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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為公告系網頁的課表）

大學部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姓名 學分數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教室容納人數）

備註

不
開
放
初
選

修課
人數
上限
(初
選)

外系
初選
人數

台灣
大學
聯盟
校
際
選
課
總

人數
(註2)

加
選
方
式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下（01） 吳聰敏 (4,4) 五234/一34 博雅101

限220人，週一為實習課，經濟系、財金系、國
企系依學號末二位除4餘1。可充抵通識。開學
後授權碼以經濟系優先。(原「必帶」者，可向
授課老師領授權碼，改選其他班級)

220 10 2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下（02）

林明仁/
林明仁、
陳虹如、
江淳芳

（4,4） 五234一34 博雅102

限220人，週一為實習課，經濟系、財金系、國
企系依學號末二位除4餘2。可充抵通識。開學
後授權碼以經濟系優先。(原「必帶」者，可向
授課老師領授權碼，改選其他班級)

200 2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下（03） 駱明慶 （4,4） 五234/一34 和碩講堂（社科101)

限200人，週一為實習課，經濟系、財金系、國
企系依學號末二位除4餘3。可充抵通識。開學
後授權碼以經濟系優先。(原「必帶」者，可向
授課老師領授權碼，改選其他班級)

220 20 2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下（04）
王道一/
魏凱立

（4,4） 五234/一34 博雅103

英語授課，英文考試。週一為實習課，經濟
系、財金系、國企系依學號末二位除4餘整除。
可充抵通識。開學後授權碼以經濟系優先。(原
「必帶」者，可向授課老師領授權碼，改選其
他班級)。

250/
100

150/
40 2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下（05） 朱敬一 （4,4） 五234/一34

上課教室同會計系「經濟學甲上下」，人數限
制：經濟系30人，管院各系（除會計系）30
人，其他系30人。選課方式：不開放初選，於
開學後領授權碼加選。

會計學甲一上下（05） 林蕙真 （3,3）

三234/五8910

和碩講堂（社科101)/普
通102

限本系所學生（含輔系雙修生）;欲修甲一下者
需先修過甲一上。星期五為實習課。加選以經
濟系大一學生、經濟系學生為順序領取授權
碼。

微積分乙 （4,4） 二12四34 請查詢課程網中「微積分乙」分組編班課表。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 邵慶平 （0,3）
四789 法律系課號。102學年度以後入學者的大三必修

課程。
150 2

民法概要乙 黃詩淳 （0,3） 二234 經濟系課號。 150 2 2

個體經濟學一二（01） 古慧雯 （3,3） 一789 105 3

個體經濟學一二（02） 黃貞穎 （3,3） 一789 105 20 3

個體經濟學一二（03） 蔡崇聖 （3,3） 一678 105 3

個體經濟學一/二（04）
黃景沂/
江淳芳

（3,3） 三678 社科202 105 3

個體經濟學一/二（05）
金善鐸/
金世旻

（3,3） 一678 社科306 英語授課。 83 20 1

總體經濟學一二（01） 梁明義 （3,3） 一234 新社科201(321人) 180 1

總體經濟學一二（02） 謝德宗 （3,3） 二234 社科202 120 1

總體經濟學一二（03） 毛慶生 （3,3） 三789 初選限60人，總人數限120人。 120 20 2

總體經濟學一二（04） 王泓仁 （3,3） 二234 社科403 第一節未正式請假而不到者，視同退選此課。 120 2

總體經濟學一二（05）
蔡宜展/
蘇軒立

（3,3） 二234 英語授課。 83 3

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暨實習上下（01）
陳旭昇/
駱明慶

（4,4） 二789三234
下學期三234為正課，二789為實習課。上學期
須修過陳旭昇老師的部分，才可修下學期駱明
慶老師的部分。

68/

95

0 0 2

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暨實習上下（02） 張勝凱 （4,4） 三345五678 五678為正課，三345為實習課。 90 3

