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102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師生座談會暨書卷獎頒獎典禮師生座談會暨書卷獎頒獎典禮師生座談會暨書卷獎頒獎典禮師生座談會暨書卷獎頒獎典禮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謝志鵬謝志鵬謝志鵬謝志鵬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3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13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4點開始點開始點開始點開始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法學院法學院法學院法學院103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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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議程座談會議程座談會議程座談會議程

�主任致詞主任致詞主任致詞主任致詞

�書卷獎頒獎典禮書卷獎頒獎典禮書卷獎頒獎典禮書卷獎頒獎典禮

�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

�交流座談時間交流座談時間交流座談時間交流座談時間



主任致詞主任致詞主任致詞主任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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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獎頒獎典禮書卷獎頒獎典禮書卷獎頒獎典禮書卷獎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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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學期書卷獎得獎名單學期書卷獎得獎名單學期書卷獎得獎名單學期書卷獎得獎名單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尤綠琦尤綠琦尤綠琦尤綠琦(A1022104)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許祐寧許祐寧許祐寧許祐寧(A1012117)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王雪君王雪君王雪君王雪君(A1002103)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謝邦揆謝邦揆謝邦揆謝邦揆(A0992129)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佘秀珂佘秀珂佘秀珂佘秀珂(A1022155)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王秀玲王秀玲王秀玲王秀玲(A1012152)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洪世勳洪世勳洪世勳洪世勳(A1002116)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鄭伊秦鄭伊秦鄭伊秦鄭伊秦(A0992124)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蕭伯億蕭伯億蕭伯億蕭伯億(A1022128)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鄭鈺橋鄭鈺橋鄭鈺橋鄭鈺橋(A1002139)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王秀慧王秀慧王秀慧王秀慧(A099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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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本系執行學務上報告



7

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1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課程協助課程協助課程協助課程協助

辦理每學年度新生申請抵免學分之審核作業辦理每學年度新生申請抵免學分之審核作業辦理每學年度新生申請抵免學分之審核作業辦理每學年度新生申請抵免學分之審核作業。。。。

協助學生相關選課及加簽事宜協助學生相關選課及加簽事宜協助學生相關選課及加簽事宜協助學生相關選課及加簽事宜。。。。

完成個別通知確認選課證明單完成個別通知確認選課證明單完成個別通知確認選課證明單完成個別通知確認選課證明單。。。。

協助公告並通知學生法律學系教師各課程之調課及協助公告並通知學生法律學系教師各課程之調課及協助公告並通知學生法律學系教師各課程之調課及協助公告並通知學生法律學系教師各課程之調課及
停課訊息停課訊息停課訊息停課訊息。。。。

完成學生畢業資格設定作業完成學生畢業資格設定作業完成學生畢業資格設定作業完成學生畢業資格設定作業。。。。

進行各學制學生畢業資格審查表之審核作業進行各學制學生畢業資格審查表之審核作業進行各學制學生畢業資格審查表之審核作業進行各學制學生畢業資格審查表之審核作業。。。。

協助本系學生辦理因特殊情形退選課程之相關事宜協助本系學生辦理因特殊情形退選課程之相關事宜協助本系學生辦理因特殊情形退選課程之相關事宜協助本系學生辦理因特殊情形退選課程之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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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2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配合配合配合配合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協助協助協助協助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配合學務處進行校外租屋調查配合學務處進行校外租屋調查配合學務處進行校外租屋調查配合學務處進行校外租屋調查。。。。

配合教務處連繫學生繳交學籍資料配合教務處連繫學生繳交學籍資料配合教務處連繫學生繳交學籍資料配合教務處連繫學生繳交學籍資料。。。。

配合教務處配合教務處配合教務處配合教務處，，，，彙整本系學生申請彙整本系學生申請彙整本系學生申請彙整本系學生申請TA免訓或補訓相關資免訓或補訓相關資免訓或補訓相關資免訓或補訓相關資
料料料料，，，，以及通知作業以及通知作業以及通知作業以及通知作業。。。。

