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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1020
ECON1021

大一
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01）
總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01）

林明仁 （4,4） 五234/一5三5
社科和碩講堂
(社科101)

一5三5實習課。經濟,財金,國企,會計系依學號末二位除4餘1者必帶入。資管系
必修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可抵通識。(必帶可改班)。

300 ②

ECON1020

ECON1021
大一

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02）

總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02）

江淳芳/

蔡宜展
（4,4） 五234/一5三5

上學期: 博雅102

下學期: 博雅102

一5三5實習課。經濟,財金,國企,會計系依學號末二位除4餘2者必帶入。可抵通

識。(必帶可改班)。
200 ②

ECON1020
ECON1021

大一
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03）
總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03）

樊家忠 （4,4） 五234/一5三5
上學期: 博雅101
下學期: 博雅103

一5三5實習課。經濟,財金,國企,會計系依學號末二位除4餘3者必帶入。可抵通
識。(必帶可改班)。

200 ②

ECON1020
ECON1021

大一
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04）
總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04）

王道一、朴埻錄/
高恩琵

（4,4） 五345/一5三5
上學期: 博雅103
下學期: 新生102

一5三5實習課。經濟,財金,國企,會計系依學號末二位除4整除者必帶入。資管系
必修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可抵通識。(必帶可改班)。英語授課，英文考試。

250 150 5 ① E

MATH1201
MATH1202

大一 微積分甲上下  ＊、註5 （3,3） 一10三67五67 請看註5說明。

MATH1203
MATH1204

大一 微積分乙上下  ＊、註5 （3,3） 二1四89 請看註5說明。

MATH4006 大一 微積分1 （13）＊、註5 傅斯緯 （2,0） 一34四34/四10 共101 英語授課。微積分模組課程統一教學，於上學期（第一學期）1~9週上課。 180 ③ E

MATH4007 大一 微積分2 （13）＊、註5 傅斯緯 （2,0） 一34四34/四10 共101 英語授課。微積分模組課程統一教學，於上學期（第一學期）10~18週上課。 180 ③ E

MATH4008 大一 微積分3 （13） ＊、註5 傅斯緯 （0,2） 一34四34/四10 共101 英語授課。微積分模組課程統一教學，於下學期（第二學期）1~9週上課。 180 ③ E

MATH4010 大一 微積分4 –在經濟商管的應用 （01）＊、註5 傅斯緯 （0,2） 一34四34/四10 共101 英語授課。微積分模組課程統一教學，於下學期（第二學期）10~18週上課。 180 ③ E

Common1001

Common1002
大一 國文領域 （3,3） 請參閱共同必修課程時間表。

Common1009
Common1010

大一 外文領域 （3,3） 一12四12 請參閱共同必修課程時間表。

PE1006 大一 健康體適能 （1,0） 二89 請參閱體育課程時間表。

PE1004 大二 專項運動學群 （1,0） 請參閱體育課程時間表。

ECON2018
ECON2019

大二 個體經濟學上下（01） 古慧雯 （3,3） 一678 社科202 先修科目: 微積分。 90 ③

ECON2018
ECON2019

大二 個體經濟學下（02） 黃貞穎 （0,3） 一678 社科303 90 ③

ECON2018

ECON2019
大二 個體經濟學上下（03） 蔡崇聖 （3,3） 一678 社科502 90 ③

ECON2018

ECON2019
大二 個體經濟學上下（04） 駱明慶 （3,3） 五345 社科102 需修過微積分。 90 ②

ECON2018
ECON2019

大二 個體經濟學上下（05） (2022.12.19停開） 陳俊廷 （3,3） 三678
上學期：社科507
下學期：社科102

初選人數上限因教室容量限制85人，選課人數上限90人。 90 ③

ECON2018
ECON2019

大二 個體經濟學上下（06） 陳儀 （3,3） 四8910 社科403 英語授課。 90 ③ E

ECON2020

ECON2021
大二 總體經濟學上下（01） 毛慶生 （3,3） 五789 社科201 180 ②

ECON2020
ECON2021

大二 總體經濟學上/下（02） 王泓仁 （3,3）
上學期:二234
下學期:四234

社科403 第一節未正式請假而不到者，視同退選此課。 120 ②

ECON2020
ECON2021

大二 總體經濟學上下（03） 謝德宗 （3,3） 二234 社科502 80 ①

ECON2020

ECON2021
大二 總體經濟學上/下（04）

蘇軒立 /

朱玉琦
（3,3） 二234 社科507 英語授課。因教室容量限制，初選人數上限83人。 83 ③ E

ECON2022 大二 統計學暨實習（01） 陳旭昇 （4,0） 一34二345
一34: 社科101
二345: 社科202

一34為實習課，限本系所。先修科目：微積分。（下學期駱明慶老師授課） 100 0 0 ③

ECON2023 大二 計量經濟學導論暨實習（01） 駱明慶 （0,4） 一34二345 社科303 一34為實習課。（上學期陳旭昇老師授課） 100 ②

ECON2022 大二 統計學暨實習（02） 楊睿中 （4,0） 三234二67 社科102 二67為實習課。 80 0 0 ①

ECON2023 大二 計量經濟學導論暨實習（02） 楊睿中 （0,4） 三234二67 社科102 二67為實習課。 80 0 0 ①

ECON2022 大二 統計學暨實習（03） 李宗穎 （4,0） 三234二67
三234: 社科502
二67: 社科501

二67為實習課。英語授課。 70 5 0 ② E

ECON2023 大二 計量經濟學導論暨實習（03） 李宗穎 （0,4） 三234二67
三234: 社科502

二67: 社科501
二67為實習課。英語授課。 70 5 0 ② E

ECON2023 大二 計量經濟學導論暨實習（04） 張勝凱 （0,4） 五345四34 社科303 四34為實習課。 50 ②

(註6)	:	授課對象標示   [U]：大三以上、碩博士班課程；

                                    [M]：碩博士班課程。

(註2)：系辦聯繫資訊
本系學生有關學分採計問題，請洽系辦公室詢問。

大學部課程學分採計，請洽吳孟珊助教 TEL: 3366-8446
研究所課程學分採計及全系課程安排，請洽楊禮禎助教 TEL: 3366-8447

(註4)：台灣大學校際聯盟說明

1. 台灣大學聯盟校際學校為國立台灣大學（本校）、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以下課表中所指之「外校人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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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校人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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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有開放給「台灣大學聯盟校際學校」選課，則課程總人數將包含「台灣大學聯盟校際學校
選課人數」。例如，以Ａ課程為例，修課人數上限（初選）設定為100人，開放台灣大學聯盟校
際選課總人數為10人，則本校生的修課人數上限(初選）是90人。

