檢

，請帶本校新生體檢卡以示證明國立高雄大學新生，其補檢費用同樣為600元。 

 

九、學雜費減免 

日期 110.08.09(一)-110.08.16(一) 

諮詢電話 【生活輔導組】07-591-9054 

校園資訊系統 學雜費減免暨弱勢助學系統 

申請方式 
每學期至「學雜費減免暨弱勢助學系統」申請，並非僅辦理一次（每年6

月1日至8日及12月1日至8日各1次）。 

 

十、就學貸款 

日期 110.09.08(三)-110.10.05(二)：二年制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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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電話 【生活輔導組】07-5919063【出納組】07-591-9095 

校園資訊系統 就學貸款系統 

 

十一、其他注意事項 

車輛通行證申請 不限 事務組 07-591-9053 

抵免學分 以入學當學年辦理1次為限，可任選上或下學期所

規定時間擇一辦理。如未依該時間辦理者，不得

申請抵免： 

上學期 110.08.30(一)-110.09.03(五) 

下學期 111.02.07(一)-111.02.11(五) 

課務組 07-5919564 

領取郵件包裹 不限 文書組 07-5919396 

休學辦理與退費、 

保留學籍 

110.09.24(五) 以前 註冊組 07-5919040 

弱勢學生助學金 110.09.13(一)-110.09.24(五) 生輔組 07-5919054 

訂購教科書 班級自行訂購 或 由高大書局代訂 高大書局 07-5918495 

請假 

事假、公假，必須事前請准，事後不予補辦請假

手續。其他依本校學生請假辦法規定辦理，請假

系統如下網址： 

https://stu.nuk.edu.tw/ph/abs/login.asp 

生輔組 07-5919061 

  

https://www.nuk.edu.tw/files/11-1000-1203.php?Lang=zh-tw
https://www.nuk.edu.tw/files/11-1000-1216.php?Lang=zh-tw
https://www.nuk.edu.tw/files/11-1000-1227.php?Lang=zh-tw
https://www.nuk.edu.tw/files/11-1000-1206.php?Lang=zh-tw
https://www.nuk.edu.tw/files/11-1000-1206.php?Lang=zh-tw
https://www.nuk.edu.tw/files/11-1000-1207.php?Lang=zh-tw
https://www.nuk.edu.tw/files/11-1000-1223.php?Lang=zh-tw
https://www.nuk.edu.tw/files/11-1000-1225.php?Lang=zh-tw
https://stu.nuk.edu.tw/ph/abs/log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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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專班學分抵免及修業規定 

2.1 入學前學分抵免 

有關於先前學分抵免，學校方面分兩次作業，通常在八月底及隔年一、二月下學期開學前

，新生入學只可以擇前面所述時間，找一次來辦理抵免；且一次要將所有想要抵免科目申請抵

免，不能分次辦理（國立高雄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七條）。換言之，如果抵免學分於上學

期申請完成後，則下學期就不能再抵免。但如果當學期進來以後就休學而沒有辦理抵免，可於

復學後該學期及下學期擇一學期辦理抵免，但抵免科目只能以錄取年度之前十年的科目。 

凡10年內修習過的課程，皆可提出抵免申請。但通識中心開設課程之學分抵免，以專業科

目不得抵免通識學分為原則。各學系如有更嚴格之規定，依其規定辦理。以下將學分抵免原則

分為學校及系上兩方面說明： 

1. 學校方面 

(1)資格方面（國立高雄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二條），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入學前曾在大專院校就讀取得學分者。 

二、入學前曾修讀本校學分者。 

三、凡曾在符合教育部所定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港

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之國外大學、大陸地區高等學校、香港澳門專科以上學

校修讀科目學分者。 

四、經本校核准轉系、組、所學生。 

五、經本校核准修讀雙聯學位制者。 

六、經本校同意至與本校所簽訂交換學生合作協議且符合教育部所定大學辦理國外學歷

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所規定之國外大學、

大陸地區高等學校、香港澳門專科以上學校進行交換學生修讀科目學分者。 

七、經本校同意至與本校簽訂國內交換學生合作協議之大學交換學習修讀科目學分者。 

八、其他特殊事由經系（所）提報教務會議通過者。 

 (2)抵免學分之基本原則（國立高雄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四條）如下： 

一、五年制專科學校、七年一貫制大學校院畢（結）業之學生，其一年級至三年級修習

之科目不得抵免。 

二、入學本校前修習及格之專業科目，至入學時已超過十年者，不得抵免。 

三、抵免科目如以學分多者抵免學分少者，則以少者登記；如擬以學分少者抵免學分多

者，所缺學分應予補修，如無法補足學分數者，不得抵免。 

四、二年制、三年制及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之學生，其專科修習之科目不得抵免本校二

年制在職專班之課程學分。 



 

 

12 

 

五、修讀學、碩士學位期間，先修碩、博士班課程達碩、博士班及格標準，且該學分未

列入其畢業最低學分數，得經審核後，准予抵免。 

六、同時擁有雙重學籍身份之學生，在具有雙重學籍以後其所修習之科目皆不得提出抵

免申請。 

七、各系（所）得因個別科目之情況，認定該科不得抵免。 

八、各系（所）審核抵免科目，如有必要，得通知申請者接受甄試，甄試及格者，准予

抵免。 

九、共同必修及通識選修科目由通識教育中心另訂要點審核，專業科目由各系（所）負

責審查，並由教務處負責複核。 

十、各系所專業課程之學分抵免，以抵免學生所屬系所十年以內所開課程為限，他系所

課程不得抵免。但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四、五款規定之學分抵免得不受本款限制。 

 