彙整教學助理每月份工讀紀錄表彙整教學助理每月份工讀紀錄表彙整教學助理每月份工讀紀錄表彙整教學助理每月份工讀紀錄表，，，，並提送予教務處並提送予教務處並提送予教務處並提送予教務處。。。。

調查每學期各班級之幹部名單調查每學期各班級之幹部名單調查每學期各班級之幹部名單調查每學期各班級之幹部名單，，，，並提送予學務處並提送予學務處並提送予學務處並提送予學務處。。。。

配合學務處提供學生獎懲建議資料配合學務處提供學生獎懲建議資料配合學務處提供學生獎懲建議資料配合學務處提供學生獎懲建議資料

彙整每學年度畢業典禮之本系優秀學生推薦名單彙整每學年度畢業典禮之本系優秀學生推薦名單彙整每學年度畢業典禮之本系優秀學生推薦名單彙整每學年度畢業典禮之本系優秀學生推薦名單。。。。

配合教務處配合教務處配合教務處配合教務處，，，，發放每學年度新生學生證發放每學年度新生學生證發放每學年度新生學生證發放每學年度新生學生證。。。。

配合車管會配合車管會配合車管會配合車管會，，，，協助學生辦理汽車通行證協助學生辦理汽車通行證協助學生辦理汽車通行證協助學生辦理汽車通行證。。。。

配合教務處配合教務處配合教務處配合教務處，，，，辦理每年度轉學生錄取及報到作業辦理每年度轉學生錄取及報到作業辦理每年度轉學生錄取及報到作業辦理每年度轉學生錄取及報到作業。。。。

協助教務處通知未完成註冊之學生協助教務處通知未完成註冊之學生協助教務處通知未完成註冊之學生協助教務處通知未完成註冊之學生。。。。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辦理作業辦理作業辦理作業辦理作業

辦理大一至大四導師輔導活動相關作業辦理大一至大四導師輔導活動相關作業辦理大一至大四導師輔導活動相關作業辦理大一至大四導師輔導活動相關作業。。。。

辦理學生假單及離校手續單辦理學生假單及離校手續單辦理學生假單及離校手續單辦理學生假單及離校手續單。。。。

辦理生活獎助學金之請領作業辦理生活獎助學金之請領作業辦理生活獎助學金之請領作業辦理生活獎助學金之請領作業。。。。

辦理學生休學作業辦理學生休學作業辦理學生休學作業辦理學生休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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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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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4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受理受理受理受理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彙整學生英文檢定證照彙整學生英文檢定證照彙整學生英文檢定證照彙整學生英文檢定證照。。。。

彙整歷年課後輔導相關資料彙整歷年課後輔導相關資料彙整歷年課後輔導相關資料彙整歷年課後輔導相關資料，，，，並更新網站並更新網站並更新網站並更新網站。。。。

彙整每年度教師及學生之圖書薦購清單彙整每年度教師及學生之圖書薦購清單彙整每年度教師及學生之圖書薦購清單彙整每年度教師及學生之圖書薦購清單。。。。

碩士碩士碩士碩士
專班專班專班專班

辦理碩士班學生畢業口試相關事宜辦理碩士班學生畢業口試相關事宜辦理碩士班學生畢業口試相關事宜辦理碩士班學生畢業口試相關事宜。。。。

彙整碩士彙整碩士彙整碩士彙整碩士(專專專專)班申請每學期論文計畫相關資料班申請每學期論文計畫相關資料班申請每學期論文計畫相關資料班申請每學期論文計畫相關資料，，，，並提送並提送並提送並提送
審查作業審查作業審查作業審查作業。。。。

彙整碩士彙整碩士彙整碩士彙整碩士(專專專專)班申請每學期之畢業論文初稿相關資料班申請每學期之畢業論文初稿相關資料班申請每學期之畢業論文初稿相關資料班申請每學期之畢業論文初稿相關資料。。。。

