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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長的話 
 

  親愛的新生同學們大家好：  

首先恭喜各位同學，在今年疫情影響之下，仍通過重

重考驗，成為臺大人的一分子，足見同學們的努力與韌性。 

加入臺大這個大家庭後，面對臺大校園的一切，又是

另一番風景吧?為使同學們儘快融入臺大，學務處同仁努力

整合各系所、行政單位的資訊與簡介，將臺大校史、新生

專題、服務學習、住宿交通、海外教育計畫、職涯規劃、

課外活動、輔系雙主修等訊息作有系統的整理和歸納，讓

初來乍到的臺大新生們善用臺大豐富的資源，能夠更快地

瞭解與適應新環境。 

進入臺大，深深浸潤在濃厚的學術文化氛圍之餘，同

學可以善用完備的教學資源，進行多元化的學習，讓朦朧

未明的學習足跡綻放出絢麗的青春色彩。大學時光稍縱即

逝，在此勉勵各位善用臺大提供的多樣化資源、學習平臺，

掌握培訓與研究的機會，它們將成為各位無限的寶藏。大

學之路的步履深淺，取決於同學們能否把握並善用大學四

年的時光，揮灑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於此，祝福各位在這裡尋訪到人生未來的方向和目標，

勇敢追夢，實踐理想，成就自己的大學之道。 

 

       國立臺灣大學 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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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 
 

 

認識臺大 

校史 

    本校成立於 1928年，也就是民國 17年。前身為日治時期之

「臺北帝國大學」。民國 34年我政府對日抗戰勝利，臺灣光復，

於 11月 15日接收本校，經改制後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分別

由羅宗洛先生、陸志鴻先生、莊長恭先生、傅斯年先生出任第一

至第四任校長，雖僅 5年短暫時間，然 4位先生在當時混亂的社

會環境下，卻都能夠致力於將自身理念實現在治校上。 

    改制後，依照我國學制，學部改稱學院，共 6個學院，22學

系，至 36學年度學生約為 1,855 人。其後學院系逐漸增加：迄

109 學年度本校已發展 11 個學院及 3 個專業學院，下設 56 個學

系，133 個研究所（含 22 個碩博士學位學程）學生約 32,000 人

（大學部約 16,000 餘人），另設有推廣教育學院，作為本校研究

及教學資源與企業、政府及社會菁英繼續學習的溝通平台。 

 

 

願景 

    臺灣大學為一研究型綜合大學，規模、領域完整，師資及學

生素質優異，校務發展在秉持核心價值「敦品勵學、愛國愛人」

之理念下，以教育卓越、學術卓越及社會關懷三大主軸，營造優

質學習環境以培育社會菁英。本校訂定「教育卓越、多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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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攬教學、研究優質人才」、「強化基礎建設與軟硬體環境」、

「卓越與前瞻研究」、「學術國際化」及「行政精進」等六項，作

為校務發展之關鍵策略，以提升教學、研究、學生事務、國際化

、基礎建設及軟硬體環境。提供師生一流學習與創新的優質環境

，培養社會領導菁英與知識創新研究人才、提升臺灣學術水準，

並協助國家經濟發展，解決人類永續發展重大問題，達到「華人

頂尖、世界一流」大學之願景。 

 

校訓 

    本校的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係傅斯年校長在民

國 38年第 4次校慶大會演說詞中，勸勉學生之訓示（當時所用的

「勵學」為「力學」，努力向學之意）。 

 

校徽 

    以校名、校訓、傅鐘，和大王椰子為主要內容，深具意義並

具美觀。虞兆中校長在 71 年 11 月 15 日校慶典禮上正式宣布校

徽，並宣讀圖說：本校歷史悠久，黌舍宏開，師資優良，設備完

善。創校以來，多所育成，對國家社會貢獻匪淺。為發揚光榮傳

統，並開示來者，爰將本校之作育目標與立校精神，融會於校徽

之中，俾全體師生知所勗勉。傅鐘：作息定時，生活有序，俾聞

聲惕勵，精進不已。椰樹：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步康莊大道，

養恢弘志氣。至若圖案中之梅花布局，藍白設色，及雷文邊緣，

乃融合立國精神與文化傳統之精蘊，庶臺大人之三復斯義焉。 

校史館聯絡方式， 

網址: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home.htm 

TEL:(02)3366-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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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群 

    國立臺灣大學創立於 1928年，在長達逾 90年的悠久歲月中

，已累積數以萬計獨特珍貴文獻史料、標本與文物藏品，並由各

系所單位設置多處不同屬性、規模之博物館進行典藏展示與推廣

教育，以支援教學研究所需，同時見證本校發展歷程點滴。其中

包括了校史館、人類學博物館、地質標本館、物理文物廳、昆蟲

標本館、農業陳列館、植物標本館、動物博物館、檔案館及醫學

人文博物館等。2007年 11月 15日，臺大博物館群正式宣布啟動

，並由圖書館負責協調整合。 

聯絡方式 

網址：http://www.museums.ntu.edu.tw 

TEL：(02)3366-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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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 

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 

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哲學系暨研究所 

人類學系暨研究所 

圖書資訊學系暨研究所 

日本語文學系暨研究所 

戲劇學系暨研究所 

藝術史研究所 

語言學研究所 

音樂學研究所 

臺灣文學研究所 

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翻譯碩士學位學程 

外語教學暨資源中心 

語文中心 

國際華語研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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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前身為日治時期之「臺北帝國大學

文政學部」，1945年臺灣光復後，更設為文學院。在全國各文

學院中，本校文學院歷史最為悠久，研究範疇最為豐富，十

四個系所學位學程中，或屬傳統人文學，或屬外國語文領域，

或屬藝術相關領域，或跨界為社會科學，豐富而多元。 

    為了增進教學效果，文學院各系所不斷充實或更新設備。

院中館藏人文相關圖書相當豐富，數量為全國大學之冠；外

語教學中心現有各種錄影帶、錄音帶及電影片等，亦數以萬

計，且設有網路外語教學教室；人類學博物館更收藏眾多珍

貴的民族及考古文物；院內電腦教室設備完善，更是提供優

質的教學環境。此外，文學院素重研究，涵蓋領域繁多，教

師著述，量多質精，久為士林稱道。 

    站在學術自由的立場，全力發展人文教育與研究並發揚

人文價值，為文學院持續的努力目標和使命。具體而言，首

先，文學院有培養人文人才的責任。知識的創新，思想的煥

發，教育的改善，文化生活的豐富，精神生活的提升，都是

臺灣永續發展路途中必須追求的目標。作為臺灣最重要綜合

性大學的文學院，實有責任為社會提供素質良好，且具創造

力的人文人才。因此，對院內所有學生傳授人文的基礎知識，

以培養其「認知、創意、思考、語文、寫作、論述」的能力。

其次，文學院負有學術發展的使命。進行研究、著書立說是

文學院教師的本分之一，這些工作是新知識、新見解的重要

源頭。其三，文學院的另一項任務是提升全校同學的人文認

識與素養。除了文學院自身的教育外，還為全校提供大量的

共同課程和通識課程。這項工作，既能為臺大培養具有人文

視野的人才，也有助於提升臺灣社會的人文水準，進而強化

臺灣的文化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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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是以培養高級科學研究人才與科學

教育、科技實務之工作人員為宗旨。其所屬的十二個系所、

學位學程、及相關的教學研究單位，涵蓋了基礎科學、地球

科學及社會科學三大領域。基礎科學方面包括了數學、物理、

化學等學系暨研究所；地球科學方面包括了地質科學、地理

環境資源、大氣科學等學系暨研究所、海洋研究所以及氣候

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碩士及博士學位學程(IPCS)；社會科學

方面則包括了地理環境資源及心理等學系暨研究所中推動人

文及社會研究部分。 

發展目標 

1. 強化課程，提升教學水準。以多元文化課程激發學生學習 

興趣，奠定學生堅實之科學研究基礎，培育頂尖科學研究

人才。 

2. 執行先進科學研究項目與重大計畫，充實教學與研究設備，

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及國際間之競爭力，以臻世界一流學

術地位。 

3. 積極建立國際學術合作關係、加強國 

際學術交流。鼓勵師生積極參與國際 

學術事務，提昇本院國際知名度。 

4. 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與演講，推動跨 

學門、領域之合作研究，共同利用資

源，激發新構想，邁向尖端科技研究

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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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 
 

1945 年，臺灣大學原文政學部改制為法學院及文學院。

斯時設有法律、政治、經濟三系。經過逐年分組、增班、增

設系所，並協助原隸屬法學院之商學四系，於 1987年分出成

立管理學院。1999年 8月法律學系獨立成法律學院，原法學

院及其他系所更名為社會科學院。目前社會科學院包括 4 個

學系及 3個獨立研究所。 

    本院教師積極參與國內和國際學術活動，藉由舉辦各項

學術研討會、出國進修訪問、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等各項學

術活動來提升學術研究成果，本院並積極與國外學術機構締

結學術交流計畫或實質合作關係、推展跨國雙學位制度、鼓

勵學生出國修習短期課程及擴大招收國際學生等，來提升本

院聲譽並與其他頂尖學術機構接軌。 

願景 

    本院教育目標為積

極培育具專業知識、獨

立思考、健全品格、人

文關懷與國際視野的社

會科學優秀人才，提升

相關領域之學術研究或

專業實務，增進國家發

展與人類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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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 
 

本院現有 8個學系，其中護理學系、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

學系、物理治療學系及職能治療學系之修業年限為 4 年，學

士後護理學系修業年限為 2 年半，畢業後分別授予理學士之

學位；醫學系自 2013年 9月起入學者改為 6年制，畢業後授

予醫學士學位；牙醫學系、藥學系為 6 年制，畢業後授予牙

醫學士、藥學士學位。物理治療學系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改為 6年制，畢業授予物理治療學士。另有藥理等 25個研究

所，其碩士班修業年限為 1-4年，博士班修業年限為 2-7年。 

願景 

本校醫學院迄今已有百餘年歷史，在我國醫學教育上扮演

極重要角色，其教育目標是「培育良才、領導專業、創新研

究、造福人群」。醫學教育為百年大計，時值醫學知識之急速

暴漲與累積，本校醫學院師生除傳承優良傳統外，更以「人

文關懷為基礎」、「病患為中心」進行疾病的治療，並養成團

隊合作、具備研究創新能力，以符合新世紀與社會環境的需

求。未來醫學院將繼續推動全人教育，提振醫學人文精神，

期所有受教之學生及

醫事人員在醫學教育

革新、研究創新與人文

精神推展下，以邁向頂

尖、追求卓越為目標，

成為國際一流研究型

大學醫學院。 



 

12 
 

工學院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緣起於日據時期的臺北帝國大學工

學部，本校於 1945 年接收之初，設置有土木工程學、機械工

程學、電機工程學及化學工程學等四系，歷經七十餘年的成

長茁壯，目前已發展成為一涵蓋各工程領域的全方位工學院，

包括：土木工程學、機械工程學、化學工程學、工程科學及

海洋工程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醫學工程學等六個系所及

環境工程學、應用力學、建築與城鄉、工業工程學、高分子

科學與工程學等五個獨立研究所，及綠色永續材料與精密元

件、分子科學與技術國際研究生等 2個博士學位學程。 

 

願景 

工學院教育目標著重教學與研究相輔相

成。在教學方面，積極改進課程規劃，提升

教學品質，培養具備基礎科學知識與專業技

能、工程倫理與社會責任意識以及國際視野

與領導能力等綜合素養之優秀工程師與工

程研究人員，以配合國家建設與科技發展需

求。在研究方面，積極發展工程相關之重要

專業領域，基礎與應用並重，加強與社會各界合作，提升研

究成果的質與量，使各領域皆能達到國際一流水準，並居國

內學術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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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之前身為日據時期之臺

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1943年理農學部分為理學部和農學部。   

本校接收時（1945 年），改為農學院，91 學年度（2002 年 8 

月）更名為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生農學院在接收之初設有 7

個學系：即農藝系、農業工程學、農業化學、農業生物學（後

改稱植物病蟲害學）、畜牧獸醫學、農業經濟學及園藝學等系；

其後為因應時代潮流，及我國農業研究需求，陸續增設系所

及致力於轉型發展；因此目前有獸醫學（獸醫專業學院）、農

藝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農業化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

學、昆蟲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動物科學技術學、園藝暨

景觀學、農業經濟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及生物產業機

電工程學等共計 1 個專業學院與 12 個學系。目前 12 學系及

食品科技研究所、生物科技研究所均設有碩士班及博士班；

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及植物醫

學碩士學位學程設有碩士班。 

願景 

生農學院更名轉型係為了更貼近現代和目前的研究和教

學內容外，也讓原本處於弱勢的臺灣農業，能夠產生一番新

的面貌和新的氣象，讓原本的教學和研究產生更大的發展和

效果，以配合國家生物資源產業的發展需要，培育農林漁牧

生產、改良及經營人才，內容包含基礎生物及生命科學理論

知識，以及各種促進生產、生態保育及改善生活品質之應用

技術，訓練本院學生從分子階層去了解基礎生命的現象及相

關的知識與試驗技巧，以培育生物科技在應用方面的專業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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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臺大管理教育始於民國 37年設立的商學系，76年改制，正式成立管理

學院。在歷任院長的辛勤經營下，迄今已發展為五系所及三專班：工商

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會計學系暨研究所、財務金融學系暨研究所、

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資訊管理學系暨研究所、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

班(EMBA)、企業管理碩士專班(Global MBA)，以及創業創新管理碩士在 

職專班(EiMBA)。 

 

管理學院匯集國內最優秀的教師，現有專任教師105位（含４名日、韓、瑞

典籍專任教師），教師多畢業於史丹佛大學、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芝加哥

大學、賓州大學及西北大學等世界名校；現有學生總人數約3,765人。 

 

本院秉持提昇學生國際視野、培養具備國際觀之專業人才為目標，並且推動

國際間學校互動交流及強化學生國際涵養為策略。本院持續推動交換學生／簽署

雙聯學位計畫，目前已與全球共27個國家，109所學校簽署合作計畫。此外，為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解決問題能力，除了管理專業與跨領域知識的學習，亦著重

增強學生國際語言能力、團隊溝通技巧、人文倫理與社會服務精神，重點作法包

括：推動全英語授課、跨國共授課程、開發優質合作姊妹校、鼓勵院內學生參與

國際活動或出席國際學術活動、邀請國外知名學者來訪演講或進行短期講習，以

提供學生更多元及不同面向的研修機會。 

 

  因應大數據熱潮來襲，針對資料分析、機器學習等方面人才的需求，本院結

合同時擁有技術領域和應用領域的優勢，開設「商業資料分析（Business Data 



 

15 

 

Analytics）」學分學程。同時調整專用領域規劃方向提倡第二專長課程、運用

「翻轉教室」加入實作時段、與業界合作開設統整實作課程，使產學與專業知識

相輔相成，以達到學以致用。另為促進本土個案更廣泛運用於教學課程，激發更

優質的個案產出，管理學院成立「個案研究與推廣中心」，有效提升個案教學創

新課程。 

 

  管理學院為協助學生順利銜接學校最後一哩至職場第一哩路，成立生涯發展

服務中心CARDO(Career Development Office)，秉承管理學院「培育優秀管理人

才」的理念，透過多元化的生涯發展教育，協助學生發展其專屬之適性、適才的

學習藍圖，並成為學生與企業之間聯結的橋樑，幫助優秀的學生找到適合的職場

舞台，達成生涯目標。 

 

本院於2010年通過AACSB (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國際商管教育品質認證。本著持續改善精神，再於2015/2016年順

利完成AACSB持續再認證評鑑( 2016-2020年)，並連續超過10年在Eduniversal

全球商學院影響力排名評選為Five Palm Award最高榮譽殊榮，為臺灣唯一獲此

榮譽之商學院，並獲評為「最具國際性影響力之最佳商學院」。 

 

展望未來，本院以創造知識、培育人才、建立有影響力的、一流的商管學院

為願景，積極培育青年，管理菁英，致力開發高品質之學習和創新教育環境，發

揮對教育、研究、產業、國際和社會多重影響力，以達成「培育青年」、「提供

對業界有意義的知識」、「從事有影響力、世界級的研究」和「建立學習平台」

之發展策略。 

 

本院期望所培育的學生不只成為臺灣企業的領袖，更要成為亞洲、全球的頂

尖企業領袖人才，引領企業轉型布局全球，強化臺灣在世界之經濟地位與影響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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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 