(註8) : 開學後加選方式：
           開學後的第1週～第2週的加選方式，有三種，說明如下：

不限人數，直接上網加選。開學後第三週（最後階段）時，學生亦可使用『教師同意加簽單』取得教師簽名後加選。

一、大學部必修課程

（課程識別碼303 開頭、課號ECON 1000~ ECON 4999之大學部必修課）
＊ 由中文系、外文系、會計系、數學系、法律系開授的本系必修課程，課程識別碼非303課程，亦可採認本系必修

選課人數由授課老師「以發授權碼方式」決定。授課老師仍須填寫(初選)選課人數上限，開學後，學生須向教師取得授權碼，方得加選 。開學後第三週（最後階段）時，學生亦可使用『教師同意加簽單』取得教師簽名後
加選。

有限人數，上網登記後分發。若選課人數已達修課人數上限，而學生有加選需求時，須在開學後第三週下載『教師同意加簽單』請教師簽名後方得加選。

(註9)：課程節次表： https://www.aca.ntu.edu.tw/UniversityAlliance/Home/ShowSchoolDataVerticalRow

(註7)：密集授課課程選課、加退選，及停修說明

             課程加選時間仍須於開學前三週內完成。參考數學系微積分密集授課課程的作法，本系針對課程停修、退選之特殊選課處理時間如下：
             (1) 停修：1~8週密集授課課程，須於第4~6週內完成。（1~8週密集授課課程之退選，依學校規定辦理，即於開學後前3週內完成）
             (2) 退選：9~16週密集授課課程之退選，限於於期中考後一週內提出。個別學生寫「學生報告書」請授課老師簽名後，於期中考後一週之週一～週五間繳交至系辦，由系辦統一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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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秋季-2023年春季（111學年度） 臺大經濟學系暨研究所(一般生）開課一覽表   （張貼於經濟系網頁：www.econ.ntu.edu.tw）

February 3, 2023

(註3)：學分數標示說明
學分數標示（4,0）：表示為上學期(秋季）授課之4學分課程；

學分數標示（0,4）：表示為下學期(春季）授課之4學分課程；
學分數標示（4,4）：表示為上學期(秋季)授課之4學分課程，及下學期(春季）授課之4學分課程。

(註5)：大一微積分替代科目說明

本系大一學生必修微積分乙上（3,0）、微積分乙下（0,3），107學年度起，本系參加數學系「微積分模組課程統一教學」，大一

生必帶入微積分課程為：微積分1～微積分4。
微積分乙之替代科目，請看以下（a）~（d）之說明：

（a）微積分1 (2,0)+微積分2 (2,0)＋微積分3 (0,2) = 微積分乙上 (3,0) + 微積分乙下 (0,3)

（b）微積分1 (2,0)+微積分2 (2,0) = 微積分乙上  (3,0)+1學分一般選修=微積分甲上 (4,0)
（c）微積分3 (0,2)+微積分4 在經濟商管的應用 (0,2) =微積分乙下 (0,3)+1學分一般選修=微積分甲下 (0,4)
（d）「微積分4 –在經濟商管的應用」 (0,2) 得替代微積分1 (2,0)，或微積分2 (2,0)，或微積分3 (0,2)

＊通過微積分1、微積分2、微積分3三門課，即完成大一必修微積分要求。

＊「微積分4–在經濟商管的應用」可以替代微積分1，或微積分2，或微積分3。

＊以上(註5）之說明，僅適用本系（經濟系）學生。

July 7 , 2022

          本校最新課程查詢網址：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search_resul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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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0004 大二 服務學習甲（01） 陳慶池 （1,0） ①
ECON0004 大二 服務學習甲（02） 張勝凱 （1,0） ①
ECON0004 大二 服務學習甲（03） 陳由常 （1,0） ①
ECON0004 大二 服務學習甲（04） 李佳穗 （1,0） ①
ECON0004 大二 服務學習甲（05） 高恩琵 （1,0） ①
ECON0005 大三 服務學習乙（01） 劉錦添 （1,0） ①
ECON0005 大三 服務學習乙（02） 陳冠銘 （1,0） ①
ECON0005 大三 服務學習乙（03） 陳慶池 （1,0） ①
ECON0005 大三 服務學習乙（04） 李佳穗 （1,0） ①
ECON0005 大三 服務學習乙（05） 高恩琵 （1,0） ①
ECON1003 大三 服務學習三（01） 張勝凱 （1,0） ①
ECON1003 大三 服務學習三（02）停開20220930 劉錦添 （1,0） ①
ECON1003 大三 服務學習三（03） 朴埻錄 （1,0） ①
ECON0004 大二 服務學習甲（01） 王道一 （0,1） 15 ①
ECON0004 大二 服務學習甲（02） 張勝凱 （0,1） 15 ①
ECON0004 大二 服務學習甲（03） 陳冠銘 （0,1） 15 ①
ECON0004 大二 服務學習甲（04） 李佳穗 （0,1） 15 ①
ECON0004 大二 服務學習甲（05） 蔡崇聖 （0,1） 15 ①
ECON0004 大二 服務學習甲（06） 劉錦添 （0,1） 15 ①
ECON0005 大三 服務學習乙（01） 陳由常 （0,1） 15 ①
ECON0005 大三 服務學習乙（02） 朴埻錄 （0,1） 15 ①
ECON0005 大三 服務學習乙（03） 李佳穗 （0,1） 15 ①
ECON0005 大三 服務學習乙（04） 蔡崇聖 （0,1） 15 ①
ECON0005 大三 服務學習乙（05） 陳慶池 （0,1） 15 ①
ECON1003 大三 服務學習三（01） 陳由常 （0,1） 5 ①
ECON1003 大三 服務學習三（02） 朴埻錄 （0,1） 5 ①
ECON1003 大三 服務學習三（03） 陳慶池 （0,1） 5 ①

