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士班教育目標：

培育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就業及進修之基礎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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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學分數：134學分(108學年度入學開始調整)

校訂共同必修課程：24學分(包含語文8+向度通識16 ;110學年度起新增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基礎必修課程：60學分

群組選修課程：10學分(至少需修完1組全部課程)

一般選修課程：40學分(開放選修外系16學分，含共同選修，但不含通識課程)

*110學年度起，至少應修畢取得本校或臺北聯合大學系統開設之微學程(至少8)、學分學程(至少15)、
輔系或雙主修任一之資格。微學程或學分學程非屬本系專業課程者，可計入外系選修學分，至多16學分。

自110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學生，至少應修畢取得本校或臺北聯合大學系統開設之微學程、學分學程、
輔系或雙主修任一之資格；學生依本校「學程修讀辦法」及「臺北聯合大學系統跨校學分學程暨微學程
辦法」申請並取得微學程或學分學程結業資格之學分，可同時採計為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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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cc.ntpu.edu.tw/pls/eval/CMAP_5SYS.main_ge
http://www.rebe.ntpu.edu.tw/zh_tw/B/C


綜合性基礎學科(目的)
以培養學生「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基本知識與素養；

學生未來投入公、私部門就業或升學進修之重要專業；

後續群組課程之先修課程。

綜合應用與學習成果展現：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專題

(四年級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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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開始依個人興趣修習群組課程。2上【群組課程說明會】詳細解說

修習群組課程不需事先登記，亦可隨意跨組選修，但至少需修完1組全部課程
方可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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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課程




http://www.rebe.ntpu.edu.tw/zh_tw/B/C


http://www.rebe.ntpu.edu.tw/zh_tw/B/BCI



基礎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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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ebe.ntpu.edu.tw/zh_tw/B/C
http://www.rebe.ntpu.edu.tw/zh_tw/B/BCI
http://sea.cc.ntpu.edu.tw/pls/eval/CMAP_5SYS.main_dept_list_new?syear=110&cid=0&deptno=LU08&tab=3


7https://www.ntpu.edu.tw/~lc/Curriculum/curriculum-more.php?id=120

110

https://www.ntpu.edu.tw/%7Elc/Curriculum/curriculum-more.php?id=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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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免或免修之校訂標準，依據【國立臺北大學大學英語文課程抵免及免修辦法】。
因疫情影響本學年採學測、指考英文頂標作為免修標準，由語言中心直接辦理免修，不須另外申請。
免修之4學分，本系開放由學生自行選修本系或外系課程，但不包括通識、軍訓、體育類課程。

一、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中高級初複試(含)以上 二、多益測
驗(TOEIC) 785 分 (含)以上三、紙筆托福測驗 (ITP) 550 分(含)以上四、網
路托福測驗 (IBT) 87 分(含)以上 五、國際英語測驗(IELTS) 6 級(含)以上六、
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英文 90 分(含)以上七、以英語為母語之外籍生

一、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中高級初試 二、多益測驗(TOEIC) 
650 分 (含)以上三、紙筆托福測驗 (ITP) 490 分(含)以上四、網路托福測驗
(IBT) 70 分(含)以上 五、國際英語測驗(IELTS) 5.5 級(含)以上

https://www.ntpu.edu.tw/%7Elc/files/Curriculum/202108181619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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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mail.ntpu.edu.tw



 110學年度學士班新生申請「語文通識-大學英語文課
程」 抵免或免修注意事項

請點此瀏覽
https://www.ntpu.edu.tw/~lc/Curriculum/curriculum-
more.php?id=120

【抵免】大學英語文課程申請表
請點此下載
https://www.ntpu.edu.tw/~lc/Download/form-
more.php?id=54

【免修】大學英語文課程申請表
請點此下載
https://www.ntpu.edu.tw/~lc/Download/form-
more.php?id=53

限當年度申請。
110學年度第1學期申請期限：110.09.17(五)
110學年度第2學期申請期限：111.03.0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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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tpu.edu.tw/%7Elc/Curriculum/curriculum-more.php?id=120
https://www.ntpu.edu.tw/%7Elc/Download/form-more.php?id=54
https://www.ntpu.edu.tw/%7Elc/Download/form-more.php?id=53


