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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大新生須知Part1---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 
 

網
址 

註冊組:  http://reg.utaipei.edu.tw 

課務組:  http:/curr.utaipei.edu.tw/ 
 
 
 

校 
區 

博愛校區 
行政大樓 1 樓 
總機:02-23113040 

教育學院(不含評鑑所) 分機 1122 

人文藝術學院(不含舞蹈系) 分機 1112 

理學院＋評鑑所 分機 1123 

 

天母校區 
行政大樓 1 樓 
總機:02-28718288 

體育學院(球類系、陸上系、
水上系、技擊系、動藝系、競
技所)＋舞蹈系 

 
分機 7504  

市政管理學院＋休管系、運健
系、運科所、運教所、運器所
、轉銜學位學程 

分機 7515 

 

 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的修業年限各為幾年？ 
1. 學士學位修業期限以四年為原則； 
2. 碩士學位修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為限； 
3. 在職碩士學位修業期限一至六年為限； 
4. 博士學位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限； 
以上各學制畢業學分依各系所課程手冊規定辦理。 

 如何上網查自己的成績? 
學校首頁\常用連結\校務系統\輸入學號及密碼\查詢\教務資訊查

詢\學生歷年成績查詢，即可查詢成績。 

 成績疑義或缺漏如何處理？ 
對各學期之成績，若有疑義或缺漏，請於教師成績繳交截止日

後，至遲請於次學期「開學日」前至註冊組查證，以免影響畢

業資格之審查作業。 

 如何申請中、英文成績單？ 
博愛校區：使用成績單列印機（公誠樓一樓電梯旁）列印，若

http://reg.utaipei.edu.tw/
http://curr.utaipe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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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英文成績單請於列印完成後至行政大樓一樓教務處蓋戳章。 
天母校區：請到行政大樓一樓教務處辦理。 

 如何申請補發數位國際學生證？ 
1. 掛失：請至學校首頁\常用連結\校務系統\輸入學號及密碼\登
錄\ 教務資訊登錄\學生證線上掛失暨申請補發作業，進行申

請。 
2. 補發：請至註冊組繳交製卡費用，五個工作天後即可領取。 

 如何查詢畢業前應修課程及學分數（包含學系專業必選修、校

共同科目、通識選修）？ 
1. 學系專業必選修：請至學校首頁\教學單位(至所屬學系網頁查

詢)\111 學年度入學課程(架構)計畫或課程手冊。 
2. 校共同科目、通識選修：請至學校首頁\行政單位\通識教育中

心\課程資訊\111 學年度入學課程架構。 

 如何查詢全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資料？如何查詢上課節

次及地點？ 
1. 請至學校首頁\常用連結\校務系統\查詢\教務資訊查詢\「
科目與教師開課資料查詢」或「系所班級課表查詢」。 

2. 請至學校首頁\教務處\課務組\選課須知\課程快速查詢。 
3. 請至學校首頁\學生專區\課程快速查詢。 

 如何在網路選課呢？若是選課帳號、密碼有問題應向何處

詢問？  
1. 網路選課：請至學校首頁\常用連結\校務系統。 
2. 系統操作方法：請至學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務組\選
課系統教學影片。 

3. 系統帳號為學號，預設密碼為身分證字號後四碼。忘記密

碼請按密碼查詢作業，若仍無法登入，敬請洽詢計算機與

網路中心。 

 選課的日期和時間是什麼時候？需特別注意什麼呢？ 
 1.選課日期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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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選課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新生網路選課 

(限一年級，含通識) 9月7日(三)下午 19:00 9月 8日(四)上午 10:00 

全校網路加退選 
(含轉學生) 9月8日(四)上午 10:00 9月18日(日)下午 17:00 

人工加退選 
9月16日(五)上午 9:00 

9月19日(一)上午 9:00 

9月16日(五)下午17:00 

9月20日(二)下午17:00 

選課確認 
(採網路方式) 9月20日(二)上午 9:00 9月22日(四)下午 17:00 

校際選課 9月12日(一)上午 9:00 9月16日(五)下午 17:00 
2.注意事項： 
(1) 請詳讀選課須知(公告於課務組網頁)。 
(2) 111學年度入學大一學生第一學年每學期最低選課總修學分數

下限為16 學分。 
(3) 請於選課前一天登入系統查詢個人選課學分上、下限、選課身

分是否正確及欲選課程之選課代碼、相關資訊等，以利選

課。 
(4) 請同學審慎選課，選課截止前，請務必上網查詢選課結果，以

免漏（誤）選課程，無法補救。 

 在加退選期限內，想修習的科目人數已經額滿，如何處理？ 
1. 特殊情況與身分者：請至課務組網頁下載或於人工加退選

期間至行政大樓一樓教務處辦公室索取「人工加選單」，並

辦理人工加選作業。（特殊情況與身分別請詳見課務組網頁

\各類表單下載\ 學生相關\「人工加選單」) 
2. 一般同學：請同學另選其他空堂時段或選課人數未額滿之

課程。 

 在加退選期限內，該如何退選科目？ 
1. 網路加退選時間內，可於選課系統直接退選。 
2. 已獲得抵免申請通過課程，不用再選課，如無法於選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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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退選（如：必修預帶課程），請填寫人工退選單，送交

