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
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班

新生生活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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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碩士班迎新將委託碩二學生協辦，訂於開學後辦理

～歡迎大家來到國立中山經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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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核心能力
1.發掘、分析及處理經濟相關議題之能力
2.掌握國際經濟脈動，培養宏觀國際視野
3.應具備策略規劃及經濟專業分析之能力
4.面對問題時，應具有理性解決問題及獨立研究之能力

本所教育目標
1.強化經濟專業知識並培育經濟專業分析人才
2.具備人文素養與專業倫理
3.培養兼具團隊合作及國際視野之專業領導人才
4.強化發掘、批判及解決社會議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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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SS 3002-1（可容納36人）

學習環境-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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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環境-教室

 社SS 2003-2（可容納4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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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環境-教室

 社SS 1014（可容納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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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環境-電腦教室

 社SS 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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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SS 1015：15個座位

社SS 0013：8個座位

社SS 0012：15個座位

學習環境-學生研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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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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學中山講座教授、中山大學西灣講座教授、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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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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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冠任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博士 總體經濟學、開放經濟理論、景氣迴圈理論

許嘉麟 助理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博士 個體經濟理論、市場設計、賽局理論、產業組織

師資-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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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合聘及兼任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 專長

賴景昌

(中山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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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金融理論

吳世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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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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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局理論、貿易與發展

李明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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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經濟與社會變遷、

中國經濟與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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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校外兼任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 專長

耿紹勳
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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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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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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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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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秀欣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經濟學博士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應用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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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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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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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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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3日(四) 註冊、正式上課

碩士班選課時間：

初選一： 9月7日(二)上午9點～9月9日(四)下午5點

初選二： 9月13日(一)上午9點～9月15日(三)下午5點

加退選一： 9月29日(三)上午9點～9月30日(四)下午5點

加退選二： 10月5日(二)上午9點～10月6日(三)下午5點

棄選： 12月3日(五)上午9點～12月10日(五)下午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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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第1學期 注意事項

選課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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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班畢業學分數最低 36 學分

 三科必修科目（碩一上學期）：

個體經濟學（一）、計量經濟學（一）、總體經濟學（一）

 五選二的必選科目：

碩一上學期：數理經濟學

碩一下學期：計量經濟學（二）、個體經濟學（二）、

產業經濟（一）、機制設計

選課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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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必選科目：專題研究與書報討論列為本所之必選

1) 專題研究：撰寫碩士論文之研究生得由指導教授指定兩門課，抵

修專題研究

2) 書報討論：本所碩士班研究生須修畢兩學期之書報討論（學分總

計以二學分為限）後，始得提出學位考試之申請。

選課須知



16/53

 所修課規定：

每學期修課以不超過（含）四科（不含書報討論），超修學分者：一
年級學生須由所長同意，二年級學生須由指導教授同意 並簽名者，
不在此限。

 校修課規定：

超修15學分（不含15學分），除指導教授同意外，須依學校規定送系
所主管核定，再呈送相關單位。

 本校外系（所）選修以九學分為上限且需與經濟學門相關之科目，而
認定標準第一年由所長認定；第二年由指導教授認定。

選課須知（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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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班財務工程學程

 金融科技學程

 財務管理專業學程

 商業大資料分析微學程

 教育學程－經濟所學生適合專門科：公民與社會科

校內學程

＊學程訊息請參閱國立中山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的相關學程公告

http://ctdr.nsysu.edu.tw/class2.php

http://ctdr.nsysu.edu.tw/class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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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上依據「國立中山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研究生助學金分配原則」。

 第一學年：碩士班入學考試正取生前二名每學期第一名3萬元、第二名
2萬元。但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獎學金之核發標準為其第一學期
必修、必選成績在全班之前30％；

 第二學年：由必修、必選學年成績前五名獲得。成績計算方式：三科必修
科目成績各佔25%，二科必選科目成績各佔12.5%（修習必選2
科以上者，取成績最高之2科）。獎學金每學期第一名3萬元、
第二名2萬元、第三名1萬、第四名8千元、第五名6千元，獲獎
者不排除申請助學金之資格，並舉行公開頒獎儀式。

