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導航) 

(財政學系學士班) 

報告人：林翠芳 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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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系歷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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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60 年 8 月 臺灣省立中興大學改制為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增設財稅學系 

民國 63 年 8 月 財稅學系增設夜間部 

民國 82 年 8 月 財政學研究所成立 

民國 87 年 8 月 財稅學系更名為財政學系 

民國 88 年 8 月 
財政學系與財政學研究所合併為財政學系(含碩士班、學士班及進修學
士班) 

民國 89 年 2 月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改制為國立臺北大學， 
財政學系隨之改制為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財政學系 

 

本系確立以「教學引領研究」及「研究與服務充實教學」為教學發展的基本方針， 

側重財政學與政治、經濟及社會等相關領域在理論與實務上的科際整合，期以寬廣的視
野建立優質教學、研究與學習環境，依學生志向培育具備國際視野與閑熟國內現況之專
業財政理論、制度與實務人才，以使本系成為國內唯一兼顧財政理論、制度與實務的教
學研究重鎮。 



二、課程                                

                                    校共通必修學群         24 學分 

                                    本系(財政學系)必修   66 學分  

                                    本系專業選修學群       租稅制度與實務組 

                                                                           財政與金融管理組 

畢業學分:  132學分 

                                    本系一般選修學分 

                                    外系選修 (至多16學分) (跨域學習) 

                        

                              *  可透過五年一貫學程縮短碩士修業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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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注意本系選課辦法如部分課程有先修或擋修規定 
2. 本校外語能力指標檢核 
3. 自 110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學生，至少應修畢取得本校或臺北聯合大學系統開設之微學程、學分學程、
輔系或雙主修任一之資格；學生依本校「學程修讀辦法」及「臺北聯合大學系統跨校學分學程暨微學程辦法」
申請並取得微學程或學分學程結業資格之學分，可同時採計為畢業學分。(臺北大學學則第72條) 

4. 110學年度起校共同必修學分調整說明「學士班」學生通過下列條件之一，則符合「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規定：(1). 取得校訂之校外合格證書。(2). 至少修習通過1門校訂審核列抵課程，並依該課程所屬，採計為
通識、各系院專業必選修或自由學分。(國立臺北大學校定必修課程調整對照表https://reurl.cc/VEka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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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 



三、師資 

 專任師資 : 14名 

                                          教授 6名     (*蘇建榮教授借調至財政部擔任部長)    

                                                                      (*張文俊教授兼任本校公共事務學院院長) 

                                                                          (*張文俊 老師 為一年級單號導師)                          

                                          副教授 4名 

                                                                       (林恭正 老師 兼任本校總務長) 

                                         助理教授 4名 

                                           (*龔治齊 老師 為一年級雙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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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 

 (1) 財政學系基礎必修課程採小班(雙班)教學 

 (2) 部分基礎專業必修課程設置課業輔導員(由碩士班學長姐擔任) 

 (3) 培養國際競爭力開設全英語授課選修課程 

 (4) 部分選修課程與實務接軌 

              財政大講堂          產官學界業師講授財政賦稅與金融發展相關議題 

              國際租稅              安永及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業師合授    

 (5) 推行 Capstone (總整課程) 概念開設 “財政金融實習”(160小時)& 

        “公共事務專題”課程 

 (6) 開設 “公共事務導論”課程以培養同學跨域學習興趣 

 (7) 北聯大系統跨校跨域選課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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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輔導 

    (1) 安排必修課授課教師擔任班級導師，兼顧學業與生活輔導 

         (單號 : 張文俊老師 ; 雙號 : 龔治齊老師) 

    (2) 授課教師皆安排諮商時間(office hours)，同學可依需要 

         尋求協助 

    (3) 每學期辦理導生活動以了解同學學習及生活狀況 

    (4) 透過期中預警制度，由導師配合授課教師適時輔導 

    (5) 線上棄修制度(期中考後兩週內)使同學修課安排更具彈性 

    (6) 定期邀請畢業學長學姐分享求學及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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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專業社團活動與競賽 

 本系專業相關社團 

      “租稅研究社”社員協助舉辦  資誠國際租稅盃個案分析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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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參賽賽事及成績 

勤業眾信    租稅達人挑戰賽 (2017年第3名(19隊)) 
                 稅務精英挑戰賽 

資誠國際租稅盃個案分析競賽 (第2屆取得第3名佳績) 

109年曉稅智多星達人來爭鋒比賽榮獲新北區冠軍 

統一發票盃大專租稅辯論比賽 



七、獎助學金 
 
 臺北大學財政學系還願勵學獎學金(第17屆系友捐獻) 

 臺北大學財政學系系友會陳文龍清寒助學金 

    (成績優異、急難救助金、清寒助學金) 

