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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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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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過去沒有學過的法律課程，希望各位同學可以耐心在第一年打好學習的基礎，畢竟法律不是

光憑背誦就能一窺堂奧的學門。無論是法條的文字、意義、思考邏輯、表達方式等等，各位新鮮人

有太多需要學習的事項。加上離家住宿的大學生活，或是經濟需要的打工等等活動，請大家務必對

於時間做好分配與管理。 
 

 碩士班同學，請務必到系網頁［下載專區＞碩士班法規＞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班修業

辦法］認識畢業條件。雖然不少同學是以準備國家考試作為第一優先，仍然要請同學準備自己的外

文能力，以便日後可以自行閱讀外國法學的原始一手資料。在選課乃至於聽課方面，則不要被「修

業辦法」侷限，無論本校法學院友系碩士班、碩專班所開設的法律課程，乃至於大學部相關課程、

有興趣或想加強的課程，都是各位繼續精進可以考慮的對象。 

 廣泛閱讀國內外文獻、濃縮整理內容，在這些基礎功夫之後，給自己一點時間沉澱思考所學、所

整理的內容，思考反省過去形成的思考體系是否經得起運用與檢驗，或者開始形成自己的思考模式

等。這些都將是各位日後繼續從事學術研究或法律專業工作時，最為珍貴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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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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周伯翰老師的話 

各位高大財法系的新同學們大家好：  

 

    歡迎你們成為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的一員。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是高

雄市、台南市、屏東縣與台東縣等四縣市中唯一的法學院，也是台灣南部的法學重鎮，

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共有三個學系，除了本系（財經法律學系）外，尚有其他兩個友系

—法律學系和政治法律學系，三個學系的老師和同學們皆有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且各

系的學生皆能選修其他友系的課程。本系的專任教師皆具有美國、英國、德國、日本

或國內台大、政大、台北大等校之法學博士學位，且對於教學與輔導學生有著豐富的經

驗與高度的熱誠。在本系的教師十幾年來努力地教育及輔導學生之下，本系的畢業生每

年在律師考試、司法人員考試、各類公職考試以及研究所考試中皆展現出優秀與穩定的

成果。此外，本系經常邀請國際及兩岸的法學專家舉辦學術演講或研討會，並與多所國

外及大陸的著名大學有師生交流與移地學習之學術合作活動，以擴展本系學生之學習視

野，並提升本系學生之學習興趣。  

    國立高雄大學有著幅員廣闊且環境優美的學習環境，學校占地 82.5公頃，

且榮獲教育部對於全國大學校園環境綠化評比的第二名，在這樣優美的環境中

學習會讓人覺得心曠神怡。然而，各位必須要有逐夢踏實之心理準備以迎接未

來在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求學的歷程，而不能抱著悠閒安逸的心態來經歷大

學生活，因為時間是不會等人的，而機會也只會留給有準備的人。因此，各位

要利用在本系求學之機會妥善安排時間並從事生涯規劃，以便能積極且充分地

學習法律專業課程，並量力參加各種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的活動，以奠定紮實

的法學基礎並培養良好的表達能力與協調能力，如此才能夠在畢業後不久便能

考上理想的公職或證照或是找到適合各位才能及興趣之工作，而使各位可以早

日開展職涯生活與實現人生理想。最後，在此祝福各位在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

系求學的過程中皆能有豐富的收穫與美好的記憶。  

 

 

 

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周伯翰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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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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法系簡史 

本系於民國90年成立，一向秉持本系的設立宗旨與教育目標，考量學生學習需求與畢業出

路，規劃、調整本系課程。鑑於社會經貿情況變化快速，本系於96學年度完成必、選修課程的

全面改革，除已建立的財經法律專業學群外，並增加承認財經商管課程，如此多樣的課程群組

設計，除了能滿足基本法律理論的需求，亦能兼顧財經法律的特色發展。並且持續進行必、選

修課程的微調。再者，本系不僅承認本校法律系所開設之日文與西語系開設之德文等第二外語

課程，更有極具特色的日文特訓班，讓學生能藉由第二外語的學習來汲取國外的法學知識，並

為未來出國留學打下基石。 

為了能讓學生能夠充分掌握本系現行的必、選修課程，與生涯規劃的互動關係，特別設計

本系學生生涯規劃地圖，期望學生於規劃畢業出路時，能透過本課程學習及職涯進路地圖之運

用，瞭解自己的學習需求，並啟發其發展潛能。 

1.2 教育目標及未來展望 

1. 教育目標 

本於基本教育之理念，本系教學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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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課程規劃的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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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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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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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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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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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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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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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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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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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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選課（可參考最後的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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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生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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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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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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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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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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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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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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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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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就學貸款 

日期 110.09.08(三)-110.09.22(三)：一般生(大學部、轉學生、碩士生、博士生) 

