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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新冠肺炎) 

110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安心就學措施 Q&A 

編號 問 題 回 覆 
業務單位 

/聯絡資訊 

一 若無法於開學日前

完成註冊程序，該

如何辦理？ 

(一) 第二學期新生： 

本校提供線上註冊，網路註冊預計開

放時間：111年2月10日 (四) 9:00~2月

17日 (四) 17:00，

https://my.ntu.edu.tw/StudentPass/Hom
e/Index ，各項目均須經由本校各相關

單位審查，待各項目審查通過後且完

成繳交學雜費者，始完成全程之註冊

手續及領取學生證。 

舊生：只需繳交學 (雜) 費及選課，不

需來校辦理註冊。 

(二) 學生若於3月21日後仍無法抵臺就讀，

學費 (含學生平安保險費、網路使用

費、僑陸生相關保險) 將另予計算。 

1. 學士班學生按其所選學分數繳交

學分費，免繳雜費。 

2. 碩博士班學生繳交所屬系所之學

雜費基數。  

(三) 部分系、所、學位學程無法開設遠距

教學課程，建議學生若有修課需求且

無法入境，請辦理休學，該休學不列

入休學累計期數。 

學士班： 

教務處註冊組 

3366-
2388#202~208、

211~222、224、

225 
碩博士班： 

教務處研教組 

3366-
2388#402~417 
新生健康檢查： 

學務處保健中心 

3366-2161 

二 研究所國際學位新

生保留學籍 

請下載填寫保留入學資格申請書，並檢附

(1) 錄取通知書影本1份、(2) 學位證書影本1

份，完成後提供保留入學資格核准通知書交

予學生收執。 

碩博士班： 

教務處研教組車

股長 

3366-2388#402 

三 境外學位舊生如因

疫情需休學，該如

何辦理？最遲必須

在何時之前提出休

學申請？如何退學

雜費？ 

(一) 學生因無法入境，申請休學須完成

myNTU線上休學申請，休學原因請選

擇「受疫情影響休學」，不須印出紙本

或委託代理人跑休學流程，逕由註冊

組或研教組專案受理。已繳費註冊

者，至遲請於期末考前提出休學申

請，此休學記錄將不列入休學累計期

數計算。 

(二) 學生因無法入境於開學後休學者，本

校將視情況專案給予退費。 

學士班： 

教務處註冊組柯

股長 

3366-2388#203 
碩博士班： 

教務處研教組車

股長 

3366-2388#402 

https://my.ntu.edu.tw/StudentPass/Home/Index
https://my.ntu.edu.tw/StudentPass/Home/Index
http://gra103.aca.ntu.edu.tw/gra2007/gra/retstatapp_eng.doc
mailto:taili@ntu.edu.tw
mailto:taili@ntu.edu.tw
https://my.ntu.edu.tw/restleave/login.aspx
mailto:srke@ntu.edu.tw
mailto:srke@ntu.edu.tw
mailto:taili@ntu.edu.tw
mailto:taili@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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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 題 回 覆 
業務單位 

/聯絡資訊 

四 學雜費如何計算？

繳費方式為何？ 

(一) 若同學抵臺並解除居家檢疫時間已逾

開學日，開學第一週請列印繳費單至

郵局繳費；開學第二週起，學士班學

生請持繳費單至註冊組蓋章後，碩、

博士班學生至研究生教務組蓋章後，

再至出納組補繳學雜費。  

(二) 若同學於3月21日之後仍無法抵臺就

讀，學士班學生僅需繳交學分費（學

生平安保險費、網路使用費、僑陸生

相關保險皆另計）；碩、博士班學生僅

需繳交學雜費基數。 

已先行繳交全額學雜費之同學，若於3月21

日後始抵臺，可來校辦理溢繳費用退費。 

本校110學年度各學制學雜費收費標準詳見

本連結。 

學士班註冊繳

費： 

教務處註冊組陳

小姐 

3366-2388#204 
研究生註冊繳

費： 

教務處研教組車

股長 

3366-2388#402 
僑生醫療保險： 

學務處僑陸組吳

幹事 

33663232#13 
陸生醫療保險： 

學務處僑陸組黃

副理 

33663232#14 
國際學生健保／

商業醫療保險： 

國際事務處國際

生服務股徐專員 

33662007#206 

五 因疫情影響未入境

或延後入境之學

生，選課、修課、

成績權益如何保

障？ 

(一) 學生應依本校選課期程進行線上選

課。 

(二) 若同學抵臺後解除居家檢疫後已逾選

課期間，可填寫學生報告書經授課教

師與系所主管同意後，申請專案補選

課。 

(三) 本學期受疫情影響無法來校就讀之學

生，選課不受學分下限之限制。 

(四) 為確保本案學生學習品質，學校將視

情況輔以彈性措施，如同步或非同步

之線上數位課程支援，以協助學生修

讀課程。包括透過數位學習平台進行

線上學習及繳交作業等方案。 

(五) 授課教師得針對個別學生特殊情形調

整評分方式或提供補救措施。 

學士班： 

教務處註冊組陳

小姐 

3366-2388#204 
研究生： 

教務處研教組車

股長 

3366-2388#402 

https://ntuinfo.ntu.edu.tw/pdf/fee_total110.pdf
mailto:cyc7482@ntu.edu.tw
mailto:cyc7482@ntu.edu.tw
mailto:taili@ntu.edu.tw
mailto:taili@ntu.edu.tw
mailto:wumm@ntu.edu.tw
mailto:wumm@ntu.edu.tw
mailto:yishiuanhuang@ntu.edu.tw
mailto:yishiuanhuang@ntu.edu.tw
mailto:lilyhsup87@ntu.edu.tw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UAADForms/學生報告書.pdf
mailto:cyc7482@ntu.edu.tw
mailto:cyc7482@ntu.edu.tw
mailto:taili@ntu.edu.tw
mailto:taili@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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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 題 回 覆 
業務單位 