Acc1003
Acc1004

大一

會計學甲一上/下（07）＊
(106學年度起改為選修課程，課程初選階段會將大一生

必帶入此課程，大一生得於加退選階段自行選擇是否修

習此課程。）

高偉娟
（3,3） 一678三789

社科和碩講堂
(社科101)

限本系所學生（含雙修生）;欲修甲一下者需先修過甲一上。三789為實習課。
加選以經濟系學生優先。

130
/

90
③

ECON1016 大一 民法概要乙＊  (109學年度以後入學者為選修課） 李素華 （0,3） 三234 博雅103 本系（含輔系）150人，外系80人。 230 80 ②

ECON1024 大2,3,4 程式設計 魏聖倫 （0,3） 三234 社科201 經濟系大一學生優先選課。 100 ②

ECON1025 大2,3,4 英文作文一上（01） 李佳穗 （2,0） 四67 社科305 不開放初選（開學後領授權碼選課）。大一全英專班學生優先。英語授課。 15 ② E 新

ECON1025 大2,3,4 英文作文一上（02） 李佳穗 （2,0） 四89 社科305 不開放初選（開學後領授權碼選課）。大一全英專班學生優先。英語授課。 15 ② E 新

ECON1026 大2,3,4 英文作文一下（01） 李佳穗 （0,2） 四67 社科305 大一全英專班學生優先。英語授課。 15 ② E 新

ECON1026 大2,3,4 英文作文一下（02） 李佳穗 （0,2） 四89 社科305 大一全英專班學生優先。英語授課。 15 ② E 新

ECON2025 大2,3,4 深造預備英文寫作與口語表達（01） 李佳穗 （3,0） 三678 社科405 40 ② 新

ECON2025 大2,3,4 深造預備英文寫作與口語表達（02） 李佳穗 （3,0） 三789 社科405 40 ② 新

ECON2025 大2,3,4 深造預備英文寫作與口語表達（01）2022.11.24加開 李佳穗 （0,3） 三678 社科405 40 ② 新

ECON2025 大2,3,4 深造預備英文寫作與口語表達（02）2022.11.24加開 李佳穗 （0,3） 三789 社科405 40 ② 新

ECON2026 大2,3,4 職場英文寫作與口語表達（01） (2022.11.24停

開）
李佳穗 （0,3） 三678 40 ② 新

ECON2026 大2,3,4
職場英文寫作與口語表達（02） (2022.11.24停

開）
李佳穗 （0,3） 三789 40 ② 新

ECON3007 大2,3,4 經濟史一 魏凱立 （0,3） 一789 社科403
英語授課。兼通識課程。開放隨班附讀。「經濟史一」及「經濟史二」每隔一

學年開課一次。
130 ③ E

ECON3016 大2,3,4 投資學（01） 陳聖賢 （3,0） 四789 管院教室 課程資訊依課號Fin2008(01班)為主。 15 ②

ECON3016 大2,3,4 投資學（02） 何耕宇 （3,0） 二789 管院教室 課程資訊依課號Fin2008(02班)為主。 15 ②

ECON3016 大2,3,4 投資學（03） 陳彥行 （3,0） 四234 管院教室
課程資訊依課號Fin2008(03班)為主。索取授權碼請於8/30-8/31上網登記，網址
請見授課大綱。開學後不再受理加簽。

25 ②

ECON3016 大2,3,4 投資學（01） 陳聖賢 （0,3） 四789 管院教室 課程資訊依課號Fin2008(01班)為主。 15 ②

ECON3016 大2,3,4 投資學（02） 陳其美 （0,3） 三ABC 管院教室 課程資訊依課號Fin2008(02班)為主。 15 ②

ECON3016 大2,3,4 投資學（03） 朴寶卿 （0,3） 五789 管院教室 英語授課。課程資訊依課號Fin2008(03班)為主。 15 ② E

ECON3016 大2,3,4 投資學（04） 蕭湛東 （0,3） 一678 管院教室 英語授課。課程資訊依課號Fin2008(04班)為主。 20 ② E

ECON3019 大2,3,4 公司理財 吳儀玲 （0,3） 四234 社科502 英語授課。 140 ① E

ECON3040 大2,3,4 財政學 宋玉生 （3,0） 一678 社科406 50 ②

ECON3040 大2,3,4 財政學 李顯峰 （0,3） 二789 社科406 68 10 ①

ECON3041 大2,3,4 財政學專題 宋玉生 （0,3） 三678 社科406 50 ②

ECON3042 大2,3,4 經濟發展    停開20221228 陳虹如 （0,3） 一234 社科402 大學部課程。 66 0 ③

ECON3043 大2,3,4 貨幣銀行學一（01） 陳南光 （3,0） 五678 社科102 若社科院有更大的教室，則選課人數上限增加至150人。 130 70 5 ②

ECON3004 大2,3,4 貨幣銀行學二（01） 陳南光 （0,2） 五67 社科102 先修課程：貨幣銀行學一，或本校其他貨幣銀行學課程。 120 50 5 ②

