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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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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棟建築物樓層簡介 

管理學院(M01)： 

本系學生最主要的上課大樓，本系辦公室(簡稱系辦)在 3F，系上老 

師研究室在 6F。管院 4 系分別是應用經濟系、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金融管理學系、資訊管理學系。 

法學院(L02)： 

與管院相鄰，系上有些必修課會使用這裡的教室。 

理學院(C02)： 

系上必修微積分教室所在，有些通識課也在這裡上課。 

綜合第一大樓(B01)： 

1~2F 為教室，本系學生大多只用的到 1F 的通識教室，3~4F 樓為 

綜合宿舍(簡稱綜宿)，地下室為飲食部及各社團教室。 

工學院 (C01)： 

本系學生較少使用之教室，有些通識課也在這裡上課。 

人文社會科學院(H1-H2): 

本系學生較少使用之教室，有些通識課也在這裡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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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健休大樓(K01)： 

1F 有輔導室、保健室、體育室和游泳池、2F 為健身房和辦公室、 

3F 為羽球場、B1 為桌球室。 

圖資大樓(L01)： 

新生週學校所安排的課程都在這裡，1F 有電腦教室、書局和自主 

學習空間(沙發區)，2F 有國際會議廳，學校的重要演講和高大卓 

越講座都在這裡、2~4F 為圖書館。 

行政大樓： 

學務處、教務處、總務處、推廣教育中心......等，申請汽機車證、 

補辦學生證、繳交高大卓越講座心得作業、辦理其他事項就要來 

這裡。 

學生宿舍： 

大部分住宿生住的地方，學一有飲食部，學二一樓則是宿舍辦公 

室。 

註：本節之各建築物樓層簡介係以應用經濟系學生生活圈為主。 括號中 

的代碼為選課系統中的教室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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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設備及相關訊息 

一、愛心腳踏車：(簡稱愛腳) 

校園內備有不少愛腳，免費供所有學生在高雄大學校園內使用。腳踏車 

外觀為黃色，並漆有「高雄大學愛心腳踏車」字樣。依規定，使用該車 

後，須停放於指定之停車區（校園內各學院腳踏車停車場或設有腳踏車 

停車位之所在），不得騎出校外。這是一項非常方便的設施，各位學弟 

妹可以多善加利用，也請發揮公德心愛護公物。 

二、運動設施、球場： 

1.洪四川運動場(風雨球場) ：籃球、排球 

2.綜宿前球場：網球、籃球 

3.工院前球場：籃球 

4.學宿前球場：排球 

5.壘球場：現於綜宿的對面，為校隊練習及體育課使用 

6.體健休大樓 

以上各場地使用規則、租借辦法及費用依照體育室公佈之方式辦理，詳 

細內容可上學校網站查詢。 

三、電腦教室： 

圖資一樓有兩間電腦教室，除上課時間外，電腦教室開放給校內學生免 

費使用。可上網以及免費黑白雷射輸出（需自備紙張），開學後的加退 

選是大家搶課的高峰期，中午可能會爆滿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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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書館資源： 

1.資料庫檢索：本校圖書資訊館三樓視聽欣賞區設置 4 個資料庫檢索 

席次，有多種線上資料庫及光碟資料庫、百科全書、法規、專利、統計、 

年鑑等電子資源可供檢索。 

2.視聽資料：本校圖書資訊館三樓視聽欣賞區收藏資料類型包含 CD、 

VCD 光碟片、光碟資料庫、多媒體組件、錄音帶、錄影帶等各式視聽媒 

體。 

3.其他資源：本校圖書資訊館三樓視聽欣賞區設有個人視聽區及團體 

視聽室供本校教職員工生借用。影音播放區節目內容由館方選定館藏 

視聽資料播出，目前提供 4 個頻道，每週二、五更換節目內容。音樂聆 

賞區提供 15 個頻道的音樂節目供校內師生聆聽欣賞。 

五、機車停放區： 

1. 大門：面對正門左側有個地下停車場，無需刷卡 

2. 管、法院：皆為地下停車場，法院停車場入口處為法院，管院入口 

處為大學南路近大學東路處 

3. 理院：大學南路左轉東路後，向前騎大約 200 公尺左側即為理院停 

車場 

4. 綜宿：西路上，近南路，騎進去後會經過一個地下停車場，及一個 

半開放停車場，皆無需刷卡 

5. 學宿：大學西路騎到底即可看到，球場後車棚區，需刷學生證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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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周邊生活機能簡介 