2. 系上方面 

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學分抵免辦法第二條規定「本系審核學生專業科目之學分抵

免」，定義與抵免上限如下： 

 （第一項）本辦法所稱之系專業科目，係指本系呈報教育部之必修與選修專業科目而言。

（第二項）本校法學院其他學系規定之必修或選修專業科目而未列入本系必修專業科目者，經

本系認可列入畢業學分範圍者，視為本系之選修專業科目。（第三項）大學部二年制在職專班，

可抵免學分數不得超過三十五學分。（系上抵免辦法優先於學校抵免辦法） 

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學分抵免辦法第三條規定審查標準如下： 

 申請抵免之專業科目，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同意抵免： 

  一、原修習成績未滿七十分者，但在本院各學制所開設之課程成績達60分以上者，經

負責審查教師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於未設法律相關系（所）之學校或學制修習者。 

  三、課程跨越兩學期以上，分別於不同學校或學制修習者，該科目第二學期以後部分

。 

  四、其他經審查教師認為不宜抵免者。 

 具有前項前三款之情形，如經負責審查教師檢試，認為申請抵免學生已具備該科目所要

求之專業知識程度者，得附理由同意抵免。 

 第一項第四款之情形，應附不同意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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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分抵免流程 

1. 抵免程序 

請 於 系 統 開 放 時 間 （ 請 參 考 下 表 時 間 ） 登 錄 抵 免 申 請 系 統 （ 網 址

http://aca.nuk.edu.tw/Student2/login.asp 登入方式可參考第三章說明）申請，並列印「抵免學分

申請表」1 份並附成績單正本或學分證明正本送到財法系辦。 

步驟一 ：至學生選課系統中「學期課程查詢」查詢歷年課程，作為填列抵免科目之參考  

http://course.nuk.edu.tw/QueryCourse/QueryCourse.asp 

步驟二 ：點選學生教務系統，選擇「抵免申請」。  

 

 
步驟三：列印「抵免學分申請表」 

步驟四：「抵免學分申請表」（請附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正本），送各系所及通識教育中心審核。 

步驟五：送教務處課務組。 

 

學期 抵免學分系統申請時間 送件至系所 送件至教務處 

第一學期 
110/08/30(一)上午 09:00至 

110/09/03(五)下午 05:00 

110.09.10(五)前 110.09.17(五)前 

第二學期 
111/02/07(一)上午 09:00至 

111/02/11(五)下午 05:00 

111.02.18(五)前 111.02.25(五)前 

如果成績單或學分證明無法說明修課內容，可以回到原成績單之學校的課程系統列印相關

課程大綱附上，或是做出如下表格方式並附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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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大學抵免學分說明表（以下是建議範例） 

 大學 修習科目 學習期間 學分 分數 抵免科目 抵免學分 

1  （以法律科目、會計學、

經濟學、財政學為主，並

且附上由哪一個學院、哪

位授課老師名稱） 

   
（想要抵免

的財法系科

目） 

（想要抵免財

法系科目的學

分數） 

2        

預計抵免 XX 學分 

說明：列出以上科目修習的狀況。 

 

2. 查詢抵免結果 

約開學前後得知抵免結果，可進入點選學生教務系統，選擇「抵免申請審核結果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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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修課相關規定 

在職專班最低畢業學分總數為 80 學分，其中系必修總數為 61 學分，選修總數為 19 學分，

該必修學分及該選修學分互不流用承認。 

系必修總數 61 學分主要分為法律學分及財經學分，法律學分通常為系上所開的民法、刑

法、公法、商事法及訴訟法類的科目，共 58學分，後面會有詳細路徑圖及表格說明；財經學分

則有會計學、經濟學及財政學，在職專班的同學只要三科選一科即可列為必修學分，但如果多

選修一科的話，則列為選修學分，如某同學一入學就修了會計學及經濟學，可以將其中一科列

為必修學分，另外一科則列為選修三學分。 

選修總數 19學分中，主要以法學院各系所開選修科目為主要承認學分，因此同學除了可以

選晚上所開的選修課外，亦可選修大學部選修課。但是，如果於入學後去修外院的課程或推廣

教育學分（不管院內外所開設）及法律學分班，則不承認為畢業學分。 

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修習本系碩士班課程，至多承認 8 學分為上限，並以本系碩士班所開

設之課程為限，但學分費方面比照碩士在職專班收費。 

每一學期可修學分上限為 20 學分，最低 2 學分（至少一門課）。在職專班沒有適用大學部

超修學分之規定，不能超修學分，所以學分上限為 20學分。超修學分的定義是，可修學分數超

過規定該學期的 20 學分以上，例如該學期修到 22 學分以上。 

1. 收費標準 

110 年收費標準 

單位：元 

收費項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其他學院 

雜費 7,630（每一學期） 7,630（每一學期） 

學分費 1,370（每一學分） 1,370（每一學分） 

其他費用 請依據「三、其他各項費用收費標準」繳費。 

每學期均需收取雜費至其畢業止、學分費（按每學期所修學分計列）及其他費用。 

學生註冊時先繳交雜費，學分費俟當學期加退選結束後繳交。 

本類學生修習其他學制課程，則依「附表」所規定之收費標準收取相關費用。 

學分費：修日間部或是二年制在職專班學分為 1,370 元，如果碩士班(含博士班)的課程，不管日

間或在職班為 4,630 元。如果修高階法律暨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LBA）為 9,000 元 

PS.日間部碩士班課程只能認列「選修」學分，高階法律暨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則屬管理學

院，不列入選修學分承認。 

學雜費跟學分費是分開收，開學前要先繳清學雜費跟其他費用（同一張），而學分費則是等加

退選後，再收學分費，約在開學後三周以後開始列印學分費單。以下是繳費網址； 

http://webap.nuk.edu.tw/PaidQuery/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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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上必修學分 

