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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經濟學系  

學生修業規定(適用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                             111.2.23 修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至少  128 學分     包括  

（ 1）通識教育              28  學分  

（ 2）專業必修              45  學分  

（ 3）專業選修              30  學分  

（ 4）自由選修              25  學分  

二、各類科目包括：    一   二   三   四  

(一 )通識教育共 28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中英文能力課程： 

通識國文(必修 4學分) 

通識英文(必修 4學分) 

 

2  

2  

 

2  

2  

      

其他： 

至少於「資訊能力課程」及博雅通識向

度 1、2、3、4、6 中各選 1 門課程。其

餘學分可選擇修習資訊能力課程、基礎

概論課程或博雅通識中任何向度之課

程。 

★參閱「國立中正大學學生修習 通識教育修業規定」。 

★不得選修本系所開設之「基礎概論課程」及「各學系

不得選修通識課程一覽表」中本系不得選修之課程。 

★參閱「國立中正大學學士班學生修習體育科領域規

定」。  

◎「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必修 0 學分） 

(二 ) 專業必修科目共  45 學分    

 經濟學原理 (一 )(二 )  3  3        

微積分 (一 )(二 )  3  3        

初級會計學 (一 )  3         

計算機概論  3         

個體經濟學 (一 )(二 )    3  3      

總體經濟學 (一 )(二 )    3  3      

統計學 (一 )(二 )    3  3      

計量經濟學 (一 )      3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一 )      3     

國際金融理論與政策 (一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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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系專業選修科目共 30 學分  

   1. 「貨幣銀行學」與「財政學」二科任選一科為必選，且須及格。 

   2. 本系開設之選修課程，均得認定為專業選修學分。 

   3. 下列課程亦得採認為本系專業選修學分： 

 「線性代數」（數學系）、「線性代數 (一 )(二 )」（數學系）、「財務管理(一 )(二 )」

（財金系）、「中國經濟史」（歷史系）、「商事法」、「企業倫理」、「初級會計學(二 )」 

 

(四 ) 自由選修共 25 學分  

1. 自由選修科目可修本系專業選修課程，亦可選修其他學系課程。至他系選修之課程若

與本系必修課類似，或超修之通識教育課程，皆不得計入自由選修及畢業學分數計算。 

2. 放棄教育學程或超修教育學程之學分，不得轉列為自由選修及畢業學分數計算。 

3. 本系學生選修軍訓（護理）課程之學分數，不得納入自由選修及畢業學分數計算。 

4. 自三年級下學期起，學生可選修本所碩士班必修課程，得選擇「納入自由選修及畢業學

分數計算」或「進入本研究所就讀時申請學分抵免」(二擇一)。 

5. 選修語言中心開設之課程得納入本系自由選修。 

6. 本系學生選修體育課程之學分數，得納入自由選修及畢業學分，惟一學期各以一學分

為限。 

註：經濟系學生擬選修下列二類課程：一、本系老師支援外系所開之同名 (或類似名稱) 課

程；二、外系開設之課程名稱與經濟系開設課程名稱相同或性質雷同者，均需於選修之前先提

出申請，並經系主任核准後，才能認列畢業學分。 

 

◎經濟系系級學程 (非經濟系之選修課程可認列為自由選修) 

ㄧ、數理經濟學學程 

1、修畢經濟學系之必修課程 

   2、修滿經濟學系專業選修之學分且必須包含下列六門之五門課程： 

線性代數(一 )或線性代數 (3 學分) 

計量經濟學(二 )  (3 學分) 

高等統計學(一 )  (3 學分) 

高等統計學(二 )  (3 學分) 

數理經濟學或經濟數學 (3 學分) 

賽局理論 (3 學分) 

   3、修滿經濟系自由選修之學分且必須包含下列數學系六門之二門課程： 

統計推論*  (3 學分) 

線性代數(二 )  (3 學分) 

作業研究導論(一 )  (3 學分) 

作業研究導論 (二 )   (3 學分) 

高等微積分(一 )  (3 學分) 

高等微積分(二 )  (3 學分) 

 

 

                                                 
* 先修統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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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政治經濟學程 

1、修畢經濟學系之必修課程 

2、修滿經濟學系專業選修之學分且必須包含下列七門之五門課程：       

財政學 (3 學分) 

