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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

1.室內設計學分學程
設計學系/ 02-7734-5602
室內設計學分學程旨在培養跨領域的人才，除了本科系
的專業知識外，更能融合其它相關知識整合，甚至具備
第二專長 讓學生未來畢業後就業能更具競爭力。

2.數位影音藝術學分學程
音樂學院/02-7734-3273
本學程的特色在於臺師大音樂學院所屬系所歷年來強調
音樂藝術原創性的特質與基礎上，跨學院與師大其他學
系所，進行資源整合，規劃具前瞻與未來性之數位影音
藝術人才，以因應產業界人才之需求，課程內容採理論
與實務並重，並研發未來文化創意產業之方向與內容。

語言文學

PROGRAMS 
GUIDE 

2019

1.榮譽英語學分學程
英語學系/ 02-7734-1806
本學程除強化學生英語文閱讀、聆聽的策略與能力，並
著重英語文口語及寫作表達能力訓練。創新多元的課程
，協助學生深入瞭解國際社會的多元文化，並對特定文
化現象進行分析、比較，進而提升學生之國際觀及激發
其批判性思考能力。

2.歐洲文化與語言學分學程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 02-7734-3955
提供語言+文化的雙軌課程，培養學生文化素養，同時
提升歐語能力。語言課程有德、法、西班牙語及拉丁文
，學生可自行選擇喜歡的語言。文化課程涵蓋歐洲藝術
、歷史、飲食、創意、電影等，從多重面向深入瞭解歐
洲。一年時間引領你走進歐洲語言文化的豐富世界。

3.韓國語文學分學程
文學院/ 02-7734-1472
本學程為培育韓國語言及文化專業人才，除提供聽說讀
寫課程，培養學生語文能力外，本學程期盼學生具備對
韓國歷史與當代社會、政治、經濟的理解能力，活用專
業韓文並能進修或從事實務工作。本學程將由韓國外國
語大學、延世大學、成均館大學及首爾大學，輪流指派
一位客座教師來校授課。

4.日本語文學分學程
文學院/ 02-7734-1472
本學程旨在培育日本語言及文化專業人才，如日文編輯
及翻譯人員等；除提供學生多樣化外語修讀機會外，也
盼能增進學生多元化升學進修知能，進而提升學生多角
化職涯競爭能力，拓展學生在文字編輯、口筆譯人員、
媒體傳播人員、觀光旅遊人員、金融業人員及技術人員
等職務競爭機會。未來除職業選擇多元，亦可繼續升學
研讀日本語文研究所。

5.文學創作學分學程
國文學系/ 02-7734-1607
一、設立宗旨：培養學生文學創作能力，培育文學創作
人才。
二、特色：
1.邀請具有文學創作經驗之教師授課。
2.小班制教學為主，以利個別創作指導。
3.課程包括新詩、散文、小說、劇本等不同文類之創作
，內容涵蓋兒童文學、青少年文學、報導文學、台語文
學、新聞寫作、現代文學批評等。
4.選讀本學程之學生，需通過文學創作作品集審查，始
能取得學程證書。
5.學生優秀作品將推薦至報紙副刊或相關文藝性雜誌發
表。
三、未來出路：作家、記者、編劇、文化工作者、出版
社編輯、創意企畫人才、廣告文案、文學應用研究等。

國際交流

1.國際文化學分學程
通識教育中心/ 02-7734-1122
通識教育中心與文學院、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合作規劃
，邀請英語學系、臺灣語文學系、華語文教學系、東亞
學系等相關系所共同參與開設一系列全英語授課課程，
課程依內容分為文學以及文化2大領域。

2.國際足跡學分學程
通識教育中心/ 02-7734-1122
因應國際化潮流，培育更多國際化人才，本學程鼓勵同
學透過赴外交換機會於國外姐妹校修習課程，以及於本
校校內修習外語授課課程(全英語課程)。國內與國外之
課程學分總數相加達到標準，且赴外交換修習課程至少
達6學分以上者，即可申請取得國際足跡學分學程之認
證。