諮詢電話 【生活輔導組】 07-591-9063【出納組】 07-591-9095 

校園資訊系統 就學貸款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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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課程學習地圖及相關課程 

2.1課程規劃 

科目名稱 

 

規定 

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憲法 (一)  

Constitutional Law Ⅰ  
2 2         

民法總則（一） 

Civil Law - General Principles Ⅰ 
2 2         

民法總則（二） 

Civil Law - General Principles Ⅰ 
2  2        

刑法總則 (一)  

Criminal Law - General Principles Ⅰ  
3 3         

經濟學  

Economics 
3 3         

會計學  

Accountings 
3 3         

民法物權 (一)  

Civil Law - property Ⅰ  
2    2       

財政學  

Public Finance 
3  3        

民法債編總論 (一)  

Civil Law - General Principles of Obligations Ⅰ  
3    3       

憲法 (二)  

Constitutional Law Ⅰ  
2  2        

刑法總則 (二)  

Criminal Law - General Principles Ⅰ  
3  3        

行政法總論 (一)  

Administrative Law Ⅰ  
3   3       

民法物權 (二)  

Civil Law - Property Ⅰ  
2     2      

民法債編總論 (二)  

Civil Law - General Principles of Obligations Ⅰ  
3     3      

民法親屬  

Civil Law - Domestic Relations  
2   2       

刑法分則 (一)  

Criminal Law - Offenses Ⅰ  
2   2       

行政法總論 (二)  

Administrative Laws Ⅰ  
3    3      

刑法分則 (二)  

Criminal Law - OffensesⅠ  
2    2      

民法債編各論 (一) 

Civil Law - ObligationsⅠ 
2     2     

民法繼承  

Civil Law - Successions and Estate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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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規定 

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  

General Principles of Commercial Law and Company Law  
3     3      

民事訴訟法 (一)  

Civil Procedure Ⅰ  
3      3     

民法債編各論 (二) 

Civil Law - ObligationsⅠ 
2      2    

刑事訴訟法 (一)  

Criminal ProcedureⅠ  
2      2     

保險法  

Insurance Law  
2     2     

證券交易法 

Security Exchange Act 
2     2     

支付及信用工具法 (票據法)  

Laws of Payment and Credit System (Law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  
2      2      

民事訴訟法 (二)  

Civil Procedure Ⅰ  
3       3    

刑事訴訟法 (二)  

Criminal Procedure Ⅰ  
2       2    

海商法  

Admiralty and Maritime Law 
2      2    

公法實例演習 

Case Study on Administrative Law 
2       2  

4 

選 

2 

商事法實例演習 

Case Study on Commercial Law 
2       2  

刑法實例演習 

Case Study on Criminal Law 
2        2 

民法實例演習 

Case Study on Civil Law 
2        2 

合計 76          

說明： 

一、 最低畢業學分 138 學分，系必修 76 學分，校定必修及通識選修共 32 學分，系選修 30 學

分。 

二、 系選修課程為 30 學分。本系學生須就下表所列之財經專業法律課程表，至少選修十門

（20 學分）以上，始得畢業。 

三、 本系承認本校亞太工商管理學系、應用經濟學系及金融管理學系等，所開設之商管相關課

程為本系之系選修學分。 

四、 本系承認本校法律學系及政治法律學系等，所開設之法律相關課程為本系之系選修學分。 

五、 第二外語課程，本系承認本校法律學系、西洋語文學系、東亞語文學系等系所開設之日

文、德文、法文及其他語言課程為本系之系選修學分，至多承認 4 學分為限。 

六、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以同

等學力資格入學者，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150 學分。本類資格入學學生若修讀符合教育部所

定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及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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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大學校院開設之大學先修課程、我國大學校院赴境外開設之推廣教育學分班之課程

者，得於入學前提出抵免申請。 

七、 本系大學部學生修習本系碩士班課程，至多承認 8 學分為上限，並以本系碩士班或碩專班

所開設之課程為限。 

 

八、 財經法律課程表： 

財 

經 

法 

律 

專 

業 

學 

群 

開課學期 科目 學分數/學期 開課學期 科目 學分數/學期 

二上 智慧財產權法 二/一學期 三下 租稅法總論 二/一學期 

三上 財稅法導論 二/一學期 三下 金融法 二/一學期 

三上 環境法 二/一學期 三下 專利法 二/一學期 

三上 公平交易法 二/一學期 三下 英美契約法 二/一學期 

三上 信託法 二/一學期    

三上 國際貿易法 二/一學期    

三上 國際經濟法 二/一學期    

四上 租稅法各論 二/一學期 四下 仲裁法 二/一學期 

四上 著作權法 二/一學期 四下 財經法律倫理 二/一學期 

四上 強制執行法 二/一學期 四下 國際公法 二/一學期 

四上 國際私法 二/一學期 四下 商標法 二/一學期 

四上 政府採購法 二/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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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 

