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1 2 3 4 5

公告項目 基礎管理學分學程 數位影音藝術學分學程 環境監測與防災學分學程 榮譽英語學分學程 歐洲文化與語言學分學程

承辦院、系、所 管理學院企管系 音樂學院 文學院地理系 文學院英文系 國社學院歐文所

申請時間
106年3月27日起至4月28日下午

5時止
106年3月6日起至4月21日下午5

時止
即日起至106年5月3日下午5時止

106年3月14日起至4月14日止下
午5時止

106年3月1日起至4月24日下午5
時止

每校開放申請名額 各10名 各2名 各10名 各5名 各5名

申請資格 ( 或審查依據 )

請列印申請表(至本學程網頁下載)，送
主修系所主管核准後，於4月28日下午
五時前連同歷年成績單正本、歷年名次
證明書正本(研究生免附)及學生證正反
面影本 ，送交本校管理學院企業管理
學系辦公室(師大路31號)，始為完成報
名手續。

請列印報名表，送主修系所主管核准後
，於4月21日中午十二時前連同105年
第一學期成績單附班排名(研究生無班
排名可免附)，與個人作品集乙份，送
交本校音樂學院院辦公室(師大路31號)
，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申請資格：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
非應屆畢業之學生。
※檢附資料：
1.申請表乙份。（請至地理系網站
http://www.geo.ntnu.edu.tw/app/ne
ws.php?Sn=1932下載）
2. 105學年度上學期成績單正本及名次
證明表各乙份。（研究生不需檢附名次
證明）
3. E-mail報名申請基本資料給李助教
(wish@ntnu.edu.tw)。(詳申請辦法說
明)
→請列印報名表，送導師(或主修系所
主管)核准後，於106年5月3日下午五
時前連同成績單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送達地理系辦公室(校本部文學院勤
9F)，並E-mail報名申請基本資料給李
助教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請列印報名表，送主修系所主管核准後
，於4月14日下午五時前連同相關申請
資料，送交本校文學院誠大樓8樓英語
系系辦，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臺灣大學系統各系所學、碩、博士班非
應屆畢業學生。
請至本所網頁下載報名表，連同歷年成
績單正本（含名次證明）及英/歐語檢
定或修習證明（如有則附），於截止日
前送至師大圖書館校區博愛樓4樓歐文
所辦公室。

同意充抵 ( 採認 ) 原校
已修讀課程

同意，請依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基礎
管理學分學程修習辦法」第八條辦理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同意充抵 ( 採認 ) 原校
已修讀課程學分數

同意，請依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基礎
管理學分學程修習辦法」第八條辦理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備註

本學程招生申請相關問題，請參見本學
程網站招生簡章公告，或洽臺師大企管
系洪助教，電話：02-7734-3297，E-
mail：ychung@ntnu.edu.tw。
【基礎管理學分學程招生說明會】訂於
106年4月13日13：00～14：00在臺
師大校本部誠大樓207教室；歡迎參加

有關數位影音藝術學分學程問題，請洽
音樂學院陳重佑先生，電話02-7734-
3273

有關環境監測與防災學分學程報名問題
，請洽地理系李助教，電話02-7734-
1651。

105學年度招生申請相關問題，請參見
本學程網站招生簡章公告，或洽臺師大
英語系江姿儀助教，電話：02-7734-
1806，E-mail：tzuyi@ntnu.edu.tw

課程及報名資訊請參閱師大歐文所網
站：
http://www.giect.ntnu.edu.tw/pages
1/super_pages.php?ID=pages11或
洽謝秘書02-77343955

http://www.ba.ntnu.edu.tw/prog/super_pages.php?ID=prog1
http://www.musicollege.ntnu.edu.tw/page1/news.php?class=401
http://www.geo.ntnu.edu.tw/admission/recruit.php?class=201
http://www.eng.ntnu.edu.tw/course/riki.php?id=%E5%A4%9A%E5%85%83%E5%8C%96%E5%B0%88%E6%A5%AD%E5%AD%B8%E7%A8%8B&CID=1
http://www.giect.ntnu.edu.tw/pages1/super_pages.php?ID=pages11


序號

公告項目

承辦院、系、所

申請時間

每校開放申請名額

申請資格 ( 或審查依據 )

同意充抵 ( 採認 ) 原校
已修讀課程

同意充抵 ( 採認 ) 原校
已修讀課程學分數

備註

6 7 8 9 10

文學創作學分學程 日本語文學分學程 高齡者健康促進與照顧服務學分學程 區域與觀光規劃學分學程 空間資訊學分學程

文學院國文系 文學院 教育學院 文學院地理系 文學院地理系

106年3月27日起至5月12日下午
5時止

106年4月5日起至4月20日下午5
時止

106年3月28日起至4月29日下午
5時止

即日起至106年5月3日下午5時止 即日起至106年5月3日下午5時止

各5名 各5名 各5名 各10名 各5名
一、甄選方式以資料審查為主，必要時
得包括筆試、口試。
二、檢附資料：
1.申請表乙份。
2.自傳（含創作經歷，字數以不超過
1000字為限）乙份。