1.飲食： 

(1) 大學南路：大學南路上近管法院有幾家店，因為靠近教室能快速 

解決早餐或午餐。 

(2) 大學西路：騎機車自學宿車棚出校及工學院和綜合大樓外，路旁 

有許多便宜又大碗的餐廳。 

(3)惠民路、德賢路：騎車到惠民路不用 5 分鐘，一路上有非常多的 

餐廳和飲料店，是學校附近學生飲食最密集的街道。 

(4)藍田路：近家樂福，有一排餐廳、早餐店和飲料店。 

(5)藍昌路、後昌路：從學校往捷運站的路上有藥局、肯德基和不少 

餐廳。 

(6)德中路、軍校路：四海豆漿是宵夜的好去處、摩斯、丹丹漢堡、 

不少吃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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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活用品： 

(1)家樂福(大學東路、藍田路口) 

(2)第八街生活百貨(藍昌路、德民路口) 

(3)全聯福利中心(藍昌路與德民路口) 

(4)小北、大久久百貨(惠民路) 

3.醫療： 

(1) 國軍高雄總醫院(軍校路 553 號) 

(2) 強生牙醫診所(後昌路 829 號) 

(3) 上明眼科(後昌路 524 號) 

(4) 黃慧光皮膚科(後昌路 631 號) 

(5) 顏威裕骨科(後昌路 826 號) 

4.加油站： 

(1)德民路、東昌街口(85 度 C 對面) 

(2)藍昌路、後昌路口 

(3)經五路、西六街口(近外環西路、德民路) 

(4)軍校路、右昌街口(麥當勞對面) 

(5)加昌路上(近捷運後勁站) 

5.玩樂： 

大學生活不能缺少的夜市、保齡球、唱歌、夜衝的好地方這裡就 

不多介紹了，大家可以多問問班上的高雄人或是學長姐，開始享受 

大學生活到處玩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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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2019.06.19 

109 學年度（113 級）入學學士班必修科目、畢業總學分數及課程

規劃表 

學士班課程規劃 

本系學士班修業課程包含：全校共同必修課程與通識課程、本系基礎必修

課程、學程選修課程、系選修課程與一般選修課程等類別。95 學年度起入

學之學生於畢業前須通過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相關規定請參閱英文能

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 

學士班課程規劃  

111 級畢業學分 

除全校共同必修課程（共同必修包括「英語會話與閱讀」4 學分、「大一中

文」4 學分、「體育」0 學分、「服務」0 學分，共 8 學分）與通識課程（至

少需修畢 24 學分）外，本系在大學部之課程分為基礎必修課程、學程課程

與選修課程等三大類。107 學年度入學（111 級）大學部課程規劃畢業最低

學分數為 131 學分。 

113 級必修課程(共 54 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年級 

必修 
經濟學原理(一)(二)/另加實習課每週 1

小時 
3;3 一年級 

必修 微積分(一)(二)/另加實習課每週 1 小時 3;3 一年級 

必修 會計學(一)(二)/另加實習課每週 1 小時 3;3 一年級 

必修 民法概要(107 學年度起實施) 3 一年級下學期 

必修 統計學(一)(二)/另加實習課每週 1 小時 3;3 二年級 

必修 總體經濟學(一)(二) 3;3 二年級 

必修 個體經濟學(一)(二) 3;3 二年級 

http://140.127.202.253/gec/ge_class97.php
http://academic.nuk.edu.tw/updown/rule/English_test_graduate.doc
http://academic.nuk.edu.tw/updown/rule/English_test_graduate.doc
http://140.127.202.253/gec/ge_class97.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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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國際經濟學(一)(二) 3;3 
三年級下學期;

四年級上學期 

必修 貨幣銀行學 3 三年級 

必修 公共經濟學 3 三年級 

必修 商事法 3 四年級 

  