彙整碩士彙整碩士彙整碩士彙整碩士(專專專專)班申請指導教授之相關文件班申請指導教授之相關文件班申請指導教授之相關文件班申請指導教授之相關文件。。。。

辦理每學年度碩士辦理每學年度碩士辦理每學年度碩士辦理每學年度碩士(專專專專)新生錄取及報到作業新生錄取及報到作業新生錄取及報到作業新生錄取及報到作業。。。。

辦理本系每年度研究生研究室轉交及清空作業辦理本系每年度研究生研究室轉交及清空作業辦理本系每年度研究生研究室轉交及清空作業辦理本系每年度研究生研究室轉交及清空作業。。。。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TA經費分配經費分配經費分配經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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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法律學系工作事項-5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舉辦師舉辦師舉辦師舉辦師
生活動生活動生活動生活動

協助系學會舉辦之法律週系列活動協助系學會舉辦之法律週系列活動協助系學會舉辦之法律週系列活動協助系學會舉辦之法律週系列活動。。。。

每學年舉辦本系大學部及碩士每學年舉辦本系大學部及碩士每學年舉辦本系大學部及碩士每學年舉辦本系大學部及碩士(專專專專)班新生座談會活動班新生座談會活動班新生座談會活動班新生座談會活動。。。。

每學年舉辦本系生涯發展座談會活動每學年舉辦本系生涯發展座談會活動每學年舉辦本系生涯發展座談會活動每學年舉辦本系生涯發展座談會活動。。。。

每學期舉辦師生座談會活動每學期舉辦師生座談會活動每學期舉辦師生座談會活動每學期舉辦師生座談會活動。。。。

連絡事連絡事連絡事連絡事
項項項項

督促同學進行教學意見調查之填寫作業督促同學進行教學意見調查之填寫作業督促同學進行教學意見調查之填寫作業督促同學進行教學意見調查之填寫作業。。。。

建置各學制新生電子信箱聯絡網建置各學制新生電子信箱聯絡網建置各學制新生電子信箱聯絡網建置各學制新生電子信箱聯絡網。。。。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每年調查歷屆系友每年調查歷屆系友每年調查歷屆系友每年調查歷屆系友、、、、在學生國考在學生國考在學生國考在學生國考、、、、研究所考試上榜研究所考試上榜研究所考試上榜研究所考試上榜
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協助學生辦理校外實習及工讀相關事宜協助學生辦理校外實習及工讀相關事宜協助學生辦理校外實習及工讀相關事宜協助學生辦理校外實習及工讀相關事宜。。。。

辦理本系學生校外參訪相關事宜辦理本系學生校外參訪相關事宜辦理本系學生校外參訪相關事宜辦理本系學生校外參訪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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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課程地圖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英文能力英文能力英文能力英文能力

資訊能力資訊能力資訊能力資訊能力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

政治學政治學政治學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學社會學社會學

通識課程通識課程通識課程通識課程((((四大類共四大類共四大類共四大類共2222222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民法總則民法總則民法總則民法總則
(民1)

刑法總則刑法總則刑法總則刑法總則
((((一一一一))))
(刑1)

民法債編總民法債編總民法債編總民法債編總
論論論論((((一一一一))))
(民2)

刑法總則刑法總則刑法總則刑法總則
((((二二二二))))
(刑2)

民法債編總民法債編總民法債編總民法債編總
論論論論((((二二二二) ) ) ) 
(民3)

民法物權民法物權民法物權民法物權
((((一一一一) ) ) ) 
(民3-3)

民法親屬民法親屬民法親屬民法親屬
(民3-5)

刑法分則刑法分則刑法分則刑法分則
((((一一一一) ) ) ) (刑3)

民法債編民法債編民法債編民法債編
各論各論各論各論((((一一一一) ) ) ) 
(民3-1)

民法物權民法物權民法物權民法物權
((((二二二二)   )   )   )   
(民3-4)

民法繼承民法繼承民法繼承民法繼承
(民3-6)

商事法總論暨商事法總論暨商事法總論暨商事法總論暨
公司法公司法公司法公司法
(商1)

刑法分則刑法分則刑法分則刑法分則
((((二二二二) ) ) ) (刑4)

民法債編民法債編民法債編民法債編
各論各論各論各論((((二二二二) ) ) ) 
(民3-2)