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暨實習上下（03）
李宗穎/
朱建達 （4,4） 二678三234 三234為正課，二678為實習課。英語授課。 60 20 2

貿易理論（01） 陳添枝 （3,0） 三234 120 2

貿易理論（02） 劉碧珍 （3,0） 四234 限修過經濟學。 80 1

貿易政策（01） 陳添枝 （0,2） 三34 100 2

貿易政策（02） 黃鴻 （0,2） 二34 英語授課。限修過個體經濟學。 60 1

國際金融（01） 許振明 （3,0） 三678 大學部課程。 40 10 2

國際金融（02） 柏木昌成 （3,0） 三234 英語授課。 80 15 3

國際金融（03） 陳旭昇 （0,3） 一678 80 3

國際金融（04） 曹添旺 （0,3） 四234 80 3

附件二  2015-2016年臺大經濟學系暨研究所(一般生）開課一覽表

註1：本課表僅供參考，如有異動，請以教務處課務組之公告為準。

註2：台灣大學聯盟校際學校除了本校之外，另有其他兩所學校-台灣師範大學、台灣科技大學。(註2) 所指之「台灣大學聯盟校際選課總人數」，自104-2學期起，乃指平均

開放給「台灣師範大學、台灣科技大學」兩校之選課人數上限。例如，以Ａ課程為例，「台灣大學聯盟校際選課總人數」若設定為10人，則代表Ａ課程各開放5人給「台灣師
範大學」及「台灣科技大學」的學生選修。

December 3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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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姓名 學分數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教室容納人數）

備註

不
開
放
初
選

修課
人數
上限
(初
選)

外系
初選
人數

台灣
大學
聯盟
校
際
選
課
總

人數
(註2)