本系二年至在職專班必修學分如下（依目前開課狀況）： 

科目名稱 
規定 

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憲法 (一)  2 2       

民法總則 (一)  2 2      簡稱民總 

刑法總則 (一)  2 2      簡稱刑總 

第一學年上學期小計 6 6       

憲法 (二) 2  2      

民法總則 (二) 2  2      

民法物權 (一)  2   2     簡稱物權 

刑法總則 (二)  2  2      

第一學年下學期小計 8  8      

行政法 (一) 2   2     

民法債編總論 (一) 3   3    簡稱債總 

民法物權 (二)  2   2     

民法親屬 2   2    簡稱親屬 

刑法分則 (一) 2   2    簡稱刑分 

第二學年上學期小計 11   11     

行政法 (二) 2    2    

民法債編總論 (二)  3    3    

民法繼承  2    2   簡稱繼承 

刑法分則 (二)  2    2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 3     3    

民法債編各論 (一)  2    2   簡稱債各 

第二學年下學期小計 14    14    

民法債編各論 (二) 2     2   

民事訴訟法 (一)  2      2  簡稱民訴 

刑事訴訟法 (一)  2      2  簡稱刑訴 

保險法  2     2   

第三學年上學期小計 8     8   

支付及信用工具法 （票據法） 2      2  

民事訴訟法 (二)  3      3 含家事事件法 

刑事訴訟法 (二)  2      2  

海商法  2      2  

證券交易法 2      2 簡稱證交 

第三學年下學期小計 11      11  

法律必修科目學分總計 58 

會計學 （上學期開）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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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規定 

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經濟學 （上學期開） (3) (3) 
三選一 

財政學 （下學期開） (3) (3) 

合計 58+(3)=61 

PS.部分課程因老師調配而有所更動，請以當學期課程查詢系統顯示為主。 

為了讓同學有參考必修修課方向，可參考後面附錄 2 所做的必修路徑表。 
 

3. 系上選修 

除了以上課程外，建議一年級先以基礎必修課程及法學緒論為主，等各位同學將來在二年

級以後，有了基礎的法學訓練後，亦可搭配以下的科目來選修，以提升財經法律專業及相關能

力。實際選修科目仍以當學期老師所開為主。 

如果當年度同學暑修連署成功，暑期會有選修課程。經同學公司或單位許可，也可以選修

白天大學部的課程。以下建議夜間選修（參考近年開課狀況，實際開課要以當年度老師為主） 

 

開課年級 學期 開課系所 科目 學分 先修課程/備註 

一年級 

1 
財法系 會計學或經濟學 3 

已經修會計或經濟或財政學

，可多選一科當選修 

政法系 法學緒論 2 建議沒有法學基礎同學要上 

2 財法系 財政學 3 
已經修會計或經濟，可多選

一科當選修 

二年級 

1 財法系 

商標法 2 律師選考科目-智財 

租稅法總論 2 律師選考科目-財稅 

日文(一) 2  

智慧財產權法 2 律師選考科目-智財 

2 財法系 
租稅法各論 2 律師選考科目-財稅 

日文(二) 2  

三年級 

1 財法系 
專利法 2 律師選考科目-智財 

信託法 2 民法總則、物權 

2 
財法系 

金融法 2  

著作權法 2 律師選考科目-智財 

刑事審判實務 2 刑法、刑訴/（日間部晚上） 

民法實例演習 2 民法/（日間部晚上） 

政法系 
行政程序法制 2 行政法 

全年 民法實例演習 2/2 民法/（日間部晚上，一學年*） 

暑修 
看狀

況 
財法系 

消費者保護法 2 民法債總 

政府採購法 2  

財稅法導論 2 律師選考科目-財稅 
 

 * 注意：作為畢業學分僅得抵免一學期 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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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課時間 

上午時段 下午時段 
晚上時段 

（主要上課時間） 

節數 時間 節數 時間 節數 時間 

X 7:05～7:55 Y 12:10～13:00 9 17:20～18:10 

1 8:05～8:55 5 13:10～14:00 10 18:20～19:10 

2 9:05～9:55 6 14:10～15:00 11 19:15～20:05 

3 10:10～11:00 7 15:15～16:05 12 20:10～21:00 

4 11:10～12:00 8 16:20～17:10 13 21:05～21:55 
 

5. 選課建議及注意事項（學長姊經驗分享） 

雖然系上對於選課沒有太大限制，以學長姐的經驗分享一些心得，希望各位新生可以對於

未來的法律學習更有品質。 

(1) 勿貪快，求吸收：正所謂「學習沒有捷徑」，系上所安排的課程，特別是在必修課程

的安排上，一定都是以過來人學習經驗為大家設計，請盡可能按部就班的學習，自己

是幾年級就修幾年級的必修課，這樣才能獲得最大的成效。畢竟法律也是一門專業，

很多人也是從不同的專業領域而來，有誰認為專業學位可以不用按部就班、自己任意

跳躍式的學習？這對於自己過去曾經學習的專業也是一種傷害。 

在民間俗語有提到一句話：「學徒要出師至少三年。」系上學制名稱雖然是二年制在

職專班，但是系上課程設計規畫也是希望各位同學可以有較多時間慢慢按部就班學習

法律，並且好好吸收消化，獲得最佳學習品質。 

(2) 在選課方面，建議以必修課程優先，同時再搭配選修課程，一年級約 9-12 學分，平均

二、三年級在 13-16 學分間為最佳學習狀態。 

(3) 課程查詢網址：可以到以下的網址查詢歷屆開課資料： 

http://course.nuk.edu.tw/QueryCourse/QueryCourse.asp 

(4) 修日間部/法學院友系課程要注意承認畢業學分數的問題：  

a. 名稱相同但日間部學分較多：通常會出現在必修科目，以新生的〈刑法總則〉為

例，在日間部及在職專班都有開，日間部是3學分，在職專班是2學分。系上的認

定是「在職專班同學選日間部的刑法總則，將來畢業學分認定也只有必修2學分，

當學期的繳費仍要收3學分的費用，多出來學分亦不被認定為選修學分。」再如本

系大學部行政法總論、法律系票據法、法律系刑法總則、法律系民事訴訟法(一)