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 

食品安全與健康研究所 

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全球衛生碩士學位學程、全球衛生博士學位學程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主修生物醫學統計） 

 

公共衛生學院與美國公共衛生學院暨學程學會(ASPPH)於 108年 9 月 24 日共同舉辦「ASPPH亞洲

學術區域會議」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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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學院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為因應國家社會全面提升公共衛生水準的需求，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於 1993 年從醫學院獨立出來，成為全國第一個

體制上完全獨立的公共衛生學院。學院在 106 年 6 月獲得美

國公共衛生教育評鑑（CEPH）認證資格，是北美洲以外的第

一所大學，並成為美國公共衛生學院暨學程學會（ASPPH）的

會員。目前公共衛生學院組織包括大學部的公共衛生學系、5

個研究所、3個學位學程、及 2個碩士在職專班。公共衛生學

系成立於 1972 年，是臺灣地區首創的公共衛生學系。學系設

立宗旨在於培育學生具備公共衛生之基礎專業知識與技術，

引導有志者進入公共衛生相關的領域。 

願景 

   臺大公衛學院的使命在致力於教育、研究及服務，以增

進全體人類的健康福祉;核心價值在於 C.I.T.E，C-關懷

（Compassion）、I-求真（Integrity）、T-團隊（Team）、E-

平等（Equality）；願景在於成為世界一流的公共衛生學院。 

公衛學院發展，朝四大方向推進： 

一、 歷史的公衛 

公共衛生的發展必須從公衛歷史角度著手，從早前的熱

帶醫學研究所，1950 年代改成公共衛生研究所；1972

年成立公共衛生學系；1993 年從醫學院獨立成為公共

衛生學院。變化過程中，公衛學院與醫學院、醫院的關

係，都分而不離；在教學、研究、服務上的關係，也是

密不可分。 

二、 全球的公衛 

20世紀，公衛學院對臺灣公共衛生改善，公衛行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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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具體重大的貢獻。與世界各國，透過高等公共衛生教

育研究培養的公共衛生人力、知識，對全球公衛問題的

改善貢獻良多。到了 21世紀，公共衛生問題轉變為全

球衛生的問題，許多議題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才能解決。

未來公衛教學、研究，必須關照到臺灣以外的其他區域，

特別是政府目前倡導南向政策，未來公衛研究方向、教

材，必須涵蓋這些區域。 

三、 社區的公衛 

公衛學院已經通過美國公衛教育委員會之認證，且成為

美國公共衛生學院暨學程學會之成員。這些國際組織的

核心，在於關懷社區，主動參與，未來的公共衛生必須

是社區化的。未來，公衛學院課程上將強調，前往健康

不平等的社區，到利害關係人、衛生單位、環保單位、

公司行號等地點，實地教學與研究。 

四、 公益的公衛 

公共衛生必須對國家重大政策有所貢獻，研究所得之科

學知識，必須整理成可以影響國家政策的力量。這要透

過不斷倡議和立法行政的遊說，把科學根據的知識用於

可以促進國民健康的政策上。 

 
            公衛學院 107 學年度撥穗典禮研究所致謝詞代表何采築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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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資訊學院 
 

民國 86年國立臺灣大學成立第 9個學院「電機學院」，將

原本隸工學院之電機工程學系暨研究所、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電信研究中心，以及電信工程學研究所納入組成。民國 89年

電機學院更名為「電機資訊學院」，同時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

所由工學院改隸電機資訊學院。民國 90年設立電子工程學研

究所，民國 93 年設立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民國 95 年

設立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 

願景 

以配合電機電子資訊科學發展、培育高級科技人才、推動

國家經濟建設為目標。期能在永續經營的教育大業中，達成

以下之整體目標： 

◎培育電機、資訊領域的社會菁英及下

一代優異的研究人才。 

◎締造電機、資訊領域創新性、前瞻性

研究的環境與佳績。 

◎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及產業需求，研發

對電機、資訊產業具深遠影響的科學與

技術。 

◎積極成為國際一流的電機、資訊研究

重鎮，並善盡國際學術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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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 
 

法律學院原為本校前身「臺北帝國大學」下「文政學部」之「政

學科」，二次大戰後，文政學部分立改設為「文學院」、「法學院」，法

律學系與政治、經濟等學系同隸於「法學院」之下。而後，原法律學

系於一九九六年六月經校務會議升格為院，並經教育部同意自一九九

八年起，將原法學院分為「社會科學院」、「法律學院」。目前法律學

院下設有法律學系（含學士班及碩、博士班）及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

所。 

學士班共設法學、司法、財經法學三組，經過多年演變發展至今，

法學教育發展趨勢與法律職業主客觀環境已有重大轉變，三組課程之

間，亦已無顯著差異和區別必要，故為培育多元專業領域法學人才之

實際需求，自一○二學年度之入學新生起廢除「三組個別必修」課程，

並將畢業學分數降至 130學分，以利學生深入學習。 

法律學系碩士班現則分設基礎法學組、公法學組、民事法學組、

刑事法學組、財稅法學組、經濟法學組、國際法學組、與商事法學組；

博士班則不再分組別。在研究所教育方面，除致力於高深學術探討及

培育高級研究人才外，近年來尤著重質量之提升，並且為配合教學及

學術研究，於硬體上不斷增設中外文學術專書及期刊。另一方面，力

求學生研究能量之累積及培養、強化論文發表機制，並鼓勵師生間透

過經常舉辦之學術討論會，作為知識上及情感上之交流平台。 

本院除有悠久傑出的傳統法學研究外，本院教師亦早已展現科際

整合法律研究發展的高度興趣，多年來已與本校其他院系教授合開多

門跨科際領域課程，並有跨科際之研究計畫。經多年規劃並設立「科

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於九十三學年度起正式招生，以掌握未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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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育之特質，培養社會所需的各類專業法律人才，以本院多元的師

資、優異之教學內涵，必能造就眾多跨領域之實務及研究專才。 

願景 

以各個研究中心凝聚院內教師專長，鼓勵以跨領域方式，發展具

有前瞻性之議題，並舉辦大型國內及國際學術研討會，透過各類研究

成果來展現邁向國際一流之目標。 

法律學院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建院後已與亞洲、歐洲、美洲

著名大學簽約及執行共同之研究計畫且合辦研討會，希望藉此將臺灣

法治經驗及本校教師之創見或觀點，與國際學術界交流，使臺大法律

學院成為國際級法學研究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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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院 
 

為順應世界潮流及未來生物科學的發展趨勢，國立臺灣大

學於民國 92 年成立生命科學院。於 99 學年度「生化科技學

系」與「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合併調整為生化科技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本院又與中央研究院合作新設置

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學位學程、102學年度生命科學系與動物

學研究所整併為生命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又於

105 年與中研院合作設立跨領域神經科學國際研究生博士班

學程。是以本學院包括大學部兩學系、五研究所及二學位學

程。 

願景 

生命科學院院內研究發展強調應用分子、細胞、生化、生

物技術、功能性基因體、蛋白基因體、基因工程、生物資訊

學等技術與方法，探討生物之形態、生理、代謝、功能、遺

傳、調控、老化、環境適應、多樣性及演化等基礎生命科學

領域，並橫跨部分應用領域，

例如經濟生物應用研究及利

用生物細胞培養為生產工具

在產業上的應用研發。本院

生化科技學系，以生化科技

基礎研究及產品研發之上、

中、下游為研究教學專長領

域。這些方面之教學與研究，

概居國內大學之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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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主修、輔系、轉系 
   

    若遇本系與自己興趣不符時，可申請轉系；若對本科系

之外的領域有興趣，可申請雙主修、輔系以及相關學分學程

與跨域專長。 

 

◎雙主修即學士班期間修畢本系畢業學分，及加修學系的系

訂必修科目及指定選修，畢業時授予雙學位。修讀雙主修碩、

博士生，應修滿本系所規定之畢業應修科目學分，及加修系

所全部訂定必修科目及指定選修學分，並須符合本校「研究

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規定，且完成加修系所之學

位論文，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輔系即學士班期間修習本科系之畢業學分，以及輔系規定

之應修課程，通常低於雙主修之學分門檻。（另可申請國立臺

灣大學系統跨校輔系，請至國立臺灣大學系統網頁查詢相關

資訊） 

 

◎學生入學後，發現自己志趣或未來規劃與本科系不相符時，

可於就讀 1 年後至修讀年限最後 1年第 1學期開始前(不含

延長修業年限期間)，申請轉系。 

 

※查詢：myNTU → 學生專區 → 課務資訊 → 轉系輔系雙主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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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學程，跨域專長 
 

◎本校開設有系統的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提供學生多元學

習，修畢後授予學分學程證明。另，自 105 學年度起，國立

臺灣大學系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及本

校）受理系統內跨校申請學分學程，有意申請之學生，請至國

立臺灣大學系統網頁查詢。 

 

※查詢：myNTU → 學生專區 → 課務資訊 → 學分學程線上

申請 
 

◎本校自 106 學年度起，各學院可開設學士班跨域專長，學

生修畢後，得於學位證書、歷年成績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加註

跨域專長名稱。有意修讀之學生，請至教務處課務組網頁查

詢相關資訊。 

研究生精進計畫：Endnote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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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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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一、 通識教育為必修科目，未滿足條件者，不能畢業。凡 105學年度

已在學或新入學之學士班學生，應修習通識課程 15 學分。其他

規定如次： 

 

(一)  轉學生、降級轉系學生，應依轉入年級學生之入學學年度

為標準。 

(二)  入學之當年度第一學期即辦理休學者，應依其復學學年度

為標準。 

(三)  進修學士班學生：應修習通識課程 8學分。 

 

二、 通識教育劃分為「文學與藝術 (A1)」、「歷史思維 (A2)」、「世

界文明 (A3)」、「哲學與道德思考 (A4)」、「公民意識與社會

分析 (A5)」、「量化分析與數學素養 (A6)」、「物質科學 (A7)」、

「生命科學 (A8)」等八大核心領域。學生應依據共同教育中心

公佈之「各院系指定學生應修習通識課程領域一覽表」，修習其

就讀學系指定領域之通識課程。修習 3個指定領域後，其餘可開

放自由修習。通識課程如兼跨兩個領域者，得選擇計入其中任一

領域。國際學生不受前述規定之限制。 

 

三、 應至少修習 1門大學國文；修習 2門大學國文可與通識課程「文

學與藝術 (A1)」、「歷史思維 (A2)」、「世界文明 (A3)」，

以及「哲學與道德思考 (A4)」等 4個領域中任一領域相互充抵，

至多 3學分。僑生、國際學生依據本校「僑生、國際學生大學國

文輔導辦法」修習。故學生修習大學國文與通識修習方案有二： 

(一)  6學分大學國文+12學分通識 (2個指定領域)； 

(二)  3學分大學國文+15學分通識 (3個指定領域)。 

http://cge.ntu.edu.tw/wp-content/uploads/2018/05/%E5%90%84%E9%99%A2%E7%B3%BB%E6%8C%87%E5%AE%9A%E5%AD%B8%E7%94%9F%E6%87%89%E4%BF%AE%E7%BF%92%E9%80%9A%E8%AD%98%E8%AA%B2%E7%A8%8B%E9%A0%98%E5%9F%9F%E4%B8%80%E8%A6%BD%E8%A1%A8-96%E4%BB%A5%E5%BE%8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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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共同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核准並公布之專業基礎科目，可採計

為通識學分。惟若與學生畢業時就讀學系之必修課程相同，或為

學生畢業時就讀學系所開授之課程者，仍不得採計為通識學分。 

 

五、 學生可修習基本能力課程以計入通識學分，至多 6學分。 

 

六、 若該通識課程或基本能力課程為該學生畢業學系之必修課程，或

為其畢業學系所開授之課程，不得採計為通識或基本能力學分。 

 

七、 超修或不可採計之通識課程或基本能力課程，採計為一般選修。

惟若學生畢業之學系有其他規定，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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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專題 
    新生專題旨在讓新鮮人邁入新的學涯之際，能在教師的引導下，

進入與先前截然不同的學習殿堂，體驗本校的校園文化，為未來的學

習之路開啟一道門。 

    授課地點非限於傳統的教室。凡校園內的各種合適空間，例如男、

女生宿舍等 (即便安排在男舍或女舍，男、女生均可選修) 均可作為

授課地點，以期營造一個輕鬆、舒適、溫暖的學習氛圍，並打造一個

讓新生有歸屬感的學習團體。 

         

        新生專題修課注意事項： 

(1) 資格：限本校大一新生選修。每位新生一學期僅能修習一個

班次，第二學期開設之班次以未曾修習過本課程的新生為優

先。 

(2) 形式：採專題討論課 (seminar) 形式，亦即小班教學，每班

上限以 25人為原則。 

(3) 主題：不限，由授課教師自行規劃有興趣之議題作為專題討

論的主題。修課無須具備任何背景知識、專業，或修習任何

先修課程。 

(4) 本專題為 2學分之共同選修課程，該學分是否納入畢業學分

由各學系自行決定。 

(5) 評分：學期成績以通過 (pass) /不通過 (no pass) 表示之，評分

依據著重於課堂參與、書面或口頭報告。 

 

新生專題相關資訊請洽本校共同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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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課程 

 

選課須知：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於83年全面改為選修，

同學可於本校選修，亦可至三校聯盟選課，惟相同課名課程

僅準修習乙次。 

役期折抵 

  募兵制度推動後，有關83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全民國防

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抵軍事訓練辦法，敬請同學注意教育部

或本校校園安全中心網頁公告。折抵訓期依教育部102年3月

13日【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期與軍事

訓練期間實施辦法。學生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且

成績合格者，折減常備兵役役期或軍事訓練時間，其折抵方

式如下： 

1.82年次含以前役男：以徵兵及齡男子，以徵兵檢查合格於

除役前，徵集入營服之，為期一年，期滿退伍，修習全民國防

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含高中）得抵兵役天數，最高上限30日。 

2.83年次含以後役男：經徵兵檢查合格於除役前，徵集入營

接受四個月軍事訓練，期滿結訓，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含高中）得抵訓期，最高上限15日。 

3.申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或軍事

訓練期間者，於大學部修的軍訓課程應於前至註冊組前成績

單列印機列印折抵役期証明書而於碩士班修的軍訓課於研教

組前列印折抵役期証明書（限本校選修者），俾攜帶入營折算

役期。高中職部分請洽原修學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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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 
 

為落實本校「敦品勵學、愛國愛人」之教育目標，並讓服

務學習課程更貼近師生的期許，自 108 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

開始適用新制的修業規則，亦即修滿兩門服務學習課程即可

畢業。 

課程內容包括服務學習課程（甲）以建構服務與學習理念、

關懷校園生活環境為原則，及服務學習課程（乙）以校內外

服務為原則，可與校內外志工團體結合辦理。另完成《志願

服務法》規定之志工基礎訓練及志工特殊訓練，且領有志工

服務紀錄冊，並完成至少 12小時服務時數者；或由系主任簽

證之服務時數者，得申請免修服務學習課程（乙）。 

新制的服務學習，不論是在課程內容、開課單位或是時數

認證等，都提供了更彈性及多元的選擇，希望能落實並延續

服務學習的課程宗旨，從根本的體制去改革，以求提升整體

課程之品質。 

 

備註 

1.社團開設之服務課程請參考本手冊課外組活動之社會服務

內容。 

2.行政單位開設服務課，如：住宿組的社區國小服務、國際

處的外籍生服務、訪客中心的校園導覽服務…等，皆歡迎

同學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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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教育計畫 
 

國際事務處—前進世界的堅實後盾 

國際事務處自成立以來，不斷拓展臺大與締約姊妹校之實

質交流，積極辦理各式海外教育計畫，統籌及協調本校國際

學術交流，擔任全體師生及各行政單位推動國際化、追求卓

越之後勤與諮詢單位。 

海外教育計畫—Study Abroad, Study the World 

為培育學生成為具競爭力的世界公民，藉由學術交流提升

臺大國際知名度、建立國際化的校園，國際事務處積極推動

「海外教育計畫」，讓本校學生有機會前往海外學習，將各國

大學的學風與知識，帶回臺灣與本地學生經驗分享。歡迎上

網查詢各項計畫介紹及歷年心得分享！ 

1.交換學生計畫：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至海外姊妹校研修

一學期或一學年，不需繳交接待學校學費。現有超過 500 個

交換計畫：校計畫由國際事務處統一辦理甄選，各院、系、所

則依合約內容自行辦理甄選。為鼓勵學生參與交換計畫，本

校及教育部提供多項獎學金。 

2.訪問學生計畫：屬於自費性質，需繳交兩校學雜費，同樣可

以至國外大學研修一學期或一學年。訪問學生沒有姊妹校及

名額限制之規定，學生可選擇最有興趣的學校提出申請，除

費用外，各項權益皆與交換學生相同。 

3.海外暑期課程：利用暑假期間，前往特定姊妹校，參加為期

3 至 6 週的語言與文化課程或暑期學分班，所修習之課程可

申請成績登錄及學分採計，提供學生不一樣的海外暑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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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國際事務處每年合作舉辦美國史丹佛大學、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賓州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英國牛津

大學哈福特學院、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德國漢堡大學、海德堡

大學、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日本名古屋

大學、關西大學等知名學府的暑期課程。 

4.雙聯學位計畫：本校與海外姊妹校簽訂協議，互相採認授

課學分，學生於本校修業至少滿一年後，前往姊妹校修課學

習，滿足兩校要求之修業年限、學分數並符合畢業規定後，可

同時取得兩校學位。同學可兼顧語言、學業、文化交流等優

點，同時獲得臺大及國外優秀大學之學位，實質提升國際化

之競爭力。 

臺大海外教育展 

為讓學生深度了解本校各項海外教育計畫，國際事務處於

每年 11月搭配校慶舉辦海外教育展，廣設世界各國姊妹校攤

位，舉辦各式說明會。對海外教育計畫有興趣的學生絕對不

能錯過！詳情請密切注意國際事務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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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學暨 

資源中心 
 

本中心教室和劇場，在排課時間外，開放對外借用，是學

生舉辦公演及看表演的好地方；中心三樓 e 自學空間有許多

外語學習的館藏，是臺大學生加強外語學習的資源中心。 

 

聯絡方式 

 

◎總機電話：02-3366-2899◎e自學空間：分機 56 

 

◎借用教室、劇場：請洽 307室 / 02-3366-2896  

 

◎電子信箱：ntufltc@ntu.edu.tw 

 

外語教學中心小劇場 

 

可供總人數 186 人的小型集會或節目演出使用，只要符

合以下條件：1.臺大各行政單位、教學單位以及學生社團 2.