加
選
方
式

服務一（01） 陳虹如 （1,0）
總人數：50。限學號除四餘一選修。(限本系生，非

經濟系學生請勿選修此課。)
50 1

服務一（02） 柏木昌成 （1,0）
總人數：50。限學號除四餘二選修。(限本系生，非

經濟系學生請勿選修此課。)
50 1

服務一（03） 陳俊廷 （1,0）
總人數：50。限學號除四餘三選修。(限本系生，非

經濟系學生請勿選修此課。)
50 1

服務一（04） 蘇軒立 （1,0）
總人數：50。限學號除四整除。(限本系生，非經濟

系學生請勿選修此課。)
50 1

服務二（01） 陳虹如 （1,0）
總人數：50。限學號除三餘一選修。(限本系生，非

經濟系學生請勿選修此課。)
50 1

服務二（02） 柏木昌成 （1,0）
總人數：50。限學號除三餘二選修。(限本系生，非

經濟系學生請勿選修此課。)
50 1

服務二（03） 陳俊廷 （1,0）
總人數：50。限學號除三餘整除。(限本系生，非經

濟系學生請勿選修此課。)
50 1

服務三（01） 蘇軒立 （1,0）
總人數：100。限學號單數選修。(限本系生，非經

濟系學生請勿選修此課。)
100 1

服務三（02） 吳亨德 （1,0）
總人數：100。限學號雙數選修。(限本系生，非經

濟系學生請勿選修此課。)
100 1

服務一（01） 陳俊廷 （0,1）
總人數：100。限學號除三餘一選修。(限本系生，

非經濟系學生請勿選修此課。)
100 1

服務一（02） 蘇軒立 （0,1）
總人數：100。限學號除三餘二選修。(限本系生，

非經濟系學生請勿選修此課。)
100 1

服務一（03） 蔡宜展 （0,1）
總人數：50。限學號除三餘整除。(限本系生，非經

濟系學生請勿選修此課。)
50 1

服務二（01） 吳亨德 （0,1）
總人數：200。(限本系生，非經濟系學生請勿選修

此課。)
100 1

服務三（01） 陳虹如 （0,1）
總人數：100。限學號除三餘一選修。(限本系生，

非經濟系學生請勿選修此課。)
100 1

服務三（02） 吳亨德 （0,1）
總人數：100。限學號除三餘二選修。(限本系生，

非經濟系學生請勿選修此課。)
100 1

服務三（03） 蔡宜展 （0,1）
總人數：50。限學號除三餘整除。(限本系生，非經

濟系學生請勿選修此課。)
50 1

大學部選修課程：
大學部演講會一 鄭秀玲 （1,0） 四67 總人數：140。 140 40 2

日文經濟學選讀一二 黃金茂 （2,2） 二34 12 6 1

經濟思想史一二 黃金茂 （2,2） 四34 修過經思一者才能修經思二 40 10 2

經濟史一二 魏凱立 （3,3） 一789 英語授課。 87 10 1

經濟哲學  （新課）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吳亨德 （0,2） 二67 英語授課。 68 1

財政學（01） 李顯峰 （3,0） 二789 68 10 1

財政學（02） 宋玉生 （3,0） 五234 社科306 68 20 1

財政學（03） 林全 （3,0） 二234 限80人。限修過經濟學與微積分。 80 2

財政學（04） 吳亨德 （3,0） 二678 英語授課。 68 1

財政學專題（01） 李顯峰 （0,3） 二789 68 10 1

財政學專題（02） 宋玉生 （0,3） 五234 社科306 68 20 1

貨幣銀行學一二（01） 陳南光 （3,3） 五678 總人數限140人。 120 35 20 2

貨幣銀行學一二（02） 謝德宗 （3,3） 四234 社科305 80 1

計量經濟學一二
江淳芳/
劉錦添

（3,3）
四2345/
四1234

大學部課程，含實習課，限修過統計學。上學
期老師授課3小時，實習課1小時；下學期老師
授課2小時(上午10:00-12:00)，實習課2小時。

68 10 1

學士論文上下 （2,2）

初選不開放。請自行找指導老師，選課前須取
得本系教師簽名同意指導後，方可至系辦領取
選課授權碼。限大四選修。修課人數上限：20
人。

V 20 2

勞動經濟學一 樊家忠 （2,0） 三89 大學部課程。 30 20 2

期貨與選擇權 王耀輝 （3,0） 二234 大學部課程。中文授課英文教科書。 60 X 2

賽局論 古慧雯 （2,0） 五34 大學部課程，修過大二個經。 35 3

賽局與訊息 蔡崇聖 （0,3） 三678 大學部課程 68 3

賽局理論與策略思考 馮勃翰 （3,0） 二234
因課程設計所需，需安
排可容納300人以上大
教室。

不限本系，大四優先、其次大三，若未達人數
上限，則大二亦可選修。

100 20 2

公司理財 吳儀玲 （0,3） 五678 大學部課程。 100 3

現代經濟建構 葉淑貞 （0,3） 五789 大學部課程。 80 2

經濟學的政策運用 陳博志 （0,2） 二89 8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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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姓名 學分數 上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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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課程：

個體經濟理論一
金世旻、
馮勃翰

（4,0） 四234/五67

[M] 英語授課、英文考試。金世旻老師、馮勃翰
老師合授。金世旻老師教授第一部分；馮勃翰
老師教授第二部份。先修課程：數量方法入
門。

68 25 2

個體經濟理論二
陳恭平、
金善鐸

（0,4） 一678三34 社科研608

[M] 陳恭平老師、金善鐸合開，金善鐸老師教授
第一部分；陳恭平老師教授第二部分。三34為
實習課時間。金善鐸老師的部分為英語授課。
先修課程：數量方法入門。

30 1

總體經濟理論一
毛慶生、
蔡宜展

（4,0） 一234二67

[M] 上學期二67為實習課。毛慶生老師與蔡宜展
老師合開，蔡宜展老師教授第一部分，毛慶生
老師教授第二部分。先修課程：數量方法入
門。

68 0 1

總體經濟理論二
蘇軒立、
陳旭昇

（0,4）
時數2 二678/四34

[M] 四34為實習課。
蘇軒立與陳旭昇老師合開，蘇軒立老師教授第
一部分，英語授課；陳旭昇老師教授第二部
分。先修課程：數量方法入門。

30 1

數量方法入門 陳俊廷 （2,0） 社科102
[M] 本課程以英語授課。上課時間為開學前兩
週：8/31~9/11，週一~週五每日9:10~12:10，共上
課10次。