ECON3048 大2,3,4 人口經濟學 廖珮如 （0,3） 五234 社科402 先修科目：總體經濟學上、統計學暨實習 50 ③

ECON3050 大三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   (109學年度以後入學者為

選修課）
楊岳平 （0,3） 四789 社科502 經濟系102-108學年度入學者為必修課，109學年度以後入學者為選修課。 150 ②

ECON4001 大三 貿易理論 (106學年度以後入學者為選修課） 朴至鎬 （3,0） 一678 社科503 英語授課。 80 ③ E

ECON4003 大三 國際金融（01） (106學年度以後入學者為選修課） 曹添旺 （0,3） 四234 社科405 80 ③

ECON4003 大三 國際金融（02） (106學年度以後入學者為選修課） 陳旭昇 （0,3） 二234 社科403 先修科目: 個體經濟學上, 總體經濟學上, 統計學暨實習 120 0 0 ③

ECON4030 大2,3,4 經濟學的政策運用 陳博志 （0,2） 二89 社科303 限80人。 80 ①

ECON4031 大2,3,4 賽局論 黃景沂 （2,0） 一34 社科506 先修科目: 個體經濟學。 74 4 ③

ECON4036 大2,3,4 期貨與選擇權（01） 張森林 （3,0） 三789 管院教室 課程資訊依課號Fin4001(01班)為主。 20 ③

ECON4036 大2,3,4 期貨與選擇權（02） 洪志清 （3,0） 一789 管院教室 課程資訊依課號Fin4001(02班)為主。英語授課。 20 ③ E

ECON4037 大2,3,4 賽局論 古慧雯 （3,0） 五234 社科402 先修科目: 個體經濟學、微積分。 25 ③ 新

ECON4998

ECON4999
大2,3,4 學士論文上下（01） （2,2）

不開放初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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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②

ECON4998
ECON4999

大2,3,4 學士論文上下（02） 羅珮瑜 （2,2）
不開放初選，開學後向授課教師領取授權碼加選。限修習榮譽學程者。限大四
選修。修課人數上限：20人。

20 ②

ECON4998 大2,3,4 學士論文上（03） 馮勃翰 （2,0）
不開放初選，開學後向授課教師領取授權碼加選。限修習榮譽學程者。限大四
選修。修課人數上限：20人。

20 ②

ECON4998 大2,3,4 學士論文上（04）（2022.8.31加開） 陳冠銘 （2,0）
不開放初選，開學後向授課教師領取授權碼加選。限修習榮譽學程者。限大四

選修。修課人數上限：20人。
20 ②

ECON4999 大2,3,4 學士論文下（04）（2023.1.13加開） 陳冠銘 （0,2）
不開放初選，開學後向授課教師領取授權碼加選。限修習榮譽學程者。限大四
選修。修課人數上限：20人。

20 ②

二、大學部選修課程

（課程識別碼303 開頭、課號ECON 1000~ ECON 4999之選修課）：

本系選修，兼基本能力課程（全校性共同課程）。三78為正課，三6、三9為實
作課。

本系選修，兼基本能力課程（全校性共同課程）。三78為正課，三6、三9為實
作課。

本系選修，兼基本能力課程（全校性共同課程）。三78為正課，三6、三9為實
作課。

限本系生選課。輔修經濟系、雙主修經濟系及非經濟系學生，請勿選修此課。

課程資訊：http://www.econ.ntu.edu.tw/zh_tw/students/under/service

107學年(含)以前入學的學生，必修服務學習一、服務學習二，及服務學習三；

108學年(含)以後入學的學生，必修服務學習甲、服務學習乙；

107學年(含)以前入學的學生,「服務學習一」可用「服務學習甲」替代，「服務學習

二」可用「服務學習乙」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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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7009 [M] 數量方法入門 朱玉琦 （2,0） 開學前密集授課
遠距授課

實體考試

碩博一必修，英語授課。密集授課10次。上課時間：8/10~8/31，每週一三五

14:20~17:20。遠距授課實體考試。
80 ③ E

ECON8810 [M] 個體經濟理論一A 陳慶池 （2,0） 三678五910 社科502
碩博一必修，密集授課第9~16週，三910為實習課。先修課程：數量方法入門。

英語授課。 （註7）：密集授課課程選課、加退選，及停修說明
80 ① E

ECON8811 [M] 個體經濟理論一B 羅珮瑜 （2,0） 三678五910 社科502
碩博一必修，密集授課第1~8週，三910為實習課。先修課程：數量方法入門。
英語授課。（註7）：密集授課課程選課、加退選，及停修說明

80 ① E

ECON8812 [M] 個體經濟理論二A 陳慶池 （0,2） 一789三910 社科研607
博一必修，密集授課第1~8週，三910為實習課。先修課程：數量方法入門。英

語授課。（註7）：密集授課課程選課、加退選，及停修說明
20 ① E

ECON8813 [M] 個體經濟理論二B 朴埻錄 （0,2） 一789三910 社科研607
博一必修，密集授課第9~16週，三910為實習課。先修課程：數量方法入門。英
語授課。（註7）：密集授課課程選課、加退選，及停修說明

20 ① E

ECON8814 [M] 總體經濟理論一A 蔡宜展 （2,0） 一234三910
一234:社科202
三910:社科102

碩博一必修，密集授課第1~8週，三910為實習課。先修課程：數量方法入門。
英語授課。（註7）：密集授課課程選課、加退選，及停修說明

60 ③ E

ECON8815 [M] 總體經濟理論一B 廖珮如 （2,0） 一234三910
一234:社科202
三910:社科102

碩博一必修，密集授課第9~16週，三910為實習課。先修課程：數量方法入門。
英語授課。（註7）：密集授課課程選課、加退選，及停修說明

60 ③ E

ECON8816 [M]
總體經濟理論二A
（106學年度以後改為博士班選修課）

蘇軒立 （0,2） 二678五910 社科研607
密集授課第1~8週，五910為實習課。英語授課。（註7）：密集授課課程選課、
加退選，及停修說明

20 ③ E

ECON8817 [M]
總體經濟理論二B
（106學年度以後改為博士班選修課）

高恩琵 （0,2） 二678五910 社科研607
密集授課第9~16週，五910為實習課。英語授課。（註7）：密集授課課程選
課、加退選，及停修說明

20 ③ E

ECON8818 [M] 計量經濟理論一A 謝志昇 （2,0） 四234一910 社科303
碩博一必修，密集授課第1~8週，一910為實習課。先修課程：數量方法入門。
英語授課。（註7）：密集授課課程選課、加退選，及停修說明