請列印報名表，送主修系所主管核准後
，於4月20日下午五時前連同歷年成績
單正本、歷年名次證明書正本(研究生
免附)及相關檢定考試證明書影本(有則
附送)，送交本校文學院副院長室(誠
B1)，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請備妥「申請表」及「歷年成績單正
本」各1式1份，於106年4月29日下午
5時前送交臺師大教育院院長辦公室（
臺師大校本部圖書館校區教育學院大樓
3樓院長室）。

※申請資格：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
非應屆畢業之學生。
※檢附資料：
1.申請表乙份。（請至地理系網站
http://www.geo.ntnu.edu.tw/app/ne
ws.php?Sn=1932下載）
2. 104學年度上學期成績單正本及名次
證明表各乙份。（研究生不需檢附名次
證明）
3.自我推薦函乙份（限A4一頁以內，格
式不拘）。
4. E-mail報名申請基本資料給李助教
(wish@ntnu.edu.tw)。(詳申請辦法說
明)
→請列印報名表，送導師(或主修系所
主管)核准後，於106年5月3日下午五
時前連同成績單正本、名次證明書正
本、自我推薦函，送達地理系辦公室
(校本部文學院勤9F)，並E-mail報名申
請基本資料給李助教始為完成報名手
續。

※申請資格：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
非應屆畢業之學生。
※檢附資料：
1.申請表乙份。（請至地理系網站
http://www.geo.ntnu.edu.tw/app/ne
ws.php?Sn=1932下載）
2. 104學年度上學期成績單正本及名次
證明表各乙份。（研究生不需檢附名次
證明）
3. E-mail報名申請基本資料給李助教
(wish@ntnu.edu.tw)。(詳申請辦法說
明)
→請列印報名表，送導師(或主修系所
主管)核准後，於106年5月3日下午五
時前連同成績單正本、名次證明書正本
，送達地理系辦公室(校本部文學院勤
9F)，並E-mail報名申請基本資料給李
助教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同意 同意 同意，依本學程修習辦法第七條辦理。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依本學程修習辦法第七條辦理。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關文學創作學程報名問題，請洽國文
系許助教，電話02-7734-1607

日語學程相關問題，請洽文學院張君川
先生，電話02-7734-1396

106學年度招生申請相關問題，請參見
本學程網站招生簡章公告，或洽臺師大
教育學院謝漢聲先先，電話：02-
7734-55465，E-mail：
leo1292@ntnu.edu.tw

有關區域與觀光規劃學分學程報名問題
，請洽地理系李助教，電話02-7734-
1651。

有關空間資訊學分學程報名問題，請洽
地理系李助教，電話02-7734-1651

http://ch.ntnu.edu.tw/
http://www.cla.ntnu.edu.tw/course1/news.php?class=105
http://www.coe.ntnu.edu.tw/news/news.php?Sn=114
http://www.geo.ntnu.edu.tw/admission/recruit.php?class=202
http://www.geo.ntnu.edu.tw/admission/recruit.php?class=203


序號

公告項目

承辦院、系、所

申請時間

每校開放申請名額

申請資格 ( 或審查依據 )

同意充抵 ( 採認 ) 原校
已修讀課程

同意充抵 ( 採認 ) 原校
已修讀課程學分數

備註

11 12 13 14 15

學校心理學學分學程 應用史學學分學程 社會與傳播應用學分學程 大數據資料與數位評量學分學程 生態藝術與科普傳播學程

教育學院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文學院歷史系 國際與社會科學院 教育學院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藝術學院設計系

106年4月17日起至4月21日下午
5時止

106年3月31日起至.4月28日下午
以本學程招生簡章公告申請期限

為準，請洽學程網站
106年4月17日起至4月21日下午

5時止
106年3月28日起至5月5日下午5

時止
各3名 各6名 各10名 各5名 各10名

各研究所碩、博士班研究生於在校期間
得申請修讀本學程。申請者請繳交申請
表及成績單正本，經原主修學系（所）
系主任（所長）同意後，向本校教育心
理與輔導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如獲審核通過錄取者，應具備本學程先
備基礎知能，「心理與教育統計學」至
少3學分，「普通心理學」或「教育心
理學」至少3學分，「心理與教育測
驗」至少2學分，及「特殊教育導論」
3學分等先修科目，若不具備上述先備
知能者，須於修習本學程之實習課程前
補修完畢，並送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

請列印報名表，送主修系所主管核准後
，於4月28日(五)下午五時前連同歷年
成績單正本、歷年名次證明書正本(研
究生免附)及相關檢定考試證明書影本
(有則附送)，送交本系期刊室(勤3樓)，
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請備妥「申請表（A、B表）」及「歷
年成績單正本」各1式1份，於本學程
招生簡章公告申請期限送交臺師大社會
工作學研究所辦公室（臺師大校本部正
樸大樓5樓SW501室）。