校外文教機構及團體 3.個人只限音樂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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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段：星期一至星期五：全日；星期六分下午及晚上 

二場次，實際可用時段，請洽 307室；設備：為小型鏡框式舞台，

配有懸吊式布幕系統、專業級音響控制系統、燈光系統及簡易化

妝室；收費方式：可至外語教學中心 307 室詢問或上網

（fltc.fltc.ntu.edu.tw）查詢。 

 

多媒體語言教室、電腦教室及 e自學空間 

 

除上課時間外，教室提供付費租用，詳細費用及可用時間請

逕洽 307室詢問。位於 3樓之 e自學空間館藏則提供外語自學及

外語檢定測驗的相關書籍。 

 

e自學空間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 9：00—12：00 

下午：13：00—16：00 

(中午 12：00—13：00午休閉館) 

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不開放 

  

午休閉館期間 12：00—13：00，自習讀者可至本中心指定教室自

習 

夜間資料使用：學期中，僅週一，17:30-20:30，使用地點：請看

e 自 學 空 間 公 告 ， 需 先 上 網 預 約 ， 預 約 網 址 如 下 ：

http://goo.gl/bR161v。 

http://goo.gl/bR16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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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中心 
 

本中心設有外國語文組及中國語文組二個單位。開設日、

韓、英、德、西、法等外語課程、華語文研習班及華語文師資

研習班等，提供本地與外籍生各種語言的學習機會。 

 

聯絡方式 

◎ 語文中心 

網站：http://ntulcoffice.liberal.ntu.edu.tw 

EMAIL：ntulcoffice@ntu.edu.tw 

◎外國語文組 

電話：(02)3366-3419 傳真：(02)2363-0701 

網站：http://www.ntulc.ntu.edu.tw 

EMAIL：ntulc@ntu.edu.tw 

◎中國語文組 

電話：(02)3366-3417 傳真：(02)8369-5042 

網站：http://cld.liberal.ntu.edu.tw 

EMAIL：cld222@ntu.edu.tw 

◎小提醒：不要把語文中

心和外語教學暨資源中

心、財團法人 LTTC 語言

訓練測驗中心搞混囉，我

們負責的業務不一樣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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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組 

    我們的課程開放給所有年滿十八歲之校內外學員參加。

學費比坊間更實惠，教學品質也有保證，提供留學考試、語文

檢定、論文寫作、增進聽說讀寫能力等多樣課程，同學們可以

就近利用此校內資源喔！外語組目前開設以下七種課程： 

1. 英語進修班：分級上課，課程包括「口說會話」、「綜合英語」、、

「基礎文法班」 

2. 歐語進修班：提供學生進修外語管道，目前開設的語言課

程有「德文」、「法文」、「西班牙文」。 

3. 日、韓語進修班：開設日、韓語課程分級上課，授課內容

包含會話、聽力、閱讀與文法結構。 

4. 週末外語班：目前開設有「多媒體學英文」、「高級寫作」、

「生活英語會話（初/ 中級/中高級）」、「TED當代議題」等。 

5. 專業英語進修班：目前開設班別包括「國際菁英論壇」、

「商務書信與溝通」、「英文演說與簡報」、TOEFL、IELTS等

考試準備課程。 

6. 日語能力檢定考專修班：招收對象為準備參加第一級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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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日本語能力測驗」之考生，課程內容包括「聽解」和

「文法」。 

7. 口筆譯專修班：「逐步口譯班」介紹逐步口譯相關要領， 

包含：分神（multitasking）、跟述 （shadowing）、分析/ 預

期、逐步口譯練習等。「中譯英筆譯班」由中英文比較與習

作入手，掌握中譯英筆譯基本原則與技巧。 

 

中國語文組 

    我們開設有關華語研習事項。因應國際文化交流、華語

學習之需求，目前提供以下課程： 

1. 華語文研習班：依春、夏、秋、冬四季開課，每學期提供

為期 12 週( 冬季班為 10 週)，每週 15 小時的華語研習

課程。涵蓋初級至高級的完整課程，學生依其中文程度，編

入 5 至 7 人，程度相近的小班教學。 

2. 華語文師資研習班：本班培訓華語教學師資，理論與實務

兼顧，並安排外籍學生提供學員試教練習。每年開辦 3 期，

招收對象為大一以上在校生、華語碩士學程研究所相關科

系學生以及大學學歷以

上之中外人士。 

3. 其他：除了以上兩類常

態班外，本組亦提供短期

應用課程、遊學團、客製

化及個人班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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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訓練： 
提供英、日、法、德、西、韓、泰、越語等外語課程 

查詢電話：(02) 2362-6385 分機 272 

LTTC課程網 https://www.lttc-li.org.tw/ 

 

 

 

 

 

 

 

 

 

 

 

 

 

 

 

 

 

 

 

 

 

 

 

https://www.lttc.ntu.edu.tw/
https://www.lttc-l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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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測驗： 

外語能力測驗 FLPT (英、日、法、德、西) 

第二外語能力測驗(基礎級) SFLPT-Basic (日、法、德、西)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CSEPT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GEPT 

小學英檢 GEPT Kids 

電腦化測驗 TOEFL-iBT、GRE、SOA、USMLE等 

劍橋國際英語認證 (Cambridge English Exams)  

日本語能力試驗 JLPT 

日本留學試驗 EJU 

日本導遊測驗 

德語能力鑑定測驗 TestDaF 

韓國語文能力測驗 TOPIK 
 

 

 

 

 

 

 

 

 

 

 

 

 

 

 

 

https://www.lttc.ntu.edu.tw/FLPT_news.aspx
https://www.lttc.ntu.edu.tw/FLPT_news.aspx
https://www.lttc.ntu.edu.tw/SFLPT_news.aspx
https://www.lttc.ntu.edu.tw/SFLPT_news.aspx
https://www.lttc.ntu.edu.tw/CSEPTnews.aspx
https://www.lttc.ntu.edu.tw/CSEPTnews.aspx
https://www.gept.org.tw/
https://www.gept.org.tw/
https://www.geptkids.org.tw/
https://www.geptkids.org.tw/
https://www.lttc.ntu.edu.tw/TOEFL_iBT_news.aspx
https://www.lttc.ntu.edu.tw/gre_news.aspx
https://www.lttc.ntu.edu.tw/SOA.htm
https://www.lttc.ntu.edu.tw/USMLE.htm
https://www.lttc.ntu.edu.tw/MSmain.htm
https://www.lttc.ntu.edu.tw/Cambridge_esol_news.aspx
https://www.jlpt.tw/
https://www.jlpt.tw/
https://www.lttc.ntu.edu.tw/EJU_news.aspx
https://www.lttc.ntu.edu.tw/EJU_news.aspx
https://www.lttc.ntu.edu.tw/JTG.htm
https://www.lttc.ntu.edu.tw/testdaf_lttc.htm
https://www.lttc.ntu.edu.tw/testdaf_lttc.htm
https://www.topik.com.tw/
https://www.topi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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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著出版外語學習與測驗參考書籍 

 

 

 

 

 

 

 

 

 

 

 

 

 

 

 

 

 

辦理語言教學與評量工作坊與教師研習等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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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圖書館 

臺大圖書館創立於 1928 年，是國內館藏最豐富的大學圖書館。

館藏涵蓋圖書、電子書、期刊、多媒體等資料已逾 820萬冊／件，期

刊(含電子期刊)計有 6萬餘種，資料庫達 610種。館舍包含校總區的

總圖書館、社會科學院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自動化書庫服務中心

與 6個院系所圖書館（室），以及位於醫學院校區的醫學圖書館。  

臺大圖書館網址：http://www.lib.ntu.edu.tw    

圖書館使用手冊：http://www.lib.ntu.edu.tw/node/2302   

臺大圖書館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NTULIB   

總圖書館 

總圖書館位於椰林大道的底端，居校園地理位置的幾何中心，建

築外觀以山牆、拱窗與迴廊為主要特色。全館設置 2,100席閱覧席次

及 24 小時自習室，各樓層皆備有無線網路、檢索電腦及影印室，便

利讀者資料查詢與列印。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提供精彩豐富的多媒體

影音服務，是課後休閒的最佳去處。若有任何資源使用相關問題，圖

書館一樓服務臺能給予各式協助，讀者亦可透過電話、電子郵件或圖

書館臉書粉絲專頁等方式提出問題。本館圖書館網頁與參考服務部落

格亦隨時提供 24 小時的資訊服務以及各類資源與服務利用詳解及新

知。歡迎前來體驗臺大圖書館的豐富資源與貼心服務。 

借還書服務：電話 (02)3366-2353   

E-mail tulcir@ntu.edu.tw   

參考諮詢服務：電話 (02)3366-2326  

E-mail tul@ntu.edu.tw  

參考服務部落格：http://tul.blog.ntu.edu.tw/  

http://www.lib.ntu.edu.tw/
http://www.lib.ntu.edu.tw/node/2302
https://www.facebook.com/NTULIB
mailto:tulcir@ntu.edu.tw
mailto:tul@ntu.edu.tw
http://tul.blo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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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科學院 
 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沿革概要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遷回校總區政策，溯及 1982 年

校務發展委員會確定預定地，1998 年通過遷建規畫案。歷經

12年籌備，於 2010年 3月 2日舉行新社科院大樓工程動土典

禮，2014 年竣工，原位於徐州路校區之法社分館隨同遷回校

總區並於 9月啟用。遷院籌備及興建過程承蒙校友與企業界的

鼎力捐助，其中新大樓四大捐款者之一辜振甫名譽博士，在生

前及其家族對大樓興建、圖書館設計裝修慷慨捐款造福後進，

故圖書館命名為「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以茲感念。 

  本館為 2013 年普立茲克建築獎之日本建築家，伊東豐雄

(Toyo ITO)設計。其中 1 樓開架閱覽室為長寬各約 50 公尺、

挑高近 6 米的空間，由 88 支樹狀柱結構屋頂夾雜 130 座形狀

不一的天窗，搭配竹集成材的竹製書架與閱覽家具，營造出置

身於森林間的閱讀氛圍。 

 

館藏特色 

本館館藏以支援社科院教學研究需求、厚植社會科學學術

能量為核心，整併徐州路舊校區的法律暨社會科學院圖書分館、

法律政治研究圖書室與經濟學研究所圖書室三館室之館藏資

源。 

  重要特色館藏為承繼日治時代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及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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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大學之法政與經濟等方面相關書刊資料，以及 1947 年 1

月收位「臺灣省立法商學院」典藏之館藏。 

  為兼顧支援教學研究與預留館藏成長空間，目前典藏於新

館之資料計有圖書 12萬餘冊、日治舊藏約 10萬冊、期刊 600

餘種；另有留置於徐州路閉架書庫之圖書刊約計 12 萬餘冊、

期刊 3,000餘種，提供調閱服務，便利讀者使用。 

 

學科館員服務 

為瞭解社科院師生的需求並提升圖書館服務品質，特設置

學科館員擔任圖書館與各系所師生間溝通聯繫的窗口。學科館

員主要任務為：系所師生之聯繫與圖書館新服務之傳達、提供

研究與學習之參考諮詢、圖書館利用指導、以及協助系所充實

各學科主題館藏資源等。 

 ◎網址：http://web.lib.ntu.edu.tw/koolib/ 

 ◎電話：（02）3366-8300 分機 55600 

 ◎email：ntukoolib@ntu.edu.tw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ntukoolib/ 

 

 

 

 

 

https://www.facebook.com/ntukoo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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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圖書館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以下簡稱醫圖）是國內歷史最悠

久且館藏最豐富之醫學圖書館。醫圖位於本校醫學校區，共分四

個樓層，主要服務對象為本校醫學院、公衛學院之教職員工生及

臺大醫院之醫護人員，亦歡迎本校其他院系師生前來使用。醫圖

館藏旨在支援及配合本校醫學校區之教學、研究與醫療服務，以

健康科學(Health Sciences)相關資料為主要蒐藏範圍。此外，

為提升校區同仁之人文素養，培養學生的人文關懷，特別蒐羅典

藏醫學人文主題館藏資源，專架陳列臺灣醫療史、臺灣醫界人物

傳記、醫學校區發展歷史、醫學與人文等相關資料。醫圖亦不定

期舉辦各項電子資源講習課程、專題演講及電影欣賞等活動，提

供多元且豐富之服務內容。館內並設有 RFID 自助借還書機，增

加讀者借、還書之便利性。 

自 2018 年起，醫圖重新規劃打造全館服務空間與機能，一

樓門廳外圍以經典墻與景福精神呈現醫學教育中對醫學倫理與

人文素養之重視。內部大廳牆面以醫學校區導覽地圖及醫圖館史

為裝飾，展現了歷史記憶中共有的溫度。一樓內部增設咖啡輕食

區，為醫學校區讀者提供輕鬆交流的空間場域；二樓改造為學習

共享空間，提供畫作展覽、討論分享、影音休閒等多元功能。醫

圖空間改造仍在進行中，將納入閱讀沉思、自我學習等功能，敬

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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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臺北市仁愛路一段 1號 

◎ 網址: http://ntuml.mc.ntu.edu.tw 

◎ 電話： (02)2356-2207 

◎ E-mail medlib@ntu.edu.tw 

◎ 醫圖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ntuml 

 
掃 QR Code 成為醫圖 FB 粉絲 掃 QR Code 加醫圖為 Line 好友 

  

 

http://ntuml.mc.nt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nt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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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計資中心 
數位高手完全指南——計資中心服務教戰守則 

計中網站：http://www.cc.ntu.edu.tw 

新生專區：https://www.cc.ntu.edu.tw/freshman/ 

E-mail  ：cchelp@ntu.edu.tw 

 

★★請同學多利用計中的認證服務，學校重要訊息都會寄到個人信箱裡喔！★★ 

一、【基礎篇】入門第一步 

1. 單一認證服務（Single Sign-On Service） 

計資中心負責全校資訊服務的帳號管理，稱為臺大單一認證服務(SSO)。舉

凡電子郵件信箱、Ceiba 課程系統、myNTU、個人網頁(Home Page)製作、

校園無線網路上網認證、全校版權軟體下載使用、學雜費繳費明細查詢等均

以此帳號作為憑證。 

相關網址：http://www.cc.ntu.edu.tw/chinese/services/serv_i03.asp 

 