註:民法概要、商事法（本課程係屬本校專業應用型法律課程開設、學分

採認及畢業條件辦法所規範之課程）；本學系最低畢業學分數內含專業應

用型法律課程之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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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級選修課程（至少需修畢 45 學分），在本系修讀選修與專業學程， 

至少 30 學分，方為完成專業學程與選修之修課要求。 

（一）學程選修課程 25 學分 

（以下每門課程為 1~3 學分，修畢同一學程 25 學分，由本系核發證書。） 

課程分類 學程一: 產業組織與金融市場 

數量方法課程 計量經濟學、數理經濟學（選擇其中一門課修習） 

指定選修課程 產業組織理論、金融市場 

專業發展課程 

企業經濟學、賽局理論與應用、人力資源經濟學（I）、人力

資源經濟學（II）、產業與貿易政策、中國經濟、國際經濟組

織、法律經濟學、訊息經濟學、管理經濟學、國際貿易實務 

專題討論課程 
產學金融專題討論、公共議題專題討論（選擇其中一門課修

習） 

課程分類 學程二: 公共議題與經濟政策 

數量方法課程 計量經濟學、數理經濟學（選擇其中一門課修習） 

指定選修課程 經濟社會學、政治經濟學 

專業發展課程 

人力資源經濟學（I）、人力資源經濟學（II）、產業貿易與政

策、中國經濟、國際經濟組織、發展經濟學、環境與資源經

濟學、財政理論與政策、法律經濟學、訊息經濟學、賽局理

論與應用 

專題討論課程 
產學金融專題討論、公共議題專題討論（選擇其中一門課修

習） 

註 1: 學程課程必須於學程一與二中選擇其中一個專業學程修習，修畢同一學程

24 學分，由本系核發證書。 

註 2: 超修的「數量方法課程」及跨學程的「指定選修課程」皆可列為學程專業

發展的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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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修包含系選修(8 學分)與一般選修(12 學分)課程 

     （以下每門課程均為 2～3 學分） 

科目名稱 學分 年級 科目名稱 學分 年級 

台灣經濟議題探討 3 一或二 第二外國語 3 一~四 

商用套裝軟體 3 一或二 經濟思想史 3 三或四 

經濟數學 3 一或二 高等統計學 3 三或四 

經濟發展 3 二或三 時間序列分析 3 三或四 

全球英文財經時事

討論 
3 一或二 休閒經濟學 3 三或四 

英文財經報導選讀

（一）（二） 
3；3 一或二 

當代經濟議題探

討系列（一）

（二） 

3；3 三或四 

個體經濟理論 

（一）（二） 
3；3 三或四 經濟實驗 3 三或四 

總體經濟理論 

（一）（二） 
3；3 三或四 媒體經濟學 3 三或四 

註 1:以上課程為不定期開課。其他曾於本系開授之選修科目，若未列入本

表者，亦得併入本系選修學分中。 

註 2:學程選修超修部分，得併入本系選修學分。 

註 3:管院各系開授之課程(含必修及選修)，亦得併計入本系一般選修學分

中；修習本校其他科系開課於大一與大二之基礎必選修課程，均可認

列為一般選修之學分。除英語會話與閱讀（上）（下）外，外語課程認

列為一般選修學分之上限為 12 學分。 

註 4:中五學制學生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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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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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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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經濟學系先修課程說明表 

課程名稱 先修課程名稱 其他擋修限制條件 

個體經濟學（一）    經濟學原理（一） 

個體經濟學（二）    經濟學原理（一） 

總體經濟學（一）    經濟學原理（二） 

總體經濟學（二）    經濟學原理（二） 

公共經濟學 經濟學原理（一） 限應經系三~四年級 

課程內容為 

「國際金融理論與政策」 

課程內容為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國際經濟學（一）    經濟學原理（二） 

國際經濟學（二）    經濟學原理（一） 

貨幣銀行學 

計量經濟學 

經濟學原理（二） 

統計學（二） 

限修人數 20 人 

限管理學院學生選修 

個體經濟學（一） 

當代經濟議題探討    經濟學原理（一） 

  系列(一)(二)         且經濟學原理(二) 