80 1

計量經濟理論一（01班）
李宗穎 、
朱建達

（4,0） 二234三67 社科406
[M] 英語授課。前半部為李宗穎老師授課、後半
部為朱建達老師授課。先修課程：數量方法入
門。

80 10 10 2

計量經濟理論一（02班） 管中閔 （4,0） 一ABC/三34 管院

[M]三34為實習課。英語授課。
與財金所課程「計量經濟學一」一起上課，上
課教室以財金所公告為主。先修課程：數量方
法入門。

計量經濟理論二
黃景沂、
張勝凱

（0,4） 五234/一34

[M] 黃景沂老師與張勝凱老師合開，前半部份由
黃景沂老師授課，後半部份由張勝凱老師授
課。一34為實習課。先修課程：數量方法入
門。

30 2

專題討論-個體經濟、產業組織與貿易一二 王道一 （1,1） 四67 [M]
40/
45

3

專題討論-經濟史一二 樊家忠 （1,1） 四89 [M]
40/
45

30 3

專題討論-貨幣與總體一/二
毛慶生/
李怡庭

（1,1） 四67 [M]
40/
45

3

國際金融一 曹添旺 （3,0） 四234 [M] 20 1

貨幣理論與政策一 李怡庭 （0,3） 一678 [M] 20 1

貨幣理論與政策二 陳南光 （0,3） 一678 [M] 20 1

貿易與產業專題一 黃鴻 （3,0） 一789
[M] 開放校際選課課程(限與本系簽約之校系)。
英語授課。

20 1

貿易與產業專題二 黃鴻 （0,3） 一789
[M] 開放校際選課課程(限與本系簽約之校系)。
英語授課。

20 1

產業組織一 梁孟玉 （0,2） 三89 [M] 不限修過產業組織二、三、四。 20 10 1

產業組織實證方法（新課） 黃景沂 （0,3） 三234 [M] 25 10 2

契約理論 陳恭平 （3,0） 一678 [M] 20 1

網路經濟學 施俊吉 （2,0） 一89 [M]限25人。 25 3

管制經濟學 施俊吉 （0,2） 一89 [M]限25人。 25 3

網路理論專題 莊委桐 （0,2） 五67
[M] 「個體理論專題二」及「網路理論專題」每
隔一學年開一次。

20 10 1

區域經濟學二

彭信坤 （0,2） 一89

[M] 上學期授課內容為：空間競爭。下學期授課
內容為經濟整合與產業貿易。(104-1學期「區域
經濟學一」暫不開課)

20 1

經濟發展  停開2015.12 陳虹如 （0,2） 一34 [M] 20 3

進階公司理財（新課） 吳儀玲 （2,0） 五34 [M] 20 1

經濟計量方法與應用 陳宜廷 （0,2） 四34 [M] 20 10 1

計量專題研究 林建甫 （2,0） 三89 [M] 15 1

勞動經濟學二 （新課）
林明仁、
江淳芳、
樊家忠

（3,0） 二789
[M] 林明仁老師、江淳芳老師與樊家忠老師合
開。

15 2

勞動經濟學一 （2學分)
林明仁、
江淳芳、
樊家忠

（0,2） 二89
[M] 林明仁老師、江淳芳老師與樊家忠老師合
開。

15 2

個體理論專題: 進階社會選擇與機制設計 (新

課）

Special Topic in Micro Theory : Advanced Social

Choice and Mechanism Design

金世旻 （0,3） 二234 [M] 英語授課。 20 4 1

神經經濟學專題 黃貞穎 （0,2） 四34
[U] 跨領域共授課程。共授教師：心理系葉俊毅
老師。

60 10 3

高等統計學 林金龍 （3,0） 一789 [U] 70 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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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序列分析 銀慶剛 （0,3） 四234 [U] 50 1