各研究所碩、博士班研究生於在校期間
得申請修讀本學程。申請者請繳交申請
表及成績單正本，經原主修學系（所）
系主任（所長）同意後，向本校教育心
理與輔導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如獲審核通過錄取者，應具備本學程先
備基礎知能，統計學以及心理測驗相關
課程至少6學分，若不具備上述先備知
能者，須於修習本學程期間補修完畢。

申請表、切結書、歷年成績單
請列印報名表，送主修系所主管核准後
，於4月29日下午五時前連同切結書、
歷年成績單正本，送交本校設計學系辦
公室(台北市大安區青田街5巷6號1樓)
，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同意，依本學程修習辦法第八條辦理 不同意 同意，依本學程修習辦法第八條辦理 同意，依本學程修習辦法第八條辦理 同意，依本學程修習辦法第八條辦理

同意，依本學程修習辦法第八條辦理 不同意 同意，依本學程修習辦法第八條辦理 同意，依本學程修習辦法第八條辦理 同意，依本學程修習辦法第八條辦理

若有相關問題，請參見本學程網站，或
洽臺師大心輔系林瑩玲助教，電話：
02-7734-3756，E-mail：
gracelin@ntnu.edu.tw

有關應史學程報名問題，請洽歷史系歐
詠芝助教，電話02-7734-1507。

06學年度招生申請相關問題，請參見
本學程網站招生簡章公告，或洽臺師大
社工所莊婷婷助教，電話：02-7734-
5531，E-mail：sw.dpt@ntnu.edu.tw

若有相關問題，請參見本學程網站，或
洽臺師大心輔系林瑩玲助教，電話：
02-7734-3756，E-mail：
gracelin@ntnu.edu.tw

相關資訊請上本校設計系網頁查詢或f
洽詢張雅媜助教
(Email:yachen@ntnu.edu.tw)

http://www.epc.ntnu.edu.tw/course2/super_pages.php?ID=student
http://www.his.ntnu.edu.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2&Sn=4
http://www.mcom.ntnu.edu.tw/admiss1/news.php?class=201
http://www.epc.ntnu.edu.tw/course3/super_pages.php?ID=course301
http://www.design.ntnu.edu.tw/cht/default.html


序號

公告項目

承辦院、系、所

申請時間

每校開放申請名額

申請資格 ( 或審查依據 )

同意充抵 ( 採認 ) 原校
已修讀課程

同意充抵 ( 採認 ) 原校
已修讀課程學分數

備註

16 17 18 19

室內設計學程 韓國語文學分學程 復健諮商學分學程 原住民族教育文化學分學程

藝術學院設計系 文學院 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 文學院

106年3月28日起至5月5日下午5
時止

106年4月5日起至4月20日下午5
時止

106年4月11日起至5月5日下午5
時止

106年4月24日起至5月11日下午
5時止

各5名 各5名 各5名 各5名
申請表、切結書、歷年成績單
請列印報名表，送主修系所主管核准後
，於4月29日下午五時前連同切結書、
歷年成績單正本，送交本校設計學系辦
公室(台北市大安區青田街5巷6號1樓)
，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請列印報名表，送主修系所主管核准後
，於4月20日下午五時前連同歷年成績
單正本、歷年名次證明書正本(研究生
免附)及相關檢定考試證明書影本(有則
附送)，送交本校文學院副院長室(誠
B1)，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請列印報名表，送主修系所主管核准後
，於5月5日中午12時前連同學生證影
本、歷年成績單正本，送交本校特殊教
育學系暨復健諮商研究所辦公室（博愛
樓119室），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請填寫報名表，送主修系所主管核准後
，於5月10日下午五時前連同歷年成績
單正本、歷年名次證明書正本(研究生
免附)、原住民身份證明及自傳送交本
校原民中心（文學院樸大樓5樓
CISS505），始為完成報名手續。

同意，依本學程修習辦法第八條辦理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依本學程修習辦法第八條辦理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相關資訊請上本校設計系網頁查詢或f
洽詢張雅媜助教
(Email:yachen@ntnu.edu.tw)

韓語學程相關問題，請洽文學院張君川
先生，電話02-7734-1396

有關復健諮商學分學程報名問題，請洽
特教系陳佩君助教，電話02-7734-
5025。

105學年度招生申請相關問題，請參見
本學程網站招生簡章公告，或洽臺師大
原民中心李小姐，電話：02-7734-
5515，E-mail：
yclee25@ntnu.edu.tw

http://www.design.ntnu.edu.tw/cht/default.html
http://www.cla.ntnu.edu.tw/course2/news.php?class=106
http://iweb.ntnu.edu.tw/irdc/IECprogram/index.html
http://www.girc.ntnu.edu.tw/course/super_pages.php?ID=2course2&Sn=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