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
((((一一一一) ) ) ) (民5)

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
((((一一一一) ) ) ) (刑6)

票據法票據法票據法票據法
(商2)

保險法保險法保險法保險法(商3)

行政訴訟法行政訴訟法行政訴訟法行政訴訟法
(公6)

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
((((二二二二) ) ) ) (民6)

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
((((二二二二) ) ) ) (刑7)

海商法海商法海商法海商法
(商4)

民法實例演習民法實例演習民法實例演習民法實例演習
(民4)

刑法實例演習刑法實例演習刑法實例演習刑法實例演習
(刑5)

公法實例演習公法實例演習公法實例演習公法實例演習
(公5)

國際私法國際私法國際私法國際私法
((((一一一一))))

國際私法國際私法國際私法國際私法((((二二二二))))

強制執行法強制執行法強制執行法強制執行法
(民7)

商事法實商事法實商事法實商事法實
例演習例演習例演習例演習
(商5)

大一上大一上大一上大一上 大一下 大二上 大二下 大三上 大三下 大四上 大四下

行政法行政法行政法行政法((((二二二二) ) ) ) 
(公4)

行政法行政法行政法行政法((((一一一一))))
(公3)

憲法憲法憲法憲法((((二二二二))))
(公2)

憲法憲法憲法憲法((((一一一一))))
(公1)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外外外外 文文文文：：：：德文德文德文德文((((一一一一)))) 德文德文德文德文((((二二二二))))

日文日文日文日文((((一一一一)))) 日文日文日文日文((((二二二二))))

公法必修課程公法必修課程公法必修課程公法必修課程

民法必修課程民法必修課程民法必修課程民法必修課程

法理學法理學法理學法理學

商法必修課程商法必修課程商法必修課程商法必修課程

刑法必修課程刑法必修課程刑法必修課程刑法必修課程

共同必共同必共同必共同必修課程修課程修課程修課程

選修課程選修課程選修課程選修課程

視學期開課情況而定視學期開課情況而定視學期開課情況而定視學期開課情況而定

100年6月22日9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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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畢業生畢業生畢業生

國家考試國家考試國家考試國家考試 升學升學升學升學

公職考試
《證照考試》

律師、金融或商標、
專利等智財證照、
民間公證人、

地政士、保險經紀人、
保險代理人、

《《《《四等四等四等四等》》》》
法院書記官、法警、
執達員、監所管理員、

地方特考

《《《《三等三等三等三等》》》》
司法官、檢察事務官、
司法事務官、公證人、
觀護人、行政執行官、
法院書記官、監獄官、
關務人員特考、地方特考
、調查局、警察特考

《《《《五等五等五等五等》》》》
錄事、庭務員、
地方特考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
、普通考試

大專校院教職、
專業研究人員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所所所所))))職涯進路地圖職涯進路地圖職涯進路地圖職涯進路地圖

跨領域學習進
修及發展

《國內》

碩士班

博士班

《國外》

碩士班(LLM)

博士班
(SJD、PHD、JD)

直接就業直接就業直接就業直接就業直接就業直接就業直接就業直接就業

法務人員、保險業、
不動產業、

高科技業務法務人員、
自行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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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提供獎勵項目法律學系提供獎勵項目法律學系提供獎勵項目法律學系提供獎勵項目

�書卷獎書卷獎書卷獎書卷獎：：：：系友會贈送圖書禮卷系友會贈送圖書禮卷系友會贈送圖書禮卷系友會贈送圖書禮卷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300元元元元、、、、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200元元元元、、、、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100元元元元)。。。。

� 補助活動補助活動補助活動補助活動：：：：系友會補助第系友會補助第系友會補助第系友會補助第13屆系學會舉辦相關活動經屆系學會舉辦相關活動經屆系學會舉辦相關活動經屆系學會舉辦相關活動經
費共一萬元整費共一萬元整費共一萬元整費共一萬元整。。。。

� 系友會提供本系在學生獎助學金系友會提供本系在學生獎助學金系友會提供本系在學生獎助學金系友會提供本系在學生獎助學金：：：：5000元元元元/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共共共共
補助補助補助補助2名名名名。。。。



