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所109學年度
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入學生活說明

曾國書攝
影

1



 師資–專任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 專長

李慶男 教授兼所長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 時間數列分析、計量經濟學

吳致寧 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系博士
實證國際金融、實證貨幣理論、總體計
量經濟學

李世榮 副教授 德國畢勒佛大學經濟學博士
總體經濟學、經濟組織與制度、契約理
論

劉楚俊 副教授 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
所得分配理論、經濟發展理論、個體經
濟理論、國際貿易理論

曾憲郎 副教授 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
資源經濟學、數理經濟學、
漁業經濟學

童永年 副教授 美國喬治城大學經濟學博士 產業組織、賽局理論、政治經濟學

鄭宜玲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博士 產業組織、國際貿易、區域經濟

http://econ.nsysu.edu.tw/files/11-1124-1342-1.php
http://econ.nsysu.edu.tw/files/11-1124-1326-1.php
http://econ.nsysu.edu.tw/files/11-1124-1338-1.php
http://econ.nsysu.edu.tw/files/11-1124-1339-1.php
http://econ.nsysu.edu.tw/files/11-1124-1340-1.php
http://econ.nsysu.edu.tw/files/11-1124-1347-1.php
http://econ.nsysu.edu.tw/files/11-1124-15973.php


 師資–合聘及兼任

 合聘

姓名 職稱 學歷 專長

賴景昌 中研院經濟所特聘研究員 臺灣大學經濟系博士 總體經濟理論、國際金融

吳世傑

（校內）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博士 個體經濟學、國際經濟理
論、產業經濟學、區域經
濟學、策略性貿易

王俊傑

（校內）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副教授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 政治經濟學、經濟發展、
賽局論、貿易與發展

李明軒
（校內）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副教授

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學博士 經濟發展、台灣經濟與社
會變遷、中國經濟與社會
變遷

http://www.econ.sinica.edu.tw/content/researcher/contents/2013090215151963125/?MSID=2013092820202436583
http://pe.nsysu.edu.tw/files/11-1121-2357-1.php
http://pe.nsysu.edu.tw/files/11-1121-2359-1.php
http://pe.nsysu.edu.tw/p/412-1130-2360.php?Lang=zh-tw


 師資–合聘及兼任

 校外兼任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 專長

耿紹勛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系教授兼
管理學院院長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 經濟

學博士
健康經濟、人力資源、應用計量

呂素蓮
屏東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研究
所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研
究所博士

金融風險管理、金融市場與機構管
理、財務計量與時間序列分析

李國榮
國立屏東大學商業自動化與
管理學系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研
究所 博士

電子金融、實質選擇權、投資策略
與風險

翁銘章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系副教授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經濟學

博士
國際金融、總體經濟、應用計量

柯秀欣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系副教授
美國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經濟學博士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應用計量

http://www.econ.nuk.edu.tw/faculty.php?t=62
http://finance.npust.edu.tw/files/11-1051-1164-1.php
http://www.cam.nptu.edu.tw/files/14-1126-10567,r1356-1.php?Lang=zh-tw
http://www.econ.nuk.edu.tw/faculty.php?t=61
https://www2.nuk.edu.tw/econ/teacher/hhko/hhko.htm