所謂核心課程，即校訂必修又區分為共同必修課程、核心通識課程以及博雅通識課程。 

1. 共同必修 

修習學分數為 8 學分，分別為（1）英語會話與閱讀：4 學分；（2）大學中文：4 學分；（3）

體育：0學分；（4）服務：0學分。 

2. 核心通識課程 

課程設計分 6 向度，分別為「思維方法」、「美學素養」、「公民素養」、「文化素養」、

「科學素養」、「倫理素養」；6 向度依各系不同排除 1 向度，學生在餘下 5 向度中自由選

擇 4 向度，每向度至少各修習 1 門課程。 

3. 博雅通識課程 

博雅通識課程分為「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三向度，各向度至少修習 1

門課程，最少修習 6 學分。 

 

核心通識課程與博雅通識課程，總計至少須修滿 24 學分。本系學生免修習公民素養之通識課程，

如有修習公民素養之通識課程學分，將不予採計為通識選修學分。 

 

項目 課程之規劃內容 開課單位 須修之學分/課程數 通識學分審核規則 

共 

同 

必 

修 

英語會話與閱讀 通識教育中心 4 學分(二學期課程)  

 

「共同必修」須修滿 8 學分 

體育 通識教育中心 0 學分(四學期課程) 

服務學習培養 學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0 學分(任選二學期課程) 

大學中文 通識教育中心 4 學分(二學期課程) 

核 

心 

通 

識 

思維方法 

通識教育中心 

六向度依各系不同排除 1 向

度，學生在餘下 5 向度中自由

選擇 4 向度，每向度至少各修

習 1 門課程。 

 

 

 

「核心通識」與「博雅通

識」總計至少須修滿 24 學

分。 

美學素養 

公民素養 

文化素養 

科學素養 

倫理素養 

博 

雅 

通 

識 

人文科學 

通識教育中心 
共三向度，各項度至少修習一門

課程，最少修習 6 學分。 
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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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課程學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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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核心能力關係表 

本

系

核

心

能

力 

財法專業能力 

智慧財產權法、財稅法導論、證券交易法、環境法、公平交易法、

信託法、國際貿易法、國際經濟法、租稅法總論、金融法、專利

法、英美契約法、租稅法各論、著作權法、強制執行法、國際私

法、政府採購法、仲裁法、財經法律倫理、國際公法、商標法。 

國際語文能力 日文、日文特訓班、法學日文、法學英文 

價值判斷能力 憲法、環境法、法律倫理、醫療倫理與法律、法律倫理與經典文學 

解決問題能力 
民法實例演習、公法實例演習、商事法實例演習、刑法實例演習、

法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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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職涯進入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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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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介紹教務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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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答教學意見調查 

d. MOODLE 教學平台 3.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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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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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學生教務系統使用 

1. 輸入學號及密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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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學校 Mail 跟 Google 合作，所以申辦方式如下：  

 

新生電子郵件位址帳號為：學號@mail.nuk.edu.tw。 

mailto:學號@mail.nuk.edu.tw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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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無線網路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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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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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身為財法人，你可能要知道的 

本章主要分享一些進來高大就讀同學，可能想知道的事情。 

4.1 班級及學會自治 

Q:班上的幹部有哪些？任期多久？ 

A:以目前幹部來說，主要有班代、副班代、總務、公關。主要是選出班代後，由當選班代找自

己的幹部，任期為一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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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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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較高）連絡外。可以利用 E-Mail 或建立 FB

社團、班級網頁或 Line 群組。幾乎很多同學都會使用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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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多寄一份到學校的信箱，達到雙重保險連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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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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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停於法學院前、大學南路旁邊的地下機車場，出入須要刷學生證才可通行。 

Q：如果我是外縣市的同學，我不會開汽車，該如何通車？ 

A：可搭火車至新左營火車站後，轉搭乘高雄捷運至楠梓加工區，再搭紅56公車至管理學院門

口下車。 

4.3 圖書館、書局及影印部 

Q：圖書館能夠提供甚麼資料？ 

A：法律相關教科書放置於圖書館四樓，法學期刊則裝訂成冊放於三樓位置，法律相關用書可

借出圖書館，期刊則無法外借，但可於圖書館二樓購買影印卡影印期刊資料。圖書館借書冊

數為上限 30 本，借期為 30 天，續借上限為 6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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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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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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學生證的好處 

Q：有了高大學生證，我有甚麼優惠？ 

A：可以參考 http://intro.nuk.edu.tw/life-b06.htm 的優惠商店，享受相關折扣。此外學生證結

合高捷一卡通，可直接搭乘高雄捷運、公車、火車甚至台北捷運。 

☆法學院晚上十點後有門禁管制，須刷學生証才可以進出一樓大門及搭乘電梯。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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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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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規定依本校學務處所公布之國立高雄大學書卷獎獎勵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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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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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