2. 電子郵件服務（E-mail Service） 

新生帳號密碼說明：https://freshman.cc.ntu.edu.tw/ 

相關網址：http://www.cc.ntu.edu.tw/chinese/services/serv_i02.asp 

3. 無線網路（Wireless Access Networks） 

隨著無線網路設備如筆電、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等 3C 產品的普及，而

這些產品網路連線方式都是用 WIFI 或 4G 等無線網路。本校自 2002 年開始

進行臺大校園無線網路的建置，開放給本校現任的教職員工生使用，已完成

全校百分之九十建築物及戶外百分之八十的涵蓋範圍，全校建築物內所有的

https://www.cc.ntu.edu.tw/freshman/index.html
mailto:cchelp@ntu.edu.tw
http://www.cc.ntu.edu.tw/chinese/services/serv_i03.asp
https://freshman.cc.ntu.edu.tw/
http://www.cc.ntu.edu.tw/chinese/services/serv_i0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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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及會議室皆可使用臺大校園無線網路。 

SSID 認證方式

或技術 

登入帳號 備註 

NTU 網頁式 XXXX@ntu.edu.tw 
帳號同 E-MAIL 及單

一認證 

ntu_peap 
802.1X, 

PEAP 
XXXX@ntu.edu.tw 

帳號同 E-MAIL 及單

一認證 

eduroam 
802.1X, 

PEAP 

XXXXX@eduroam.

ntu.edu.tw 

供國際學術漫遊及國

內跨校漫遊 

相關網址：http://ccnet.ntu.edu.tw/wireless2/index.html 

4. 虛擬私有網路服務（SSL VPN Service） 

臺灣大學 VPN 連線服務，可提供臺大使用者在非臺大網路環境時，連線回

校園網路並取得校內 IP 位址進行服務的應用程式，例如授權軟體下載或圖

書館電子期刊瀏覽等校園專屬服務。 

相關網址：https://ccnet.ntu.edu.tw/vpn 

聯絡方式 

 入口網站：https://www.cc.ntu.edu.tw 

 服務時間：上午 8:30 至晚上 20:00 

 服務電話：02-3366-5022 或 02-3366-5023 

 傳真電話：02-3366-5024 

 電子郵件：cchelp@ntu.edu.tw 

http://ccnet.ntu.edu.tw/wireless2/index.html
mailto:cchelp@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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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臺大網路電話服務（NTU VoIP Service） 

提供臺大使用者透過網路從任何地方免費接聽及撥打校內電話之服務。臺大

在學生皆可申請網路電話號碼，個人電腦或智慧手機安裝軟體電話並登入

NTU VoIP 後，即可與校內電話免費互通，更可撥打至 TANet（臺灣學術網

路）網路電話系統；同時也提供網頁撥打電話（Webcall）及語音留言轉寄電

子郵件信箱等服務，申請網路電話號碼及相關使用說明等詳細設定請參考相

關網頁。 

 臺大網路電話服務說明網頁：https://ntuvoip.ntu.edu.tw/ 

6. 臺大雲端儲存服務(NTU Space) 

NTU Space 提供全校每位學生 15GB 的雲端儲存空間，除了可以利用網頁介

面上傳、下載、分享檔案及線上共同編輯，還提供了 Windows 及 Mac 版的

同步程式(Sync Agent)，讓您隨時同步電腦中的資料，另外還可以透過行動

https://ntuvoip.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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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如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的 APP，隨時存取 NTU Space，只要簡單的

設定同學們就可隨時利用超商的 ibon 列印 NTU Space 上的資料。 

同步程式(Sync Agent)支援平台：Windows/Mac 

APP 支援平台：iOS / Android 

NTU Space 首頁：http://www.cc.ntu.edu.tw/ntuspace/index.html 

NTU Space 登入頁面：https://www.space.ntu.edu.tw 

 

7. 個人網頁空間（NTU Web Space） 

想要擁有一個充滿個人風格的網頁嗎？計資中心提供每位使用者 10GB 的

網頁 

空間，讓您盡情揮灑！ 

網頁網址：http://homepage.ntu.edu.tw/~學號 

例如：http://homepage.ntu.edu.tw/~b96123456 

製作方式：請上網參考範例

http://www.cc.ntu.edu.tw/chinese/services/serv_i01.asp 

8. 臺大虛擬桌面系統(NTU VDI) 

利用最新的雲端運算提供跨平台的桌面虛擬化服務，讓使用者不受空間、地

點、設備的限制裝置輕鬆存取計算機中心所提供的各類軟體資源及服務。

NTU VDI 系統提供了「win10-cht」、「win10-eng」、「win10-cht-GPU」、

「win10-eng-GPU」四種作業系統。其中 GPU 系統讓使用者可以利用中心所

提供的顯示卡資源做大量的圖型化運算，方便師生們做學術研究。NTU VDI

系統提供了跨平台、裝置的連線方式，使用者可以利用任一種瀏覽器連線至

NTU VDI。或是在使用者的任一裝置上安裝 VMware Horizon Client，即可全

功能使用。 

相關網址：https://vdi.ntu.edu.tw/ 

http://www.cc.ntu.edu.tw/ntuspace/index.html
https://www.space.ntu.edu.tw/
http://homepage.ntu.edu.tw/~
http://homepage.ntu.edu.tw/~b96123456
http://www.cc.ntu.edu.tw/chinese/services/serv_i01.asp
https://vdi.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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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用篇】計中服務 

1. 電腦教室（Computer Rooms） 

(1) 列印服務：24 小時全年無休，讓同學可以快速列印講義報告。 

(2) 個人電腦：電腦教室提供個人電腦，可 24 小時自由上機使用。 

(3) 提供高速雷射印表機、掃描器、DVD 燒錄器等設備，方便 

同學使用。 

相關網址：http://www.cc.ntu.edu.tw/chinese/services/serv_c03.asp 

2. 資訊應用課程（IT Training Courses） 

每學年度分 3 學期招生，根據教職員生的研究與實務應用需求，持續開設文

書處理、多媒體動畫、網頁設計、影音視訊、教學科技、程式設計、作業系

統、資料庫管理、統計軟體、資訊網路、高效能運算等不同系列課程。 

若對於課程內容或有任何問題，請親洽計資中心 109 諮詢櫃台，或電洽

02-3366-5022 或 5023。 

課程資訊及報名方式可至資訊應用課程網查詢。 

相關網址：http://teach.cc.ntu.edu.tw/course/ 

http://www.cc.ntu.edu.tw/chinese/services/serv_c03.asp
http://teach.cc.ntu.edu.tw/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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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大數位知識典藏系統（Knowledge Archive Network System） 

將校內具代表性的開放式課程備份、存置於雲端平台，並藉由雲端服務的穩

定性與便利性，提供全校師生及校外人士良好的數位學習服務。 

網站網址：http://kan.ntu.edu.tw 

4. 校園網路（NTU Campus Network Access） 

臺大校園網路服務相關網址： 

 校園網路各單位聯絡窗口：https://netadm.cc.ntu.edu.tw/ip/query.php 

http://kan.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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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netadm.cc.ntu.edu.tw/ip/query.php 

 校園網路使用規範：https://ccnet.ntu.edu.tw/rule/NTUrule.htm 

 臺灣大學校園保護智財權專區：https://www.ntu.edu.tw/tipa/links.html 

5. 臺大宿舍網路(Dorm Network) 

(1) 學生宿舍網路：https://ccnet.ntu.edu.tw/NTU/DORM/  

(2) 臺大宿舍網路註冊流程說明(Procedure for Dorm Network Registering)  

https://ccnet.ntu.edu.tw/ccnet/pages/student_dorm_content/doc/register.pdf 

宿舍 IP 註冊系統：https://dorm.ntu.edu.tw/register/index.php 

(3) 學生宿舍網路管理 

 為公平使用宿舍網路頻寬，本中心對宿舍網路流量進行管制。 

 本辦法依據國立臺灣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範實施。 

 每個 IP 每天可存取（包含上、下傳）總流量為 6GB。 

 流量統計範圍指的是宿舍區與校外網際網路的流出入總量，但是宿舍之

間與校內其他系所之間互傳流量則不在此限制。 

 Windows update、Mac update 及計中提供之授權軟體下載也不計入流

量。 

 當日超過 6G 總量限制之個別 IP 的傳輸率將立刻被限制為

1M/256Kbps。 

 為維護大多數同學網路使用順暢，宿舍網路部分 P2P 流量被限制使用。 

 流量重新計算時間為每日 8 時。 

 流量查詢請參考網路額度流量查詢網頁(需用校內 IP 連線)。 

6. 臺灣大學資訊安全中心（NTU Information Security Center） 

 臺灣大學資訊安全中心是計資中心與使用者及網管人員的溝通平臺。提

供最新的資安訊息、宣導網路安全及使用者基礎防護建議措施。 

 資安設備偵測與分析異常網路流量，限制異常主機網路使用，即時通知

網管人員處理。 

 網站提供異常主機網路限制之查詢介面，並可由網管人員確認問題解決

後於系統解除異常主機之網路限制。 

https://netadm.cc.ntu.edu.tw/ip/query.php
http://ccnet.ntu.edu.tw/NTU/DORM/
https://ccnet.ntu.edu.tw/rule/NTUrule.htm
http://dorminfo.cc.ntu.edu.tw/check_qu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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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址：https://cert.ntu.edu.tw 

7. 全校版權軟體下載（Campus-wide Licensed Software Downloads） 

為宣導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並本著提倡使用合法版權軟體之精神，計資中

心斟酌經費狀況，購買校園合法版權軟體，如 Windows、office、防毒軟體…

等，提供校內同學使用。 

 軟體列表與取得方式 

 網路下載網址：http://download.cc.ntu.edu.tw 

 詳細軟體內容、授權範圍或相關問題諮詢請上網頁查詢或電洽

02-3366-5022。 

8. 海報輸出服務(Poster Service) 

本中心提供海報輸出之服務，紙張材質可選擇亮面相紙或 A3 一般海報紙，

尺寸有 A0, A1, A2 及 A3。此服務為單純大圖噴墨輸出，沒有任何冷裱或護

貝服務。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11.30，下午 1.30~4.30，含收件、

送件及繳費。 

相關網址：https://oper.cc.ntu.edu.tw/posterprint/default.html 

9. 3D 列印服務(3D Printing Service) 

3D 列印服務區之地點位於計資中心一樓 R114 電腦教室，設備如下： 

種類 型號 台數 

雷射雕刻機 Universal Laser VLS2.30 1 

3D 列印機 The Makerbot Replicator+ 3 

掃描機 Pitotech Sense 3D Scanner 1 

 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每日之開放時間為 09:00-14:00 以及

15:00-20:00 兩個時段，每一時段為五小時，請至 3D 列印服務網頁

https://oper.cc.ntu.edu.tw/3dPrinter/預約使用。https 

10.  其它服務(Other Service) 

ADSL 申請(ADSL Service)：https://ccnet.ntu.edu.tw/ADSL/ 

https://cert.ntu.edu.tw/
http://download.cc.ntu.edu.tw/
https://oper.cc.ntu.edu.tw/posterprint/default.html
https://oper.cc.ntu.edu.tw/3dPr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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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新生學習入門書院 

    自 108學年度起，結合創新元素，以三大面向為主軸:調

整辦理期程、精實課程、提升新生學習效率，辦理時程縮短

為二梯次各三天活動辦理，只辦理一次性親師生活動及開學

典禮，課程內容兼具知識性、教育性及娛樂性，透過各項課

程設計與實施，帶領新生於大學生活中構築自己的夢想，並

逐步實踐臻於理想，以提升新生學習效率參與率，建立高中

轉換至大學的橋樑。 

 

迎新音樂會 

    每年的九月開學前後舉辦「迎新音樂會」，歡迎大學部及

研究所新鮮人的加入，活動內容包括本校學生社團表演以及

校內外藝文團體演出，抽獎摸彩等精彩內容，為本校大型表

演活動之一，歡迎新生的到來。 

 

社團聯展 

    於每年九月開學前後舉辦社團聯展，協助社團招募新血，

讓參與活動的新鮮人認識各類社團理念與活動，進而擇其所

好，為即將拉開序幕的大學生活增添色彩。 

 

校慶 

    11 月 15 日是臺大的創校校慶，在校慶前後的日子，會

舉辦一系列相關活動，如校園講座、學術研究成果展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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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園遊會及藝文活動……等，共同慶祝臺大的生日。 

之夜 

    為各系所、社團、校友會一年一度的表演活動，完全由

學生籌畫，演出。學期間往往造成萬人空巷的盛況，是臺大

人不能錯過的盛大演出。 

 

週 

    在學期間，系所和社團會不定期在小福及鹿鳴堂對面擺

攤，宣傳或販賣社團製作的物品，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多注意

相關宣傳訊息。 

 

杜鵑花節 

    三月，是杜鵑花開的時節，也是臺大一年一度的杜鵑花

節盛會的揭幕。為期一個月的活動中，有為高中生舉辦的學

系博覽會、學生社團共同展出的社團博覽會，同時亦有校園

導覽和表演活動，在熱鬧喧騰的氣氛中，為春天的季節揭開

序章。 

 

學生社團 

從踏進臺大的那一刻，多采多姿的校園生活就此展開！

社團，是臺大人的第二生活重心。在社團，我們可以跨越科

系，認識不同領域的好友；也因為共同的興趣而相識，成為

相知相惜的夥伴。而且領導、管理、團隊合作這些課堂上學

不到的能力，在社團中都可以學到唷！擔心找不到自己喜歡

的社團嗎？別擔心，不論技藝學習、體能訓練、社會服務等

各項領域均有適合你的社團，用心找找，你一定可以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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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的資訊哪裡找？ 

   1.課外活動指導組網頁→社團總覽 

      http://osa_activity.ntu.edu.tw/Club/index 

   2.一年一度的「社團聯展」、「社團博覽會」： 

分別於上下學期辦理，活動資訊請密切注意課外活動指導

組網頁→公告總覽 

   3.各社團 FB 粉專、批踢踢網宣。 

 

  社團類別 

  1.自治性：以全校及各院（系、所）同學為組織單位：對內代表 

       學生辦理學生自治事項，對外代表學生參與校務管 

       道。   

  2.學術性：以學術研究為宗旨，著重於學術探討、創意啟發。 

  3.服務性：以校內外服務為宗旨，著重於關懷社會、服務人群。 

  4.學藝性：以文藝或技藝教學為宗旨，著重於藝術或技藝的研究 

            與學習，並聘請專業老師教導，培養技能、陶冶身心。 

  5.康樂性：以休閒活動為宗旨，著重於休閒興趣培養及身心平衡 

            發展。 

  6.聯誼性：以社員聯誼為宗旨，著重於社員間的互動聯繫、友誼 

            發展。 

  7.綜合性：涵蓋多種性質為目的之社團。 

  8.體適能：以體能鍛鍊為宗旨，著重於強健體魄及運動訓練。 

   

社會服務 

    服務的踏實過程，帶給心靈甜美的感受，這其中感謝的情緒

總是滿溢且難以名狀。你知道嗎？每年寒、暑假社會服務隊多達

http://osa_activity.ntu.edu.tw/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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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餘隊，於海內外進行服務工作，大部分服務性社團皆有開設

服務學習課程，需要更多資訊可洽各服務性社團或課外組網頁！ 

社會服務分為兩個面向：一、國內社會服務，與當地居民建

立長期互動的關係，一年又一年的散布活力的種子。 如：慈幼

山友團、自閉星雨服務團。二、國外社會服務，除了國內，更拓

展到臺灣以外的國家。如：泰北服務學習社、世界志工社等。 

 

國際活動 

   在臺大，提供國際化學習環境一直是校方努力的目標，學生

也不乏參與國際活動的機會。除了向學校申請交換學生、暑期課

程外，校內也有許多社團舉辦或學生個人能自行參與的國際活

動。 

 

 

要怎麼知道活動資訊呢？ 

課外組網頁的公告不定期更新資訊。 

國內 海外 

全球集思論壇 

  GIS Taiwan 
中國高校交流 

學生社團國際活動 各政府單位交流計畫 

國外姐妹校來訪交流 外國學生主辦的學生論壇 

各政府單位、非營利組織舉

辦之國際活動 

非營利組織舉辦的交流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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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心 
 

臺大有兩個學生活動中心，第一學生活動中心在椰林大

道盡頭，圖書館旁那棟二層建築物。第二學生活動中心在羅

斯福路近基隆路的大馬路旁，是棟十層紅磚外牆的建築。 學

生活動中心管理組網址：http://www.active.ntu.edu.tw/ 

聯絡電話：第一學生活動中心：（02）3366-3247~50 第二學

生活動中心：（02）3366-5595~97 

 