開課系、所、中心申請。 
3. 退選後學生當學期總學分數不得少於最低學分下限。 

 只能選本系的課程嗎？ 
1. 原則上各系設有15個自由選修學分，可自由選修本系、外

系或外校課程。 
2. 目前本校設有跨領域學分學程（如下表），歡迎同學踴躍申

請修讀，各學分學程修讀注意事項詳請洽詢負責學系。 
3. 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暨學生修讀要點〉第六點，修讀本

校學生修讀學分學程之學分數中，至少應有九學分不屬於

學生所屬系、所、加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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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學程名稱 需修學分數 設置學系(單位) 
兒童發展學分學程 20 幼教系 

英語融入幼兒園課程學分學程 20 幼教系 

中文寫作與實務應用學分學程 18 中語系 

文化資產與觀光規劃師學分學程 20 史地系 

錄音與錄影學分學程 20 音樂系 

藝術行政學分學程 20 音樂系 

英語商務學分學程 18 英教系 

公務法律學分學程 20 公共系 

創新治理學分學程 18 公共系 

環境教育學分學程 18 地生系 

全球環境變遷學分學程 18 地生系 

國小資優數學教師學分學程 20 數學系 

財務工程學分學程 18 數學系 

數位數學學習學分學程 20 數學系 

行銷與數據分析學分學程 18 數學系 

活躍老化運動專業學分學程 18 休管系 

都市規劃及區域治理全英語學分學

程課程 18 市政管理學院 

社會工作學分學程 
48(含3學分實

習課程) 
衛福系 

進階英文應用學分學程 18 通識中心 

 大學部學生可以預先修讀碩士班課程嗎？ 
1. 大學部學生修畢應修畢業學分達二分之ㄧ以上，具有研究

潛力且經本校二位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推薦，得於

第六學期起依教務處公告期間向相關系、所、碩士學位學

程提出預先修讀碩士課程之申請。 
2. 申請事宜請逕洽各系、所、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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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大新生須知Part1---教務處(招生組) 
 

網址 http://admission.utaipei.edu.tw/ 
 
校區 

博愛校區 行政大樓 4 樓 
總機:02-23113040 

分機 1151、1152、1153 

天母校區 行政大樓 1 樓 

總機:02-28718288 
分機 7505 

 本校各學制有哪些招生入學的管道？ 
本校獲教育部核准授予「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三

種學制的學位。各學制的招生入學管道如下： 
 

入學管道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日間 

碩士班 
在職 

碩士專班 
繁星推薦入學 ●    

大學申請入學 ●    

大學分發入學 ●    

特殊選才招生 ●    

學系（含運動績優學生）單 
獨招生 

●    

運動績優甄審、甄試 ●    

身心障礙甄試招生 ●    

海外僑港澳生聯合招生 ● ●  ● 
僑港澳生單獨招生 ● ●  ● 
陸生聯合招生 ● ●  ●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含轉學） 
招生 

● ●  ● 

新住民入學 ● ● ● ● 
碩博士班甄試入學  ●  ● 
碩博士班考試入學  ● ● ● 

http://admission.utaipe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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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管道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日間 

碩士班 
在職 

碩士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  

 本校開設之三類碩士班課程，是否皆獲頒「碩士學位」證書? 
本校碩士班分為「學系碩士班」、「研究所碩士班」與「碩士學位學

程」三類，均獲頒「碩士學位」證書，僅開課的單位名稱不同，

區分說明如下表： 

分

類 

學系 
碩士班 

（設碩士班之學系） 

研究所 
碩士班 

（單獨設研究所） 

碩士學位 
學程 

 
 
 
 
 
 
 
 
博
愛
校
區 

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 
心理與諮商學系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課程與
教學碩士班 
中國語文學系 
歷史與地理學系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公共事
務學碩士班 
音樂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
英語教學系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應用科學
碩士班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環
境教育與資源碩士班 
數學系數據科學與數學教育
碩士班 
資訊科學系 
體育學系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
究所 

華語文教學
碩士學位學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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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母
校
區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運動健康科學系 
舞蹈學系 
城市發展學系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衛生福利學系 

競技運動訓練研究
所 
運動科學研究所 
運動教育研究所 
運動器材科技研究 
所 

身心障礙者
轉銜及休閒
教育碩士學
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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