發展經濟學 (3 學分) 

公共經濟學 (3 學分) 

亞太地區經濟 (3 學分) 

大陸經濟 (3 學分) 

國際經濟組織(一 )  (3 學分) 

國際經濟組織(二 )  (3 學分) 

3、修滿經濟系自由選修之學分且必須包含下列政治系五門之二門課程：    

政治學(一 )   (3 學分) 

政治學(二 )   (3 學分) 

國際關係(一 )  (3 學分) 

國際關係(二 )  (3 學分) 

國際政治經濟  (3 學分) 

        

三、管理經濟學程 

1、修畢經濟學系之必修課程 

2、修滿經濟學系專業選修之學分且必須包含下列八門之五門課程： 

財務管理(一 )  (3 學分) 

財務管理(二 )  (3 學分) 

管理經濟學 (3 學分) 

管制經濟學 (3 學分) 

產業經濟學 (3 學分) 

生產經濟學  (3 學分) 

商事法 (3 學分) 

外人投資或貿易與外人投資專題  (3 學分) 

3、修滿經濟系自由選修之學分數且必須包含下列企管系、資管系七門之二門

課程： 

企業倫理或人文與企業倫理專題 (2 學分) 

管理學或企業概論 (3 學分) 

運籌管理 (3 學分) 

行銷管理** (3 學分) 

人力資源管理 (3 學分) 

管理資訊系統概論***或資訊管理概論 (3 學分) 

策略管理****、產業分析或全球供應鏈管理 (3 學分) 

                                                 
**  先修企業概論 
***  先修商用電腦概論 
****  行銷管理(及格)、人力資源管理(及格)、財務管理(及格)、運籌管理(及格)、管理資訊系統概論(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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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務經濟學程 

1、必須修畢經濟系之必修課程 

2、修滿經濟系專業選修之學分數且必須包含下列五門課程： 

貨幣銀行學 (3 學分) 

財務管理(一 )  (3 學分) 

財務管理(二 )  (3 學分) 

國際金融市場 (3 學分) 

商事法 (3 學分) 

3、修滿經濟系自由選修之學分數且必須包含下列經濟系、財金系、會資系六

門之二門課程：      

財務理論與政策（財金系） (3 學分) 

財務預測      （財金系） (3 學分) 

金融市場與機構（財金系） (3 學分) 

國際財務管理或投資學（財金系或經濟系） (3 學分) 

證券分析或期貨與選擇權（財金系） (3 學分) 

稅務會計或財務報表分析 (3 學分) 

  

五、大數據經濟分析學程 

1、必須修畢經濟系之必修課程     

2、修滿經濟系專業選修之學分數且必須含下列五門之四門課程：                        

       R 語言應用與分析方法 (3 學分) 

       Python 資料探勘 (3 學分) 

       計量經濟學(二) (3 學分) 

       實證方法與應用 (3 學分) 

       資料科學 (3 學分) 

3、修滿經濟系自由選修之學分數且必須包含以下三門之一門課程：                       

       數據科學專題   (3 學分) 

       商用軟體應用與設計   (3 學分) 

       統計軟體應用   (3 學分) 

 

本系學生修習以上任一學程且成績及格取得學分後，得向系辦申請學程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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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經濟系跨領域學分學程 (其他相關規定請查詢「國立中正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學生修習前需至教務處(或經濟系官網)下載申請書，並送至經濟系系辦簽核。當完成以上任

一校級學分學程且成績及格取得學分後，得於校規定時間內，向教務處申請學分學程證明書。 

一、數理經濟學分學程 

        本學程核心課程包括必修與選修兩類，如下表所示： 

課程分類 課程名稱 學分要求 

必修課程 

(三門 9 學分) 

經濟學原理(一)  兩科必修且僅承認經濟學系開授之課程 
經濟學原理(二) 

統計學(一) 

三科擇一；僅承認經濟學系開授之課程 統計學(二) 

計量經濟學(一) 

選修課程(五門 15 學分)  

 

經濟領域(7 門選 2 門) 數學領域 (7 門選 3 門) 

1.高等統計學(一) 1.統計推論或統計科學 

2.高等統計學(二) 2.線性代數或線性代數(一) 

