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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學士班招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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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申請／1,630 人

考試分發／1,412 人

繁星入學／ 346 人

希望入學／ 35 人

特殊人才／ 29 人

其他／ 2 人

海外高中

推薦入學 ／ 210 173

個人申請／ 15

聯合分發／ 289

總名額 ／ 514

學士班總名額 3,459人

名額 錄取

僑生本國生



108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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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甄試（50系所）

正取報到人數
備取報到人數

103(116)人
1(14)人

考試生 (99系所) 554人

學士逕修博士班 5人

博士班

甄試（115系所）

正取生 2,349人

備取生 1,823人

備取遞補 510人

考試生 (117系所) 1,536人

在職專班 (19系所) 397人

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計畫

綠色永續材料與精密元件學程 8人

資通訊科技菁英專案學程 10人

藥物科技學程 2人



108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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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國際應用材料工程碩士班」

•公衛學院「全球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碩士班」

•電機工程學系「資訊安全碩士班」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智慧科技與資訊安全碩士在職專班」

新增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原：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微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熱帶醫學暨寄生蟲學組（原：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寄生蟲學組）

•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原：環境衛生研究所、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兩所整併）

更名



109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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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依後續教育部來文而定

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時程變更

特殊項目
(博士班及醫事、師培相關學碩班)

一般項目
(其他學碩增設調整)

原報教育部時間 每年11月 每年5月

未來預計修正調整
合併至1月底提報

但因相關修法程序尚未完成，暫更改時程如下

109學年度案件

預計報部時間
108年1月31日前 108年3月15日前



期中教學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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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填答率 7.25%107-1調查填答率



教師評鑑及免評鑑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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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教師 16 人
通過教師 15 人

107-1免評鑑申請



教師專業發展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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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放照片 請放照片

教師成長社群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說明會 106-2學期傑出TA遴選

請放照片



線上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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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90周年校慶諾貝爾講座  臺大90周年校慶影片6部
 臺大90周年姊妹校祝福影片33部
 2018傑出校友影片8部

 「普通化學實驗解說」
與化學系合作製作

臺大演講網 YouTubeEDU 數位教材製作

請放照片 請放照片 請放照片



學習促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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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放照片
請放照片 請放照片 請放照片

希望計畫 國際交流活動 自主學習計畫 專業學科輔導

 希望生導師交流會
 弱勢生英文口說課程
 弱勢生程式設計專班

 臺大學習夢想孵化器 京都大學
 神戶大學
 關西大學

 6個學院，10個學系
提供專業輔導計畫



學術倫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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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單位 教務處、共教中心、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

辦理場次 場次一 場次二 場次三

參與人數 87人 129人 64人

評鑑值 4.38 4.36 4.47

• 完整出席各場次者，可獲 6 小時認證，且符合本校至少 3 類學倫課程之規範

• 即日起申請之歷年成績單，即可看到該修習登錄

• 期末考週結束後 10 日，學生亦可至成績查詢系統確認修習紀錄

後續每學期至少舉辦2場，凡取得認證，終身有效

碩士班取得認證者，博士班檢附成績單即可，無須重修

107-1已辦理3場學術倫理工作坊



線上課程採計為通識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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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苑舉正教授
活用希臘哲學 (實體考試)

物理學系朱士維教授
普通物理學：電磁學、光學及近代物理學(實體考試)

經濟學系王道一教授
實驗經濟學 (期末報告)

107學年度試辦
NTU MOOC
學分採計

3門Coursera課程可採計為

通識課程1學分

申請線上課程學分採計，
除線上課程修習完成，
應同時參與教師設定之
其他考核



三校聯盟跨校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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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跨校輔系辦法」預計提下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討論

• 各校系自行決定是否開放，自訂名額、申請資格、審查條件

• 學生向開放學系提出申請，以原校未開設學系為限，並經雙方校系同意

• 由加修學系訂定輔系科目學分、認定學生已修畢課程得否替代或兼充

• 學生依雙方校系規定取得跨校輔系資格後，於畢業證書加列跨校輔系



三校聯盟跨校輔系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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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 臺科大 臺師大

開放 13系 16系 16系

不開放 41系 2系
12系

（另5系未定）

調查時間 107年11-12月 106年5月 105學年度

開放系所

人類系、化學系、地理系
大氣系、經濟系、土木系
機械系、農藝系、生機系
植微系、公衛系、生科系
生技系
數學系(待討論)

機械工程系、材料科學與工程系、營
建工程系、化學工程系、電子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資訊工程系、企業管理
系、工商業設計系、建築系、應用外
語系、科技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財務
金融學士學位學程、智慧財產權學士
學位學程、醫學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色彩影像與照明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教育系、衛教系、公
領系、英語系、歷史
系、地理系、臺文系、
數學系、物理系、化
學系、資工系、機電
系、電機系、東亞系、
華語系(應華組)、
音樂系



學習開放空間-博雅教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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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教育

• 籌備國際學院: 其中生農碩士學位學程特色領域先行。

• 成立國際招生辦公室: 境外生單一招生窗口。

• 設置招生獎學金:

• 今年首度成立僑生獎學金，並與錄取名單同步公布

• 國際生獎學金，2020年起與錄取名單同步公布

• 一部分名單由各院自行決定，另一部份競爭名單由招生辦公室決定

• 獎勵英文授課，成立英文授課教學獎，由本學年度開始執行。

• 鼓勵開設全英學程，學費提撥(含學士班)採彈性認定。

• 強化大一英文及進階英文課程，提升學生聽說讀寫能力。

16



國際化教育>國際學院籌備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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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會議

