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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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班同學，首先請務必到系網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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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規劃選課、學分的安排。 

 雖然不少同學就讀碩士班，是以準備國家考試作為第一優先，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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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作為撰寫碩士論文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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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有興趣或想加強的課程，都是各位繼續精進而可以考慮的對象。 

 在外文資料的閱讀上，同樣請不要因為自己的專攻領域，反而限制了閱讀的範圍。例如想要研讀

稅法領域的同學，除了稅法本身，還需要一併研讀該國的行政法與憲法；研讀公司法的同學，不僅

在公司法外需要認識該國的民法規定，還應當涉獵一些商業管理、公司股票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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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所整理的內容，反覆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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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祝各位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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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對於各種事物的好奇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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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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張麗卿老師的話 

 

各位同學，大家好！ 

 

首先，恭喜你們通過激烈考試，成為高大財法系大家庭的一員！你們是高大法學院財經

法律研究所 110 級的新生，有幸擔任你們的導師，此時我的心情與各位一樣，充滿著盼望與

期待！ 

 

本系成立主要宗旨是為了配合及支援台灣在新經濟發展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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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系的教育任務除了傳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之外，也必須創造環境，

培育國家在知識經濟體制下所需富有創新、團隊、主動學習、思考、尊重、自在、韌性、勇

於突破及改變、關懷社會及具有全球村國際觀特質的人力資源，以奠立永續競爭力的根基。 

 

各位新同學，你們將站在人生的新的起跑點上；只要你們有信心和決心，在高大財經法

律學系將可以展開個人生涯的新旅程，超越自我，追求卓越。因為我們擁有的教授群具有留

學德、日、英、美等國背景或本國博士學位，認真教學，用心研究；課程設計符合時代需求，

理論實務兼具，訓練同學條理分析、邏輯思考的能力，並定期舉辦國際、兩岸及國內學術研

討會，學期中更有法院、檢察署、監獄、政府單位或著名民間企業團體的教學觀摩，在多元

的學習下，擁有最佳的學習環境。 

 

法律在解決人跟人之間的紛爭，規範人類生活之標準，建立有秩序、相互尊重的社會，

是最富有生命力的社會科學。當然法律必須與時俱進，緊跟著時代脈動演化。未來，你們在

法律學習的旅途上，不論在學期間的課業學習，或是未來的國考、就業、學術研究，都是充

滿挑戰。在高大財法系的大家庭裡，所有的師長們及學長姐們都是你們請教的良師益友，我

們將一起陪伴你們成長。 

 

再次歡迎你們來到充滿熱情、希望、綠意、陽光的高大美麗校園！ 

 

 

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碩士班一年級導師  

張麗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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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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成立在學系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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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法系及碩士班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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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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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財經

法律的特色發展；並持續進行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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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供學生可以繼續進修，本系向教育部申請設立碩士班，於101學年開始招生，已有多

位研究生完成論文畢業，進入不同職場服務；並有畢業生進入國內外博士班繼續深造。由於本

系師資多元，研究生可以選擇英、日、德等多種外文法律資料，作為比較、鑽研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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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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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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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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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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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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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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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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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入學就讀的）財經法律學系碩士班。並透過畢業學分的要求，希望研究生

可以在傳統商事法、智財法、經濟法、財稅法 以及 醫事生技法、科技法等新興法領域，更加

精進、深化自己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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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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法系大學部上課教室通常位於法學院一、二樓(請參閱下兩張圖)， 

系辦公室及研究所教室位於法學院三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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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新生名單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M1102301 李尚軒 M1102305 陳莉萱 

M1102302 張雅婷 M1102306 林似燊 

M1102303 楊蕓瑄 M1102307 沈佐錞 

M1102304 林家瑜 M1102308 曾昱絢 

 

  



7 

 

1.6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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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第一學期考試時間 

 實際是否舉行期中/期末考試，依授課教師之內容安排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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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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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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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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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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學雜費減免及就學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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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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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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業規定及相關課程 

2.1修業規定 

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班修業辦法 

101年5月8日財經法律學系100學年度第8次系務會議通過，101年5月31日法學院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年9月21日財經法律學系101學年度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101年10月11日法學院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年11月13日101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備查 

102年8月8日財經法律學系102學年度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102年10月24日法學院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103年1月14日102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備查 

103年10月7日財經法律學系103學年度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103年10月30日法學院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年1月13日103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備查 

104年12月10日財經法律學系104學年度第1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104年12月31日財經法律學系104學年度第3次系務會

議修正通過，105年3月23日法學院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105年6月14日104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備查，

105年6月20日發布 

106年3月23日財經法律學系105學年度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106年5月17日法學院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修

正通過，106年6月5日105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備查，106年6月8日發布 

110年2月24日財經法律學系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110年3月18日法學院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