專業領導

1.社團人專業領導培力學分學程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02-7734-1072
社團活動是大學生活中學生培養多元智慧與能力的重要
場域。本學分學程旨在培育社團菁英，內容強調專業理
論與社團實務經驗之結合，強化學生創新領導、團隊合
作、溝通表達等能力，以促進學生多元發展，提升學生
就業競爭優勢。

2.金牌書院學分學程
運動與休閒學院/ 02-7734-3189
為培育優秀運動專業人才及具潛力之菁英人才，達到卓
越競技目標。金牌書院學分學程課程內容分為「人際溝
通與社會適應」、「國際視野」、「領導能力與創新思
維」及「生涯規劃」等四大領域，規劃6門科目，每課
程2學分，學生若修畢12學分，且成績考核及格，得向
承辦單位申請核發「金牌書院學分學程」證明書。

資訊應用

1.空間資訊學分學程
地理學系/ 02-7734-1651、1652
本學程的特色以空間資訊的理論與技術為訓練之基礎，
結合人文社經、健康促進、環境資源及大地工程的應用
，為社會培育空間研究、規劃、管理和決策的人才。

2.區域與觀光規劃學分學程
地理學系/ 02-7734-1651、1652
本學程定位在各種空間尺度的環境研究與實務的創新，
提供訓練學生土地資源規劃實務與操作的能力，透過以
區域或地方社會發展底蘊為規劃管理之基礎，整合自然
、人文、區域地理與地理應用技術，以達到學生能研究
、分析與規劃地理空間環境資源，並具有反省地理空間
政策與空間決策的能力。

3.大數據資料與數位評量學分學程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02-7734-3756
本學程主要目標為培育大數據資料與數位評量的專業人
員，目的在提升研究生利用數位資訊及進行大型調查數
據分析的能力，並據此來協助評估教育政策與教學成效
，培養學生邏輯推理能力與資料覺察能力。課程特色在
於增進量化分析、大數據資料與數位評量專業知能，並.
培養具有大數據資料的研究設計與資料分析實務能力、
數位評量的設計與開發、統計分析之人才。

4.資訊科技應用學分學程
資訊工程學系/ 02-7734-6655
資訊科技應用學分學程的課程規劃，其主要目標在培育
不同領域人才，能具有跨領域結合資訊科技應用的能力
。使學生不僅具有基礎程式設計概念，還能將程式設計
概念應用於跨領域的行動應用程式開發、物聯網應用、
或科學分析。

1.社會與傳播應用學分學程
大眾傳播研究所/ 02-7734-5418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02-7734-5531
本學程由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大眾傳播研究所、東亞學
系，融合社會工作、政治經濟、傳播應用之學術視野所
組成。課程取向結合社會應用及實務，並幫助學生掌握
社會發展趨勢，培育人文社會跨領域人才。

社會科學



自107學年度起，
本校學分學程甄選統一由教務處擬定期程，
並改為線上辦理甄審作業。

What? 學程是什麼？

ABOUT

學程（program）為介於系所課程與科目之間的一種彈
性課程組合或教學組織。也就是說，可以在某種教育目
標之下，將系所現有的科目，其性質接近或彼此相關的
科目加以整合，有系統的組織成具特別教育目
的之學程，提供學生修習。

Why? 為什麼要修學程？
現今社會的經濟產業已趨向多元化，「跨領域」的整合
理念演變成社會各界處理複雜且多元問題的模式。跨領
域的整合也開創新的思考角度，將現有的資源積極發揮
，符合現今知識與社會變遷的趨勢。修習學分學程可增
進畢業就業之競爭力；修習學分學程而獲得認證，可以
轉變成一種證照，使師大學生除了自己科系上的專業之
外，還擁有適應業界需求的能力。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分學程開放互選

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及臺灣科技大學，現已簽約成
立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寫下臺灣高教史上的重要一頁，
三校在地利之便及互補性強等優勢下，自106學年度起已
緊密合作，近6萬名師生不但共享圖書館電腦無線網路商
家折扣交通車等資源，學生就近跨校修課，成為大學實
質合作楷模。三校間之學分學程已各自開放部分名額供
三校學生申請修習，提供三校學生多元之跨域學習資源
與機會。