多樣化獎助學金-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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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獎助學金-所上(續)

 工讀助學金：

1) TA 助理：本所每位專任教師 1 名 TA 助理為原則。

 工作內容：協助教師教學、研究所需工作，例如教學網站維護、搜尋資料等。

2) 支援本所碩專班課程之 TA 助理：協助教師教學事務，每學期支援四個月。

3) 支援所外 TA 助理：協助教師教學事務，每學期支援四個月。

有工讀義務，薪資發給依各類助理或工讀生之工作契約內容而定。

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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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獎助學金-所上(續)

 工讀助學金：對象為碩一、碩二同學。

4) 所辦工讀生：

 工作項目：排定所辦工讀時間，協助行政庶務及所上電腦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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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IC獎勵金

 達750分者，予以新臺幣一千元獎勵。

 達850分者，予以新臺幣二千元獎勵。

 在就學期間，每人總申請金額以新臺幣二千元為限。

 申請時，請於規定期間內備齊申請表格及成績單正本至所

辦申請。

多樣化獎助學金-所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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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馨助學金

• 經費來源：所友捐款

• 申請對象：經濟所碩士班學生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 學生本人遇突發事故，需額外支助。

• 學生家中突遭變故，致生活陷於困難。

最高以壹萬元為限

• 申請辦法：安馨助學金申請表（請上經濟所網頁→碩士班→表單下載）及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經導師及所長加注意見後，提送審查委員會審議、公告。

• 若遇突發事件，為求緊急救助之時效性，所長得先行處理，於日後補辦申請

手續。

多樣化獎助學金-所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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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投信獎助學金」獎助項目

A. 成績優異學生

B. 鼓勵碩士班在學學生赴國外交換之獎助金

C. 提升英文能力之獎助金(多益)

D. 濟助家境清寒之在學學生

E. 提升本所碩士班在學學生資產管理專業能力考照通過之獎助學金

 受領本獎助學金者，若經核發後，則不得重複申請、支領本所其他相關之獎助學金

多樣化獎助學金-所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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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學金信息：請上學務處網頁 → 生輔組

 學雜費減免：軍公教遺族、現役軍人子女、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原住民學生、特殊境遇
家庭子女。（請備齊相關檔，依學校公告時間辦理）

 就學貸款：每學期備齊檔，依學校公告時間辦理。

多樣化獎助學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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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研究獎助金

 永齡基金會：時薪為＄400
• 招募時間：每年2次，分別是3月份以及10月份

辦公室: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三樓3017室，

聯絡方式：(07) 5252000 #5901

聯絡信箱：nsu@yonglin.org

詳細資料與報名表單請見：

https://sites.google.com/view/nsuswhopeschool?authuser=1

 科技部計畫兼任助理

多樣化獎助學金-其它(續)

mailto:nsu_ming@yonglin.org
https://sites.google.com/view/nsuswhopeschool?authus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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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生

參加學校甄選

一學年或一學期

只需支付本校學費

語文能力優良（需達對方學校之要求）

學分採計與否，依本校各系所規定辦理

詳細規定請參考國教處網頁

短期研修

國外學校之學分課程（包含暑期課程）

自行申請並負擔學雜費（自費）

可在國際處網站或自行前往國外學校網站查詢

學生出國計畫-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網址
https://oia.nsysu.edu.tw/

https://oia.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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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地區（含中國大陸）：申請每人補助5,000元

 亞洲以外地區：申請每人補助10,000元

 交換學生于回國後需繳交1500字以上的心得報告並附上 剪影等學習歷

程或影片。心得報告將置放於所上網頁。

 申請資料請至所網下載並請依規定提出。

本所學生交換經費補助



28/53

 國際事務處每學期徵求國際交換新生之Buddy，此活動可增進各位同

學對國際文化之瞭解，詳細訊息至本校國際事務處最新消息查詢

https://oia.nsysu.edu.tw/

國際事務處徵求交換夥伴公佈

https://oia.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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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閉館日: 國慶日調整放假(10/11)，若有臨時便更將會由圖書館公告之