第一學生活動中心（活大） 

一樓及地下室 

1.怡仁堂(活大禮堂)（座位數 288），校內許多的大型活動、

演講、社團成果與系所之夜活動、電影播放等常會在此舉

辦。 

2.103、104展示室，兼具成果展示場地。 

3.附設餐廳，有便利商店、自助餐、素食餐廳、麵包坊、飲料

吧、麥當勞…等各式店面，提供多樣與便利的生活機能。 

4.地下室文藝展示室提供社團辦理如書法展、畫展、攝影展

或書展等藝文活動。 

二樓 

1.以社團辦公室為主。 

2.202 展示室作為小型討論會場地。 

3.211 及 213 排練室可供社團做為舞蹈排練之用。 

4.二間鋼琴練習室提供學生使用。 

5.文藝迴廊作為藝文展示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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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生活動中心（二活） 

與管院二館比鄰，全棟包括一至十樓及地下室。其中一、

二樓與地下大型會議室已委外經營，三樓以上係屬社團主要

之活動空間。二活管理組辦公室位於三樓，三、四樓是音樂性

社團的練習室，五樓為舞蹈性社團練習室，六、七樓供社團靜

態活動之多用途研討室，八至十樓是社團辦公室，以上場地

均提供社團免費使用。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為保障原住民族同學的教育權，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

源中心座落於第二學生活動中心 1004 室，於 102 年 11 月 5

日正式揭牌，由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承辦相關業務。 

    原資中心辦理各項與原住民族同學有關的活動，例如為

大一新鮮人規劃的「原資原味-原住民族新生入學輔導暨迎新

活動」，為所有年級同學設計的「原住民族文化影展」、「原住

民族文化講座」、「愛你在心口難開-原住民族族語課程」。為

協助高年級同學順利進入職場，與國內知名企業攜手合作，

舉辦各式職涯講座，並連續籌辦「原住民族特考暨公費留學

講座」，輔導原住民族同學就業。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致力

提供原住民族同學學習和人際適應上的支持，營造尊重多元

文化的校園環境。 

NTU Global Lounge 

您知道臺大有一個可以用外語溝通的環境嗎？ 

臺大於民國 98年全新打造一個本地生與外籍生交誼的空

間- NTU Global Lounge，位於二活三樓，有衛星電視，並有

外籍工讀生值班，想要練外文及多接觸異國文化，歡迎來 NTU 

Global Lounge聊聊天。 

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學生經營小組及學生社團，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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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各項活動，有向外籍生介紹台灣文化的活動，也有介紹

國外文化的活動......等，歡迎多多利用。 

 

 

 

 

 

 

 

 

 

 

 

     一活怡仁堂(活大禮堂) 

 

 

 

 

 

 

 

 

 

 

 

 

  原資中心：108 學年度族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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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活社團辦公室 

 

 

 

 

 

 

 

 

 

 

 

 

二活社團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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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活文藝迴廊--藝言難盡 

 

 

 

 

 

 

 

 

 

 

 

 

 

    二活 Global Lounge 



 

66 
 

僑陸生資源 
 

108學年度僑陸生在學人數總計 2,008名（僑生 1513名、

陸生 495 名），佔本校學生總人數 6%。由於僑居地的中文基

礎不一，在生活及課業上更需要細心服務與協助。僑生及陸

生輔導組工作目標就是協助僑生、陸生順利適應校園生活。 

僑陸組提供哪些服務呢？ 

1.新僑生接待服務、新僑生入學輔導講習 

2.陸生新生接機、報到、住宿安排及入出境暨簽證申請 

3.陸生新生相見歡暨入學指南活動 

4.陸生休退復學逾期、畢業暨緊急入出境簽證申請、親屬探親 

5.僑生傷病醫療保險暨全民健康保險 

6.陸生商業醫療保險 

7.僑陸生社團輔導及個案事件處理，適時發現並協助解決問題 

8.僑陸生各項獎助學金申辦、工作許可及僑委會僑生工讀方案 

9. 僑生居留證申請、延期、逾期重辦與緊急入出境之協助 

10.春節祭祖大典暨師生聯誼餐會、歡聚慶端午、健行、世界 

嘉年華等活動 

11.僑陸生社團活動輔導及幹部訓練 

12.畢業僑陸生家長接待活動  

13.其他相關服務，歡迎來第一行政大樓三樓 301 室或逕上僑 

生及陸生輔導組網站 

 

聯絡方式                       

網站：http://gocfs.osa.ntu.edu.tw   

電子郵件：ntugocfs@ntu.edu.tw 

電話：（02）3366-3232 

http://gocfs.osa.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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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中心 
 

來到雅頌坊 

繽紛藝術宛如多彩光線流動 

走進藝文中心 

帶給你驚嘆的美麗新視野 

透過藝術 看見不同 

邀請你與我們一起體驗最純粹的感動 

在校園中與藝術相遇 

藝文中心位於雅頌坊，臨近臺大基隆路側門、管院一號館

旁。藝文中心將音樂、戲劇、舞蹈、電影、視覺藝術等不同類

型之專業藝文活動帶進校園；除了雅頌坊適合的音樂會、講

座、工作坊、影展、小型劇場等，也配合臺大校園各個場域及

節慶規劃各類型展演，使臺大師生能不時在校園意想不到的

角落發現藝文中心的蹤影。  

WEB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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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小星星招募 

藝文中心擁有一群臺大同學組成的專業工作團隊，藝文小

星星們協助節目策劃執行、觀眾接待、攝影、燈音技術執行

等，每學期加入的小星星新血是藝文中心更加成長茁壯的動

力之一，欲加入的同學請關注藝文中心網站、粉絲頁上的招

募公告。 

 

NTU藝起來 

藝文中心提供臺大同學專屬的展演平台，除了演出相關

的實質補助，透過企劃的審核、修正，以及實際合作的機制，

給予同學藝文企劃與活動執行的輔導。我們期待各種不同類

型的臺大藝文人才能走入藝文中心，與我們共同創造臺大的

藝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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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頌坊場館租借 

針對校內學生之藝文展演活動，提供場館租借場地費九

折優待租用之服務。雅頌坊定位為藝文活動之專門場地，座

位約為 120 至 140 人適合中小型展演。為維護場館專業設備

並清楚界定場館之藝文定位，所有活動皆須經過申請、審核

後始能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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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校內藝文資訊、編輯臺大藝文年鑑及藝文行動 

藝文中心期盼能逐步打造自身成為臺大校內外藝文資訊

的交流平臺，目前主要資訊流通管道有藝文中心官方網站、

藝文中心粉絲頁，此外，每年均針對前一年之校內藝文活動

編輯《臺大藝文年鑑》，每個月月初發行《藝文行動》電子報，

預告藝文中心即將發生的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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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中心 
Better choice, better life! 

生命教育中心希望每一位同學在大學階段建構出屬於自己的人

生信念，探索人生方向並找到生命的意義，成為更好的自己，貢獻

一己之力於社會。 

因此我們為臺大同學量身打造了一系列的課程與活動，期望同

學能在體驗中學習，化感動為行動，翻轉生命，活出精彩！ 

 新生講座－活出精彩：針對人生真正重要的關鍵核心議題，邀集

閱歷豐富和學有專精的教師群，帶領同學一起探索自我，思考人

生。「這是臺大學生必修的一堂課，錯過會搥心肝！」 

 新生專題－愛、生活與學習：提供大一新鮮人向內探索自己，向

外探索世界的機會，同時也幫助同學孰悉大學生活及學習資源。

透過互動式的課程設計，探討人生意義、學習目標、人際關係、

習慣養成…等課題。 

 通識課程－生命的學問：透過理論與實務探討，探究生命教育五大

核心內涵：哲學思考、人學探索、終極關懷、價值思辨及靈性修養。

幫助同學建立人生的終極信念、培養價值思辨的能力及身心平衡的

修為，是最深入生命教育核心的一門課程。  

 生命教育大學堂：邀請校內外知名人士透過演講和對談等形式，

分享壯遊歷險、創業圓夢、自我實現、弱勢關懷等特定主題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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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經驗。鼓勵同學立足校園、放眼社會，拓展生命視野，迎向開

闊人生。 

 生命教育影展：精選影片放映與特邀講者映後座談，帶領觀影者

進行深度交流與分享。讓看電影不只是單方面的感動與訊息接

收，更進而啟發深層的生命思考。 

 院系列車講座：與校內各院系所合作，安排探索生命意義、覺察

生命價值的多元類型體驗活動與講座。在大家孰悉的校園場域

中，放慢步伐，在追求卓越的同時，也一同思考重要的生命課

題。 

 學生營隊：神課級的營隊式課程，招募消息一出，名額即刻秒

殺！由人生閱歷及職場經驗豐富的業界講師群授課，以豐富多元

的課程形式，帶領同學一起發揮創意，學習專案管理技巧與服務

利他的精神。 

 臉書、官網：生命教育中心第一手活動與課程資訊，盡在官網與

臉書！歡迎追蹤我們以掌握最新消息。 

 

聯絡電話：（02）3366-1755 

辦公室位置：博雅教學館 4樓 

官方網站：www.lec.ntu.edu.tw 
 

官網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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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講座－活出精彩 

與重量級講師一起 

找到自己，活出精彩！ 

新生專題－愛、生活與學習 

找到大學生涯的好夥伴！ 

 

 

院系列車講座 

帶你打破框架， 

人生的探索不該侷限在教室內！ 

生命教育大學堂 

動人的生命經驗分享， 

拓展我們的視野， 

讓人生超乎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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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影展 

精選影片與座談講者帶你探索生命深處！ 

學生營隊 
最夯神課！邁向卓越人生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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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輔導 
 

    有問題，就別悶在心裡了 ? 在這裡，你會找到問題背後

真正的原因，減少在原地繞圈圈的時間。不要小看心輔中心

喔，一年下來我們個別諮商服務及測驗解釋的服務人次可是

高達一萬人次唷！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上心輔中心網頁 

國立臺灣大學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 

http://scc_osa.ntu.edu.tw 

 

個別諮商 

你覺得心輔中心輔導的都是問題學生嗎？別傻了！心輔

中心是同學成長路上的好夥伴。在你和輔導老師建立的獨特

關係中走一段過程，讓你釐清自己，認識困擾與自己的關聯，

建立新的心理架構，培養不同於以往的態度、尋找生命中新

的可能。透過心理測驗收集客觀的資訊，藉由面談深入了解

你的內心世界。大學生往往因為對未來的迷惘而躊躇，不敢

跨步尋求突破，如果你是這樣的人，就趕快來心輔中心看看

吧！ 貼心小提醒：個別諮商要記得先上網做初談預約，老師

會準備好等待你的到來喔！ 

 

心理健康促進活動 

你知道心輔中心在哪裡嗎？我們心輔中心一樓閱覽室，

有各式各樣促進心理健康的書報雜誌以及線上影音資料，還

http://scc_osa.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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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QR code 可以掃描。我們每一季也都會聚焦不同主題提供

心理專家精選的教材，歡迎大家平日常來坐坐。我們每學期

也會舉辦心理健康促進相關團體或工作坊，歡迎大家踴躍報

名。 

 

成長團體、工作坊 

   團體就像一個現實的小世界，來參加團體的人，都會和你

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例如：肯定自己、解除壓力、人際關係、

情感探索…… 等等，在彼此的相互幫忙與支持下，讓你對自

我和他人有更深層的瞭解，及學習在相互支持中成長，解決

人生的習題。 

 

NTU PEER 課程 

如果你喜歡學習照顧自己以及陪伴他人，歡迎你成為 NTU 

PEER 的一員。培訓課程將以多元的活動方案進行，歡迎洽詢

心輔中心。 

 

情感教育系列活動 

感情讓人嘗盡生命中酸甜苦辣的味道，有時又讓人像是

迷航在浩瀚無垠的宇宙中，不知何時才能找到幸福的著陸點。

情感教育系列活動將以講座、影片賞析、體驗性活動等方式，

與您一起探尋感情的種種課題。 

 

友善校園──資源教室 

有人可以跑跳、有人在身體的功能上受到限制～ 

身心障礙者因為受到身體的限制，使得原有的能力備受影響。

為了使他們原有的能力得到最好的發揮。資源教室的老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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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瞭解同學個別的學習需求，協助溝通與協調，期待身心

障礙的限制在校園中減到最低。 你、我都是臺大的一份子，

臺大的每一位新鮮人都有不同的樣貌，看見並欣賞我們的不

同，給彼此一句鼓勵，一個友善無礙的支持，我們可以讓這個

校園更有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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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資源 
 

校總區運動設施有些什麼呢？ 

包括體育館、戶外運動場地及綜合體育館 

體育館內主要運動設施計有一樓綜合球場（包括羽、籃、手、

排球等項目）、前棟二樓舞蹈教室、三樓柔道教室、後棟二樓

為重量訓練室、二、三樓為桌球教室等。 

戶外運動場地環繞在體育館周邊，有籃球場、排球場、田徑

場、網球場、人工草皮球場、棒壘球場、棒壘球場投打練習場

及戶外游泳池。 

 

體育館每日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六：08：00～22：00 

週日：08：00～17：00 

國定假日休息 

 

體育館及戶外運動場地租用狀況可至下列網址查詢： 

http://pe.ntu.edu.tw/rent/#/site_ing 

或於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至體育館辦公室洽詢。 

 

綜合體育館主要設施有主球場、多功能球場（可機動區分為

籃球場、排球場、手球場、羽球場）、溫水游泳池、健身中心、

桌球室、壁球室、技擊室、舞蹈室、韻律體操室、柔道室等。 

※ 本館提供熱水淋浴設備，以及投幣式與開放式置物櫃。 

 

http://pe.ntu.edu.tw/rent/#/site_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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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體育館各場地每日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06：00～22：00 

週六：09：00～22：00 

週日：09：00～18：00 

 

綜合體育館球類運動場地借用採預約制，請至下列網址查詢

預約： 

http://info2.ntu.edu.tw/facilities/PlaceQuery.aspx  

運動教室請於綜合體育館開放時間至 B1 訂售處洽詢。 

 

場地租借費用可以至下列網址查詢： 

http://info2.ntu.edu.tw/facilities/GuyLisureForm3.as

px 

http://info2.ntu.edu.tw/facilities/GuyLisureForm4.as

px 

 

目前開放個人辦證使用場地包括：溫水游泳池、健身中心、戶

外游泳池及網球場等項，使用前請至綜合體育館 B1訂售處辦

理個人使用證，辦證的使用期限包括：單次使用、單月、半年、

一年等四種。 

 

體育室所轄場地不定期公告事項，可於下列網址取得相關訊

息：http://pe.ntu.edu.tw/#/ 

http://ntusportscenter.ntu.edu.tw/#/ 

 

http://info2.ntu.edu.tw/facilities/PlaceQuery.aspx
http://info2.ntu.edu.tw/facilities/GuyLisureForm3.aspx
http://info2.ntu.edu.tw/facilities/GuyLisureForm3.aspx
http://info2.ntu.edu.tw/facilities/GuyLisureForm4.aspx
http://info2.ntu.edu.tw/facilities/GuyLisureForm4.aspx
http://pe.ntu.edu.tw/#/
http://ntusportscenter.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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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 
教務處負責業務 