102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學期新增規定學期新增規定學期新增規定學期新增規定
� 基於課程比重及學分分配基於課程比重及學分分配基於課程比重及學分分配基於課程比重及學分分配，，，，他系開設課程與本系開設他系開設課程與本系開設他系開設課程與本系開設他系開設課程與本系開設
課程之課程名稱或授課大綱雷同課程之課程名稱或授課大綱雷同課程之課程名稱或授課大綱雷同課程之課程名稱或授課大綱雷同，，，，不宜當作本系之必不宜當作本系之必不宜當作本系之必不宜當作本系之必
選修課程選修課程選修課程選修課程，，，，以避免重覆以避免重覆以避免重覆以避免重覆。。。。

� 財法系大三開設之財法系大三開設之財法系大三開設之財法系大三開設之「「「「支付及信用工具法支付及信用工具法支付及信用工具法支付及信用工具法((((票據法票據法票據法票據法))))」」」」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可採認為本系開設之可採認為本系開設之可採認為本系開設之可採認為本系開設之「「「「支付與信用工具法支付與信用工具法支付與信用工具法支付與信用工具法((((票據票據票據票據
法法法法))))」」」」必修課程必修課程必修課程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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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系開設課程友系開設課程友系開設課程友系開設課程 友系開設課友系開設課友系開設課友系開設課
程學分數程學分數程學分數程學分數

本系開設課程本系開設課程本系開設課程本系開設課程 本系開設課本系開設課本系開設課本系開設課
程學分數程學分數程學分數程學分數

刑法案例演習 2 刑法實例演習 2

民法案例演習 2 民法實例演習 2

行政法總論 3 行政法 3

民法債編各論 3 民法債編各論(一) 2

經濟學 3 經濟學 2



� 本系碩士本系碩士本系碩士本系碩士((((專專專專))))班在各組規定之學分選修班在各組規定之學分選修班在各組規定之學分選修班在各組規定之學分選修((((碩士班所屬碩士班所屬碩士班所屬碩士班所屬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16 16 16 16 學分以上學分以上學分以上學分以上，，，，碩專班提出論文之所屬法律組碩專班提出論文之所屬法律組碩專班提出論文之所屬法律組碩專班提出論文之所屬法律組
類類類類：：：：8888學分學分學分學分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另兩組分別需修習另兩組分別需修習另兩組分別需修習另兩組分別需修習4444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必須修必須修必須修必須修
習習習習法律學法律學法律學法律學系開設之課程系開設之課程系開設之課程系開設之課程，，，，惟選修政治法律學系或財惟選修政治法律學系或財惟選修政治法律學系或財惟選修政治法律學系或財
經經經經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法律學系開設之碩士開設之碩士開設之碩士開設之碩士((((專專專專))))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應由指導教授審應由指導教授審應由指導教授審應由指導教授審
核同意核同意核同意核同意，，，，提提提提送本送本送本送本系碩士系碩士系碩士系碩士((((專專專專))))班選修外系課程學分同班選修外系課程學分同班選修外系課程學分同班選修外系課程學分同
意書予系辦意書予系辦意書予系辦意書予系辦，，，，其其其其修習修習修習修習之課程可納入各組所屬選修課之課程可納入各組所屬選修課之課程可納入各組所屬選修課之課程可納入各組所屬選修課
程之學分程之學分程之學分程之學分，，，，申請申請申請申請科目以科目以科目以科目以不超過不超過不超過不超過2222科科科科為基準為基準為基準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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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學期新增規定學期新增規定學期新增規定學期新增規定



� 因本系因本系因本系因本系103103103103年度業務費縮編年度業務費縮編年度業務費縮編年度業務費縮編，，，，管控各班級影印上課講管控各班級影印上課講管控各班級影印上課講管控各班級影印上課講
義補助費事宜義補助費事宜義補助費事宜義補助費事宜，，，，自自自自103103103103學年度實施方案如下學年度實施方案如下學年度實施方案如下學年度實施方案如下：：：：