經濟社會學 

產業組織理論 

學長姐貼心提醒： 

先修課程也就是該科會「擋修」，意思先修課程如果沒有及格的話，最 

左邊那欄的課就不能修。各位學弟妹們一定要認真讀經濟學原理(經原) 

不然會有很多課都不能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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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 

105 年 9 月 20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生英文能力，以符合國際化需 

求，特訂定本校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辦法以 95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含 94 學年度以前辦理保留入學資 

格，且於 95 學年度以後入學者）為實施對象（不含西洋語文學系及運 

動競技學系 ），轉學生依其轉入年級之畢業規定辦理。 

本校學士班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相關業務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辦理。 

本校英文能力畢業檢定資格分為 A 級與 B 級，其標準如下：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A級 

中高級初試 

B級 

中高級初試 

全民英檢 GEPT OR 

中級複試以上 

OR 

中級複試以上 

457 分(含)以上 

57 分(含)以上 

550 分(含)以上 

4 級(含)以上 

550 分(含)以上 

托福 

網路托福 

多益測驗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 

本校英文會考 

TOEFL-ITP 

Internet-based 

TOEFL 

TOEIC 

IELTS 

510 分(含)以上 

64 分(含)以上 

590 分(含)以上 

5 級(含)以上 

590 分(含)以上 

本校各學系得依特色訂定其學士班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檢定資格為 

A 級或 B 級。本校各系所碩、博士班得依其特色自訂語文能力畢業 

檢定標準。 註:本系適用 A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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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於入學（當年 8 月 1 日）前二年內（以測驗日期為判斷基 

準）起通過本辦法第四條各項檢定標準之任何一項者，即達英文能力 

畢業資格。 

•本校 102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於修畢英語會話與閱讀及格者，得參 

加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進階英文課程或修習本校全英語學分學 

程，修畢進階英文課程及格者或取得全英語學分學程證書者，亦符合 

英文能力畢業資格。 

•本校 103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含 102 學年度以前辦理保留入學資 

格，且於 103 學年度以後入學者，轉學生依其轉入年級規定辦理）參 

加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所規定之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 2 次以上未通 

過，且修畢英語會話與閱讀及格，若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亦符合英 

文能力畢業資格： 

一、參加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進階英文課程，且修畢進階英文課 

程及格者。 

二、修習本校全英語學分學程並取得學程證書者。 

身心障礙學生且持有證明者，其未通過本辦法所訂第四條檢定標準且 

不適參加第六條所訂進階課程者，應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以個別適性 

評量方式辦理。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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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基本能力檢定實施要點 

本實施要點依據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資訊基本能力 

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 第三條規定訂定之。 

本校學生資訊能力檢定通過標準，由以下檢定方式二擇一： 

（一） 參加校內舉辦之資訊基本能力檢定，且成績達 60 分 

（含以上）為合格。 

（二） 本校學生於在學期間內，參加具公信力機構辦理之資 

訊測驗，取得證照者（證照列表如附件）。 

實施方式： 

（一） 建置線上資訊基本能力檢定系統提供線上檢定功能，並 

建立線上資訊基本能力 學習系統及練習題庫供學生上網練習。 

（二） 校內資訊基本能力檢定包含下列考試內容：計算機概 

論、網際網路概論、資訊 網路安全、資訊素養與倫理、Office 

套裝軟體等五個科目。 檢定題目來源為上款所定之練習題庫。 

（三） 施測： 

1. 團體施測：每學年第一學期辦理一次。本校大二各系在第一 

學期公告期限 內，以班為單位上線預約資訊能力檢定時段，依 

公告結果至指定教室進行 測驗。 

2. 個別施測：每學期辦理一次。未通過檢測之學生可於本中心 

公告個別檢測 時段自行上線預約報名測驗梯次，每學期限報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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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已通過測驗之學生 不得再報名參加檢測。 大四下學期仍 