60 ② E

ECON8819 [M] 計量經濟理論一B 郭漢豪 （2,0） 四234一910 社科303
碩博一必修，密集授課第9~16週，一910為實習課。先修課程：數量方法入門。
英語授課。（註7）：密集授課課程選課、加退選，及停修說明

60 ② E

ECON8820 [M] 計量經濟理論二A 黃景沂 （0,2） 三678四910 社科研607
博一必修，密集授課第1~8週，四910為實習課。先修課程：數量方法入門。英

語授課。（註7）：密集授課課程選課、加退選，及停修說明
30 4 ① E

ECON8821 [M] 計量經濟理論二B 陳由常 （0,2） 三678四910 社科研607
博一必修，密集授課第9~16週，四910為實習課。先修課程：數量方法入門。英

語授課。（註7）：密集授課課程選課、加退選，及停修說明
30 4 ① E

ECON7095
ECON7100

[M] 專題討論-個體經濟、產業組織與貿易一二 羅珮瑜 （1,1） 四67 社科研608
博士班四年級(含）以前，每學期必修一門專題討論，碩士班必修兩學期專題討
論（建議自碩一下開始選修）。第三週教師同意加簽單加選，限博士生、大學

生(限5人)。

35 ③

ECON7192
ECON7193

[M] 專題討論-貨幣與總體一/二
高恩琵/
何泰寬

（1,1） 四67 社科302
博士班四年級(含）以前，每學期必修一門專題討論，碩士班必修兩學期專題討
論（建議自碩一下開始選修）。第三週教師同意加簽單加選，限博士生、大學

生(限5人)。上學期英文授課。

35 ③ E

ECON7188
ECON7189

[M] 專題討論-經濟史一二 朴至鎬 （1,1） 四67 社科402
博士班四年級(含）以前，每學期必修一門專題討論，碩士班必修兩學期專題討
論（建議自碩一下開始選修）。第三週教師同意加簽單加選，限博士生、大學

生(限5人)。英語授課。

35 ③ E

ECON7184
ECON7185

[M] 專題討論-經濟計量一/二
郭漢豪/
謝志昇

（1,1） 四67 社科503

博士班四年級(含）以前，每學期必修一門專題討論，碩士班必修兩學期專題討

論（建議自碩一下開始選修）。第三週教師同意加簽單加選，限博士生、大學
生(限5人)。

35 ③

ECON7999 [M] 碩士論文
碩士班必修，此課程於預計提學位(畢業論文)口試當學期選課。其他申請流程請
見本系網頁說明：http://www.econ.ntu.edu.tw/zh_tw/students/students21/stu25

ECON8999 [M] 博士論文
博士班必修，此課程於預計提學位(畢業論文)口試當學期選課，博士生須於開學
前向seminar授 課 教 師登記演講場次 。其他申請流程請見本系網頁說 明：
http://www.econ.ntu.edu.tw/zh_tw/students/students21/stu25

ECON7057 [M] 個體理論專題一 莊委桐 （0,2） 五67 社科研608 「個體理論專題一」及「網路理論專題」每隔一學年開課一次。 20 10 ①

ECON7069 [M] 勞動經濟學一
林明仁、
陳冠銘

（0,3） 二789 社科研605
林明仁老師與陳冠銘老師合開（時數林0陳3）。大學生亦可選修（開學後第三
週下載教師同意加簽單加選）。

15 ③

ECON7079 [M] 國際金融一 曹添旺 （3,0） 三234 社科研608 20 ①

ECON7084 [M] 勞動經濟學二
林明仁、
陳冠銘

（3,0） 二789 社科研608
林明仁老師與陳冠銘老師合開（時數林0陳3）。未修過『勞動經濟學一』者與
大學生亦可選修。（開學後第三週下載教師同意加簽單加選）

15 ③

ECON7132 [M] 經濟發展 陳虹如 （2,0） 五23 社科研608 20 0 ③

ECON7150 [M] 總體經濟時間序列分析 何泰寬 （3,0） 三234 社科研604 30 ①

ECON7153 [M] 賽局實證分析 黃景沂 （2,0） 二34 社科研604 大學生亦可選修。（開學後第三週下載教師同意加簽單加選） 25 4 ①

ECON7180 [M] 產業結構與貿易政策一 黃鴻 （2,0） 一34 社科研606 英語授課。開放校際選課課程(限與本系簽約之校系)。 20 ① E

ECON7181 [M] 產業結構與貿易政策二 黃鴻 （2,0） 一78 社科研606 英語授課。開放校際選課課程(限與本系簽約之校系)。 20 ① E

ECON7198 [M] 產業結構與貿易政策三 黃鴻 （0,2） 一34 社科研606 英語授課。開放校際選課課程(限與本系簽約之校系)。 20 ① E

ECON7199 [M] 產業結構與貿易政策四 黃鴻 （0,2） 一78 社科研606 英語授課。開放校際選課課程(限與本系簽約之校系)。 20 ① E

ECON7201 [M] 產業組織實證方法 黃景沂 （0,2） 五23 社科研604
上課時間為9:30-11:20。大學生亦可選修（開學後第三週下載教師同意加簽單加
選）。