    招生、課務管理、學籍管理、學生成績管理、證件製發、

提供教師教學相關資訊，推動教師評鑑及教學評鑑、教學發

展之研究與規劃、教師教學之諮詢與協助、學生學業之輔導

與諮詢…等項目。 

教務處網頁：http://www.aca.ntu.edu.tw 

電話：3366-2388 

e-mail：ntudeanacademic@ntu.edu.tw 

註冊組 

    負責學士班相關招生、註冊、學籍管理、選課、成績管

理、證件製發、學則修訂、行事曆編訂等業務。 

電話/ 傳真：02-33662388#202-208；210-222；224-225 / 

2363-8200 

e-mail：chiajin@ntu.edu.tw 

註冊組網站：http://www.aca.ntu.edu.tw/reg/service.asp 

課務組 

負責課程管理、必修科目管理、先修科目管理、課程地

圖、教學意見調查、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學士班學生課程抵

免、基礎學科先修及認證、共同科目教室安排、共同科目期

末考協助排考與考卷配送、暑期班課程、學分學程及學士班

跨域專長設置管理、教學設備更新與採購、授課鐘點彙整與

查核、教師授課證明書製發、講義印製與轉學生招生。 

電話/ 傳真：3366-2388#302-310 / 2362-6282  

e-mail：curri@ntu.edu.tw  

mailto:ntudeanacademic@ntu.edu.tw
mailto:chiajin@ntu.edu.tw
http://www.aca.ntu.edu.tw/reg/service.asp
mailto:curri@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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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務組網站： 

http://www.aca.ntu.edu.tw/curri/cur_service.asp?id=1 

研究生教務組 

    負責碩、博士班相關招生、註冊、學籍管理、成績管理、

證件製作、研究生赴國外研究及開會補助案、研究生必修科

目彙整等業務。 

電話/ 傳真：3366-2388#402-417 / 2363-4383 

e-mail：graduate@ntu.edu.tw 

研究生教務組網站： 

http://www.aca.ntu.edu.tw/gra/services.asp?id=1 

資訊組 

 辦理本校教務處資訊業務，負責學籍管理、課務管理、電

腦選課、成績管理、CEIBA、教師教學評鑑、證件列印管理等

各項服務應用系統之開發與維護，以及負責學、碩、博士班

相關招生作業 e化等業務。 

電話/傳真：3366-2388#602-614 /2366-1621 

e-mail：acaif@ntu.edu.tw 

資訊組網站： 

http://www.aca.ntu.edu.tw/info/service.asp?id=1 

教學發展中心/數位學習中心 

 規劃並執行教師與教學助理之教學知能精進活動，研發新

一代數位教學平台 NTU COOL、辦理數位教學知能培訓、數位

課程錄製支援及諮詢，並提供學生學習諮詢服務、研究生精

進計畫、國際讀書會計畫等，以及推動混成教學及發展 OCW

及 MOOCs課程等業務。 

電話/傳真：3366-3367 / 3366-9594 

e-mail：ntuctld@ntu.edu.tw 

http://www.aca.ntu.edu.tw/gra/services.asp?id=1
mailto:acaif@ntu.edu.tw
http://www.aca.ntu.edu.tw/info/service.asp?id=1
mailto:ntuctld@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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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發 展 中 心 及 數 位 學 習 中 心 網 站 ：

https://www.dlc.ntu.edu.tw/ 

 

 

研究生精進計畫： 

正念覺察工作坊 

 

 

 

 

 

學習諮詢服務 

 

 

 

 

 

 

國際讀書會計畫：九州工業大學國際交流活動 

https://www.dlc.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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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支持、請假 
 

一、經濟支持 

    本校為協助經濟弱勢學生安心求學，提供各項經濟支持

措施，可分為三大類：助學措施、獎助學金、急難協助。 

➢ 助學措施 

學雜費減免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子女、身心障礙

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原住民學生、軍公教遺族、現役

軍人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等，視其身份別及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符合相關法規規定者逕予減免學雜費。除軍公教遺

族已獲核定同學外，原住民身分同學仍須「每學年」、其餘

身分同學仍須「每學期」檢附相關文件辦理。申請日期：

109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11日止(大學部)，查詢請至本校

生輔組網站首頁/助學措施/學雜費減免：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Page/174 

 

就學貸款 

※教育部就學貸款： 

1.本校在學學生具有正式學籍及中華民國國民者。 

2.學生本人及父母﹙已婚者為配偶﹚年所得符合下列其一者： 

（1）前一年度年收入新臺幣 114 萬元以下，在學期間利息由 

     政府全額補助。 

（2）家庭年收入 114 萬元以上至 120 萬元者，在學期間需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Page/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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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負擔半額利息。 

（3）家庭年收入超過 120 萬元以上且家中有 2 名以上子女  

     就讀高中以上學校者，就學期間需自行負擔全額利息。 

（4）其他特殊情況（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學校認定有貸 

     款必要者。 

3.申請日期：109年 8 月 3 日至 9 月 11日止。查詢請至本校

生輔組網站首頁/學生專用服務/教育部就學貸款：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Page/176，按流程圖說明申請，

再繳交或郵寄相關紙本至校總區學務處生輔組或醫學院學

務分處。 

 

※華南銀行就學週轉貸款： 

1.借款人為學生的父母，須為中華民國國民，且具有正當職

業及穩定收入。 

2.不開放給在職專班、進修推廣部、管理學院 EMBA班、企管

專班與學分班學生申請。 

3.非大學部新生或碩博班新生的同學（已有臺大上一學期的

學業成績），學業成績應平均 70 分以上，且無記大過以上

處分才得申請。 

4.可與教育部就學貸款同時申請。 

 

弱勢學生助學金 

    依教育部規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於修業年限內之學

生(不含延畢生、研究所在職專班及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學程

等），並符合家庭年所得新臺幣 70 萬元以下、家庭應計列人

口之利息所得合計低於新臺幣 2 萬元、家庭應計列人口擁有

不動產價值合計低於新臺幣 650 萬元，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Page/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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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未低於 60分(新生及轉學生除外)等條件，依其家庭年所

得級距給予助學金，補助級距分為 5 級，金額從 5,000元至

16,500 元（依教育部查核結果，逕於下學期註冊繳費單逕予

扣減）。 

    申請日期：109年 9月 7日至 10月 5日止，查詢請至本

校生輔組網站首頁/助學措施/弱勢學生助學金：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Page/180 

 

學生生活學習助學金 

    本助學金申請對象不包括在職生，且學習期間內每月應

參與生活學習，生活學習由本校各學習單位以服務學習方式

安排學習內容。每月學習時數以 30 小時為限，核發助學金

6,000元，7~8 月不安排。 

申請條件： 

1.本籍生其家庭年所得 70萬元以下，或家庭遭逢變故或有親

人重病，影響家庭收入，或家中有 2 名以上子女就讀，或

單親家庭，或學生本人學費及生活費來源主要係貸款，或

經學習單位晤談，認定確有經濟困難者。 

2.僑生亦可申請，其經濟資格由學務處僑陸組審定。 

申請程序： 

    同學至申請系統網站填報，獲學習單位遴選通過後，由

學習單位通知報到，查詢請至本校生輔組網站首頁/助學措施

/生活學習助學金：https://advisory.ntu.edu.tw/CMS/Page/184 

 

研究生獎勵金 

    為教育目的，嘉勉在學研究生優異表現、協助其安心向

學，並鼓勵研究生參與各系、所教學與服務而設置。分為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Page/180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Page/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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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金」及「勞僱型兼任助理」津貼兩類。查詢請至本校

生輔組網站首頁/助學措施-研究生獎勵金：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Page/182 

 

弱勢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依教育部規定，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大專校院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之學生，於校外住宿且符

合申請租金補貼之條件（如學校未提供免費住宿、未重複申

請等），得檢附相關文件，於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依學生租

賃地所在縣市及實際校外租賃住宅情形，補貼每人每月 1,200

元至 1,800 元租金。每學期以補助 6 個月為原則，新生以補

助 5個月為原則。 

    申請日期：109年 9月中旬至 10月 20日止（依本組公

告日期為準，查詢請至本組生輔組網站首頁/助學措施/弱勢

學生助學金/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Page/281） 

 

獎助學金 

私設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除了給予就學的經濟扶助外，並可藉此激勵同

學增進榮譽感及積極拓展生涯規劃。本校由財團法人、基金

會、公司行號或私人捐贈之各類獎助學金，約 250 餘種。查

詢可至：臺大首頁/公開校務/獎助學金資訊，或本校生輔組

網 站 首 頁 / 獎 助 學 金 / 獎 學 金 公 告 一 覽 表 ：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Scholarship?pageId=232。各系、院辦

網站亦有限定該系、院學生申請之獎助學金公告，同學可多

加留意。若申請非本校公告辦理之獎助學金，請特別小心，多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Page/182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Page/281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Scholarship?pageId=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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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查證，避免受騙。 

 

校設獎學金 

1.國立臺灣大學希望助學金 

    凡本校學士班在校生（不含延畢生），未享公費待遇，

領有政府核發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或家庭總收入全年未超過新臺幣 70萬元、家庭利息所得全

年未超過新臺幣 1 萬元且家庭營利所得全年未超過 5 萬元

者，即可提出申請（申請期程分為兩階段，舊生為每年 6月

中下旬；新生為每年 8 月中下旬至 9 月初，依生輔組公告

日期為準）。經審核通過者，可獲得 4萬或 8萬元之助學金。 

  另自 105年起至 109年共 5 年，依本校「華南銀行贊助

希望入學計畫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要點」規定，申請希望助學

金通過審核之希望入學計畫學生，華南銀行將遴選其中 30

位同學，改獲得每位一年新臺幣 5 萬元獎助學金。查詢請

至本校生輔組網站首頁 /獎助學金 /希望助學金：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ScholarshipDetail?id=6017 

 

2.國立臺灣大學勵學獎學金 

    獎勵本校碩博士班清寒優秀學生順利完成學業，鼓勵

勤學向上精神。 

 

3.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傑出表現獎學金 

    獎勵本校學生在學期間，於競賽、學術及綜合各類別表

現傑出優異，為校爭光者。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ScholarshipDetail?id=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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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設獎學金 

    由政府單位提供之各類獎助學金，如教育部學產基金設

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教育部特教學生獎助學金、行政院

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獎學金、外交部外交獎學金、各縣市政

府中等以上學校優秀學生獎學金等。查詢請至本校生輔組網

站首頁/獎助學金/獎學金公告一覽表：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Scholarship?pageId=232 

 

➢ 急難協助 

學生團體保險 

1.於註冊時繳交團體保險費，即可獲得保障，凡有正式學位

的本校學生均強制投保，休學期間亦可繳交保費以獲得保

障。 

2.109學年度，本校學生團保仍有精神治療門診理賠，每人每

月最高 1,450 元（實支實付扣除健保補助）。 

3.學生校外活動有登錄安全守護網者，只限發生意外身故者，

會獲得特別的約定 200萬理賠(未登錄者為 100萬)。 

4.查詢請至本校生輔組網站首頁/團體保險：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Page/33 

 

急難慰問救助 

    突遭不幸或急需幫助之本校學生，可申請本校急難慰問

救助金、臺大校友會文化基金會、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急難

慰問金、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社會急難扶助金等，度過難關。

查詢請至本校生輔組網站首頁/助學措施/急難慰問救助：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Page/186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Scholarship?pageId=232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Page/33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Page/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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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請假 

    學生請假分為病假、生理假、事假、喪假、公假及產假 6 

種。請假務必要事先告知授課老師。 

1.病假、生理假應於當天向授課老師請假，並於 3 日內提出

申請。 

2.事假、喪假及公假均應依規定備妥相關證明文件事先向授

課老師請假，事假建議於 3至 7 日前、公假建議於 7至 10 

日前，喪假建議於當天或 3至 7日內，提出申請。 

3.本校學生平時請假可採網路學生請假系統或紙本擇一，惟

期末考須用紙本請假。 

4.若任課老師無計中帳號或線上請假有困難者，請以紙本方

式辦理請假手續。不論是使用系統請假或紙本請假，同學

都務必注意及追蹤假單是否被簽核，整個請假手續是否完

成。 

5.若同學使用網路請假，所送出之假單，於申請日起逾一個

月未被所有授課老師核准時，該假單將會被系統視為無效

假單，若有需要則需重新再送申請單。 

6.有關請假申請系統及其他相關規定查詢，請至本校生輔組 

  網站首頁/學生請假：https://advisory.ntu.edu.tw/CMS/Page/44 

 

生活輔導組聯繫方式 

聯絡電話：(02)33662048-53 

聯絡信箱：advisory@ntu.edu.tw 

聯絡網址：advisory.osa.ntu.edu.tw 

服務地點：校總區第一行政大樓 111室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Page/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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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 
 

募兵制重要資訊，必看！ 

1.中華民國 83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之役男自 102 年 1月 1 

日起，改行徵集接受 4 個月常備兵軍事訓練，並得依同學意

願選擇於任何學年之連續兩年暑假，參加分階段常備兵軍事

訓練，俾利畢業後之生涯規畫。有關暑期分階段常備兵軍事

訓練申請，役男自大一註冊完成後，即可由役男或家長向戶

籍地公所兵役單位提出申請，迄當年 11 月 15 日止，逾期不

予受理。請注意內政部或本校校安中心相關公告。(未於任何

學年之連續兩年暑假參加二階段常備兵軍事訓練役男，必須

於畢業後徵集入營接受常備兵軍事訓練) 

 

2.中華民國82 年 12 月31 日以前出生之役男自 107 年1 月

1 日起，未經徵集或補行徵集服役者，依兵役法第 25 條第 3 

項規定，應服替代役，為期 1年。 

 

役男學生緩徵申請 

1.本校未役男學生請於註冊時攜身分證至註冊地點緩徵申辦

處辦理審查。 

2.除休學、轉系、碩士班直攻博士等因素致修業年限異動外，

在學期間不必重複申請。 

3.年齡逾33歲仍未畢業者或畢業後再就讀同等級或低於原等

級之學程者不得申請緩徵。 

4.如有戶籍異動，請持身分證影本至校安中心辦理變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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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5.延長修業同學除戶籍異動需至校安中心變更外，不必另外

申請。 

註：申請緩徵尚未核准而接獲徵集令，請攜帶學生證，身分

證及徵集令至校安中心申請兵役用在學證明書申請暫緩徵集。

（收到教、點召集令可持學生證影本加蓋教務單位驗證章向

戶籍地後備司令部申請免除召集。） 

 

役畢學生儘後召集申請 

    役畢學生須辦理儘後召集，於註冊時請攜帶退伍令及身

分證至註冊地點儘召申辦處辦理審查。 

 

役男出境申請 

1.未役役男短期(4 個月以內) 出國申請：未役同學欲申請四

個月以內短期出境，經查詢已完成緩徵申請，在核准期限內，

可直接至役政署網站申請。如經查尚未完成緩徵申請，可逕

向就近之鄉、鎮、市、區公所申辦短期出境，並盡速攜帶身

分證影本至校安中心申辦緩徵。 

2.未役役男推薦出國「4 個月以上 1 年以內」申請：未役役

男在學期間因學術研究、實習、交換學生需申請四個月以上

一年以內出境之同學，請至 My NTU學生專區役男出境申請線

上系統填寫出返國日期並下載申請表，由相關單位(學院或國

際事務處)推薦，並檢附相關證明，申請表、名冊、家長同意

書，於出國前一個月送校安中心申辦。申請後會收到戶籍地

縣市政府核准公函，必須持函及個人護照前往縣市政府兵役

單位或鄉、鎮、市、區公所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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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兵役須知 

    原在臺設籍國民具僑民身分之役男，自返國之隔日起，

屆滿一年時，依法辦理徵兵處理; 無戶籍國民具僑民身分之

役男，自返國初設戶籍登記之隔日起屆滿一年後，依法辦理

徵兵處理。僑民在學期間不予列計在臺時間，請務必申請在

學緩徵。 

 

怎樣才算屆滿一年呢？ 

1.民國七十三年以前出生之役男，以回國連續居住滿一年或

居住逾四個月達三次者為準。 

2.民國七十四年以後出生之役男，以回國連續居住滿一年或

曾有兩年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累積居住逾一

八三日為準。 

 

志願役預備軍官班考選須知 

報考對象為 22歲至 32歲的大學畢業青年，受訓 22週後，以

少尉任官，自任官之日起，服預備軍官現役 1 年。相關招募

訊息請洽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網站或校安中心 3366-2058。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甄選須知 

欲參加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的同學，可至國軍人才招募中心

網站下載簡章。若有疑問可詢問校安中心或致電

0800-000-050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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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我可以住宿嗎？ 

1. 同學本人及父、母設籍於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以外兩年以上，

皆可申請校內宿舍。 

2. 所有同學不限戶籍皆可申請 BOT太子學舍，惟北北基大一新生入學

時僅能於 10月排候補。 

※宿舍可以住多久？都是住在同一棟嗎？ 

1. 臺大校內宿舍為新生入學抽中宿舍後即可住至正常修業年限為止

（依學號計算，無論期間是否休學或轉系，例：中文系修業年限為 4

年，學號 B09學生住宿年限至 112學年度結束）。 

2. 大一新鮮人原則將安排進住新生宿舍（男一舍及大一女舍），皆為四

人房，衛浴設備在寢室外。特別注意：住在新生宿舍的學生，暑假

時不得暑住，若有需求，須另行申請。 

3. 校內宿舍分為校總區宿舍與城中校區宿舍，校總區除新生宿舍外，

高年級宿舍有男三舍、男五舍、男六舍、男七舍、男八舍、女一舍、

女二舍、女三舍、女五舍、女八舍、女九舍、國青 2 樓女舍；城中

校區有男二舍、男四舍、女四舍與女六舍。除國青 2樓為雙人房外，

其餘皆為四人房。大一學生於下學期時參與調遷至高年級宿舍的抽

籤作業，學生可選填欲同住之室友及宿舍志願。 

4. BOT 太子學舍抽中宿舍後即可住至畢業為止。 

5. 住宿期間因故休學，須辦理退宿，復學前須重新申請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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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宿舍遇到問題，該找誰呢？ 
1. 宿舍輔導員：負責宿舍內事務管理與學生輔導。 