1.1.1.1.刪除本系每學期補助各班級刪除本系每學期補助各班級刪除本系每學期補助各班級刪除本系每學期補助各班級2000200020002000元之影印講義費及元之影印講義費及元之影印講義費及元之影印講義費及
2000200020002000頁之列印服務頁之列印服務頁之列印服務頁之列印服務。。。。

2.2.2.2.建議請授課教師可將上課講義上傳至建議請授課教師可將上課講義上傳至建議請授課教師可將上課講義上傳至建議請授課教師可將上課講義上傳至eeee起來高大教學起來高大教學起來高大教學起來高大教學
平台平台平台平台，，，，以供修課同學下載列印以供修課同學下載列印以供修課同學下載列印以供修課同學下載列印。。。。

3.3.3.3.本系僅提供教師相關文件本系僅提供教師相關文件本系僅提供教師相關文件本系僅提供教師相關文件、、、、課後輔導講義課後輔導講義課後輔導講義課後輔導講義、、、、本系業本系業本系業本系業
務相關文件及考卷影印及列印服務務相關文件及考卷影印及列印服務務相關文件及考卷影印及列印服務務相關文件及考卷影印及列印服務，，，，其他項目照價收其他項目照價收其他項目照價收其他項目照價收
費費費費(2(2(2(2元元元元////頁頁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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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本系本系本系本系101 學年度後入學之碩士學年度後入學之碩士學年度後入學之碩士學年度後入學之碩士(專專專專)班學生班學生班學生班學生，，，，應於入學後第應於入學後第應於入學後第應於入學後第1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第第第第2 學期前申請指導教授學期前申請指導教授學期前申請指導教授學期前申請指導教授。。。。自自自自102 學年度起學年度起學年度起學年度起，，，，已申請前項之程已申請前項之程已申請前項之程已申請前項之程
序者序者序者序者，，，，即具有本系研究生研究室之投籤資格即具有本系研究生研究室之投籤資格即具有本系研究生研究室之投籤資格即具有本系研究生研究室之投籤資格。。。。

�本系本系本系本系101 學年度後入學之碩士學年度後入學之碩士學年度後入學之碩士學年度後入學之碩士(專專專專)班學生班學生班學生班學生，，，，應申請指導教授後應申請指導教授後應申請指導教授後應申請指導教授後
一年始能提論文計畫一年始能提論文計畫一年始能提論文計畫一年始能提論文計畫。。。。

�自自自自98 學年度起學年度起學年度起學年度起，，，，指導本系研究所碩士論文之教授指導本系研究所碩士論文之教授指導本系研究所碩士論文之教授指導本系研究所碩士論文之教授，，，，每學年指每學年指每學年指每學年指
導本系研究生人數以不超過導本系研究生人數以不超過導本系研究生人數以不超過導本系研究生人數以不超過6人為限人為限人為限人為限。。。。

提醒事項提醒事項提醒事項提醒事項-1

《《《《碩士專班碩士專班碩士專班碩士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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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三系開設之課程皆視為本系必選修課程法學院三系開設之課程皆視為本系必選修課程法學院三系開設之課程皆視為本系必選修課程法學院三系開設之課程皆視為本系必選修課程。。。。

�語文課程之必修語文課程之必修語文課程之必修語文課程之必修4學分應修習為同語言學分應修習為同語言學分應修習為同語言學分應修習為同語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其他語言課其他語言課其他語言課其他語言課
程視為選修課程程視為選修課程程視為選修課程程視為選修課程。。。。

�課程之指定加簽作業課程之指定加簽作業課程之指定加簽作業課程之指定加簽作業，，，，請授課教師於加簽單上簽名請授課教師於加簽單上簽名請授課教師於加簽單上簽名請授課教師於加簽單上簽名，，，，並送至系並送至系並送至系並送至系
辦辦理加簽作業辦辦理加簽作業辦辦理加簽作業辦辦理加簽作業。。。。

�辦理加簽作業後辦理加簽作業後辦理加簽作業後辦理加簽作業後，，，，請務必於加退選系統開放時程請務必於加退選系統開放時程請務必於加退選系統開放時程請務必於加退選系統開放時程，，，，至選課系統至選課系統至選課系統至選課系統
進行選課作業進行選課作業進行選課作業進行選課作業。。。。