及法律系刑事訴訟法亦同。 

b. 名稱不相同但學分相同：以〈行政法〉為例，財法系在職專班有開行政法，而政

法系在職專班則是〈行政法總論〉，如果有同學修政法系〈行政法總論〉，修畢

後，於畢業當年由財法系上擔任行政法課程的授課老師來認定可否抵免。 

c. 名稱類似但學分較少：政法系的〈公司法〉為兩學分，雖名稱類似，但學分不足

，不被承認。 

d. 多修外系相同性質或相同名稱課程，不承認為必修或選修學分：例如修法律系或

政法系的〈民事訴訟法(一)/3學分〉、又修財法系的〈民事訴訟法(一)/2學分〉，只

能承認為一次必修課程。由於財法系的〈民事訴訟法(一)〉的課程設計為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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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能承認為2學分，且不承認重複修外系相同性質或相同名稱的課程學分。 

e. 民總（合併科目學分）承認：在職班的〈民法總則〉分成上下學期各2學分，總共

4學分，政法系日間部及法律系日間部的民法總則為一學期4學分。若同學修習友

系日間部民法總則，本系可以承認為必修學分。 

f. 修政法系日間部「債各」只承認2學分，並補修債各二：政法系大學部的債各目前

為一學期為3學分，財法系債各上下兩學期各2學分。若同學將來去修政法系大學

部債各，只能承認上學期的2學分，還要補修財法系債各二。 

g. 不承認修政法系在職班「債編」為必修或選修學分：政法系在職班有〈債編〉課

程，這裡特別要請各位同學注意：因為政法系的債編只有4學分，而本系債編分為

債總、債各共10學分。因此請各位同學如果跑去修政法系在職班債編的課程的話

，不會被承認必修或選修學分（也就是完全不被承認），請同學注意。 

(5) 開課人數：依學校規定，只要有10人選課即可開課。 

(6) 選修課：建議選課以必修課為主，各年級都應以必修課優先。由於許多法律選修課程

需要具有民法或公法基礎，選修課程建議從二年級開始，每學期選修一至兩門選修課

，到第三年再持續加多，應可以順利於三年內有品質學習與完成畢業。 

(7) 課程意見調查：每個學期末都會要填寫課程意見調查，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為

不填答或填答比率不高，將影響同學下學期選修日間部或外系課程的優先順位（可參

閱附件1）；有時候學校也會辦理相關的鼓勵填答的摸彩活動，請同學也要踴躍填答。

網址如下：http://course.nuk.edu.tw/Inquiry/login.asp 

(8) 下學期第一次選課前，請進行針對前一學期的科目到學生教務系統的「畢業生課程歸

類作業」將過去學期的科目及學分作歸檔，網址： 

http://aca.nuk.edu.tw/Student2/login.asp 

或學校首頁→學生（右上角） →學生教務系統→登入帳號、密碼→畢業生課程歸類作

業。（進入後有詳細的說明） 

以上建議每一學期都要做，以方便知道自己還有多少學分可以畢業，但實質認定畢業

學分仍以系上及教務處人工審查為主。 

（該功能到預計畢業當學期特別重要，請看後面 4.6 畢業流程） 

(9) 對在職班如何認定退學：學校是以1/2學分數不及格作為認定標準，對於在職班的1/2規

定，並沒有在學則中做特別規定，而是類推學則第二十四條對於大學部的規定。由於

大學部一到三年級每學期都要修15學分以上，而在職班只要最少修一門（2學分以上）

，因此我們要按實際選修學分數的不同來區分標準，整理如下（詳細規定依教務處公

布為準）： 

a. 該學期修九學分以下(含)，超過1/2學分數不及格不會算一次二一。 

b. 當學期修十學分以上(含)，超過1/2學分數不及格會算一次二一。 

c. 就讀期間「連續」兩次二一，就會被退學。 



 

 

20 

 

(10) 何謂衝堂：係指在課程查詢系統中，「年級」相同的不同課程在同一時間上課。 

舉例來說，如果民法總則、憲法，一起開在星期三第10、11堂，這樣算是衝堂。以下

舉例（事實上兩課程時間是錯開，民法總則是開在星期三10/11，這裡僅為舉例）。 

 

系

所 
課號 

年 

級 

班 

別 

課程名

稱 

學 

分 

修 

別 

限 

修 

人 

數 

選 

課 

確 

定 

線 

上 

人 

數 

餘 

額 

授

課 

教

師 

上課 

教室 

上課時間 先

修 

限

修 

學

程 

備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FL P01A 1  憲法(一) 2 必 60 - - - 

簡

玉

聰 

L02-

108 
    12,13             

GL P121 1  
民法總

則(一) 

2 必 120 - - - 

李

淑

如 

L02-

202 
    12,13           

與政法

在職一

合班上

課 

 

如果不同年級，開在同一時間，就不是衝堂。 

系

所 
課號 

年 

級 

班 

別 

課程名

稱 

學 

分 

修 

別 

限 

修 

人 

數 

選 

課 

確 

定 

線 

上 

人 

數 

餘 

額 

授

課 

教

師 

上課 

教室 

上課時間 先

修 

限

修 

學

程 

備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FL P01A 1  憲法(一) 2 必 60 - - - 

簡

玉

聰 

L02-

108 
  12,13       

FL R533 3  專利法 2 選 60 - - - 

謝

國

廉 

L02-

201 
  12,13       

 

實際的「衝堂」問題，並不是上述（排課）狀況，因為學校各系在排課時，一定會避

免同年級課程（至少在必修課程）出現在同一時間。實際的「衝堂」，是指同學選課

時，發生兩門（或更多）課程的上課時間相同或重疊。選課「衝堂」的後果，是學校

對於「衝堂」課程的學分，「全部」不予承認，所以請同學在選課時要注意所選課程

的上課時間。同時，請不要因為「自己」選課發生衝堂，就去找授課老師要求更換時

間；因為課程時間調動會涉及「其他」選課同學與「其他」課程時間等諸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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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關110學年度第一學期本校政治法律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所開設之課程，本系是否承