3.數理經濟學 3.線性代數(二) 

4.經濟數學 4.高等微積分(一) 

5.賽局理論(一) 5.高等微積分(二) 

 6.賽局理論(二) 6.作業研究導論(一) 

或「線性規劃導論」 

7.計量經濟學(二) 7.作業研究導論(二) 

     

二、國際政治經濟學分學程 

        本學程核心課程包括必修與選修兩類，如下表所示： 

課程分類 課程名稱 學分要求 

必修課程 

(三門 9 學分) 

經濟學原理(一) 
兩科必修且僅承認經濟學系開授之課程 

經濟學原理(二) 

個體經濟學(一) 

四科擇一；僅承認經濟學系開授之課程 
個體經濟學(二) 

總體經濟學(一) 

總體經濟學(二) 

選修課程(五門 15 學分) 

經濟領域(7 門選 2 門) 政治領域(5 門選 3 門) 

1.財政學 1.政治學(一) 

2.發展經濟學 2.政治學(二) 

3.公共經濟學 3.國際關係(一) 

4.亞太地區經濟 4.國際關係(二) 

5.大陸經濟 5.國際政治經濟 

6.國際經濟組織(一) 

7.國際經濟組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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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經濟學分學程 

        本學程核心課程包括必修與選修兩類，如下表所示： 

    課程分類 課程名稱 學分要求 

必修課程 

(三門 9 學分) 

經濟學原理(一)  
兩科必修且僅承認經濟學系開授之課程 

經濟學原理(二) 

個體經濟學(一) 

四科擇一；僅承認經濟學系開授之課程 
個體經濟學(二) 

總體經濟學(一) 

總體經濟學(二) 

選修課程(五門 15 學分) 

經濟領域(8 門選 2 門) 管理領域(7 門選 3 門) 

1.財務管理(一) 1.管理學或企業概論 

2.財務管理(二) 2.策略管理 

3.管理經濟學 3.行銷管理 

4.管制經濟學 4.人力資源管理 

5.產業經濟學 5.資訊管理概論或 

管理資訊系統概論 6.生產經濟學 

7.商事法 6.管理時事英文選讀(一) 

或管理時事英文選讀(二) 8.外人投資或 

 貿易與外人投資專題 7.全球供應鍊管理 

   

 

四、財務經濟學分學程 

        本學程核心課程包括必修與選修兩類，如下表所示： 

課程分類 課程名稱 學分要求 

必修課程 

(三門 9 學分) 

經濟學原理(一)  
兩科必修且僅承認經濟學系開授之課程 

經濟學原理(二) 

統計學(一) 

三科擇一；僅承認經濟學系開授之課程 統計學(二) 

計量經濟學(一) 

選修課程(五門 15 學分) 

經濟領域(6 門選 2 門) 財務領域(6 門選 3 門) 

1.財務管理(一) 1.財務理論與政策 

2.財務管理(二) 2.財務預測 

3.貨幣銀行學 3.金融市場與機構 

4.國際金融市場 4.國際財務管理或投資學 

5.商事法 5.證券分析或期貨選擇權 

6.計量經濟學(二) 6.財務報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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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數據經濟分析學分學程 

        本學程核心課程包括必修與選修兩類，如下表所示：    

課程分類 課程名稱 學分要求 

必修課程 

(三門 9 學

分) 

經濟學原理(一)  
兩科必修且僅承認經濟學系開授之課程 

經濟學原理(二) 

統計學(二) 
二科擇一；僅承認經濟學系開授之課程 

計量經濟學(一) 

選修課程(六門 18 學分)  

經濟領域 (6 門選 3 門) 資訊領域 (6 門選 3 門) 

1.Python 資料探勘 1. R 語言應用與分析方法

資料結構 2.計量經濟學(二) 2.資料結構 

3.統計軟體應用 3.資料庫系統 

4.數據科學專題 4.程式設計(一) 

5.資料科學  5.程式語言 

6.實證方法與應用 6.數值分析 

 

★本學系學生需依國立中正大學學士班修業規定，修畢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必修 0 學分），

建議在大三結束前修習完成，應實際服務至少 16 小時及參加至少兩場服務學習系列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