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灣大學研究生校際選課合約訂約學校系所一覽表

備註

（選課對象以碩、博士班學生為限）

學院 系(所) 學校 系所
起始學期

本校 訂約學校

◎校際選課單(限本校學生使用)，請至研教組網頁下載 112年 1月10日印製

學分費

說明：
1.臺大學生與外校學生校際選課，僅限已簽訂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之各校系。
2.臺大學生至外校修課之共同原則：以該學期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限。
3.臺大學生除「臺灣大學系統、臺灣藝術大學通識課程、臺北教育大學通識課程」以外，加選下表學校課程，請至

  myNTU/課程學習/「本校生校際選課系統」申請，並於開學兩週內完成加選程序。
4.參考資料：國立臺灣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海洋所 中山大學 海下科技暨應用海洋物 991-理學院 1760

國發所 中山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1011-社科院 1610

新聞所 中山大學 傳播管理所 982-社科院 1610

環工所 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911工學院 1940

昆蟲系 中山大學 生物科學系 942生農學院 1760

職醫與工衛所 中山醫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932公衛學院 1940

中文系 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 942文學院 1610

理學院 中央大學 各系所理學院 1760

經濟系 中央大學 經濟系
僅限3門課

1021-社科院 1610

工學院 中央大學 各系所工學院 1940

資管系 中央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922管理學院 1610

電資學院 中央大學 各系所電資學院 1940

歷史系 中正大學 歷史學系文學院 1610

人類系 中正大學 歷史學系 1012-文學院 1610

心理系 中正大學 心理所 862理學院 1760

經濟系 中正大學 經濟系
僅限4門課

1022-社科院 1610

農經系 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1091-1112生農學院 1760

健管所 中正大學 資訊管理所 891公衛學院 1940

圖資系 中興大學 圖資所 901文學院 1610

地理系 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941理學院 1760

園藝系 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951生農學院 1760

園藝系 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 1001-生農學院 1760

新聞所 世新大學 傳播學研究所 942社科學院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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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研究生校際選課合約訂約學校系所一覽表

備註

（選課對象以碩、博士班學生為限）

學院 系(所) 學校 系所
起始學期

本校 訂約學校

◎校際選課單(限本校學生使用)，請至研教組網頁下載 112年 1月10日印製

學分費

說明：
1.臺大學生與外校學生校際選課，僅限已簽訂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之各校系。
2.臺大學生至外校修課之共同原則：以該學期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限。
3.臺大學生除「臺灣大學系統、臺灣藝術大學通識課程、臺北教育大學通識課程」以外，加選下表學校課程，請至

  myNTU/課程學習/「本校生校際選課系統」申請，並於開學兩週內完成加選程序。
4.參考資料：國立臺灣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新聞所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962社科學院 1610

全電通學程 聯盟學校(註1)
限本學程課程3年自續

1031- 1940

地質系 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所 851理學院 1760

物理治療系 成功大學 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 1012-醫學院 1940

物理治療系 成功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1012-醫學院 1940

建城所 成功大學 都市計劃研究所 911工學院 1940

建城所 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 911工學院 1940

流預所 成功大學 藥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1001-公衛學院 1940

法律系 成功大學 法律所 852法律學院 1610

生化科技學系 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研究所 952生科學院 1760

心理系 佛光大學 心理學研究所 921理學院 1760

森林環資系 宜蘭大學 森林暨自然資源所 102.1生農學院 1760

歷史系 東吳大學 歷史學系 981-文學院 1610

社工系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系 971社科學院 1610

經濟系 東華大學 經濟系
僅限3門課

1021-社科院 1610

森林環資系 東華大學 環境政策研究所 952生農學院 1760

物理治療系 長庚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1012-醫學院 1940

獸醫系 長庚大學 基礎醫學所 861生農學院 1760

健管所 長庚大學 醫務管理所 881公衛學院 1940

健管所 長庚大學 企業管理研究所 1002-公衛學院 1940

文學院 政治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
5年自動續

1072-文學院 1610

中文系 政治大學 中文所 871文學院 1610

歐洲暨歐盟研 政治大學 歐盟研究國際學分學程
5年自動續，限碩士生
(註4)1092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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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對象以碩、博士班學生為限）

學院 系(所) 學校 系所
起始學期

本校 訂約學校

◎校際選課單(限本校學生使用)，請至研教組網頁下載 112年 1月10日印製

學分費

說明：
1.臺大學生與外校學生校際選課，僅限已簽訂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之各校系。
2.臺大學生至外校修課之共同原則：以該學期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限。
3.臺大學生除「臺灣大學系統、臺灣藝術大學通識課程、臺北教育大學通識課程」以外，加選下表學校課程，請至

  myNTU/課程學習/「本校生校際選課系統」申請，並於開學兩週內完成加選程序。
4.參考資料：國立臺灣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歷史系 政治大學 歷史學系 952文學院 1610