環境經濟學一 劉錦添 （0,3） 二789 [U] 50 10 1

環境經濟學二 宋玉生 （3,0） 一678 社科605 [U] 38 10 3

租稅理論與政策  停開2015.12 何志欽 （0,2） 五89 [U] 100 10 2

市場與台灣經濟發展一 吳聰敏 （2,0） 三67 [U] 30 3

市場與台灣經濟發展二 魏凱立 （0,2） 二67 [U] 英語授課。 68 10 1

產業經濟學 鄭秀玲 （0,2） 二67 [U] 限修過個體經濟學。 50 2

產業組織與廠商策略 馮勃翰 （0,3） 二234 150人的教室即可 [U] 中文授課。需修過大二個經及大二統計。 100 10 2

產業組織導論 (新課) 朱建達 （3,0） 五234 [U] 英語授課。 68 3

市場與策略 (新課) 李宗穎 （0,3） 三678 社科406 [U] 英語授課。 30 5 2 2

網路經濟學 (新課) 陳俊廷 （0,3） 二678 [U] 英語授課。 30 2

經濟成長理論一 陳明郎 （3,0） 五678 [U] 限大三以上，限修過總體經濟學。 50 2

財務經濟學 王泓仁 （0,2） 三34 社科406 [U] 60 2

計量經濟專題 林建甫 （0,2） 三89 [U] 30 1

健康經濟學   停開20151130 連賢明 （0,3） 二234 [U] 68 10 3

公平配置機制 葉俊顯 （0,2） 三67 [U] 20 10 1

經濟學英文寫作基礎 江介維 （3,0） 一567 [U] 20 2

經濟學學術英文寫作 江介維 （0,3） 一678 [U] 20 2

實驗經濟學一：行為賽局論 王道一 （3,0） 一789
[U] 英語授課，英文考試。建議先修課程：個體
經濟理論一或賽局論或賽局與訊息

66 20 10 2

實驗經濟學二：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與實
驗

金善鐸 （0,3） 二789 社科503 [U] 英語授課。不限修過實驗經濟學一。 50 1

法律經濟學概論
陳 恭 平 、
黃國昌

（0,2） 一89
[U] 陳恭平老師（前半）、黃國昌老師（後半）
合授，時數各1。

50 10 1

金融市場與衍生性商品 吳儀玲 （3,0） 五678 [U] 100 3

貨幣理論與政策一 許振明 （3,0） 二234 [U] 主題：金融與經濟成長 30 10 2

貨幣理論與政策二   停開 20151204 許振明 （0,3） 二234 [U] 主題：金融與經濟成長 30 10 2

金融理論與政策 許振明 （0,3） 三678 [U] 30 10 2

財務工程 黃以達 （0,3） 五234 [U]

經濟數學 周建富 （3,0） 三789 [U] 68 3

動態最適化與動態賽局 周建富 （0,3） 三789 [U] 50 3

東亞經濟發展 朱雲鵬 （2,0） 五34 [U]  英語授課。東亞研究學程。 68 3

頤賢講座-臺灣政經社問題與對策 林惠玲 （2,0） 四89
[U] 總人數限150人，限本校大三以上及碩博士
班學生。與陳良基老師合開。

150 2

頤賢講座-台灣政經社問題與對策 (二)