25 4 ①

ECON7206 [M] 貨幣經濟專題 李怡庭 （3,0） 一678 社科研603 大學生亦可選修。（開學後第三週下載教師同意加簽單加選） 15 ③

ECON7208 [M] 人口與經濟成長：量化分析 廖珮如 （0,3） 一234 社科研608 15 ③

ECON7215 [M] 進階經濟學術英文寫作 蘇軒立 （3,0） 一678 社科研608 15 ③

ECON7217 [M] 社會網絡的經濟學分析 謝志昇 （0,3） 二234 社科506 英語授課。 25 ② E

ECON7218 [M] 計量經濟學計算方法 謝志昇 （0,3） 一234 社科507 英語授課。 25 ② E

ECON7225 [M] 機器學習與經濟計量 楊睿中 （0,3） 四234 社科研605 英語授課。 20 ① E

ECON7228 [M] 非市場分配機制 陳慶池 （0,3） 三678 社科研608 英語授課。 30 ② E 新

ECON5001 [U] 健康經濟學 連賢明 （3,0） 四8910 社科507 50 ②

ECON5002 [U] 市場與台灣經濟發展一 吳聰敏 （0,2） 三67 社科302 30 ③

ECON5020 [U] 經濟成長理論一 陳明郎 （0,3） 五234 社科301 限大三以上，限修過總體經濟學。 50 4 ②

ECON5039 [U] 環境經濟學一 劉錦添 （0,2） 三34 社科研601 30 ③

ECON5050 [U] 金融市場與衍生性商品 吳儀玲 （3,0） 四234 社科502 英語授課， 140 ① E

ECON5058 [U] 法律經濟學概論 陳恭平 （2,0） 一67 社科402 50 10 ①

ECON5077 [U] 神經經濟學專題 黃貞穎 （0,2） 四34 社科202
跨領域共授課程。共授教師:心理系葉俊毅老師。10:30-12:10上課（第3節不下課）。開

放大一以上選修。
60 ①

ECON5078 [U] 公平配置機制 葉俊顯 （0,2） 一67 社科305 20 10 ①

ECON5091 [U] 經濟學英文寫作基礎 余沛錞 （3,0） 五234 博雅311 若修課人數滿20人，第一週將再提供5組選課授權碼。本系選修，兼基本能力課程。 20 ②

ECON5091 [U] 經濟學英文寫作基礎  （停開2022.12.12) 李佳穗 （0,3） 五678 TBA 本系選修，兼基本能力課程（全校性共同課程）。 20 ②

ECON5091 [U] 經濟學英文寫作基礎  （加開2022.12.14） 余沛錞 （0,3） 五234 博雅311 若修課人數滿20人，第一週將再提供5組選課授權碼。本系選修，兼基本能力課程。 20 ②

ECON5092 [U] 經濟學學術英文寫作 李佳穗 （3,0） 五678 社科302 本系選修，兼基本能力課程（全校性共同課程）。 20 ②

ECON5092 [U] 經濟學學術英文寫作 （加開2022.12.12） 李佳穗 （0,3） 五678 社科302 本系選修，兼基本能力課程（全校性共同課程）。 20 ②

ECON5092 [U] 經濟學學術英文寫作 （停開2022.12.14) 余沛錞 （0,3） 五234 博雅311 若修課人數滿20人，第一週將再提供5組選課授權碼。本系選修，兼基本能力課程。 20 ②

ECON5100 [U] 經濟數學 周建富 （3,0） 三789 社科307 大二以上學生可選修。 68 ③

五、大三以上及研究所選修課 [U] 、ECON 5XXX

（課程識別碼323 U開頭、課號ECON 5000~ ECON 5999之大三以上及研究所選修課程）：

四、研究所選修課程 [M]、ECON 7XXX

（課程識別碼323 M開頭、課號ECON 7000~ ECON 7899之碩博士班選修課程）：

**課號ECON7900~ECON7998的課程，為本系在職專班課程，另列於在職專班課表；若有課號為ECON7000~7899之課程列於在職專班課表，亦視為在職專班課程。

三、研究所必修課程  [M] 、ECON 7XXX、ECON 8XXX

（課程識別碼323 開頭、課號ECON 7000~ ECON 7899、ECON 7999、課號ECON 8000~ ECON 8999之碩博士班必修課）：

**課號ECON7900~ECON7998的課程，為本系在職專班課程，另列於在職專班課表；若有課號為ECON7000~7899之課程列於在職專班課表，亦視為在職專班課程。



第 4 頁，共 5 頁

課號

授

課
對

象

(註6)

課程名稱（班次） 授課教師
學分數

註3

上課時間/

實習課
（註9) 課程節次表

第5節時間

12:10-13:10

上 課 地 點

  

備註

修

課

人

數

上

限

外系

初選

人數

外

校

人

數
註4

開

學

後

加選

方式
註8

英

語

授

課

(E)

新

課

程

(新)

ECON5106 [U] 財務工程 黃以達 （0,3） 五789 管院教室
限大三以上。先修科目：統計學、管理數學或線性代數。課程資訊依課號
Fin3022為主。

40 ②

ECON5107 [U] 產業組織與廠商策略 朴埻錄 （3,0） 三678 社科402 英語授課。 30 ① E

ECON5112 [U] 實驗經濟學一：行為賽局論 王道一 （0,3） 五789 社科研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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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4 1 ① E