歷史系 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982-文學院 1610

哲學系 政治大學 哲學所 832文學院 1610

哲學系 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 931文學院 1610

哲學系 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1001-文學院 1610

人類系 政治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 1032-文學院 1610

人類系 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5年自動續

1092文學院 1610

圖資系 政治大學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所 881文學院 1610

圖資系 政治大學 智慧財產研究所 921文學院 1610

戲劇系 政治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911文學院 1610

音樂所 政治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911文學院 1610

臺文所 政治大學 臺文所 941文學院 1610

華教碩士學程 政治大學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程
5年自動續

1072文學院 1610

數學系 政治大學 應用數學系
5年自動續

1062-理學院 1760

心理系 政治大學 心理所 851理學院 1760

地理系 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
5年自動續

972-理學院 1760

應數所 政治大學 應用數學系
5年自動續

1062-理學院 1760

政治系 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931社科學院 1610

政治系 政治大學 外交系 931社科學院 1610

政治系 政治大學 公共行政系 931社科學院 1610

政治系 政治大學 新聞學系 942社科學院 1610

政治系 政治大學 東亞研究所 962社科學院 1610

政治系 政治大學 社會系 971社科學院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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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研究生校際選課合約訂約學校系所一覽表

備註

（選課對象以碩、博士班學生為限）

學院 系(所) 學校 系所
起始學期

本校 訂約學校

◎校際選課單(限本校學生使用)，請至研教組網頁下載 112年 1月10日印製

學分費

說明：
1.臺大學生與外校學生校際選課，僅限已簽訂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之各校系。
2.臺大學生至外校修課之共同原則：以該學期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限。
3.臺大學生除「臺灣大學系統、臺灣藝術大學通識課程、臺北教育大學通識課程」以外，加選下表學校課程，請至

  myNTU/課程學習/「本校生校際選課系統」申請，並於開學兩週內完成加選程序。
4.參考資料：國立臺灣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社會系 政治大學 社會所 871社科學院 1610

社會系 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 911社科學院 1610

社會系 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5年自動續

972-社科院 1610

社會系 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0992-社科院 1610

社工系 政治大學 社會系 941社科學院 1610

社工系 政治大學 社會行政與社會工作所 951社科學院 1610

社工系 政治大學 社會工作所 981-社科院 1610

國發所 政治大學 政治系 992-社科院 1610

國發所 政治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 101-社科院 1610

國發所 政治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 101-社科院 1610

國發所 政治大學 東亞研究所
5年自動續

1091-社科院 1610

新聞所 政治大學 傳播碩士學位學程 902社科院 1610

生理所 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872醫學院 1940

建城所 政治大學 地政研究所 911工學院 1940

醫工系 政治大學 科技管理與智慧財產所 1032-工學院 1940

農經系 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971生農學院 1760

生傳系 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972-生農學院 1760

管理學院 政治大學 商學院
限博士生,5年自動續

1101管理學院 1610

資管系 政治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科管所) 931管理學院 1610

法律系 政治大學 法律所 871法律學院 1610

海洋所 海洋大學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952理學院 1760

機械系 海洋大學 機械與輪機所 891工學院 1940

材料系 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所 862工學院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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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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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訂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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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臺大學生與外校學生校際選課，僅限已簽訂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之各校系。
2.臺大學生至外校修課之共同原則：以該學期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限。
3.臺大學生除「臺灣大學系統、臺灣藝術大學通識課程、臺北教育大學通識課程」以外，加選下表學校課程，請至

  myNTU/課程學習/「本校生校際選課系統」申請，並於開學兩週內完成加選程序。
4.參考資料：國立臺灣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生工系 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951生農學院 1760