認，可參閱下表（並請參閱前述畢業學分承認的說明）： 
 

系所 課號 
開課部別

代碼 
課程名稱 學分 可否承認為本系學分 

FL P03A F 刑法總則(一) 2 ○ 

GL P02A F 行政學(一) 2 ╳ 

GL P061 F 法學緒論 2 ○ 

GL P071 F 政治學(一) 2 ╳ 

GL P091 F 憲法(一) 2 ○ 

GL P121 F 民法總則(一) 2 ○ 

FL Q03A F 刑法分則(一) 2 ○ 

GL Q092 F 比較政府 2 ╳ 

GL Q102 F 行政法(一) 2 ○ 

GL Q104 F 民法債編總論(一) 3 ○ 

GL Q12A F 民法實例演習（一） 2 

 

(民法實例演習相關課

程至多承認 2學分) 

GL Q172 F 民法親屬 2 ○ 

GL Q521 F 犯罪學 2 ○ 

GL Q554 F 刑法實例演習(一) 2 

 

(刑法實例演習相關課

程至多承認 2學分) 

LA Q02A F 民法物權(一) 2 ○ 

GL Q061 F 立法論 2 ╳ 

GL R02B F 民事訴訟法(二) 3 ○ 

GL R04A F 行政爭訟法(一) 2 ○ 

GL R121 F 刑事訴訟法(一) 2 ○ 

GL R162 F 裁判外紛爭解決機制 2 ╳ 

GL R534 F 刑事特別法與案例演習(二) 2 

 

(刑法實例演習相關課

程至多承認 2學分) 

 

 

 

 

https://course.nuk.edu.tw/QueryCourse/tcontent.asp?OpenYear=110&Helf=1&Sclass=FL&Cono=P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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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urse.nuk.edu.tw/QueryCourse/tcontent.asp?OpenYear=110&Helf=1&Sclass=GL&Cono=P071
https://course.nuk.edu.tw/QueryCourse/tcontent.asp?OpenYear=110&Helf=1&Sclass=GL&Cono=P091
https://course.nuk.edu.tw/QueryCourse/tcontent.asp?OpenYear=110&Helf=1&Sclass=GL&Cono=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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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urse.nuk.edu.tw/QueryCourse/tcontent.asp?OpenYear=110&Helf=1&Sclass=GL&Cono=Q554
https://course.nuk.edu.tw/QueryCourse/tcontent.asp?OpenYear=110&Helf=1&Sclass=GL&Cono=Q172
https://course.nuk.edu.tw/QueryCourse/tcontent.asp?OpenYear=110&Helf=1&Sclass=GL&Cono=Q521
https://course.nuk.edu.tw/QueryCourse/tcontent.asp?OpenYear=110&Helf=1&Sclass=GL&Cono=Q554
https://course.nuk.edu.tw/QueryCourse/tcontent.asp?OpenYear=110&Helf=1&Sclass=GL&Cono=Q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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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學校軟體系統使用說明 

由於校務系統對於整個高大學生影響很多，例如選課、查課都要從上面得知，所以先介紹

整個校務系統的狀況，接下來介紹怎麼使用教務系統跟學生 mail 使用及無線網路使用。 

3.1 校務系統的位置 

1. 打開網頁後，輸入 http://www.nuk.edu.tw 

2. 如下圖所示點選「瀏覽者身份」，選擇「學生資訊」

 
3. 點選後會出現之頁面如下圖所示： 

 

以上有幾個系統，整理如下： 

a. 學生教務系統 

b. 學生選課系統 

c. e 起來高大教學平台(部分老師會將上課講義或作業放於此平台) 

d. MOODLE 教學平台 3.0  

e. 填答教學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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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選課系統（也有與學生教務系統結合）裡面有操作手冊，在此就不再多說明，e 起來

高大教學平台、填答教學意見調查操作也非常簡單。 

3.2 學生教務系統使用（學生生涯歷程檔案） 

1. 輸入學號(學號可以參考前面名單上自己的名字)及密碼(預設是自己的身分證號碼)  

2. 登入後可以查詢自己成績，將來離校手續亦在此系統作業，第一次登入後，修改自己

的密碼。目前「課程大綱與講義下載」只剩下查詢課程的功用，講義都會放在「e 起來

高大教學平台」。 

 

3.3 學生 mail 使用 

本校 Mail 跟 Google 合作，申辦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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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電子郵件位址帳號為：學號@mail.nuk.edu.tw。 （學號可參考 P6） 

本地生預設密碼為身份證號(第 1 個英文字母小寫)。 

開啟網址 https://accounts.google.com，輸入帳號（學號@mail.nuk.edu.tw）與密碼，即可使

用 G Suite 電子郵件與其它相關服務。畢業後仍可繼續使用相關服務。 

3.4 無線網路使用 

如果自己有帶NB、智慧型手機或 iPad來學校的話，連線無線網路後，搜尋「nukedutw」，

以 iPad 為例，如下圖所示： 

 

接下來就會出現以下的畫面(偶而會出現不太一樣畫面但輸入方式一樣) 

 

輸入自己的學號跟密碼(預設是身分證字號) 

 

跨校漫遊： 

如果前往其他大學（可參考 https://roamingcenter.tanet.edu.tw/），仍可用學校信箱帳戶，例如

F11023XX@mail.nuk.edu.tw，密碼就是學校登入校務系統的密碼，可使用其他大學的網路。 

 

  

mailto:學號@mail.nu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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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身為財法人可能要知道的 