2. 宿舍生活自治會：由住宿生推選擔任宿舍總幹事及幹部，推行宿舍
自治，爭取住宿生福利，協助學校管理宿舍，反映學生意見。 

3. 宿舍網管人員：由住宿學生擔任，協助處理宿舍網路問題。 

4. 宿舍保全人員：夜間或假日協助處理同學緊急事故。 

5. 學生住宿服務組：負責策劃指導學生宿舍管理，校內宿舍分配。 

學生住宿服務組網址：https://osa_dorm.ntu.edu.tw/ 

電話：02-33662264~6  E-mail：admdorm@ntu.edu.tw 

※宿舍的設備壞掉了，怎麼辦呢？ 

宿舍或寢室各項設施故障損壞，請利用學生住宿組修繕系統報修，網址

（https://housing.ntu.edu.tw/） 

※住宿中希望更換寢室？可以找誰辦理呢？ 

1. 校內宿舍在同一棟宿舍內更換寢室或床位，請直接找各宿舍輔導員

登記辦理「內轉」即可。 

2. 不同棟宿舍互換床位，請自行找到願意互換的同學，於學期間依住

宿組規定辦理「學期中外轉」。 

3. 太子學舍換房，請洽宿舍服務櫃台，依太子學舍規定辦理。 

※BOT太子學舍提供那些設備？租金如何計算？ 

1. BOT太子學舍費用較校內宿舍略高一些，電費自付。各種房型皆備有

獨立衛浴，溫馨套房為五人共用一開放空間（客廳），內部仍為獨立

單人套房。宿舍備有運動休閒設施（跑步機、撞球桌、桌球桌……

等），另有 24 小時服務櫃台，專人提供郵件收發、設備維修、清潔

以及一般行政等服務工作，讓住宿生得以直接諮詢並取得所需的服

務。 

https://osa_dorm.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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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人房月租 7,800元、雙人房月租 5,100元、三人房月租 4,600元、

溫馨套房月租 9,600元，押金為該房型的兩個月租金。房租含水費，

電費須插卡付費使用，管理中心櫃台銷售電力卡。(實際租金以太子

學舍公告為準) 

3. 想知道更多嗎？請上臺大太子學舍網址： 

http://ntudorm.prince.com.tw 

※我跟父母的戶籍設於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請問可以申請宿舍嗎？ 

1. 戶籍位於北北基的同學，可申請太子 BOT宿舍。 

2. 每學期非北北基同學分配宿舍結束後，住宿組會視空床位的情況，

開放北北基同學申請校內宿舍短期住宿，住宿期限僅到當學年度第

二學期期末考結束。 

3. 設籍北北基偏遠地區學生（含基隆市、新北市三芝、石門、金山、

萬里、瑞芳、貢寮、雙溪、平溪、坪林、烏來等十區，及本人和父

母設籍北北基以外未滿兩年學生），可優先分配短期住宿。 

※我要搬離宿舍了，要怎麼辦理退宿？ 

1. 校內宿舍住宿生，請至宿舍退宿退費申請網站： https：

//housing.ntu.edu.tw，線上申請完成後，請自行列印退宿單，持

單據與房間鑰匙向該棟宿舍輔導員辦理退宿，退還鑰匙次週至學期

末（或暑期結束）的費用及宿舍押金，將於三週工作天後匯款至同

學帳戶。 

2. BOT太子學舍住宿生，請向宿舍櫃檯辦理退宿及退款作業。 

宿舍相關訊息，請多留意學生住宿服務組網頁、太子學舍網頁、臺大學號信箱、各

宿舍社群網路、佈告欄，或直接向宿舍輔導員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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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賃居篇 

    FUN 心租，安心住。為能營造學生安心、家長放心、學校不擔心的

最佳賃居環境，同學慎選租屋處所之餘，提供下列步驟供您參考： 

STEP1：開學了～趕快上網登錄租屋資訊～可在新生註冊時當場填寫資

料，也可以線上填表，校安中心學生安全守護網──校外賃居調查登記，

網址為：https://my.ntu.edu.tw/safeguard/rent.aspx 

1.房東姓名及聯絡電話。 

2.租屋處所的地址。 

3.相關租屋安全設備。 

Step2：校外賃居活動易遊網 

https://ssc.ntu.edu.tw/Campus_security/OffCampusHousing/Renti

nformation#anchorPageTitle 

點選校安中心「賃居關懷與輔導」 

Step3：校外賃居諮詢管道 

1.崔媽媽基金會 https://www.tmm.org.tw/  

2.臺大住宿組校外租屋資訊平台 

http://140.112.162.165/Student_rent/index.asp 

本頁面為篩選過校內職員提供之租屋及校外優質房屋。 

本系統僅止於每年七、八月提供服務查詢。提醒請同學於看屋時注意自

身安全。 

3. 校安中心聯絡窗口: 王潤身 3366-2056 

e-mail: rsw@ntu.edu.tw 

校內緊急事件求救電話 

校安中心 24 小時電話: 3366-9119 

駐警隊 24 小時電話: 3366-9110 

保健中心救護車：3366-9595（8:00~17:00） 

https://my.ntu.edu.tw/safeguard/rent.aspx
https://ssc.ntu.edu.tw/Campus_security/OffCampusHousing/Rentinformation#anchorPageTitle
https://ssc.ntu.edu.tw/Campus_security/OffCampusHousing/Rentinformation#anchorPageTitle
http://140.112.162.165/Student_rent/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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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自行車 

    校園自由行-騎自行車在臺大，很快的就可以發現隨處即

見的鐵馬蹤跡，騎自行車成為一種臺大人的文化與特色；而

身為臺大新鮮人的您，自然也就不可不知關於鐵馬族在校園

裡必知的資訊囉！ 

    你不能不知道的：要替自己的愛車拿自行車識別證喔！

自行車識別證要怎麼拿呢？先上臺大自行車線上管理系統申

請（http://mybike.ntu.edu.tw/），識別證貼紙印製完成，將

透過公文交換，送至各單位或系（所）辦公室，相關規定請參

閱自行車線上管理系統之最新公告。貼紙務必張貼於明顯處，

該識別證到應畢業年度 7 月 31日自動失效，若延畢或直升研

究所，須重新補辦車證。 

    若自行車識別證爛掉或不見該怎麼辦？自行車識別證貼

紙破損或換新車時，應攜帶證件向水源校區自行車拖吊移置

場重新申請補發識別證，每人每年得免費補發一次，逾次應

繳交車證工本費 10元。 

    那裡可以修自行車呢？文學院和土木系館中間的鐵皮屋

有一間自行車店，還有免費的打氣、上油服務！車輪沒氣時，

各校門的崗亭都可提供打氣筒出借服務。 

    好康報給你知：如果沒有大筆預算買新車，那麼本校二

手車拍賣活動是您的最佳選擇！水源校區自行車拖吊移置場

每週四當天早上 8 點備有二手車供同學參觀選購，本好康福

利只限本校教職員工生參加，車輛售完為止。參加選購須攜

帶學生證或入學通知單，車輛定價分為三級：600、8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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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相關訊息①可在自行車線上管理系統的「二手自行車拍

賣」查詢或②洽拖吊移置場電話 (02)33669529 詢問。 

    假如有下列的情況，小心被水源伯伯吊車喔： 

1.未張貼有效識別證經公告 7 日仍依規定未張貼者。 

2.未停放於自行車架（位）者或停放於停車區未依規定之停 

  放方向（式）停放。 

3.在限時停放區非開放時間停放者，例如總圖前、共同教室、 

  小福對面車棚、行政大樓旁、普通教室旁等地點，限時停 

  放區的特色是地上標線及車架是藍色。 

4.自行車雖依規定張貼有效識別證，但顯失騎乘功能者。 

※ 停放於本校內之自行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顯失騎乘功

能：（1）、無把手者。（2）、無騎乘坐墊。（3）、兩輪缺一者。

（4）、輪胎破損嚴重者。（5）、鏈條斷裂者。（6）、鏈條或

輪盤已鏽蝕無法騎乘者。（7）、車體蓄積灰塵久未使用者。

（8）、車身整體鏽蝕面積達百分之五十者。（9）、其他依車

輛之外觀，足以認定為不堪使用者。 

5.事務組為移置自行車，於必要時得破壞其車鎖。 

6.違規自行車遭拖吊，將集中保管於水源校區 2 個月，期滿

後無人認領者，視為廢棄自行車處理。 

✡車不見了怎麼辦呢？ 

1.若自行車具『有效車證』，可到學校信箱/申請車證所留之

信箱查看有無違規通知信，若有收到違規通知信，直接攜帶

證件到水源校區自行車拖吊移置場領車。 

2.登入自行車線上管理系統，查詢『拖吊車輛公告』，依『被

拖吊日期』尋找車輛，尋獲車輛後無車證者記下臨時編號，攜

帶證件到水源校區自行車拖吊移置場領車。 

※每學年自行車遭拖吊達 3 次（含）以上者，每次領回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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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所有人應繳交移置費 50 元。 

※非營業用自行車不具有效車證者，每次違規遭拖吊，車輛

所有人應繳交移置費，移置費每次 100 元。 

 

機車 

    學校裡面能不能騎機車呢？不行，進入本校之機動車輛

以汽車為限，機器腳踏車、電動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等禁

止在校內行駛，但肢體障礙者及經核准之公務機器自行車不

再此限。非經核准之機車在校園行駛、停放，經總務處駐衛警

隊查獲得以車輪加鎖，經加鎖者，應繳交停車管理費；經拖吊

保管者應繳交拖吊費保管費。 

    不要忘記了，機車也要停車證喔！ 

請連結下方 QR CODE 進入校園停車證申辦頁面，選擇機車專

區，點選教職員工生，填列機車停車證申請書： 

 

 

 

 

 

校園停車證申辦頁面 

    一、機車免費停車場：登入車籍資料，停車區域選擇其他停 

    車場（每月 0元），按送出申請書後，至行政大樓一樓總務 

    處事務組領機車識別貼紙。 

二、機車收費停車場：如需停放於新生南路、辛亥（社會科

學院）、生醫工程館及萬才館（以法律學院為優先）地下停車

場者，登入車籍資料，送出申請書，列印網路繳款單至 ATM、

銀行或便利商店繳款後，攜帶學生證、繳款證明、駕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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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本人、配偶或父母）、非本人請攜帶相關證明文件，至以

下地點領取機車識別貼紙： 
  （一）、設定、領取車證地點: 

停車場區域 新南地下 辛亥地下 生醫/萬才館地下/其他平面 

辦理地點 
新南管理中心 

總務處事務組 

辛亥管理中心 

總務處事務組 
總務處事務組 

 

  （二）、各機車停車場開放時間及收費標準: 

停車場

區域 
新南地下/辛亥地下/生醫 萬才館地下 其他平面 

開放 

時間 
00:00~23:59 07:00~24:00 00:00~23:59 

收費 

標準 

100元/月 
免費但需申請 

跨區優惠（逍遙票）1200 元/年，擇 3場 

備註 
1. 萬才館未開放時間請洽法律學院保全室 3366-3366#55211 

2. 其他平面係指公館停車場、明達館平面及 156巷停放區 

    新南管理中心 24 小時辦理設定，連絡電話 33663819; 

    辛亥管理中心 24 小時辦理設定，連絡電話 33661769; 

    如對辦證業務有任何疑問，可於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00) 

    逕洽總務處事務組，連絡電話 3366-2234~7#15 李瑋弘小姐；#12 黃于珊  

    小姐或#16詹博棠先生。 

汽車 

    學生汽車停車證每年約在 8 月及 1 月辦理登記，並由計

資中心電腦隨機抽籤後公佈，相關規定請上本校停車證申請

系統（請詳第 9 項 QR CODE 連結），登記前別忘了詳閱應注

意事項唷！ 

1、 申請對象：具本校學籍且當學期已辦理註冊之在學學生身

份（已休學不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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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資格：學生須持有本人駕照執照，行車執照車主以本

人或配偶為限（惟部分停車區域開放可持直系（姻）親屬

辦理登記）。 

3、 學生若具「住宿生（含 BOT 宿舍）」或「行車執照車主為

直系（姻）親屬」者，僅開放辦理登記「地震中心」及「水

源校區」及「永齡生醫工程館地下」停車場，請直接上網

登記。 

4、 申請登記以 1 區為限，請依申請之停車區域停放，不得互

停亦不可持證免費進入校總區停放。 

5、 大型重型機車依本校交通管理要點第 34 條第 4 款規定，

其停車位與清潔維護費準用小汽車之規定辦理，欲辦停車

證者請依規定參加抽籤登記。 

6、 有關可申請登記之停車場分佈相關位置圖及常見諮詢問

題，可上事務組網頁查詢（請詳第 9項 QR CODE 連結） 

7、 若有未詳盡事宜，依本校交通管理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

規定處理。 

8、 如對辦證業務有任何疑問，可於上班時間逕洽總務處事務 

組詹博棠先生（電話 3366-2234 #16或 ryanchan1204@ntu.edu.tw)。 

9、 相關網頁請由下方 QR CODE 連結: 

 

 

 

停車場分佈相關位置圖及常見諮詢問題 

 

 

 

    停車證申請系統 

mailto:ryanchan1204@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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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車 

1. 校區間交通車 

⚫ 路線：往返校總區與城中校區間（醫學院或公衛學院）。 

⚫ 時間：上課日、上班日之校慶行駛（列假日、國定假日、寒假、

春假、暑假停駛）。 

⚫ 停靠站：傅鐘、社科院舊址、醫學院。 

2. 中研院學術專車 

⚫ 路線：往返校總區與中研院。 

⚫ 時間：上班日、五一勞動節及其補假日行駛（例假日、國定假

日停駛）。 

⚫ 停靠站：綜合教學館、傅鐘（文學院前）。 

⚫ 以上僅為停靠校內之免費班次相關訊息，亦可參考中研院網

頁 https://www.sinica.edu.tw/ch/articles/23 -->學術專

車行車路線時刻表。 

⚫ 另有跳蛙專車-通勤 7 路線供選擇（查 5284 網頁）。 

3.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交通車 

⚫ 相關資訊請參考

http://triangle.ntu.edu.tw/traffic.html  

※校車最新時刻表及實際班次請見總務處網頁 

https://ga.ntu.edu.tw/upload/cont_att/e07e6a85-14c1-49fd-84c3-75eabbe3feda.pdf 

 
 
 
 
 
 
 
 
 

https://www.sinica.edu.tw/ch/articles/23
http://triangle.ntu.edu.tw/traffic.html
https://ga.ntu.edu.tw/upload/cont_att/e07e6a85-14c1-49fd-84c3-75eabbe3fed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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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交通車時刻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huttle Bus Schedule 

 

校總區→城中校區→校總區 
NTU's main campus→NTU's downtown campus→NTU's main campus 

班次 

Shuttle 

No. 