農經系 海洋大學 應用經濟所 882生農學院 1760

農經系 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限國際研究生

1091-1112生農學院 1760

食科所 海洋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所 821生農學院 1760

生科系 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1021-生科院 1760

新聞所 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942社科學院 1610

中文系 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 912文學院 1610

歷史系 清華大學 歷史所 761文學院 1610

人類系 清華大學 人類學研究所 921文學院 1610

臺文所 清華大學 臺文所 941文學院 1610

政治系 清華大學 社會所 941社科學院 1610

社會系 清華大學 社會所 911社科學院 1610

社會系 清華大學 歷史所科技與社會組 952社科學院 1610

國發所 清華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101-社科院 1610

新聞所 清華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3年自動續限研究生

1112社科院 1610

醫材影像所 清華大學 奈米工程與微系統所
5年自動續

1071-醫學院 1940

醫材影像所 清華大學 動力機械工程學系
5年自動續 ，限研究生

1081醫學院 1940

工業工程所 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理系 971-工學院 1940

外文系 陽明交通大學 視覺文化研究所
自動續

1101文學院 1610

哲學系 陽明交通大學 心智哲學研究所
5年自動續

1081文學院 1610

人類系 陽明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學院族群與文 1001-文學院 1610

人類系 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105-1文學院 1610

音樂所 陽明交通大學 音樂所 901文學院 1610

第 5頁



國立臺灣大學研究生校際選課合約訂約學校系所一覽表

備註

（選課對象以碩、博士班學生為限）

學院 系(所) 學校 系所
起始學期

本校 訂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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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臺大學生與外校學生校際選課，僅限已簽訂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之各校系。
2.臺大學生至外校修課之共同原則：以該學期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限。
3.臺大學生除「臺灣大學系統、臺灣藝術大學通識課程、臺北教育大學通識課程」以外，加選下表學校課程，請至

  myNTU/課程學習/「本校生校際選課系統」申請，並於開學兩週內完成加選程序。
4.參考資料：國立臺灣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物理系 陽明交通大學 交通運輸研究所 932理學院 1760

地理系 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5年自動續，限研究生

1111理學院 1760

社會系 陽明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981-社科院 1610

社會系 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981-社科院 1610

社工系 陽明交通大學 衛生福利研究所 971社科院 1610

新聞所 陽明交通大學 傳播研究所 981-社科院 1610

物理治療系 陽明交通大學 物理治療暨輔助科技學 1012-醫學院 1940

機械系 陽明交通大學 交通運輸研究所 911工學院 1940

建城所 陽明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1011-工學院 1940

建城所 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5年自動續

1071-工學院 1940

工業工程所 陽明交通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學系 981-工學院 1940

醫工系 陽明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研究所 941工學院 1940

醫工系 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工程所 952工學院 1940

生工系 陽明交通大學 土木系 931生農學院 1760

農經系 陽明交通大學 交通運輸研究所 902生農學院 1760

資管系 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管理研究所 922管理學院 1610

公共衛生學院 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院
醫學院認可之公衛學群
系所學位學程(註3)1031-公衛學院 1940

職醫與工衛所 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982-公衛學院 1940

環衛所 陽明交通大學 環境衛生所 892公衛學院 1940

健管所 陽明交通大學 公共衛生 881公衛學院 1940

健管所 陽明交通大學 醫務管理所 881公衛學院 1940

健管所 陽明交通大學 衛生福利所 881公衛學院 1940

健管所 陽明交通大學 生物醫學資訊所 891公衛學院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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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研究生校際選課合約訂約學校系所一覽表

備註

（選課對象以碩、博士班學生為限）

學院 系(所) 學校 系所
起始學期

本校 訂約學校

◎校際選課單(限本校學生使用)，請至研教組網頁下載 112年 1月10日印製

學分費

說明：
1.臺大學生與外校學生校際選課，僅限已簽訂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之各校系。
2.臺大學生至外校修課之共同原則：以該學期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限。
3.臺大學生除「臺灣大學系統、臺灣藝術大學通識課程、臺北教育大學通識課程」以外，加選下表學校課程，請至

  myNTU/課程學習/「本校生校際選課系統」申請，並於開學兩週內完成加選程序。
4.參考資料：國立臺灣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健管所 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與社會所 981-公衛學院 1940

流預所 陽明交通大學 公共衛生所 882公衛學院 1940

流預所 陽明交通大學 公共衛生所 911公衛學院 1940

流預所 陽明交通大學 臨床暨社區護理研究所 1022公衛學院 1940

電機系 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工程所 911電資學院 1940

電機系 陽明交通大學 生醫光電所 921電資學院 1940

光電所 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工程所 911電資學院 1940

光電所 陽明交通大學 生醫光電所 921電資學院 1940

電信所 陽明交通大學 電信工程系 922電資學院 1940

電信所 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工程所 911電資學院 1940

心理系 新竹師範大學 國民教育所 842理學院 1760

地理系 彰化師範大學 地理系 1021-理學院 1760

中文系 暨南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961文學院 1610

政治系 暨南大學 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 1011社科學院 1610

國發所 暨南大學 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 101-社科院 1610

各系所 臺北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941全校 1020

地理系 臺北大學 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941理學院 1760

地理系 臺北大學 都市計劃研究所 942理學院 1760

社會系 臺北大學 社會系
不含在職專班

941社科學院 1610

社工系 臺北大學 社會工作系 971社科學院 1610

法醫所 臺北大學 法律學系
限法醫學概論、進階法
醫學2門課程1041-醫學院 1940

土木系 臺北大學 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106-1工學院 1940

建城所 臺北大學 都市計劃研究所 902工學院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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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研究生校際選課合約訂約學校系所一覽表