ECON5119 [U] 動態最適化與動態賽局 周建富 （0,3） 三789 社科307 50 ③

ECON5126 [U] 市場與策略 李宗穎 （0,3） 二234 社科202 英語授課。限社科院學生選修。 40 10 0 ② E

ECON5128 [U] 實驗經濟學專題 陳儀 （2,0） 四45 社科302 32 ③

ECON5139 [U] 應用財務計量經濟學 陳旭昇 （0,2） 三34 社科研609 30 0 ③

ECON5143 [U] 頤賢講座-臺灣政經社問題與對策 (四) 林惠玲 （0,2） 四89
社科院國際會議

廳、社科303

總人數限150人，限本校大二以上及碩博士班學生。上課教室：社科院國際會議

廳、社科303
150 ②

ECON5144 [U] 財務管理（01） 邱顯比 （3,0） 二789 管院教室 先修科目：會計學原理或會計學甲。課程資訊依課號Fin3001(01班)為主。 10 ③
ECON5144 [U] 財務管理（02） 陳業寧 （3,0） 二234 管院教室 先修科目：會計學原理或會計學甲。課程資訊依課號Fin3001(02班)為主。 10 ②
ECON5144 [U] 財務管理（03） 張晏誠 （3,0） 三789 管院教室 先修科目：會計學原理或會計學甲。課程資訊依課號Fin3001(03班)為主。 10 ②

ECON5144 [U] 財務管理（04） 蕭湛東 （3,0） 五789 管院教室
先修科目：會計學原理或會計學甲。課程資訊依課號Fin3001(04班)為主。英語
授課。

10 ② E

ECON5144 [U] 財務管理（01） 邱顯比 （0,3） 二789 管院教室 先修科目：會計學原理或會計學甲。課程資訊依課號Fin3001(01班)為主。 10 ③

ECON5144 [U] 財務管理（02） 廖咸興 （0,3） 四234 管院教室 先修科目：會計學原理或會計學甲。課程資訊依課號Fin3001(02班)為主。 10 ②

ECON5144 [U] 財務管理（03） 姜堯民 （0,3） 一789 管院教室
先修科目：會計學原理或會計學甲。課程資訊依課號Fin3001(03班)為主。英語
授課。

10 ③ E

ECON5144 [U] 財務管理（04） 張晏誠 （0,3） 五789 管院教室
先修科目：會計學原理或會計學甲。課程資訊依課號Fin3001(04班)為主。英語

授課。
10 ② E

ECON5147 [U] 管理經濟學 薛琦 （0,2） 二678 社科301 2學分課程，前11週密集授課，每次上課3小時。 68 ①

ECON5148 [U] 金融與產業實務課程一 林明仁 （2,0） 五67 社科202 100 ③

ECON5150 [U] 網路經濟學 (2022.12.19停開） 陳俊廷 （0,2） 二67 社科研606 20 ①

ECON5152 [U] 貨幣金融專題 許嘉棟 （0,2） 二67 社科202 須上過總體經濟學（或是一整年的經濟學原理）或是貨幣銀行學。 80 15 ③

ECON5154 [U] 資料科學與社會研究 (2022.7.22停開） 林明仁、
陳由常

（2,0） 一34 社科502
「資料科學與社會分析學士班跨域專長」必修課。林明仁老師與陳由常老師合

開。（時數林0, 陳2）
60 ③

ECON5157 [U] 資料科學與社會研究總整課程
林明仁、
謝志昇

（0,3） 五678 社科研601
「資料科學與社會分析學士班跨域專長」必修課。林明仁老師與謝志昇老師合
開。（時數林1.5, 謝1.5）不開放初選，領授權碼選課。

10 ②

ECON5158 [U] 進階公司理財 吳儀玲 （2,0） 一34 社科研608 英語授課。 30 ① E

ECON5159 [U] 臺灣經濟史 葉淑貞 （3,0） 二678 社科507 40 5 ②

ECON5162 [U] 創意產業專題 馮勃翰 （0,3） 一234 社科305 不開放初選，領授權碼選課。 30 6 ②

ECON5163 [U] 勞動經濟學專題: 實證方法與應用 楊子霆 （0,2） 一89 社科研608 英語授課。 30 ③ E

ECON5164 [U] 計量經濟學二 劉錦添 （0,3） 四2345 社科406 含實習課，限修過統計學。老師授課3小時(上午9:00-12:00)，實習課1小時。 60 ③

ECON5166 [U] 資料科學與社會研究 (2022.8.1新開） 林明仁、
陳由常

（3,0） 一234 社科502
「資料科學與社會分析學士班跨域專長」必修課。林明仁老師與陳由常老師合
開。（時數林0, 陳3）

60 ③

ECON5168 [U] 金融危機預測 何泰寬 （0,3） 五234 社科研607 30 ①

ECON5169 [U] 經濟學與計量經濟學專題 郭漢豪 （0,3） 二678 社科401 英語授課。 50 ① E

ECON5174 [U] 國際金融：理論、歷史、計量 何泰寬 （0,3） 三234 社科研604 30 ①

ECON5176 [U] 計量經濟學一 江淳芳 （3,0） 四2345 社科406 限修過統計學，老師授課3小時(上午9:00-12:00)，實習課1小時。 70 5 ②

ECON5179 [U] 計量經濟學的因果推論與預測 郭漢豪 （2,0） 二67 社科402 英語授課。 50 ① E

ECON5181 [U] 顯示性偏好理論 林逸軒 （0,2） 一67 社科402 英語授課。 50 ③ E

ECON5185 [U] 數位經濟（停開2022.11.14) 羅珮瑜 （0,3） 三678 社科402 英語授課。 40 ② E

ECON5186 [U] 媒體，政治，與全球化 江淳芳 （0,2） 二 34 社科研609 15 5 ②

ECON5187 [U] 經濟計量數值方法導論 王泓仁 （0,2） 一78 社科306 (未來教室) 30 ②

ECON5188 [U] 微課程- 機器學習與因果推論 謝志昇 （1,0）
111-1學期開學前
一週密集授課

　線上
英語授課。與陳釗而教授(日本專修大學)合授。上課時間：8/29-9/1每日上午9-
11時、下午14-16時, 9/2 上午9-11時密集授課。地點：遠距授課。