議通過，110年6月2日109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備查，110年6月15日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立高雄大學學則」及「國立高雄大學研究生考試實行細則」訂定之。 

第二條   碩士生之修業期限為一至四年。 

第三條   碩士生應修滿二十八學分以上，其中應含本系碩士班開設之法學外文四學分為原則，

但有特殊情況者，由系主任核定；選修學分總計不得少於二十四學分，含應修習之財經

法律專業學群十二學分以上。 

修習本校所開設之碩士及碩士在職專班之課程、法學院碩士及碩士在職專班之語言

課程及法學院博士班課程，得視為本系碩士班財經法律專業學群以外之選修課程，但至

多以八學分為限，其中語文課程以二學分為限。 

完成碩士論文、通過論文考試，並於修改完成經指導教授認可後，取得碩士學位。 

本條第一項條文修正通過後回溯適用於本系 101、102 及 103 學年度入學之碩士班

學生。 

第四條   碩士生修習碩士班各科目之學期成績及學位考試成績，均以七十分為及格，滿分均

為一百分。 

第五條   碩士班之學分不得抵免。 

第六條   碩士生每學期修習之學分數，在法學外文之外，第一學年每學期至少六學分，至多

十學分；第二學年每學期至少二學分，至多十學分。但已修畢第三條所定之應修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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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在此限；因特殊事由，經系主任核可者，亦同。 

碩士生選修學分不符前項規定者，應令休學。 

第七條   碩士生之指導教授以本校法學院專任教師為原則。指導教授有二人者，其中至少一

人應為本校法學院之專任教師；但有特殊原因，經系主任核可者，不在此限。 

指導教授最多以兩人為限。 

指導教授之變更，除應經新任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外，並應得原指導教授同意後，

送請系主任核定。 

第八條   碩士生之論文題目應於在學第三學期結束前選定之。論文題目之選定應經指導教授

同意並交本系登記存查；論文題目之更改，依同樣程序辦理變更。 

論文計畫經審查通過後，次學期起始得申請論文口試。論文口試一個月前，應舉辦

論文發表會。 

論文計畫應於每學期上課結束二週前提出，否則視為於次學期提出。 

第九條   碩士學位之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具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

資格之一： 

一、曾任或擔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者。 

二、曾任或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或助理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上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提聘資格，由系務會議認定之。 

第十條     碩士論文考試委員由三至五人組成。其中至少應有三分之一為本校法學院以外教師，

至少一人為本院專、兼任教師。指導教授為二人時，考試委員至少四人。 

指導教授不得擔任論文考試召集人。 

論文考試委員由指導教授提出參考名單若干人，經系主任簽請校長聘任之。 

前項考試委員之提聘資格有爭議時，由系主任召開系務會議認定之。 

舉行論文考試時，考試委員之組成不符合第一項之規定者，應另行擇期舉行。 

第十一條     碩士論文考試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考試委員之評分以一次為限，並以出席委

員所評定分數之平均定之。 

第十二條     碩士論文考試成績未達七十分，為不及格。 

出席委員之個別評分，未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評定為及格者，該考試亦為不

及格。 

碩士論文考試不及格，須載明理由。 

碩士論文考試成績不及格者，應於二個月後始得申請重考，並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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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如有抄襲或由他人代寫之情事，悉依本校學則第五十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經院務會議審查及提交教務會議備查，陳請校長核定

後發布，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2.2碩士班相關課程 

碩士班的課程主要分成共同課程及學群，除此之外，若新生非法律系畢業者，須補修相關

的必修學分。 

1.必修及基礎法學課程方面(適用 101學年度(含)入學後之學生) 

必修 

法學日文(一~四) 

簡玉聰老師 

法學英文(一~二) 

吳行浩老師 

法學法文(已停開) 

許曉芬老師 

法學德文 

張永明老師 

基礎法學課程 

法律倫理與經典文學 

張麗卿老師 

憲法專題研究 

張永明老師 

民法專題研究 

陳月端老師 

行政法專題研究 

簡玉聰老師 

刑法專題研究 

謝開平老師 

商事法專題研究(一~四) 

黃清溪老師 

性別與法律的對話 

陳月端老師 

 

 

2.課程學群(適用 101學年度(含)入學後之學生) 

財經法律專業學群 

國際刑法專題研究(一~四) 

謝開平老師 

著作權法專題研究 

謝國廉老師 

環境法專題研究(一~四) 

吳行浩老師 

商標法專題研究 

謝國廉老師 

財經行政法專題研究（一~四） 

張永明老師 

智慧財產權與公平交易法專題研究 

謝國廉老師 

國際海商法專題研究(一~四) 智慧財產權法專題研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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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惠蓉老師 周伯翰老師 

仲裁爭議問題研究 

陳月端老師 

政府採購法爭議問題研究(一~四) 

陳月端老師 

國際物流與貨損理賠實務 

曾文瑞老師(已停開) 