本章主要分享一些進來高大就讀同學常見的問題。 

4.1 班級自治 

Q:班上的幹部有哪些？任期多久？ 

A：主要有班代、副班代、總務、康樂等。通常是選出班代後，由當選班代找自己的幹部，任

期至少一學期。班代主要做為學校及班上同學的橋樑，副班代協助班代處理班上事務，總

務收班費，康樂協助班代舉辦導生宴、送舊。具體狀況每屆每班都有所差異。 
 

Q：用甚麼方法來聯絡感情？ 

A：每屆都會有班上通訊錄，除了傳統的電話（費用會比較高）連絡外。其實可以利用E-Mail

或建立FB社團、班級網頁或Line群組，Line的群組是目前最熱門且聯絡最快速，FB社團有

時候會被侷限於部分同學不會使用外，所以整體普及率會比較低。E-Mail幾乎很多同學都

會使用及觀看相關資訊，建議班級幹部除了利用個人常用的mail通知外，也寄一份到學校

的信箱（通常為學號開頭後面加上@mail.nuk.edu.tw），並在Line群組宣布，達到三重保險

的連絡方式。 

4.2 學校停車及通車問題 

Q：學校可以停車的種類有哪些？ 

A：學校不論你開車或騎摩托車都有相關停車場。 

汽車方面：分學年跟學期來算，一學年為700元，一學期為400元。法學院的學生通常停在法學

院旁邊的露天停車場（第五停車場），地下室主要提供給老師們使用。 

機車方面：學校不收費用，但是法學院旁邊的地下機車場要提出申請（有出入管制）。 
 

Q：如果我是外縣市的同學，我不會開汽車，該如何通車？ 

A：根據學長姐的經驗，會把車寄在楠梓車站或橋頭車站，搭火車到車站後，再騎車（租停車

位）過來。捷運可以搭到楠梓加工區站，搭〈紅56〉抵達高大，但須注意班次時間。 

參考網址：http://www.stbus.com.tw/mrtredroute56.htm 

或利用 c-bike，學校校門口有腳踏車站。還可以考慮利用租賃電動摩托車等作為接駁方式。 

4.3 圖書館、書局、學生證 

Q：圖書館能夠提供甚麼資料？ 

A：在圖書館的三樓有法學雜誌區域，有時老師上課時會提到一些法律文章，可以到那邊找看

看相關的資料。另外四樓也有一些法律教科書，也可以找來翻看看。每一位同學可以借30

本書，一本為30天，續借可到60天。暑假可延長到開學後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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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資料有兩種價格卡片（請洽二樓入口櫃台購買），100元可印100次，200元可印220次

，印單面A4、B4算一次，印單面A3算兩次。 
 

Q：書局在那裡？ 

A：書局位於圖書資訊大樓一樓，進入門口後左手邊第一間位置，目前為校內書局為麗文書局

，有提供許多法律相關用書並且享有折扣，亦可向書局訂購上課用教科書。麗文書局電話

：07-5918495。 
 

Q:影印部在那裡？ 

A：影印部位於圖書資訊大樓一樓，麗文書局隔壁即是影印部。影印部電話：07-3683864。 

學校周圍（大學南路、大學西路）也都有影印店，除一般影印輸出，還有裝訂服務。 
 

Q：有了高大學生證，我有甚麼優惠？ 

A：首先可以參考http://intro.nuk.edu.tw/life-b06.htm的優惠商店，享受相關折扣，另外由於學

生証可以利用在一些交通的優惠，從2012年開始的本校學生證跟高捷一卡通（享受學生優

待）結合。此外，到台北後亦可以申請學生悠遊卡，或是購買高鐵的大學學生票（在車站

或上網購買）。 

☆法學院晚上十點後有門禁管制，須刷學生證才可以進出一樓大門及搭乘電梯。如果要使用高

大健身房的話，繳費後也是要綁定原來學生證。 

4.4 學習問題 

Q：我最快可以多久畢業？最多可以念幾年？ 

A：規定的就學期間是2-5年，而財法系之必修課程是以三年來規劃，建議同學按部就班來念，

學習較有品質（仍曾有學長姊不到三年畢業）。最長就讀年限可以到9年（含休學及延長修

休學年限）。 
 

Q：如果因為工作繁忙，可能要休學，我可以休多久？ 

A：根據高大學則第63條規定，在職專班學生因故須申請休學者，得申請休學一學期、一學年

或二學年，經核准後，辦理休學離校手續。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因重病、在營服役

或特殊事故，須檢具證明，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准後，得延長之。學生休學年限，

其總累計至多以四學年（8個學期）為限。休學以一學期為單位，最多不可以超過四學期（

兩年）。 
 

Q：如果我沒有法學基礎，有甚麼課可以建立對法律的整體概念？ 

A：日間部有時會開法學緒論，財法系在職班則無，但是政法系的在職班也有開法學緒論，建

議可以去修，不但可以增加對法律的整體概念外，而且可以算入本系選修學分。 
 

Q：在職班的畢業證書是否會加註在職專班？ 

A：目前在職班的畢業證書是跟日間部大學生一樣，都是寫財經法律學系，不會加註在職專班

。差別只是在畢業證書的右上學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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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班級上課為何需要麥克風？ 