提醒事項提醒事項提醒事項提醒事項-2

《《《《課程選課課程選課課程選課課程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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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課程之異動皆公告至本系網站本系課程之異動皆公告至本系網站本系課程之異動皆公告至本系網站本系課程之異動皆公告至本系網站，，，，請於上課前先行瀏覽請於上課前先行瀏覽請於上課前先行瀏覽請於上課前先行瀏覽。。。。

�本系本系本系本系102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助理名單學期教學助理名單學期教學助理名單學期教學助理名單 (請參閱本系網站請參閱本系網站請參閱本系網站請參閱本系網站)，，，，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e-mail方式向教學助理詢問課業上問題方式向教學助理詢問課業上問題方式向教學助理詢問課業上問題方式向教學助理詢問課業上問題。。。。

�每學期學期末務必填寫至教務系統填寫教學意見調查每學期學期末務必填寫至教務系統填寫教學意見調查每學期學期末務必填寫至教務系統填寫教學意見調查每學期學期末務必填寫至教務系統填寫教學意見調查，，，，填寫者可填寫者可填寫者可填寫者可
參加本校抽獎活動參加本校抽獎活動參加本校抽獎活動參加本校抽獎活動。。。。

�本校設有學生信箱本校設有學生信箱本校設有學生信箱本校設有學生信箱，，，，
學號學號學號學號@mail.nuk.edu.tw，，，，學校及本系多項訊息皆傳送至學生信學校及本系多項訊息皆傳送至學生信學校及本系多項訊息皆傳送至學生信學校及本系多項訊息皆傳送至學生信
箱箱箱箱。。。。

提醒事項提醒事項提醒事項提醒事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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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的導生聚餐每學期的導生聚餐每學期的導生聚餐每學期的導生聚餐，，，，請於請於請於請於1個月前向系辦提出借支個月前向系辦提出借支個月前向系辦提出借支個月前向系辦提出借支，，，，若未及若未及若未及若未及
借支借支借支借支，，，，須由班級先行墊付須由班級先行墊付須由班級先行墊付須由班級先行墊付，，，，並於餐後須檢據核銷並於餐後須檢據核銷並於餐後須檢據核銷並於餐後須檢據核銷；；；；上學期之上學期之上學期之上學期之
導生聚餐導生聚餐導生聚餐導生聚餐，，，，因涉及會計年度核算因涉及會計年度核算因涉及會計年度核算因涉及會計年度核算，，，，請於請於請於請於11月底前完成核銷月底前完成核銷月底前完成核銷月底前完成核銷
(11月份後舉辦之導生活動月份後舉辦之導生活動月份後舉辦之導生活動月份後舉辦之導生活動，，，，須在舉辦完隔天將發票送至系須在舉辦完隔天將發票送至系須在舉辦完隔天將發票送至系須在舉辦完隔天將發票送至系
辦辦辦辦)。。。。

�法學院有線及無線網路可下載月旦法學知識庫法學院有線及無線網路可下載月旦法學知識庫法學院有線及無線網路可下載月旦法學知識庫法學院有線及無線網路可下載月旦法學知識庫。。。。

�每年每年每年每年5月月月月31日前彙整學生薦購之書籍之清單日前彙整學生薦購之書籍之清單日前彙整學生薦購之書籍之清單日前彙整學生薦購之書籍之清單。。。。

�系辦設有學生信件信箱系辦設有學生信件信箱系辦設有學生信件信箱系辦設有學生信件信箱，，，，為放置學生掛號信之外的信件為放置學生掛號信之外的信件為放置學生掛號信之外的信件為放置學生掛號信之外的信件，，，，學學學學
生掛號信請親自至文書組領取生掛號信請親自至文書組領取生掛號信請親自至文書組領取生掛號信請親自至文書組領取。。。。

提醒事項提醒事項提醒事項提醒事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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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座談時間交流座談時間交流座談時間交流座談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