 導師生

 碩一時，導師生的分配程序如下：

1) 新生報到分發導師生名單由學生自行選取導師。

2) 本所採平均分配制，所辦依據收件時間排定導師。

3) 請注意，此為導師生選取非指導教授。



 課程規畫

 畢業學分數最低為36學分（含碩士論文6學分）

 必修科目：

碩一上 碩一下 碩二上 碩二下

經濟數學 計量經濟 總體經濟 碩士論文

個體經濟 碩士論文



 課程規畫

 選修科目

＊商業統計為必選（統計系畢業生除外）

＊公共政策及賽局理論輪流開設，108學年度第一學期

開課課程為賽局理論。（實際開課課程，依開課學期之課程會議決議為主）

碩一上 碩一下 碩二上 碩二下

商業統計
經濟理論
與制度

國際金融
經濟時事
與英文

經濟與人生 賽局理論
公共政策

財務計量
應用



 選課須知

 每學期修課以不超過三科為原則，超修學分者：一年級學生由所長同
意，二年級學生由指導教授同意並簽名者，不在此限。

超修12學分，則依規定報請系所核准。（請填寫外所選課申請書）

 本校外系（所）選修以六學分為上限且需與經濟學門相關之科目。申
請方式，請於每學期加退選結束三個工作日前以書面提出申請。認定
標準第一年由所長認定；第二年由指導教授認定。

 在職專班研究生不得選修他校課程。

 學分抵免請依經濟所碩士在職專班學分抵免辦法及依學校公告時程辦
理。

http://econ.nsysu.edu.tw/files/11-1124-1432-1.php?Lang=zh-tw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注意事項

 9月7日註冊、正式上課

 加退選時間：
加退選一：9月10日～9月11日。
加退選二：9月16日～9月17日。

 其餘相關事項請至經濟所網頁或教務處。

 選課相關事項：教務處→學生專區→課務→選課系統→選課須知。

http://econ.nsysu.edu.tw/bin/home.php
http://oaa.nsysu.edu.tw/files/11-1004-98.php
http://selcrs.nsysu.edu.tw/
國立中山大學105學年度第1學期選課須知(核定版)1050530.pdf


 選取論文指導教授—所上規定

 在職專班學生選取指 導教授應以本所專任、合聘及兼任教師指導為
原則，若因專業領域或所師資不 足，得商請本校其他系所教師擔任，
學生需向所上提出書面申請，經所務會議 通過始可。

 最遲在三年級時即需選取論文指導教授，並以書面至所辦提出申請。

 論文口試時口試委員至少要有一名本所專任教師及一名本所以外教
師擔任口試委員。

 本所專任教師所招收本所碩專班的指導生，一個年級以不超過十名
為原則。



 每學年申請論文口試時間

 申請期間：每學期自註冊後，即可提出申請，採隨到隨審。

 至教務處學生專區學位考試申請系統

 寒暑假亦可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
※課程網址：https://ethics.nctu.edu.tw/
※學生登入帳號為學號，預設密碼為學號後五碼，登入後請自行
修改密碼。

http://selcrs.nsysu.edu.tw/edu_apply/
https://ethics.nctu.edu.tw/


學校其它學程

 碩士班財務工程

 教育學程：經濟所學生適合專門科：公民與社會科

 其它整合學程請參閱，教務處學生專區

104財工學程.pdf
http://www.ctep.nsysu.edu.tw/page/eduexam/page_eduexam_01.htm
http://ctdr.nsysu.edu.tw/all.php?typeNum=6&contentCod=1


學習環境–教室
 社3002-1

（可容納36人）



 社2003-2
（可容納40人）



 社1014
（可容納12人）



 電腦教室

 社2014

 僅供學術研究

之用，請勿於

教室內進行線

上或其他電腦

遊戲。

 嚴禁攜帶食物

及飲料。

 欲使用，請向

所辦借用鑰匙。



 食衣住行方面

食–校內

 元福樓
位於活動中心二樓左側，提供快餐、熱炒、自助餐。

 威爾西斯咖啡

位於行政大樓後方菩提樹下，提供咖啡、點心以及各
式飲料。

 西子灣沙灘會館

位於逸仙館後方白色建築物內，提供各式精緻餐點。

 合作社



 食衣住行方面

食-校外

 羅師傅麵食館： (07)531-1642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25號

 湘園小吃店：（07）5213215 壽山街11-1號

 鴨媽廚房：0976-776-226

＊其他美食請參考高雄線上美食網。

http://food.kc.emmm.tw/


祝福各位同學

未來碩士班生活充實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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