備註

（選課對象以碩、博士班學生為限）

學院 系(所) 學校 系所
起始學期

本校 訂約學校

◎校際選課單(限本校學生使用)，請至研教組網頁下載 112年 1月10日印製

學分費

說明：
1.臺大學生與外校學生校際選課，僅限已簽訂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之各校系。
2.臺大學生至外校修課之共同原則：以該學期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限。
3.臺大學生除「臺灣大學系統、臺灣藝術大學通識課程、臺北教育大學通識課程」以外，加選下表學校課程，請至

  myNTU/課程學習/「本校生校際選課系統」申請，並於開學兩週內完成加選程序。
4.參考資料：國立臺灣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建城所 臺北大學 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952工學院 1940

園藝系 臺北大學 都市計劃研究所 941生農學院 1760

生傳系 臺北大學 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962生農學院 1760

地質系 臺北科技大學 資源工程所 992-理學院 1760

土木系 臺北科技大學 土木與防災研究所 941工學院 1940

土木系 臺北科技大學 資源工程學研究所 962工學院 1940

機械系 臺北科技大學 冷凍空調工程系 931工學院 1940

機械系 臺北科技大學 機電科技研究所 941工學院 1940

環工所 臺北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理研究所 991-工學院 1940

工業工程所 臺北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981-工學院 1940

醫工系 臺北科技大學 有機高分子研究所 941工學院 1940

職醫與工衛所 臺北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理研究所 991-公衛學院 1940

師資培育 臺北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依規定繳費至開課校

891全校

(除師資培育) 臺北教育大學 各系所(除師資培育)
依原校規定繳費至原校
,免繳開課校1041-全校

師資培育 臺北教育大學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
依規定繳費至開課校

922全校

職醫與工衛所 臺北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暨研究所 1011-公衛學院 1940

健管所 臺北醫學大學 醫學資訊所 881公衛學院 1940

人類系 臺北藝術大學 博物館研究所 1011-文學院 1610

戲劇系 臺北藝術大學 舞蹈學院 1001-文學院 1610

建城所 臺北藝術大學 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 1031-工學院 1940

建城所 臺北藝術大學 建築與文化資產所 1031-工學院 1940

語言所 臺北護理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所 901文學院 1610

人類系 臺東大學 南島文化研究所 952文學院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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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研究生校際選課合約訂約學校系所一覽表

備註

（選課對象以碩、博士班學生為限）

學院 系(所) 學校 系所
起始學期

本校 訂約學校

◎校際選課單(限本校學生使用)，請至研教組網頁下載 112年 1月10日印製

學分費

說明：
1.臺大學生與外校學生校際選課，僅限已簽訂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之各校系。
2.臺大學生至外校修課之共同原則：以該學期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限。
3.臺大學生除「臺灣大學系統、臺灣藝術大學通識課程、臺北教育大學通識課程」以外，加選下表學校課程，請至

  myNTU/課程學習/「本校生校際選課系統」申請，並於開學兩週內完成加選程序。
4.參考資料：國立臺灣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各系所 臺灣科技大學(註2) 各系所 1031-全校

各系所 臺灣師範大學(註2) 各系所
不含在職專班

1031-全校

各系所 臺灣藝術大學 各系所
依原校規定繳費至原校
,免繳開課校1061-1112全校

外文系 輔仁大學 跨文化研究所
原名(比較文學所)

891文學院 1610

哲學系 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 961文學院 1610

哲學系 輔仁大學 哲學系 1001-文學院 1610

人類系 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
5年自動續

1091文學院 1610

心理系 輔仁大學 心理所 831理學院 1760

新聞所 輔仁大學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942社科學院 1610

法律系 輔仁大學 法律系
限博士班

951法律學院 1610

註1：全名為「全電化都會運輸系統基礎技術學分學程」，協議單位包括：

臺灣大學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成功大學電機資訊學院、交通大學工學院、
中央大學資訊電機學院、中山大學工學院、中興大學工學院、臺灣科技大學電資學院、臺北科技大學
機電學院、雲林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南臺科技大學工學院、屏東科技大學工學院。 

註2：國立臺灣大學系統包括：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灣科技大學。

註3：陽明交通大學公衛學群系所學位學程包括：公共衛生研究所、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衛生福利研
     究所、醫務管理研究所、國際衛生碩士學位學程、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註4：限兩學程碩士班學生，不可申請校際修讀歐洲語文課程且每學期修讀以不超過二科為原則。

以合作學校修習「全電化都會運輸系統基礎技術學分學程」之學生為限，由學程負責確認學生身分即
得修習科目(限本學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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