發車時間 Departure Times 

傅鐘(校總區) 
Fu Bell 

(main campus) 

城中校區 
社科院舊址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downtown campus) 

醫學院 
College of 
Medicine 

(downtown campus) 

傅鐘(校總區) 
Fu Bell 

(main campus) 

R1  07:35 07:40 08:00 終點站(不發車) 
Destination 

R2 07:35 07:55 08:00 終點站(不發車) 
Destination  

R3  08:30 08:35 08:55 終點站(不發車) 
Destination 

R4  09:45 09:50 10:05 終點站(不發車) 
Destination 

R5 10:05 10:20 10:25終點站(不發車) 
Destination  

R6  12:15 12:20 12:40 終點站(不發車) 
Destination 

R7  12:20 12:25 12:40 終點站(不發車) 
Destination 

R8 12:20 12:35 12:40 12:55 終點站(不發車) 
Destination 

R9 12:25 12:40 12:45 13:00 終點站(不發車) 
Destination 

R10 12:35 12:50 12:55 終點站(不發車) 
Destination  

R11 12:45 13:00 13:05 13:20 終點站(不發車) 
Destination 

R12 12:55 13:05 13:10 終點站(不發車) 
Destination  

R13  15:15 15:20 15:35 終點站(不發車) 
Destination 

R14 15:15 15:30 15:35 終點站(不發車) 
Destination  

R15  17:25 17:30 17:50 終點(不發車)站 
Destination 

R16  17:35 17:40 18:00 終點站(不發車) 
Destination 

R17 17:35 17:55 18:00 18:15 終點站(不發車) 
Destination 

R18 
總圖 
NTU 

Library 
22:10 

傅鐘 
Fu Bell 
22:12 

22:32 22:40 23:05 終點站(不發車) 
Destination 

【109.3】 

※欣欣客運連絡電話及遺失物協尋專線：02-23654066 

※校區間交通車行駛時間：上課日、上班日之校慶行駛(例假日、國定假日、寒假、暑假停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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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學術專車時刻表 
TheAcademia Sinica Shuttle Bus Service Schedule 

 

       【108.10】 

※中研院交通車行駛時間：  
上班日、五一勞動節及其補假日行駛(例假日、國定假日、春節停駛) 

※另有跳蛙專車-通勤 7 路線供選擇(查 5284 網頁)  
※連絡電話及遺失物協尋專線：欣欣客運 02-23654066  
※詳細資訊請參考中研院網站  

https://www.sinica.edu.tw/ch/articles/23 → 學術專車行車路線時刻
表 

 
 
 
 
 
                                         

校總區←→中研院 
NTU's main campus←→Academia Sinica 

班次 
Bus 

中研院至臺大 
Academia 

Sinica→NTU 

班次 
Bus 

臺大至中研院 
NTU→Academia Sinica 

綜合教學館站 
Multi-Purpose 
Classroom Bldg 

傅鐘站 
Fu Bell 

第一班 
First Shuttle 

07:00 第一班 
First Shuttle 

08:30 08:33 

第二班 
Second Shuttle 

08:00 第二班 
Second Shuttle 

09:40 09:43 

第三班 
Third Shuttle 

09:00 
第三班 

Third Shuttle 
10:30 10:33 

第四班 
Fourth Shuttle 

10:00 
第四班 

Fourth Shuttle 
11:30 11:33 

第五班 
Fifth Shuttle 

11:00 
第五班 

Fifth Shuttle 
12:30 12:33 

第六班 
Sixth Shuttle 

12:00 
第六班 

Sixth Shuttle 
14:30 14:33 

第七班 
Seventh Shuttle 

13:00 
第七班 

Seventh Shuttle 
16:30 16:33 

第八班 

Eighth Shuttle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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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中心 
保健中心位於椰林大道與小椰林道交叉口，面對總圖書館右手邊第一棟兩

層樓建築物。保健中心提供的服務包括：衛生教育活動與急救訓練、新生健康

檢查與複檢、校園傳染病防治、門診醫療與緊急傷病處理等。 

保健中心聯絡資訊 

上班時間：08：00~：17：00 (依據本校公告年度行事曆) 

電話：02-3366-2155 

傳真：02-2363-4995 

電話預約專線：02-3366-2175 

緊急事故專線：02-3366-9595(限上班時間及緊急傷病事故) 

保健中心網頁：http://shmc.ntu.edu.tw 

門診醫療 

服務科別：家醫科、皮膚科、耳鼻喉科、眼科、婦科、牙科、身心科、及體檢

複檢等門診。此外運動傷害防護治療、腹部超音波檢查、營養講座

等服務，請先掛家醫科由醫師評估。 

門診時間表：請見保健中心網站→門診醫療→門診時刻表 

醫師看診時間：上午 09：10～11：40，下午 14：10～16：40， 

週一至週五，例假日未開診。 

門診掛號須知： 

1、現場掛號：限當日，上午門診限上午掛號、下午門診限下午掛號。 

現場掛號時間：上午 08：20~11：30  下午 13：20~16：20 

2、電話預約：可預約 7日內(不含當日)，專線 02-3366-2175。 

電話預約時間：上午 08：10~09：00  下午 13：00~14：00 

3、網路預約：24小時服務，請見保健中心網站→網路掛號。可預約 14日內門

診(不含當日)。 

※請注意初診不開放電話預約，請至現場掛號。 

4、電話或網路預約者，請於上午 10：30/下午 15：30前先至掛號室報到領取

http://shmc.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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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診號碼。若未於報到截止時間前報到，將取消看診資格。 

5、優待掛號費用：掛號時出示本校學生證，即可優待免付掛號費用，惟看診健

保部份負擔費用 50元，請於看診後至收費室繳費。以健保身分就診而未帶

健保卡者，當次須自費看診，可於 10個工作天攜帶健保卡及收據於看診時

間（上午診 09：10－11：40；下午診 14：10－16：40。寒暑假期間週二至

五下午停診）至收費室退費，所退費用為扣除健保應付之健保部分負擔費

用。 

緊急傷病處理 

保健中心於上班時間（8：00~17：00）均有專人值班，可針對校園一般外傷及

輕微急症進行初步處理。若有突發緊急傷病事故，請呼叫 119及撥打保健中心

緊急救護專線 02-3366-9595或校內分機 69595，詳細敘述緊急事故地點、病人

狀況及現場連絡方式，保健中心將於接獲通報後儘快前往處理。 

其他服務 

為促進學生健康及加強對意外事故的緊急處理能力，保健中心每學期皆會辦理

健康衛教講座、急救訓練課程等，相關資訊可於臺大活動報名系統或全校訊息

查詢。除此，定期舉辦癌症篩檢，服務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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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 
 

本校性別教育推動狀況 

1.校園安全檢視與改善 

2.課程與教學 

3.課外宣導活動 

4.性騷擾案之調查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第七條：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

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

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教師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

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第八條：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

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

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聯絡資訊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地點：女五舍旁 

電話：(02)3366-9607 

網址：  

http://homepage.ntu.edu.tw/~gender/new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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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宣導 

壹、為維護身心健康應從事正當休閒與運動，反毒、拒毒、遠離

毒品相關網址如下： 

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http://enc.moe.edu.tw/ 

法務部無毒家園：https://antidrug.moj.gov.tw/mp-4.html 

貳、本校除吸菸區外全面禁菸，校園內發現有吸菸者，請電

洽 3366-9110 駐警隊取締處理。 

參、為避免交通事故發生，請大家記住下列自保原則: 

1.提前 10 分鐘出門，不要因為趕時間而騎快車。 

2.騎腳踏車時，遵守道路交通號誌、標線之指示。 

3.騎腳踏車應在劃設之慢車道靠右依序行駛，在未劃設慢車

道之道路，亦應靠右側路邊行駛。 

4.行駛交叉路口，應減速慢行，看清左右確無來車，並且在

不妨礙汽車通行的情況下迅速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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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尊重行人的安全與他人用路權利勿並排騎車。 

6.謹遵守「腳踏出不能亂停」之規定，除自己不要違規停放

腳踏出外，亦不應擅自將他人腳他車違規移動，妨礙通行 

7.不可載人或站在車後支腳上( 俗稱火箭筒)，以免發生意外

傷害。 

8.腳踏車不可任意停放於學校周圍周邊捷運站( 科技大樓、

公館) 出路口、騎樓、人行道及周圍社區巷道，影響他人

交通，應停放在設置固定停車架的位置，沒有設置停車架

的公共場所，應整齊停放，不應影響他人路權。 

9.勿無照駕駛，騎乘機車請戴安全帽、騎機車或開車不使用

行動電話、勿酒駕、遵守交通管制、勿超速、遵守機車停

車區與二段式左轉。 

10.行人穿越馬路應走在斑馬線、地下道及人行陸橋。 

11.登山、課外活動及出國交換，請於學生安全守護網登錄並

完成備查，以便緊急事件提供必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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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緊急）聯絡電話 

單位電話 

學務處校園安全中心 02-3366-9119 

總務處駐警隊 02-3366-9110 

臺大急診室 02-2356-2264 

三總汀洲急診室 02-2367-2644 

仁愛醫院急診室 02-2701-2370 

衛生保健中心 02-3366-9595 

校園正門駐警室 02-3366-2262, 3998 

辛亥路駐警室 02-3366-5862, 5869 

醫學院駐警室 02-2321-7952 

徐州校區駐警室 02-2391-7436  

火警、急救 119 

事故、報案 110 

氣象預報（國語）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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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預報（閩南語）167 

法務部調查局 02-2918-8888 

兒童保護專線 02-2597-8585 

生命線 02-2505-9595 

02-2967-9595 

羅斯福路派出所 02-2735-5761 

思源派出所 02-2365-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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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規劃 
職涯適性評測與諮詢 

1. 職涯適性評測為適性工作與領導潛能評估測驗。職涯中心以「團

體講座」方式辦理職涯適性評測與諮詢，透過專業顧問解析，協

助同學找到「適才適所」的職涯方向並提早規劃就業準備。 

2.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 

(https://ucan.moe.edu.tw)配合教育部，鼓勵同學參與線上職業

興趣探索及職能診斷，以貼近產業需求的職能為依據，增加學生

對職場的瞭解，並透過職能自我評估，規劃自我能力養成計畫，

提高個人職場競爭力。 

 

履歷撰寫指導與面試技巧 

    面對國際化、全球競爭的就業市場，職涯中心為協助同學突顯

個人的優勢特質、強化履歷辨識度，提供履歷撰寫及面試技巧講座

及諮詢預約服務，由不同產業領域的業界專家擔任顧問，就各產業

不同屬性及需求，協助學生學習履歷撰寫及面談的技巧，期望同學

以此為基石，讓同學贏在求職起跑點。 

 

國際人才發展體驗營 

    為培養全球化人才應備的能力，強化面對及處理問題的能力，與

人才管理專家顧問公司共同推出國際人才發展體驗營；課程主題方向

包括：溝通力、影響力、簡報力、問題解決能力、計劃與組織能力及

執行能力，採鮮活的互動方式進行，以應用所學，藉以提升職場就業

的必備能力。 

 

https://ucan.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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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基礎概論講座：行銷實務、財務會計 

    提供跨科系同學另一學習商學概論課程的路徑，同學參與實習及

未來就業，如先具備商學基礎知識，將更易了解職場的營運方式及洞

察市場概念，從而獲取資格經驗。 

 

職涯諮詢座談會-由校園到職場：就業Q&A 

    在同學即將踏出校園，進入職場之際，協助學生增加自我就業

價值之主張，為學生指引未來方向。職涯中心邀請資深人資專家與

同學對談，以其豐富的經驗及資歷，協助同學釐清人生方向、解除職

場疑惑，探尋個人優勢及發展就業競爭力。 

 

 

 

NTUIP臺大實習計畫 

    推動臺大實習計畫(NTUIP)，鼓勵同學參與實習及早認識職場，

在校時即先做好踏入職場的準備及職涯規劃，瞭解職場文化，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提升就業力。各項實習資訊及職缺刊登在NTUIP臺大實

習計畫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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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徵才系列活動 

  職涯中心每年辦理校園徵才系列活動，參與企業包括資訊科技、

金融、集團、多元產業等產業類別，搭建同學求職與企業求才之媒合

平台，協助同學達成適性就業。臺大校園徵才系列活動包括：企業博

覽會、教室徵才、公司說明會、公司參訪。 

 

 

 

 

 

 

 

 

 

 

 

 

其他服務項目 

1.留學資訊與諮詢 

2.出版品：PASSION WORKER臺大人職場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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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創意創業中心 
                                

 

 

 

台大創意創業中心 (以下略稱台大創創中心) 係於 2013 年成

立的一級研究中心，歷經五年的演進發展，中心目前提供垂直加速

器和新創孵化器，提供輔導能量與資源對接服務給不同階段的新創

團隊，核心使命在建構以新創培育輔導為中心任務的創業生態圈，

期能與新創團隊共創市場價值。 

台大創創中心成立迄今已輔導了近 300 個新創團隊，見證創業

團隊打造出點擊突破 20 億的網路服務、促成全台最成功的聊天機

器人 (Chatbot) 行銷案例、在「車庫創業」一詞風行台灣以前，我

們已經推薦團隊前往矽谷，創下台灣在 Kickstarter 上最高募資金

額記錄。 

具體而言，台大創創中心不同的孵育方案提供包含：商業策略

營運、創業社群交流、新創人才媒合、關鍵資源介接、對外宣傳曝

光等五大面向的服務。對於加入垂直加速器的團隊，我們特別提供

與企業專屬資源介接的輔導，以加速完成產品市場驗證，儘早完成

市場進入策略的選擇，從而提高投資吸引力。目前合作企業以及招

收的團隊主題歡迎前往官網查看。 

 

你可以：申請加速器或孵化器輔導計畫(program)，或參與我們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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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開社群活動。 

臉書：台大創創中心，關注新創輔導日常和申請資訊 

官網：tec.ntu.edu.tw，認識全方面的資源和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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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空間 
 

◎第一、二學生活動中心開放時間----活動中心 

開放時間：週一至日08:00~22:00 

寒暑假時間：週一至五08:00~17:00 

 

◎第一學生活動中心開放空間 

地點：第一學生活動中心一樓 

設備：桌子、椅子 

 

◎第二學生活動中心三樓303學生交誼室 

開放時間：週一至日08:00~22:00 

寒暑假時間：週一至五08:00~17:00 

 

◎Global Lounge(第二學生活動中心三樓) 

設備：桌子、椅子、電視牆、小會議室、雜誌書報櫃 

Global Lounge 開放區共有九張方桌，可容納36 人，至多九

組團體討論、另有小會議室可用做討論空間，須滿5 人以上

並進行國際事務相關活動才可以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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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圖書館 24小時自習室（總圖書館地下一樓） 

 

一、 開放規則 

1. 自習室全區 24 小時開放。 

2. 每月最後一個週日為自習室清潔日；當天 17:00 閉館，隔天

(週一)8:00 重新開放。 

3. 自習室分為 A、B 二區。A 區開放讀者使用筆記型電腦、計

算機及鍵盤、滑鼠等發出聲響之裝置；B 區為寧靜閱讀區

域，禁止使用上述發出聲響之裝置，若讀者使用手機或平板

電腦請調成靜音模式。 

4. 自習室內禁止攜帶飲料、食物。 

5. 自習室專供本校教職員工、學生及校友使用；期中、期末考

試期間實施座位管制，該時段暫不提供校友及休學生使用自

習室。 

 

二、 使用規則 

1. 進入自習室前可「自行選擇」或「系統隨機分配」座位號

碼，再將有效證件以感應或條碼掃描刷過門禁，並依座位號

碼入座。 

2. 進入自習室後若欲更換座位，可利用自習室內電腦自行操作

更換座位。 

3. 離開自習室時，若僅是暫時離開請於「暫時刷離」之電腦刷

卡，座位會保留 30 分鐘；若確定不再進入自習室，請於

「永久刷離」之電腦刷卡，系統將不會保留座位。 

4. 午間與晚間用餐時段（11:00-13:00；17:00-19:00），暫時刷離

座位保留時間將會延長至 1 小時。 

5. 請妥善自行保管個人物品或書籍，本館恕不負保管責任。當



 

120 

 

日結束自習時須將個人物品或書籍一併攜出，禁止佔用座位

與隔夜放置。 

6. 置物櫃僅限於使用自習室時暫置個人物品，結束自習時應將

個人物品攜走，並不得有危害環境安全及衛生之情形，違者

本館人員得逕行清理不得異議。 

7. 詳細規則請參閱圖書館網站之說明，另自習室新系統將於新

學期上線，請密切注意圖書館最新公告。 

 

 

圖書館自習室位置圖（請掃描右側 QR Code） 

 

 

 

圖書館自習室使用須知（請掃描右側 QR Code） 

 

  

 

總圖書館討論區（總圖書館地下一樓） 

 

一、 開放規則 

1. 討論區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日 08:00 – 22:00。 

2. 每月最後一個週日為討論區清潔日；當天 17:00 閉館，隔日

(週一)8:00 重新開放。 

3. 討論區僅供本校教職員工與學生使用，不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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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規則 

1. 進入討論區前請以有效證件感應並刷過門禁。 

2. 討論區內禁止攜帶飲料、食物。 

3. 討論區內禁止躺臥。 

4. 討論區因鄰近自習室，討論時請降低音量。 

5. 請妥善自行保管個人物品或書籍，本館恕不負保管責任。當

日閉館前須將個人物品或書籍一併攜出，禁止佔用座位與隔

夜放置。 

6. 詳細規則請參閱圖書館網站之說明 

 

 

 

 

 

 

討論區使用須知（請掃描右側 QR Code） 

 

 

 

 

 

 

討論區位置圖（請掃描右側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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