更多有關臺灣大學系統學分學程開放內容及申請修習相
關資訊，請至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官方網站查詢：
http://triangle.ntu.edu.tw

本年度詳細期程及說明如下：

自107學年度起，
本校學分學程甄選統一由教務處擬定期程，
並改為線上辦理甄審作業，

108.03.11起  

招生資訊查詢  
教務處 

108.03.11~04.30 
學生選填志願及上傳書審資料
學生

教育發展

1.學校心理學學分學程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02-7734-3756
本學程主要為培養學校心理學專業人員，執行學習適應
問題、特殊學生需求、適應欠佳高危險氣質問題的篩檢
、評估診斷、及諮詢介入服務。經過本學程訓練的人員
可強化中小學現有輔導人員在資料組之專業能力，也可
提升各縣市心評老師在特殊需求學生之診斷與鑑定的專
業能力，甚至因應未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對障
礙者在「學習與運用知識」（Learning and Applying 
Knowledge）之功能的評估，提供相關專業人員擔任此
項新任務。

2.原住民族教育文化學分學程
文學院/ 02-7734-5515
為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本學分學程
除整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年來既有與原住民族教育文
化相關之課程，並設計為增進原住民族中等教育師資教
學專業之系列課程，使原住民族教育的師資不僅為具備
多元文化教育專業之師資，並能於師資培育階段中，逐
步深厚其具備原住民族主體性之價值與認知，及原住民
族教學專業、原住民族語能力、原住民族社會等專業知
能，期使原住民族教育能成為以原住民族為本位的教育
，以傳承原住民族知識、培育原住民族多元人才，並增
進民族發展。

7.兒童雙語教育學分學程
華語文教學系/ 02-7734-3632
本學程由華語文教學系、英語學系、人類發展與家庭學
系三系共同規劃跨領域課程，以兒童語言教育方法為主
，跨文化溝通與數位科技為輔，培養學生於國內外教育
K-12雙語學生之能力。輔導學生在國內外實踐所學之雙
語教學相關理論，培育兒童雙語教育人才。學生修畢本
學程可投入國內外幼教雙語教育市場。

4.社區高齡服務人才培力學分學程
全人教育中心/ 02-7734-5944
本校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執行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計畫（USR）之「建構高齡者長健全方位系統」計
畫，特設立「社區高齡者服務人才培力學分學程」，透
過高齡者健康服務規劃與實施基礎課程、實習，以及專
長領域選修等課程，培養學生成為社區高齡者健康服務
之人才，以利發展未來高齡相關產業與創業。

5.哲學教育學分學程
文學院/ 02-7734-1472
有鑑於現代社會對於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日漸重視，且
教育部亦開始推動高中哲學教育，冀將公民素養從小扎
根。臺灣師範大學以培育哲學教育人才為宗旨，藉由閱
讀哲學經典和探討哲學議題，逐步深耕批判和自我省思
能力於日常生活中。而本校具有眾多哲學專長之師資，
期望學生能藉由古今中外之哲學著作及思想深化自身思
辨的能力。

6.國際教師學分學程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02-7734-1259
本學程包含國際教育、華語文教育、國際數學教育及國
際物理教育等四領域，提供校內師資生（或已具備教師
資格）甄選修習，本學程目的在輔導師資生取得第二張
教學證照，且著重於培養學生之學科專業知識內容、國
際情懷，以及以知識探究方式進行跨領域教學的教學知
能。臺灣2030年即將成為雙語國家，教育部更推動部分
學科全英語教學，面對未來競爭激烈的教師甄選該如何
脫穎而出？國際教師學分學程將是陪伴你面對未來最好
的選擇。