A：系辦有提供麥克風，由於系辦晚上只有工讀生，工作時間到九點，還麥克風會不方便。加

上周末課程上課時，系辦也不會開。建議同學用班費買兩支麥克風，讓同學可以互相借用

，方便老師上課。 
 

Q：想選修的課程修課人數額滿，有何方式可以補救？ 

A：可找任課老師商量，是否開放加簽。若老師同意者： 

（一）在選課系統開放時間內，任課教師可為指定加簽（另稱外加）。惟最多不得超過教室容

納人數。請欲加簽者提供給老師個人學號及姓名，授課教師可於教務系統逕行作業。若修

課人數已超過教室容納上限，經授課教師同意，請所有加簽學生共同填寫一張加簽單，並

轉交授課教師及系辦送教務處審核處理（更換上課教室）。 

加簽單網址： 

http://lawyuan.nuk.edu.tw:8083/Document/List/%E5%AD%B8%E7%94%9F%E8%A1%A8%E5%96

%AE 

（二）指定加簽後，請務必再次上網選課，並確認加選最後結果。如未再次加選所加簽之課程

，視為未選課。若仍無法加選，請確認老師是否已將同學納入外加名單內。 

（三）如上述任何步驟有問題者：本系老師的課，可請系辦協助。 

☆同學一定要留意/檢查自己的選課狀況（以系統內容為準），並不是「曾」選課就一定選到課。 
 

Q：如何辦理棄選？有無限制？ 

A：(一)依行事曆規定之期間上網申請並列印棄選申請單，送教務處課務組辦理，逾期不受理

。棄選至多以二科為限，且於成績單上將留有紀錄。棄選仍應遵守學期應修學分上下限規

定，否則棄選無效。 
 

**請至學生選課系統→輸入學號→輸入密碼（預設為身分證字號）中點選「棄選作業」中 ，

填列棄選科目，列印申請表單經任課老師及系所主管簽章後親送教務處辦理。 
 

(二)棄選後第二週於本校［教務處/最新消息］網頁公告棄選名單。若有疑義請親至教務處辦理

更正。 
 

☆辦理棄選者，棄選至多以二科為限，且於成績單上將留有紀錄【棄選】。 

☆至於該紀錄是否影響日後研究所推甄或工作面試，則請同學們自行評估斟酌。 
 

Q：是否會開始暑修課？ 

A：每當第二學期期間請先詢問老師是否有暑假開課意願，就可以開始連署，經達十六人以上

，送系務會議同意後開課。建議在第二學期五月前完成連署，開始跑程序。但有以下幾點

要注意： 

1. 選修課優先；必修課需要有人該學期被當，才有機會開課。（必修課原則上不開暑修） 

2. 老師以系上專兼任老師為優先。（暑修不能聘請未經教評會通過聘任的教師開課） 

3. 選修課程以系上有開設選修的課程為主，名稱要一樣；如果不一樣，要另外召開課程委員會

來審議，所以建議申請的課程要以系上課程名稱一樣。（暑修不創設未經課程委員會同意開設

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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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去外校暑修，請注意該課程要經過該校〈教務處〉開設，如果是該校〈推廣教育單位〉

所開之課程，則無法拿回學校抵免。 

4.5畢業流程 

Q：如果我將要畢業，流程如何進行？ 

A： 

學期初（當學期第一天到加退選最後一天） 

一、在上學期成績完全公布後，學校就會開放「畢業生課程歸類作業」，到學生教務系統的

「畢業生課程歸類作業」將過去學期的科目及學分作歸檔，網址： 

http://aca.nuk.edu.tw/Student2/login.asp 

或學校首頁→學生(右上角) →學生教務系統→登入帳號、密碼→畢業生課程歸類作業。  

二、如果是該學年第一學期(1XX-1)要畢業（預計隔年一、二月畢業），請完成步驟一的內容

後，在 1XX-1 開學時要去跟系上或教務處拿畢業審查資料表，確認過去學期的科目（並計

算學分）加上該學期科目及學分數是否合乎系上畢業標準。確認符合標準後，請繳回系上，

就會進行畢業資格審查工作。 

三、如果是該學年第二學期(1XX-2)畢業（預計當年七月畢業），請要做步驟一的內容，完成

後教務處就會幫當屆畢業同學統一列印畢業審查資料表，預計 1XX-2 開學後送到系上，再

由班級幹部統一發放，確認過去學期的科目（並計算學分）加上該學期科目及學分數是否

合乎系上畢業標準。確認符合標準後，請繳回系上，就會進行畢業資格審查工作。 

四、系上跟教務處會針對畢業審查資料表做實質審查。（以實質審查為認定標準） 

五、 財法系在職班104年(學號F10423XX)以後入學同學，系上規定在104年以後入學的民事訴訟

法(二)是3學分（請參考自己入學時系上課程規劃的規定），如果修到民事訴訟法(二)是2學分

的話，日後畢業學分審查時，系上將不予承認，而要補修民事訴訟法(二) 3學分的課程。 

六、畢業學分審查之必修學分與選修學分是分開審查，不可相互挪用，說明如下表所列。 

 

最低畢業必修學分數 

(含抵免) 

最低畢業選修學分數 

(含抵免) 
合計畢業學分數 畢業准否 

大於或等於61 大於或等於19 
大於或等於 80 

(61+19 ○) 
准(必選修學分數都符合) 

小於61 (如60以下) 
大於或等於20 

(如20以上) 

大於或等於 80 

(60+20 X) 
否(必修學分不符合61學分) 

大於或等於61 

(如62以上) 
小於19 (如18以下) 

大於或等於 80 

(62+18 X) 
否(選修學分不符合19學分) 

 

學期末（期末考第一天到當學期最後一天） 

一、時間：從期末考試第一天到授課教師上網登錄止。 

二、辦理離校手續前，請先確定以下事項： 

 1. 請上網查詢學期成績及格與否，並於確定符合畢業資格後，開始辦理。 

 2. 圖資館還清所借圖書及逾期罰款（5919306）。 



 

 

29 

 