公平交易法專題研究(一〜四) 

紀振清老師 

國際經濟法專題研究 

王仁宏老師 

國際智慧財產權法專題研究 

謝國廉老師 

海事法專題研究 

羅俊瑋老師 

資訊科技與智慧財產權專題研究 

謝國廉老師 

海上運送法專題研究 

林俊宏老師(已停開) 

專利法專題研究(一)(二) 

周伯翰老師 

國際經貿與紛爭解決 

吳行浩老師、鄧穎懋老師 

財稅法專題研究(一~四) 

簡玉聰老師 

生物醫學法律專題研究(一~四) 

陳月端老師 

醫療科技與法律專題研究(一~四) 

張麗卿老師 

比較財產法專題研究(一~四) 

曾千娟老師 

勞動法專題研究 

紀振清老師 

海洋法專題研究 

宋燕輝老師(已停開) 

以英國財產法之觀點論我國之信託法 

曾千娟老師 

勞動法案例專題討論 

林良榮老師(已停開) 

海上保險法專題研究 

羅俊瑋老師 

海商法專題研究 

羅俊瑋老師 

擔保交易法制之比較研究 

曾千娟老師 

環境刑法專題研究(一~二) 

謝開平老師 

國家責任法專題研究 

張永明老師 

人工智慧時代的法律挑戰 

張麗卿老師 

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法政策專題研

究 

吳行浩老師 

人工智慧法律專題研究(一~四) 

張麗卿老師 

銀髮族法專題研究 

陳月端老師 

科技刑法專題研究(一~二) 

謝開平老師 

稅務救濟專題研究 

張永明老師 

 

3.補修學分方面 

【碩士班】補修必修科目(大學基礎學分) 

編號 中文科目名稱（碩士班補修必修科目） 規定學分 備註 

1 民法總則 4 

招生分則之其他規定。 
2 民法債編總論 4 

3 刑法總則 4 

4 行政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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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課時間 

上午時段 下午時段 晚上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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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依據本校「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為使本校研究生具備從事研究工作所需之正確倫理

認知與態度，自 107學年度（含）起入學之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學生，以入學第一

學年結束前至少修習完成六小時本課程為原則。 
 

請本系 107學年度（含）起入學之碩士班學生，於申請論文考試前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

中心網站(https://ethics.moe.edu.tw/)自行觀看本課程，並通過總測驗取得修課證明。 
 

針對 110學年度入學之新生，教務處已完成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帳號之申請，學號

等於帳號，學號之末 5碼為預設密碼。 
 

學生若已修過「學術倫理教育」相關課程，應於入學當學年度出具修課證明申請免修，經審核

通過後，免修習本課程。 

 

檢附本校「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如下，請參閱。 

國立高雄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107年6月5日106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通過，107年6月12日發布 
 

一、 為使本校研究生具備從事研究工作所需之正確倫理認知與態度，特訂定「學術研究倫理

教育」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實施要點。 

二、 自 107 學年度（含）起入學之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學生，以入學第一學年結

束前至少修習完成六小時本課程為原則。 

三、 本課程實施方式如下 

(一) 學生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自行觀看本課程，並通過總測驗取得修

課證明。 

(二) 學生所屬院系所學程於必修科目開設有學術倫理相關課程，得予免修。 

(三) 學生若已修過「學術倫理教育」相關課程，應於入學當學年度出具修課證明申請

免修，經審核通過後，免修習本課程。 

四、 學生應於申請論文考試前取得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相關證明，並由各系所、學位學程

自行審核認定。 

五、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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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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為身分證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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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電子郵件位址帳號為：學號@mail.nuk.edu.tw。  

本地生預設密碼為身份證號（第 1 個英文字母小寫）。 

mailto:學號@mail.nu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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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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主要分享一些同學進入高大就讀想要知道的事情。 

4.1 班級及學會自治 

Q:班上的幹部有哪些？任期多久？ 

A：主要為班代。通常是選出班代後，由當選班代同學自己尋找所需幹部，任期為一學期。班

代主要為學校與班上同學的橋樑，如果有其他幹部，其他幹部協助班代處理班上事務、收

班費、處理導生聚餐費用等。 

 

Q：用甚麼方法來聯絡感情？ 

A：每屆都會有班上通訊錄，除電話（費用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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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碩士生也要參加系學會嗎？ 

A：是的，財法系的系學會章程中明文規定碩士班的同學亦是系學會的成員，而且需要有兩位

同學擔任監察委員會委員，也請同學踴躍參加。系學會的會費是兩學年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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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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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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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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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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的課要多少人才會開成？ 

A：各系、所、學位學程開設之碩士班課程，修課人數未達下列條件之一者，不得開課： 

1. 研究生 3 人。 

2. 研究生 2 人且總人數 5 人。 

3. 研究生 1 人且總人數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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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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