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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臺北醫學大學學生至臺北科技大學校際選修程序  

一、開學日期：108.02.18(週一) 

二、選修規定： 

1. 准予校際選課之科目，以本校該學期未開設者為原則；應屆畢（結）業生如

有特殊情形者，經學生陳述事實，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核准後，得以專案申

請之。 

2. 校際選課學生每學期修習他校學分數，不得超過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三分之

一，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 學士班應屆畢（結）業生。  

(2) 延畢生。  

(3) 碩博士班學生。  

(4) 本校與他校基於互惠原則簽訂學術合作辦法者。  

於前項但書情形，修習學分總數應受每學期最高限修學分之限制。 

3. 選課確認：務必於 3/7-3/13 上網進行選課確認，確認選課資料是否已登錄無

誤。 

4. 選課完成後開始至臺北科技大學上課，其授課、退選、考試、成績、補考等

相關規定，均依臺北科技大學學則規定辦理。 

*期中撤選時間：3/18-5/10 

5. 未依公告程序申請辦理者，其選課視為無效。 

  

三、選修課程： 

   (一) 本校與北科大開放課程(不含實驗、實習)互選免學分費(延修生除外)，通識課程

開放如以下科目：   

1.申請流程：以下科目開放各 5 名，請於加退選期間(2/18~3/4)直接至選課系統

加選(加選至額滿為止)，不需繳交學分費(延修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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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名稱 領域別 學分 教師 節次 上課地點 

1 國際關係 社會科學通識領域 2 何揚 週四 12節 二教 304 

2 兩性關係 社會科學通識領域 2 鄭雪美 週四 12節 國百館 401 

3 音樂欣賞 音樂與藝術通識領域 2 曾鈴淳 週四 12節 綜二演講廳 

4 中國近代史 人文通識領域 2 吳美鳳 週四 12節 二教 201 

5 膳食與生活 科學與邏輯思維通識領域 2 施宛君 週四 12節 六教 227 

6 中國醫療文化史 人文通識領域 2 張嘉鳳 週四 12節 三教 301 

7 創業與財務概論 社會科學通識領域 2 黃麗珠 週四 12節 三教 401 

8 認識中國大陸 人文通識領域 2 何揚 週四 34節 二教 303 

9 宗教與人生 人文通識領域 2 陳紹韻 週四 34節 二教 207 

10 博雅講座(二) 人文通識領域 2 陳春山 週四 34節 綜二演講廳 

11 中國古代的庶民生活 人文通識領域 2 張嘉鳳 週四 34節 三教 301 

12 資訊法律 社會科學通識領域 2 陳慧貞 週四 34節 三教 408 

13 營養、運動與健康 科學與邏輯思維通識領域 2 施宛君 週四 34節 六教 227 

14 兩性關係 社會科學通識領域 2 胡興梅 週四 56節 六教 527 

15 生涯發展與選擇 社會科學通識領域 2 蔡佩珊 週四 56節 三教 208 

16 音樂欣賞 音樂與藝術通識領域 2 翁立美 週四 56節 綜二演講廳 

17 台灣的歷史與古蹟 人文通識領域 2 陳涵秀 週四 56節 四教 103 

18 創業之品牌管理與行銷 社會科學通識領域 2 陳月平 週四 56節 三教 403 

19 台灣發展史 人文通識領域 2 何鳳嬌 週五 12節 三教 401 

20 音樂欣賞 音樂與藝術通識領域 2 黃馨儀 週五 12節 綜二演講廳 

21 醫學與生活 科學與邏輯思維通識領域 2 房同經 週五 12節 二教 201 

22 政治與生活 社會科學通識領域 2 陳愷 週五 12節 六教 227 

23 婚姻與家庭 社會科學通識領域 2 陳小英 週五 12節 三教 201 

24 倫理學概論 人文通識領域 2 陳潔明 週五 12節 三教 303 

25 理財與生活 社會科學通識領域 2 陳月平 週五 12節 二教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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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名稱 領域別 學分 教師 節次 上課地點 

26 台灣發展史 人文通識領域 2 何鳳嬌 週五 34節 三教 401 

27 音樂欣賞 音樂與藝術通識領域 2 陳靜慧 週五 34節 二教 201 

28 生物哲學 科學與邏輯思維通識領域 2 林景銘 週五 34節 四教 101 

29 兩岸關係與國際政治 社會科學通識領域 2 鄭又平 週五 34節 綜二演講廳 

30 職場倫理 社會科學通識領域 2 陳建文 週五 34節 三教 209 

31 創業計畫書撰寫 社會科學通識領域 2 姚長安 週五 34節 二教 304 

 

2.上課時間：「三 34」 第一個數字三表示三，第二個數字以後 34 表示 

                 第 34 節。 

[1] 08:10-09:00 [2] 09:10-10:00 [3] 10:10-11:00 [4] 11:10-12:00 

[5] 13:10-14:00 [6] 14:10-15:00 [7] 15:10-16:00 [8] 16:10-17:00 

[9] 17:10-18:00    

※ 有關上課教室，因開學後還需視選課人數多寡調整教室，故請同學於上課前務必

再行上網查詢，博雅選修(一)~(五)查詢網址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Subj.jsp?format=-3&year=107&sem=2&code=14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Subj.jsp?format=-3&year=107&sem=2&cod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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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修北科大其餘課程請依一般校際選課流程辦理，大學日間部申請通過者免學

分費(延修生除外)。 

 *1072 北科大校際選課開放申請時間：2/18~3/4 

申請流程：  

   

   

 

  

  

 

 

  

  

  

  

  

     

  

        

              

  

          

  

請至臺北科技大學列印申請表(一式一份)下載申請表 

『加』臺北醫學大學申請(一式一份)下載申請表 

完成  

完成選課程序後，須將申請表於申請截止前分送： 

(1)北科大課務組(正本) (2)北科大開課系所(影本) 

(3)北醫課務組(正本)   (4)學生自存(影本) 

北醫  

1.授課老師(認列課程) 

2.系所主管/行政老師  

3.教務處  

臺北科技大學 

1.授課老師 

2.系所主管  

3.教務處 

4.出納組繳費 

(非大學日間部在學生) 

 

 

https://oaa.ntut.edu.tw/ezfiles/1/1001/img/493/719438697.pdf
http://aca.tmu.edu.tw/download.php?filename=82_f3585911.doc&dir=archive&title=%E6%A0%A1%E9%9A%9B%E9%81%B8%E8%AA%B2%E7%94%B3%E8%AB%8B%E6%9B%B8%28Inter-University+Course+Selection+Application+Form%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