 李耀魁老師會計系暨財政學系清寒獎助學金 

 財團法人新北市尤進興文教基金會臺北大學財政學系清
寒獎助學金 

 上海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每年3名/每位3萬元) 

 臺北大學校層級公告之各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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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 

USA 

Canada 

France 

Netherland 

Poland 

Austria 

Czechia China 

S. Korea 

Japan 

Thailand 



八、交換學生計畫 
          本系學生近年參與交換學生計劃 

學年度 學校 姓名 學制 
104 

  
  

奧地利茵斯堡大學 原承君 碩士班 
中國西安交通大學 黃光順 學士班 
上海復旦大學 王選仲 學士班 
美國明尼蘇達州立大學 張振展 學士班 

105 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 柯辰諼 學士班 
日本近畿大學 陳柔蒨 學士班 
荷蘭格羅寧根大學 林婷葳 碩士班 
捷克布拉格捷克生命科學大學 蔡婉樺 碩士班 

106 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 何昱萱 學士班 
中國上海財經大學 溫樺瑛 學士班 
日本一橋大學 林玫萱 學士班 
英國北安普頓大學 江施羨 學士班 
泰國法政大學 王玨欣 學士班 
法國ESCE商學院 陳姿伶 學士班 
中國西安交通大學 古佳琪 學士班 
法國 La Rochelle 黃郁涵 學士班 
中國廈門大學 陳嘉臨 學士班 
捷克布拉格捷克生命科學大學 黃梓涵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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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換學生計畫 
          本系學生近年參與交換學生計劃 

學年度 學校 姓名 學制 

107 波蘭波茲南經濟與商業大學 閔令瀞 學士班 

波蘭波茲南經濟與商業大學 廖唯真 學士班 

日本近畿大學 林芊如 進修學士班 

奧地利茵斯布魯克大學 劉上華 碩士班 

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 蔡佳穎 學士班 

108 同濟大學 張家綺 進修學士班 

西安交通大學 陳家瑾 進修學士班 

西安交通大學 吳沂霈 進修學士班 

東國大學 謝雨函 學士班 

波茲南經濟與商業大學 鄭琍文 學士班 

歐洲知識經濟與管理學院 施柏澶 學士班 

格羅寧根漢斯應用科技大學 劉奕娸 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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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畢業出路與職涯發展 
 
 繼續深造: 

      投考國內財政、經濟、會計、財務管理、財務金融、企業管理、科學管理、政治

經濟等研究所或申請國外研究所 

 政府機關: 

      參加高普考或特考，如稅務、關務、金融及審計等類科人員 

 金融機構及會計服務業: 

       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或會計師事務所等 

 教育工作及其他:  

      如財經記者、財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及大專院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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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畢業系友(獲傑出系友獎) 
賦稅署署長：許慈美   本系第5屆系友 

 

 

金融總會秘書長(前華南金控、臺灣土地銀行董事長)：吳當傑 

本系第6屆系友 

 

德信證券董事長(前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總經理)：孟慶蒞 本系第6屆系友 

立法委員(前金管會主委)：曾銘宗  本系第8屆系友 

 

關務署署長：謝鈴媛本系第11屆系友 

 

企業家：李政宏  本系第17屆系友 

上海冠龍閥門機械有限公司董事長 

首位入選“上海市十大青年經濟人物“ 台商 

上海市台協會會長(成立以來最年輕會長) 

現任台企聯會長 

 

企業家：黃泰賢 本系進修學士班第1屆系友 
冠揚建設(股)公司董事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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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塑企業專案協理-楊秀雄學長 

 台南市新任財稅局長(前任南區國稅局副局長)-陳柏誠學長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許淳學長及徐麗真學姊 

 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兼系主任-賴育邦學長 

 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胡偉民學長 

 臺北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助理教授-李佩芳 

 資誠PWC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李佩璇學姐(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勤業Deloitte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陳光宇學長(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安永EY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陳智忠學長(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安侯建業KPMG事務所合夥人-林嘉彥學長(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緯來體育台主播-張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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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畢業優秀系友 



Get the Most Out of College  
2018/08/17 NY Times 

 “The more you regard college as a credentialing exercise, the less likely you are to get 
the benefits.” 

 “move into a pe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stitution rather than a consumer relationship 
with it.” 

  seize leadership roles and/or serve as research assistants 

 Build social capital: “to widen the circle of human beings who know you and care about 
you” 

 Find mentors and make meaningful connection 

 Take on a sustained academic project 

 Play a significant part in a campus organization 

 Sleep, exercise, and do not spend too much time alone 

 Acquire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Learn about storyt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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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同學們未來四年的大學
生活充實美好~ 

 

 
https://new.ntpu.edu.tw/ 

https://finc.ntpu.edu.tw/ 

https://finc.ntpu.edu.tw/teacher-fulltime 

https://finc.ntpu.edu.tw/teache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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