/聯絡資訊 

六 我具110-2出國交換

／訪問資格，惟因

疫情考量，暫未確

定是否放棄出國，

請問能否正常選

課？ 

因應疫情考量，為保障同學修課權益，預計

或已於110-2出國交換/訪問之同學，可先在

本校選課 (含加退選及人工加簽)，若於開學

第五週結束時尚未放棄交換/訪問資格者，

則刪除同學110-2選課紀錄。 

學士班： 

教務處註冊組陳

小姐 

3366-2388#204 
研究生： 

教務處研教組車

股長 

3366-2388#402 

七 我因疫情無法來臺

就讀，是否有彈性

遠距學習方式可以

修課？ 

(一) 針對目前受疫情影響而無法入境就讀

學生，可洽授課教師討論所選課程得

否以遠距方式進行，學校可提供教師

課程錄播、非同步數位課程平台等技

術支援。 

(二) 若學生已選修之課程，授課教師無法

提供遠距彈性修讀措施時，請於全校

加退選階段退選（2月28日上午8時

前）並改選其他適合之課程。 

(三) 本校學士班學生可修習臺灣大學開設

之開放式線上課程，修課者至少須修

習1學分或合併至少1學分之課程，修

習完成後備妥認證證書或相關完課證

明（Coursera課程平台取得認證證書

將另行收費），由教務處以通過、不通

過方式在成績單登記為選修學分。 

無法入境學生專屬線上課程選課平臺

與相關說明，請點選網址： 

https://eportfolio.ntu.edu.tw/EntryApply
/index.aspx 
研究生請勿選修本線上課程，並請洽

指導教授修讀專題研究或專題討論。 

(四) 教務處數位學習中心針對非同步、同

步遠距教學提供教師和學生相當完整

的支援，包括課程錄影軟體、硬體教

學、視訊會議軟體 (U會議) 帳號申

請、NTU COOL 數位教學平臺，詳細資

訊可參考數位學習中心網站或是課程

數位化百寶箱。 

學士班選課相

關： 

教務處註冊組陳

小姐 

3366-2388#204 
碩博士班選課相

關： 

教務處研教組車

股長 

3366-2388#402 
遠距課程開授規

範： 

教務處課務組曾

股長 

33662388#302  
遠距教學技術諮

詢： 

教務處數位學習

中心 

張副組長

33663367#580  
線上課程選課平

臺： 

教務處資訊組 

賴程式設計師 

33662388#609 
 
 

mailto:cyc7482@ntu.edu.tw
mailto:cyc7482@ntu.edu.tw
mailto:taili@ntu.edu.tw
mailto:taili@ntu.edu.tw
https://eportfolio.ntu.edu.tw/EntryApply/index.aspx
https://eportfolio.ntu.edu.tw/EntryApply/index.aspx
https://www.dlc.ntu.edu.tw/
https://cool.ntu.edu.tw/courses/20
https://cool.ntu.edu.tw/courses/20
mailto:cyc7482@ntu.edu.tw
mailto:cyc7482@ntu.edu.tw
mailto:taili@ntu.edu.tw
mailto:taili@ntu.edu.tw
mailto:tsengchi@ntu.edu.tw
mailto:tsengchi@ntu.edu.tw
mailto:wschang13@ntu.edu.tw
mailto:wschang13@ntu.edu.tw
mailto:chiayinlai@ntu.edu.tw


第4頁，共4頁 

編號 問 題 回 覆 
業務單位 

/聯絡資訊 

八 若疫情於本學期結

束前減緩，原已休

學之學生能否申請

復學？ 

學士班： 

學生可專案申請復學，惟在學的要件包含

「完成註冊繳費」以及「選課」。若學期中

同學回臺無法找到適合課程加選，110-2學

期仍不得申請復學。 

碩博士班： 

得專案申請復學，不受選課與否限制。 

學士班： 

教務處註冊組柯

股長 

3366-2388#203 
 
碩博士班： 

教務處研教組車

股長 

3366-2388#402 

九 無法入境之學生，

影響到實習、畢業

時程，該怎麼辦？ 

學生若因本次疫情無法來臺就學者，學校將

視受影響之情況延長修業年限。 

學士班： 

教務處註冊組藍

股長 

3366-2388#206 
碩博士班： 

教務處研教組田

股長 

3366-2388#405 

十 無法入境之研究

生，110-2學期該如

何提出學位考試申

請？ 

研究生若已修畢學分及完成系所其他規定，

請於網頁申請學位考試，經系、所、學位學

程同意後，口試得以視訊方式進行。 

教務處研教組田

股長 

3366-2388#405 

十一 若我已符合畢業資

格，但受本次疫情

影響無法入境，學

位證書將如何領

取？ 

學士班： 

學生可以彈性辦理畢業離校手續及領取學位

證書（通訊、延後或委託他人）。 

碩博士班： 

畢業生可委託他人於期限前至圖書館繳交論

文，離校手續可通訊、延後或委託他人來校

辦理。 

學士班： 

教務處註冊組藍

股長 

3366-2388#206 
碩博士班： 

教務處研教組田

股長 

3366-2388#405 

十二 因疫情無法入境之

學生若有相關問

題，是否有輔導協

助機制？ 

學生可逕洽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辦公室，或洽前揭相關業務

單位承辦人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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