 3. 出納組洽土地銀行行員(14：00∼15：30)繳交，尚未繳清之各項學雜費（5919095）。 

三、 線上畢業離校手續之辦理程序： 

 1. 學校首頁→學生(右上角) →學生教務系統→登入帳號、密碼→畢業生線上離校作業。 

  網址：http://aca.nuk.edu.tw/Student2/login.asp  

 2. 列印『畢業生離校手續單』紙本，至各單位核章後，最後至教務處領取畢業證書。 

 3. 領取畢業證書請攜帶學生證，加蓋『畢業校友』字樣後隨即發還，該證視同校友證。 

四、 畢業生未能親自領取畢業證書時，委託代辦者，請持以下文件，交由受託人代為領證： 

 1. 填寫『代辦手續並請領教務證件委託書』 

                http://daa.nuk.edu.tw/ezfiles/14/1014/ img/191/336120165.doc  

 2. 離校手續單及學生證。 

 3. 受託人應攜帶自己的身份證件供查驗。 

五、畢業生離校辦理時程如下： 

 1. 自期末考第一天起於日間上班時間內開始受理大學部(含二年制在職專班)畢業生離校作業

及領取畢業證書。 

 2. 因辦理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之指定科目考試，暫停受理離校手續。 

 3. 星期例假日非上班時間內不予受理。 

 

PS.請特別注意上面的時間，以免造成花更多時間在跑畢業流程。 

另外也可以參考以下網址：http://intro.nuk.edu.tw/life-c07.htm 

4.6 其他事項 

Q：學校書卷獎的資格是如何？有多少獎金？ 

A：前一學期表現合於下列各項標準者：學業成績平均在各班級中名列前百分之五（名額採四

捨五入，最多以三名為限），且無不及格科目。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達八學分以上。學期操行

成績在八十分以上，且未受懲誡處分。只有一二年級有發。 

第一名頒發獎狀及獎學金每名參仟元。第二名頒發獎狀及獎學金每名貳仟元；其他符合第二條

所定標準者頒發獎狀及獎金壹仟元。 
 

Q：在職生可否申請宿舍？ 

A：可以，按學校的規定處理，跟一般生一樣方式申請。 
 

Q：要買甚麼樣法典？ 

A：由於上課都會用到法典，一般會推薦購買只有法條且沒有附加判例或說明的法典（如果考

試允許參考法典時，通常可以使用這種法典），例如五南出版最新簡明六法、保成出版基本小

六法、高點新簡明六法實用小法典等；如果要大字一點又不會太厚的話，推薦元照出版月旦簡

明六法。 

最新的法規，請參考法務部法規資料庫網站 http://law.moj.gov.tw/ 
 

Q：我想要知道有出法律書的出版社，我可以到哪裡去找？ 

A：目前國內有五家出版社為法律用書的主要出版社，網址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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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照 http://www.angle.com.tw 

 新學林 http://www.sharing.com.tw/  

 五南 http://www.wunan.com.tw/ 

 三民 http://www.sanmin.com.tw/ 

 翰蘆 http://www.hanlu.com.tw/ 
 

Q：高雄大學附近的吃飯的地方  

A：目前有法學院的便利商店，開到2100。自動販賣機：於全校各大樓適當地點設置自動販賣

機，提供提供飲料或休閒食品等服務。離學校遠一點還有藍田路上的家樂福跟德賢路飲食街。 

 

 法學院對面的大學南路（東西兩個方向，都）有商家提供熱食，時間大約至晚間1900。藍昌路

中山高中旁有超商與全聯、大學南路與大學東路路口有超商、學校另一側大學西路也有超商與

店家。家樂福旁的大學東路更有多間店家提供飲食。惠民路上有營業時間到較晚的商家。 

 

Q：就學期間可能會遇到兵役點召或教召，如何申請緩召 

A：由於就讀二年制在職專班也跟一般的學生一樣可以辦理緩召，細節如下： 

日期：學期第一天到開學日第一天 

諮詢電話：【生輔組】07-591-7885 

系統填列問題請洽：【圖資應用系統組】07-591-9126黃姿蓉小姐 

校園資訊系統：兵籍管理系統 
 

Q：如果發生校安問題（危及人身安全），該如何聯絡 

A：校園緊急聯絡電話（24小時/ 人身安全事件）：07-5917885 

9190675-07：衛保組 5919054/-07：軍訓室 /）其他一般事件（5919009-07：警衛室   

 

Q：高雄大學有沒有甚麼運動場所？ 

位於高大西北區域（請參閱第 4 頁），有一間運動健康休閒大樓，內有健身房跟室內游泳池。

校內還有多處籃排球場、棒壘球場，早晚還有許多人在校內道路跑步或健走；因為舉辦 109 年

全大運，學校運動場已經重新整理為 PU 跑道。 

法學院 

家樂福 
德賢路飲食街 

惠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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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房 游泳池 

學期期間 
星期二至星期日 

下午：12：00~21：30 

星期二至星期日(星期一：公休日) 

下午：13：30~16：30(16:10進行清場) 

晚上：17：30~21：30(21:10進行清場) 

暑假期間 

（依游泳池開放時間） 

星期二至星期日 

早上：09：00~21：30 

星期二至星期日(星期一：公休日) 

早上：09：00~12：00(11:40進行清場) 

下午：13：30~16：30(16:10進行清場) 

晚上：17：30~21：30(21:10進行清場) 

寒假期間 不開放 

費用 

在學期間 
每人 100元 / 一個月 
每人 320元 / 一學期 
 

暑假 
每人 100元 / 一個月 
每人 200元 / 暑  假 

40元 /  1次 
320元 / 10次 
840元 / 30次 

*實際開放時間仍以網頁最新公告為主。 

 

Q：律師、司法官目前的考試方式 

A：請洽考試院/考選部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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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選課流程 

國立高雄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網際網路選課須知 

※學生於上網點選課程前，應找各系選課諮詢顧問(教授)討論選課事宜，並參照本校學則、教

務章則、各系及通識教育中心等相關之規定。 

※為維持學生間選課結果之公平性，請全校師生共同確實遵守並於規定日期內辦理，逾期不受

理。 

一、選課方式：採網際網路選課，選課系統全天 24 小時開放，請在下述期間依規定辦理。 

二、選課流程：包括初選及加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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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選課路徑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