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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進修學士班選課注意事項 
（學號為3109-3110適用）  

  

一、本系大學部畢業學分為130學分（雙主修、輔系、教育學程等之學分不計在內）  

＊ 大一~大三每學期選課學分數不得少於 16學分，大四每學期不得少於 9學分。 

＊ 全學年之科目，未經修習上學期或修習上學期成績未滿 40分者，不可修習下學期，若修習則不承認

學分。此外，全學年課程務必完整修習，只修一學期者，學分皆不予承認。 

＊ 凡修習與本系選修課程科目名稱相同之外系課程，不承認為本系學分，但得列入「外系+共同選修: 

0-16學分」。 

＊ 同樣科目名稱之課程，畢業學分數採計以 1次為限。（輔系、雙主修另依相關規定辦理） 

＊ 校必修（體育、通識）、軍訓，多修不列入畢業學分中。 
 

校必修 

24學分 

 系必修科目 

34學分 

 「8科選 5科」必修 

20學分 

 系選修 

52學分 
‧語文通識：大一國文 4 學
分、大學英文 4 學分。 

‧六大向度通識：16 學分
（任選 5 向度，各向度
至少選 1 門） 

‧體育 0學分，必修 4學期 

  
所有課程，需在本系
修習始計入畢業學
分 

  
 32學分選 20學分。 
多修得計入選修  
學分。 

 ‧ 

  承認校共同選修及
外系課程至多 16學
分。 

 
＊本系必修課程如下：系上開的必修課，請依照開課年級修課        （）為學分數 

必修學分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政治學（6） 公共政策（4） 行政法（6）  
行政學（6）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4）   
量化研究方法（一）：
基礎統計分析（4）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4）   

「8科選 5科」必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比較政府（4） 公共人力資源管理（4） 行政倫理（4） 
  中國政治思想史（4） 地方政府（4） 
  西洋政治思想史（4） 財務行政（4） 
  公共管理（4）  

 
二、其他課程相關規定概略說明如下，其餘未盡事宜，請參閱教務處的教務規章。 

 重要規定 法源依據 

系必修 

系選修 

◎系上開的必修課，請依照開課年級修課。 

◎選修科目，修課人數上限由各科老師自行規定，若備註欄有寫「開放各年級選修」，大1~大4皆可

選課，其餘修課限制，請見選課列表各科名旁的  按鈕。 

體育課程 ◎不得連續四小時。 
◎體育課程每學期以修習二門課程為限，且以修習必修課程者為優先。體育
選修課程每學期以1學分計算，不計入畢業學分，但計入學期成績。 

國立臺北大學體育實
施規程 

通識課程 ◎107 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必須選修向度通識教育課程 16 學分，6 大向度
中任選 5 向度，各向度至少選 1 門。 

◎選修通識教育課程或向度通識教育課程與學生所屬學系之必修、選修課程
相同或雷同者，不列入通識畢業學分數。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
育課程實施辦法 

輔系 

雙主修 

1. 申請者需在本校修習一年課程，方可進行申請（轉學生也是）。 
2. 輔系、雙主修所修習之學分，不列入外系選修 16學分（但放棄輔系或雙
主修即可）。若想輔系雙主修他系，請直接詢問他系助教（選課亦是）。 

1.學生修習輔系辦法 
2.學生修習雙主修學
位辦法 

3.各系自訂之輔系與
雙主修辦法 

系上發佈
訊息來源 

1.各班班代（請務必建立通訊聯絡網）。 
2.數位學苑 2.0  http://lms.ntpu.edu.tw/ （上課訊息皆由此公告，並由系統發
信通知修課同學，所以同學一定要確認學生資訊系統中所填的 e-mail 是
否正確，以保障自己的權利）。 

3.本系網頁 http://pa.ntpu.edu.tw/index.php/ch  

 

一貫修讀
學、碩士學
位 

1. 本系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學生修業滿四學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在該班
排名前 15%或至少三學期平均成績均達 80分以上者，得於第 5學期(3年
級第 1學期)及第 7學期(4年級第 1學期)開始前，即每年 9月 1日至 9月
10日止向本系提出申請。 

2.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須於第八學期（含）之前取得學士學位，並參加本
校碩士班甄試入學或一般招生考試，經錄取報到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
究生資格。 

1.國立臺北大學公共
行政暨政策學系一
貫修讀學、碩士學位
辦法 

2.國立臺北大學一貫
修讀學、碩士學位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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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學金來源： 

1. 本系獎學金：請注意系網頁（首頁 > 學生園地 > 獎助學金 > 本系承辦之獎助學金）。 
2. 學校獎學金：一樓進修組外之公佈欄，以及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 
3. 外校獎學金：自行尋找相關訊息。 
 
 

★ 109-1 選課重要期程（選課前請務必詳閱選課注意事項，再進行選課。） 

※選課相關諮詢單位 （請先撥打本校台北校區總機 02-2502-4654，再撥分機） 

項目 權責單位 分機 項目 權責單位 分機 

進修部選課問題 進修教育組 18257、18258、18012 語文通識

課程選課

問題 

大一國文選課問題 中文系 66708 

通識課程向度選課問題 通識中心 66165 大學英文、英聽抵

免問題 
語言中心 66478 

體育課志願選課問題 體育室 68511 

學生資訊系統問題 資訊中心 68230、68233、68238 軍訓課選課問題 軍訓室 66222 

   教育專業課程 師資培育中心 66906 

 

一般初選時間表 

時間 / 日期 8/3~8/9 9/7~9/13 

08：30~17:00 
舊生選課：2-5年級 

(含 2~5年級復學生、延修生) 

新生選課：1年級 

(含 1年級復學生、轉學新生) 

線上加退選時間表 

時間 / 日期 9/22 9/23 9/24 9/25~30 10/1 

08：30~12：00 5、4年級 3年級 2、1年級 
分發作業 
暫停選課 全校學生 

12：00~17：00 5、4年級 3年級 2、1年級 全校學生 全校學生 

17：00~翌日 08：30 5、4年級 5-3年級 全校 全校學生 
分發作業選課結束 

下午 7時後 

可查詢選課結果 

 

★ 學校常用電話與上班時間（請先撥打本校台北校區總機 02-2502-4654，再撥分機） 
暑寒假：週一～四，上午 9點～下午 4點 
學期間：週一～五，下午 2點～晚上 9點 
 

項目 權責單位 分機 

課程選修問題 進修教育組-課務 18257、18258、18012 

學籍、休退學、成績登錄 進修教育組-學籍 方德雲小姐 18237 

受理弱勢助學補助、學雜費減

免、就學貸款、新生健檢 

進修教育組-學務 劉海芬小姐 18223 

學生平安保險 進修教育組-學務 吳註分小姐 18020 

學生兵役、役期折抵、預官考

選、學生輔導 

進修教育組-行政管理組 陳欽盛教官 18025 

繳費 出納組 王怡心小姐 18217 

系上開設課程與相關事務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蘇俞如助教 18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