 (新課) 林惠玲 （0,2） 四89
[U] 總人數限150人，限本校大三以上及碩博士
班學生。

150 2

線性代數一 謝銘倫 （3,0） 三34五34

[U] 上課資訊依數學系公告為主，本系學生限選修

323 U開頭之課程，方可認定為本系選修課程。

105-1學期起，因應數學系課程改制，此課程將改為

4學分課程，新的課程識別碼為：323 U2050

20 2

線性代數二
新課程識別碼：323 U2060

謝銘倫 （0,4） 三34五34
[U] 上課資訊依數學系公告為主，本系學生限選修

323 U開頭之課程，方可認定為本系選修課程。
20 2

分析導論一
新課程識別碼：323 U2030

張志中 （5,0） 二234四34
[U] 上課資訊依數學系公告為主，本系學生限選修

323 U開頭之課程，方可認定為本系選修課程。
20 2

分析導論二
新課程識別碼：323 U2040

張志中 （0,5） 二234四34
[U] 上課資訊依數學系公告為主，本系學生限選修

323 U開頭之課程，方可認定為本系選修課程。
20 2

高等統計推論一 江金倉 （3,0） 一4四89
[U] 上課資訊依數學系公告為主，本系學生限選修

323 U開頭之課程，方可認定為本系選修課程。
20 2

高等統計推論二 江金倉 （0,3） 一4四89
[U] 上課資訊依數學系公告為主，本系學生限選修

323 U開頭之課程，方可認定為本系選修課程。
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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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及支援外系課程：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下（01） 吳聰敏 （4,4） 五234/一34 博雅101

限220人，週一為實習課，經濟系、財金系、國
企系依學號末二位除4餘1。可充抵通識。開學
後授權碼以經濟系優先。(原「必帶」者，可向
授課老師領授權碼，改選其他班級)

220 10 2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下（02） 林明仁 （4,4） 五234一34 博雅102

限220人，週一為實習課，經濟系、財金系、國
企系依學號末二位除4餘2。可充抵通識。開學
後授權碼以經濟系優先。(原「必帶」者，可向
授課老師領授權碼，改選其他班級)

200 2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下（03） 駱明慶 （4,4） 五234/一34 和碩講堂（社科101)

限200人，週一為實習課，經濟系、財金系、國
企系依學號末二位除4餘3。可充抵通識。開學
後授權碼以經濟系優先。(原「必帶」者，可向
授課老師領授權碼，改選其他班級)

220 20 2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下（04）
王道一/
魏凱立

（4,4） 五234/一34 博雅103

英語授課，英文考試。週一為實習課，經濟
系、財金系、國企系依學號末二位除4餘整除。
可充抵通識。開學後授權碼以經濟系優先。(原
「必帶」者，可向授課老師領授權碼，改選其
他班級)。

250/
100

150/
40 2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下（05） 朱敬一 （4,4） 五234/一34

上課教室同會計系「經濟學甲上下」，人數限
制：經濟系30人，管院各系（除會計系）30
人，其他系30人。選課方式：不開放初選，於
開學後領授權碼加選。

經濟學一（01） 李顯峰 （3,0） 一8910 普101(300人) 通識課程。地理系、工管系時段。 200 20 2

經濟學一（02） 葉淑貞 （3,0） 二789 普通教室 80 2

經濟學一（03） 葉淑貞 （3,0） 五789 普通教室 80 2

經濟學一（04） 吳玉瑩 （3,0） 三678 通識課程。資管系時段。 100 3

經濟學一（05） 李維倫 （3,0） 三234 博雅102 (279人) 通識課程。法律系時段。 200 20 2

經濟學一（01） 陳添枝 （0,3） 五234 通識課程。 180 2

經濟學一（02） 張清溪 （0,3） 三234 通識課程。 200 10 2

經濟學二 陳虹如 （3,0） 五345 博雅302 (121人) 通識課程。 100 0 3

經濟學二（01） 吳中書 （0,3） 一8910 通識課程。工管系時段。 200 2

經濟學二（02） 葉淑貞 （0,3） 二8910 通識課程。 80 2

經濟學二（03） 林向愷 （0,3） 三234 通識課程。 100 2

經濟學二（04） 吳玉瑩 （0,3） 三678 通識課程。 100 20 2

個體經濟學（財金系） 張清溪 （3,0） 三789 管院教室 財金系:限本系所學生。 130 0 0 3

總體經濟學（財金系） 陳明郎 （0,3） 三678 管院教室 財金系:限本系所學生。 110 0 0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