學習資源-圖書館服務時間

週一~週五 週六 周日

閱覽流通服務
(3樓書識圈、3樓~8樓)

8:00-22:00 9:00-17:00 9:00-17:00

資料庫視聽服務
(4樓)

8:30-17:30
18:30-21:30

9:00-12:00
13:00-16:30

不開放

集思軒(1樓) 8:30-22:00 9:00-17:00 9:00-17:00

書香町(1樓自修室) 13:00-22:00 13:00-22:00 13:00-22:00

還書箱(書香町外) 24小時 24小時 24小時

學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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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圖書館服務時間

週一~週五 週六 周日

閱覽流通服務
(3樓書識圈、3樓~8樓)

9:00-17:00 9:00-17:00 不開放

資料庫視聽服務(4樓)
9:00-12:00

13:00-16:30
不開放 不開放

集思軒(1樓) 9:00-17:00 9:00-17:00 不開放

書香町(1樓自修室) 13:00-17:00 13:00-17:00 不開放

還書箱(書香町外) 17:00~次日13:30 17:00~次日13:30 不開放

暑假及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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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館藏目錄網址

http://dec.lib.nsysu.edu.tw/search*cht

 電子資料庫網址

http://service.lib.nsysu.edu.tw/www/database/index.php

 研究生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

https://ethics.nctu.edu.tw/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Turnitin
https://lis.nsysu.edu.tw/p/412-1001-15281.php

學習資源-其他

http://dec.lib.nsysu.edu.tw/search*cht
http://service.lib.nsysu.edu.tw/www/database/index.php
https://ethics.nctu.edu.tw/
https://lis.nsysu.edu.tw/p/412-1001-1528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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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位論文查詢系統

http://selcrs3.nsysu.edu.tw/edu_apply/edu_apply_login.asp

 英語自學園線上學習（全民英檢、TOEIC、TOEFL）

http://zephyr.nsysu.edu.tw:8080/

學習資源-其他(續)

http://selcrs3.nsysu.edu.tw/edu_apply/edu_apply_login.asp
http://zephyr.nsysu.edu.tw: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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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度2次企業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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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度2次企業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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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舉辦數場學術以及所友職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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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舉辦數場學術以及所友職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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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舉辦數場學術以及所友職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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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舉辦數場學術以及所友職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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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舉辦數場學術以及所友職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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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舉辦數場學術以及所友職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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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業達人班」職涯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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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就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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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公路中正交流道下右 轉，
沿中正路往市區開約 一公里
轉五福路，五福路 直走到底
轉到達鼓山路。注意頭上的路
標就可以到西子灣，中山大學。
從大門進了學校，向前走一會
兒，左轉就可以到停車場囉！

如何開車到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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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高鐵至左營站， 轉搭高雄
捷運紅線至 美麗島站，再換乘
高捷橘線至西子灣站。出站後，
往前步行15分鐘即達隧道口！

 或出站後，搭乘橘1 路公車，
即可直達行 政大樓。

搭高鐵到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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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車直達：

於火車站搭乘248號公路經過15個站後在濱海二路下車並步行440公尺後便可到目的地。

 搭乘捷運：

於火車站搭乘捷運紅線 →美麗島站轉乘捷運橘線 → 西子灣站 →步行或搭橘1線。

 騎機車：請務必遵守交通安全，騎機車請戴安全帽！

＊更多資訊，請參考http://www.nsysu.edu.tw/p/412-1000-4132.php?Lang=zh-tw

從火車站到中山

http://www.nsysu.edu.tw/p/412-1000-4132.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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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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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山生態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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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校內

• 山海樓：

位於活動中心二樓左側，提供便當、飲料店以及本校全家便利商店也坐落于該區。

• 理學院福利社

• 米羅餐廳 - 武嶺宿舍

• E棟餐廳 - 翠亨宿舍

• 威爾希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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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衣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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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衣住行