未通過檢核之學生（含延畢生），得於下學期個別施測規劃內 

的 場次中重複報名。 

檢定未通過者之補救措施： （一） 未通過校內資訊基本能力檢 

測之學生，可隨時至高雄大學網路學園研讀相關教 材及練習資 

訊基本能力題庫；並由教學發展中心於學期中不定期舉辦資訊 

能力 相關講座及技能訓練。 （二） 持有證明之身心障礙學 

生，其不適參加本辦法第三條所訂檢定方式，應由教學 發展中 

心以個別適性評量方式施測。 （三） 校內資訊基本能力檢測未 

通過（含未進行檢測）之學生清冊統一於每學年結束 前，由教 

學發展中心負責造冊並送至各系存查，由教學發展中心及各系 

加強輔。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提本校資訊基本能力檢定委員會討論或依 

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本要點經本校資訊基本能力檢定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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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介紹 

系學會成立宗旨： 

1.正常運作的同時，確保每一位會員權益為基本法則。 

2.促進會員間情感的交流。 

3.保障以及增進會員的權益。 

4.培養學生自治的能力。 

5.提升學術風氣，使會員與師長的互動更加密切。 

6.為了服務會員，定期舉辦各類娛樂、學術以及體育 

相關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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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籃 

系隊介紹 

各位新生你們好，相信愛籃球的你們，一定有滿腔熱血不知道哪 

裡釋放吧!不論你是愛打籃球、愛看籃球、愛說籃球，通通歡迎你們 

加入我們系籃的大家庭! 

練習時間以一個禮拜兩次為主，接近比賽時會增加練習時間。練 

習內容主要是體能、個人動作、協調性、全場觀念、團隊默契、戰術 

演練，偶爾約別系打友誼賽，增加實戰經驗，已經是籃球高手的你， 

會給你更多的戰術以及觀念，不是很會打籃球也沒關係，我們的訓練 

絕對可以讓你融入團隊，提升自我的實力，每年還會參加盃賽，跟系 

隊一起贏個獎杯順便出去玩！ 

我們也有粉絲專頁，可以學習怎麼經營一個網站，相信你一定是我 

們要的人才。 

希望對籃球有興趣、熱愛籃球、或是喜歡運動的你加入系籃，一 

起為應經系籃爭取榮耀再創佳績，只要你願意加入系籃，絕對能為你 

大學生活收穫滿滿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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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籃得獎紀錄： 

2013(男)系際盃冠軍 

2014(男)中經盃八強、系際盃季軍、 

(女)聯盟賽亞軍、中經盃冠軍、系際盃亞軍 

2015(女)系際盃亞軍、中經盃殿軍 

2016(女)聯盟賽冠軍、系際盃亞軍 

2017(男)新生盃冠軍 2018(男)夏季聯盟第四名、中經盃亞軍 

系羽 

一星期練習約一至兩次,練習內容為加強基本動作的紮實度、標準 

度，通常訓練時間與對打時間各半，屬於輕鬆休閒的系隊。無論想 

要運動或是學習、增強羽球方面的技巧，系羽都歡迎你們加入唷！ 

得獎紀錄： 

2011 新生盃季軍 

2013 新生盃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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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男)中經盃亞軍、聯盟賽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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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排 

練習時間基本上為一個禮拜兩次，內容主要是練習基本動作、講解 

球場上的觀念，練球完會有讓大家打 PLAY 的時間，適逢盃賽時也會約 

別系打友誼賽，此外期中與期末會有聚餐與約唱喔。歡迎對排球有興 

趣有熱情的你，快來加入我們歡樂 AE 系排的大家庭吧！ 

得獎紀錄： 

2014 中經盃冠軍、系際盃冠軍、新生盃季軍 

2015 排球聯盟賽冠軍 

2016 中經盃季軍 

2017 男排排盟賽亞軍 

2018 女排中經殿軍、男排排盟賽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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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系列活動預告 

北中南茶會 

踏入大學的第一步，帶上你的熱情，來 

認識新朋友吧，也別忘了聽聽學長姐們 

的選課經驗喔！ 

期初大會 

全班同學，大二直屬初次總動員，讓你 

感受到大應經的歡樂與溫暖! 

聯合迎新 

全校各系一同舉辦的大活動，透過有趣 

的活動讓你認識外系新朋友! 

迎新宿營 

大一系上最大的活動，三天的行程絕對讓 

你回味無窮，印象深刻。趕快拿起筆，填 

下報名表吧！ 

22 



23 
 



24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第二十屆系學會編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