3.PASSION偏鄉教育學分學程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推動辦公室/ 02-7734-1376
有鑑於城鄉落差、偏鄉師資嚴重不足，本學程配合高教
深耕USR計畫，以人才培育、在地實踐為主要核心，融
入臺師大課程以協助偏鄉地區執行PASSION扎根教學，
提供12學分(包含必修8學分、選修4學分)之補救教學專
業知能與實作課程，修畢後授予認證。本學程培訓重點
為實務學科教材教法和現場、遠距實習，藉由必修課程
，讓學生熟悉PASSION扎根創新教學三步驟：系統診斷
、篩選分流及適性教學的內涵與執行方式，並於國中小
夥伴學校進行實際授課，以確切了解補教教學現場情況
與在地需求。

商業管理

1.基礎管理學分學程
企業管理學系/ 02-7734-3297
本學程旨在訓練本校非商管學院學生相關之基礎商學與
企管專業能力，達成下列目標:1.為我國工商產業培育一
流管理人才。2.因應師資培育法施行之大環境變遷，協
助本校同學發展第二專長。3.訓練學生培養產業經營所
需之基礎商業與管理專業能力，以提升其就業競爭優勢。

2.財務金融學分學程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02-7734-1868
21世紀是世界各國金融服務事業高度成長時代，金融服
務業產值逐步高升，更是創造許多就業機會、跨足全球
的重要利基，未來相關人才需求日益廣增，為因應金融
市場與企業專業人才的呼聲，設置本學程以吸收優秀學
生專職培育之，期盡快進入市場，取得優勢地位。本財
務金融學程，可使學生學習財務金融專業知能，成為公
司財務部門與國內外金融機構一流專業人才。

3.大師創業學分學程
科技與工程學院/ 02-7734-6496
大師創業學分學程歡迎所有臺灣大學系統在校生，不論
背景、不論是否有想實際創業，皆歡迎修課！
大師創業學分學程主打雙師教學、特邀業界高管授課，
同時打造專屬輔導機制、一條龍創業模式。依學員需求
給予適性協助，鼓勵多元跨領域合作，將自身專業透過
小組實踐與討論的過程中，碰撞出全新創意火花，激發
無限創新、創業可能。

4.藝術產業學分學程
美術學系/ 02-7734-302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培育藝術產業人才，使學生具備從
事藝術商品生產和藝術服務經營活動等相關知能，由本
校美術系承辦設立「藝術產業學分學程」。課程範圍涵
蓋古今藝術的分析與討論、藝術產業的經營管理與策展
實務、藝術品的鑑定、文化資產保存與活化等多元化的
面向。

科技應用

1.環境監測與防災學分學程
地理學系/ 02-7734-1651、1652
本學程整合校內既有資源，以厚植學生基礎地學素養及
監測環境的相關能力，對環境經營管理具備整體的概念
。學程提供修業學生從多元觀點，理解自然環境運作機
制與具備多種監測自然環境變化能力外，並使其具有在
任職學校進行環境教育與防災教育之能力。

2.生物資訊與技術學分學程
生命科學系/ 02-7734-6279
生物資訊與技術領域各項課程規劃，其教學之主要目標
在培育生物資訊技術人才、生技產業人才、生物及醫學
先導科技人才與教師。而臺師大在促進學生生物資訊技
術科技知能外，並引進世界最先進之軟硬體設備，擴展
學生的國際視野，提升學生競爭力。
此外，其中部分課程也結合其他學術機構、產業界師資
，透過演講、授課與實習、軟硬體操作及校外參觀，使
學生融入實際的生物資訊與生技研究環境當中，進行跨
校跨系所合作教學，課程規劃對於學術理論研析及業界
實務接觸兩者並重，使臺師大學生在教育專業之外，不
僅具有研究潛能，更富有產業競爭實力。

3.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學分學程
資訊工程學系/ 02-7734-6655
人工智慧技術在近年來對各行各業都有極高的需求，本
學程的規劃目標在培育具備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能力的
人才。除了具有基礎程式設計能力，機器學習或人工智
慧理論，還能了解人工智慧在影像處理、語音處理、自
然語言處理等多媒體資料上的應用方式。

108.05.01~05.10 

學程甄選並登錄可分發名單 
學分學程

108.05.17 
分發結果公告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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