 食–校外

• 湘園小吃店：（07）5213215 壽山街11-1號

• 元福燒肉飯：(07)5314157 鼓山區濱海一路88號

• 壹柒食堂： 0917379008 鼓山區鼓波街25號

• 阿雪小吃部： (07)521 5670 鼓山區延平街8號

• 鴨肉珍： (07)521 5018 鹽埕區五福四路258號

• 高雄北港蔡筒仔米糕： (07)551 7443 鹽埕區河西路167號

＊其他美食請參考高雄線上美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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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附近美食地圖

美食介紹
鹽埕區-正餐

店名 地址
尚芳土魠魚羹 高雄市鹽埕區富野路72號
阿英排骨飯 高雄市鹽埕區富野路79-2號
鴨肉本 高雄市鹽埕區富野路107號
鴨肉珍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58號
肉粽泰Tai(原郭家肉粽) 高雄市鹽埕區北斗街19號
陳家豬肉麵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67之2號

柒壹喫堂 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71號

鏞記水餃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33號
冬粉王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68號
虱目魚專賣店 高雄市鹽埕區新興街77號
港園牛肉麵 高雄市鹽埕區大成街55號
大溝頂虱目魚米粉湯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98-38號
壹捌迷你土雞鍋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48號
好der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55號
黛麗莎西班牙拉丁美洲餐廳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46-2號
老韓家韓味廚房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65-1號

鹽埕區-甜點
樺達奶茶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99號
雙妃奶茶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73號
高雄婆婆冰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98-12號
李家圓仔冰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13-35號

不二 TEA&NO.1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29號

沙普羅糕餅小鋪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98之18號
後山林記炸蛋蔥油餅(塩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75號
御典茶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里鼓元街40號

美食介紹
鼓山區-正餐

店名 地址

小李刀削麵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86號
泰泰我要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20-6號
湘園小吃店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街11-1號
元福燒肉飯/香菇肉羹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88號
壹柒食堂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25號
阿雪小吃部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8號
樓梯腳(義大利麵)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34-1號
叁。食壹CANTEEN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13號
餓魔牛排館 高雄市鼓山區安海街17號
哨船頭拉麵の屋 高雄市鼓山區安船街5號
黑狗食堂-新加坡美食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25巷4號
愛買早餐店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68號

鼓山區-零食區
林媽媽雞排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100號
家鄉碳烤雞排(西子灣店) 高雄市鼓山區長安街13號
清原芋圓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46之4號
大碗公冰品西子灣店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107號
丸浜霜淇淋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27號

美食介紹
苓雅區

店名 地址

厚得福湯包麵食專賣店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56號

牛老二牛肉麵館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二路83號

黃家牛肉麵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94號

老二腿庫飯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二路118號

前金區
中村製麵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2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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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立百貨 - 五福三路上，為著名日商百貨。

• 漢神商圈 - 成功路新田路口，以及近年開幕之漢神巨蛋，近高捷紅線巨蛋站。

• 三多商圈 - 三多三路文橫二路口一帶，附近有大遠百、SOGO、新光三越等百貨公司。

• 堀江商圈 - 五福四路七賢路口一帶，高雄市著名老字型大小商圈，為西裝店集散地。

• 新堀江商圈 - 中山二路五福二路口一帶，有高雄西門町之稱，年輕人流行飾品的天堂。

• 文化中心週邊 - 五福一路中正文化中心週邊，為體育用品店的集散地。

食衣住行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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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衣住行
 住

• 校內–宿舍 (武嶺/翠亨)

宿舍服務中心分機：5936 szuping@mail.nsysu.edu.tw

• 校外–

西灣租屋資訊網 http://140.117.147.234/RHMS/index.php

mailto:szuping@mail.nsysu.edu.tw
http://140.117.147.234/RHMS/index.php


53/53

預祝各位同學

未來2年碩士班生活充實愉快

經濟所 2021.10製

簡 報 完 畢 !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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