30 ② E

ECON5189 [U] 經濟組織 古慧雯 （0,3） 五234 社科302 先修科目: 個體經濟學、微積分。 25 ③ 新

ECON5190 [U] 應用計量方法 張勝凱 （2,0） 五67 社科608 20 ② 新

ECON5191 [U] 性別經濟學 (停開2022.8.31) 樊家忠 （2,0） 二89 社科研605 40 0 ② 新

ECON5193 [U] 消費理論與實證 朱玉琦 （0,3） 三234 社科研602 20 ③ 新

ECON5194 [U] 高級計量經濟學和國際貿易 朴至鎬 （0,3） 一678 社科503 英語授課。 50 ③ E 新

ECON5195 [U] 空間經濟學 許文泰 （0,3） 三678 社科402 英語授課。 30 ① E 新

ECON5198 [U] 異質性個體模型二 蔡宜展 （3,0） 五234 社科研609 20 ② 新

ECON5199 [U] 微課程: 談判理論 謝志昇 （0,1）
111-2學期開學前

密集授課
　線上

英語授課。與孫慶仁教授(澳洲墨爾本狄肯大學經濟系)合授。預計上課時間：

1/31~2/2每日上午10-12時、下午14-16時, 2/3 下午13-16時密集授課。地點：遠距
授課。

30 ① E 新

ECON5200 [U] 分析導論 王道一 （0,3） 一234 社科研609 英語授課，英文考試。 40 ① E 新

ECON5132 [U] 線性代數一 謝銘倫 （4,0） 三34五34
上課教室及資訊依數學系公告為主(數學系課號：MATH1103），本系學生限選修ECON

課號之課程，方可認定為本系選修課程。
20 ③

ECON5129 [U] 分析導論一 夏俊雄 （5,0） 二234四34
上課教室及資訊依數學系公告為主(數學系課號：MATH2213），本系學生限選修ECON

課號之課程，方可認定為本系選修課程。
20 ③

ECON5196 [U] 統計理論一 楊鈞澔 （3,0） 一5四89
上課教室及資訊依統計與數據所公告為主(統計與數據所課號：STAT5005），本系學生

限選修ECON課號之課程，方可認定為本系選修課程。
20 ③

725 U3670 [U] 統計學習與深度學習 盧信銘 （3,0） 四234
經濟系「資料科學」領域專長課程。上課教室及資訊依資管系公告為主。經濟系學生

限30人，不開放初選，有意選課的學生請於開學後向授課老師領取授權碼。此課程僅

列為本系領域專長課程，不列入本系選修課程計算。
30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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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1020
ECON1021

大一
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01）
總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01）

林明仁 （4,4） 五234/一5三5
社科和碩講堂
(社科101)

一5三5實習課。經濟,財金,國企,會計系依學號末二位除4餘1者必帶入。資管系
必修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可抵通識。(必帶可改班)。

300 ②

ECON1020

ECON1021
大一

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02）

總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02）

江淳芳/

蔡宜展
（4,4） 五234/一5三5

上學期: 博雅102

下學期: 博雅103

一5三5實習課。經濟,財金,國企,會計系依學號末二位除4餘2者必帶入。可抵通

識。(必帶可改班)。
200 ②

ECON1020

ECON1021
大一

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03）

總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03）
樊家忠 （4,4） 五234/一5三5

博雅101
(下學期教室擬排博雅

101，但需再協調）

一5三5實習課。經濟,財金,國企,會計系依學號末二位除4餘3者必帶入。可抵通

識。(必帶可改班)。
200 ②

ECON1020
ECON1021

大一
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04）
總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04）

王道一、朴埻錄/
高恩琵

（4,4） 五345/一5三5
上學期: 博雅103
下學期: 博雅201

一5三5實習課。經濟,財金,國企,會計系依學號末二位除4整除者必帶入。資管系
必修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可抵通識。(必帶可改班)。英語授課，英文考試。

250 150 5 ① E

ECON1022 通識 個體經濟學原理（01） 李顯峰 （3,0） 一8910 普101 通識課程。工管系時段(必帶入)，法律系時段（非法律系系內選修課程）。 250 ②

ECON1022 通識 個體經濟學原理（02） 劉錦添 （3,0） 三678 社科102 通識。公衛系時段(必帶入)。 90 10 ②

ECON1022 通識 個體經濟學原理 葉淑貞 （0,3） 二678 社科407 通識。 80 5 ②

ECON1023 通識 總體經濟學原理 陳虹如 （3,0） 五678 社科507 通識課程。 85 0 ③

ECON1023 通識 總體經濟學原理 吳中書 （0,3） 一8910 博雅101 通識課程。工管系時段、法律系時段（非法律系系內選修課程）。 250 2 ②

ECON2024 通識 影視幕後的商業運作 馮勃翰 （2,0） 四34 社科201
通識課程。不可抵經濟系選修。不開放初選，選課採申請制（領授權碼）。總
人數限160人，限大二以上。

160 10 ②

ECON3007
大2,3,4

通識
經濟史一 魏凱立 （0,3） 一789 社科403

英語授課。兼通識課程。開放隨班附讀。「經濟史一」及「經濟史二」每隔一
學年開課一次。

130 ③ E

ECON4034 通識 創新和產業經濟學 鄭秀玲 （0,2） 二67 社科302 限大三、大四。通識，不可抵經濟系選修。 30 ③

Fin2005
支援
外系

個體經濟學（支援財金系） 宋玉生 （3,0） 二234 管二101 先修科目：經濟學原理。財金系學生優先選課。 120 ③

Fin2006
支援
外系

總體經濟學（支援財金系） 謝德宗 （0,3） 四234 管一104 先修科目：經濟學上下。財金系學生優先選課。 110 ②

 LAW1094
支援

外系
經濟學原理概論（支援法律系） 劉藍一 （3,0） 五2345 霖1303 法律系課程。五234由老師授課，五5為TA實習課。限法律系學生。 80 ③

六、通識課程及支援外系之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