校長室國際學院規劃小組會議：9次

國際學院初期規劃相關會議：4次

各領域碩士學位學程相關會議：

-生物農學：4次

-永續防災：3次

-智慧科技：4次

教育部國際學院討論會議：1次

-智慧科技領域碩士學位
-學程開始招生
-申請增設國際學院

-永續防災領域碩士學位
-學程開始招生
-申請增設智慧科技領域
-碩士學位學程

-生物農學領域碩士學位
-學程開始招生
-申請增設永續防災領域
-碩士學位學程

2020

2022

2021

逐年增設具前瞻性領域
之碩士學位學程

2023

時程

中長期目標將建立包含學
士、碩士、博士班之完整
學制

申請增設生物農學領
域碩士學位學程 2019



國際化教育>推動國際化跨域學程

扮演臺大國際化

驅動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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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品牌創建為主，且自
主營運，並扮演臺大國
際化驅動引擎的角色，
透過建立跨領域的特色
學位學程，將11個專
業學院的亮點與能量加
乘，提升臺大國際學術
聲望與地位，帶領臺灣
走向世界。

提供臺大專業特色

全英語學位學程

初期以生物農學、永
續防災、智慧科技領

域為焦點，建立具備臺灣
產業、文化及臺大專業特
色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整合校內資源，結合校外
學術與企業力量，並搭配
國際組織合作，提供完整
專業訓練。中長期目標將
建立包含學士、碩士、博

士班之完整學制。109學
年度將招收第一批學生。

國際學院將成為校內各
種具國際影響力之全英
語學程平台，涵納不同
模式的學程，達成多元
共榮的目的，並集中校
內國際動能，創造國際
影響力。

匯聚國際動能

創造國際影響力



國際化教育>臺大生物農業領域碩士學位學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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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目標明確

• 東南亞國家講師與政府官員

• 國際組織之研究人員

• 世界四大糧倉（中國、美國、

印度、巴西）之優秀人才

專業與實務並重

• 著重技術及實際應用導向

• 多元實習機會，如：國際級

研究組織、生技公司、農漁

林試驗所等

學位學程加值

• 與國際知名大學之雙聯學位

• 招生與獎學金與國際研究組

織合作，如： SEARCA 、

IRRI 

• 培育生物農業領域尖端人才

• 推動農業技術國際化

• 建立國際橋樑，帶動國家發

展

帶動國家產業發展

• 以臺灣領先之農業技術與培育為主力，加上世界級的研究與實習培訓，建立完整

的農業產業學習知識。培育國際人才成為學術棟樑，歸國後成為臺灣之外交橋樑。

高端就業市場

• 學校教職及研究人員

• 研究組織研發人員

• 生技公司創新人員



國際化教育>國際招生整合策略
20

• 建置國際招生辦公室，由國際處與教務處共同建立統一的招生策略與申請窗口

• 境外學生由單一入口提供招生資訊及申請流程

• 建立海外駐點策略，與當地優秀之高中建立聯盟，配合各系所招生需求，主動
延攬優秀國際學生

• 設置招生獎學金，配合招生策略，縮短審查時程同時公告錄取結果與獎學金

國際生

僑生

港澳生

入學前 入學後



國際化教育>國際招生窗口單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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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ㄧ國際招生窗口，單純化
申請流程及時程
 境外生招生及窗口
 組成:

執行長（副國際長）
共同執行長（副教務長）
成員若干

校長

校級招生委員會

審議招生簡章

審理各項招生事宜

教務處

院、系、所、學位學程

招生委員會

系所招生規定

審查、口試及核錄

行政會議

招生辦公室

國際事務處招生策略研究小組

註冊組

本地生招生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轉學考

境外生招生
國際學位生

僑生/港澳生

陸生

教務會議

研究生

教務組

課務組

國際招生
辦公室



國際化教育>僑生與港澳生招生獎助學金

• 自107年起設立僑生及港澳生招生獎助學金，鼓勵海外優秀學生至本
校就讀以及各學院系能積極進行海外招生

• 獎助對象：經海外高中推薦入學錄取之學生

22

類型 獎助內容 名額

獎學金 每月核發新台幣一萬元 4

學雜費
補助

全額補助 8

補助1/2 10

補助1/3 17

合計 39

• 評審方式：與海外高中推薦入學
各學系審查時間同步，請各學院
推薦優秀學生後再由獎學金審查
委員會決選獲獎名單與獲獎金額，
並與海推榜單同時公告

• 107年獎助學金預算共160萬元，
未來視當年度預算決定獎項名額

• 107年各類獎助學金頒發名額



國際化教育>增設英語教學優良及傑出教師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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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院系所開設全英學程

-英語教學優良/傑出教師遴選
• 專任及專案授課教師最近一學年開授全英語專業科目

至少1 門
• 以全英語授課之語言課程、書報討論、書報研讀、學

碩博士論文、專題研究與專題討論等課程不計入
• 合授之課程僅以主授教師人數計

專任教師 兼任教師

各學院暨共教中心 英語授課

傑出獎 優良獎

傑出獎 優良獎 傑出獎 優良獎

0.9 % 8.1 % 0.1 % 0.9 % 0.5 % 4.5 %

★提醒：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可做為
各教學單位評估教師教學表現之參
考資料，惟避免將課程評鑑值視為
優良教師遴選等作業之門檻或唯一
標準，不宜用於不同課程或教師間
的互相比較。



教務九十特展 （展期：2018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 月 13 日/博雅館一樓)

24https://aca90festival.ntu.edu.tw/



教務九十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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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教務九十特展專頁：
https://aca90festival.ntu.edu.tw/

臺大 YouTube EDU Focus 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R0IqxWuy0I

https://aca90festival.ntu.edu.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R0IqxWuy0I


校級招生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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