一、因應疫情發展，110-1「大一國文：經典閱讀與詮釋」抵免辦理方式由實體紙本送件變更為電子

郵件送件：

 請備齊抵免申請表親筆簽名掃描檔、成績單正本掃描檔、原校所修學年度之課程綱要電子檔

，最遲於9/22（三）下午3點前寄至chinese@mail.ntpu.edu.tw，郵件主旨請註明「大一國文

抵免申請-○○系○○○（姓名）」俾利審查。

 請依格式完整填妥申請表及提供所需資料之 PDF 或圖象檔（若以照相截圖方式請務必確認圖

檔呈現之完整性及平整性，請避免資料歪斜之圖檔），若因資料不齊全、難以辨識或難以正

常列印致退件補件影響加退選等權益或其他問題時，應由申請人負責。

二、倘因修課年代久遠經確認無法取得原修課課綱者，請自行敘明理由，撰寫切結書並親筆簽名掃

描後，附於申請之電子郵件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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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公告：http://www.cl.ntpu.edu.tw/canon-2/

mailto:chinese@mail.ntpu.edu.tw
http://www.cl.ntpu.edu.tw/canon-2/


三、本校大一新生於 110 年暑假參與本校開設之「大一國文：經典閱讀與詮釋」暑期先修課者，不

需要檢附課程大綱，僅需提供抵免申請表及成績單之檔案。

四、本系審查後會以公文交換方式將審查資料送至申請人所屬系所進行下一階段審核，申請人

不需再至中文系取件。

五、 9/10 前已送件至本系審查之申請資料，亦由本系統一以公文交換方式將審查資料送至申

請人所屬系所進行下一階段審核，申請人不需再至中文系取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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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抵免時限內之上班時間皆可收件。(請在加退選期間內辦理完畢)

防疫期間減少活動，建議請盡早準備，或先email徵詢抵免課程之教師同意作為申請附件

準備妥當之抵免申請文件，除送至通識中心亦可經由以下方式，減少人員接觸：

◆請徵詢各系系辦同意協助『公文交換』

◆或自行郵寄送達

此兩項方式送至通識中心，除申請文件有問題將以電話聯繫外，中心核章後將以公文交換方式送至各

系所系辦，以繼續申請流程。

請留意申請抵免於各單位核章皆須待審核，因此請自行評估申請時間，盡早遞送抵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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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網址：https://www.ntpu.edu.tw/college/e7/news-more.php?id=3687

https://www.ntpu.edu.tw/college/e7/news-more.php?id=3687


因應本校110學年度第1學期前二週（9/22至10/5）採全面遠距授課，本學期辦理體育抵免作業由「實
體送件」改為以「電子郵件」方式申辦。

一、申請流程：

1. 請同學填妥申請書並親筆簽名。

2. 將申請書掃描檔、成績單正本掃描檔、原校所修學年度之課程綱要電子檔寄至體育室教學研究組承辦

人信箱：a99558@gm.ntpu.edu.tw 俾利審查，郵件主旨請註明「辦理體育學分抵免事宜-oo系ooo(姓名)」。

3. 本室將列印資料審核後，以紙本公文交換方式至申請人所屬系所繼續辦理下一階段審核流程。

請注意：

若以照片截圖方式請務必確認圖檔之完整性及平整性，避免歪斜之圖檔，若因資料不全、難以辨識或難

以正常列印至退件補件影響加退選等權益或其他問題，應由申請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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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網址： https://www.ntpu.edu.tw/admin/a10/news_more.php?id=1502

https://www.ntpu.edu.tw/admin/a10/news_more.php?id=1502


二、辦理對象：三峽學士班、進修學士班。

三、辦理期限：最遲請於10/1(五)下午三點前以電子郵件寄送。

四、聯絡電話：02-8674-1111轉68511體育室教學研究組。

五、注意事項：
1.本校降轉生及平轉生(指重考回本校者)已修過體育且成績及格者得抵免體育必修學分。
2.凡修畢本校以外之大專院校一年級（含五專四年級）以上體育，且成績達70分以上者，得抵本校體
育必修學分。
3.轉系生除通識學分須辦理抵免外，其餘已在本校修習之共同必、選修科目，直接承認，不須辦理抵
免。
4.本校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學生轉至本校他系，得以已修畢之必修術科成績抵免體育成績，然以抵免
同年級體育成績為原則。
5.其他事項可參考本校國立臺北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國立臺北大學體育實施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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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務組系統操作手冊
https://www.ntpu.edu.tw/admin/a7/org/a7
-2/course_download7_more.php?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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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tpu.edu.tw/admin/a7/org/a7-2/course_download7_more.php?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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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修課：本系開課之課程(含基礎必修、群組選修與一般

選修)，應依本系安排之班級、時間上課(本校選課辦法第6、

7條規定)。各年級第一次修課須按所排定班級上課，重修課

程者可由學生自行選擇班級。

本系課程之「先修科目」要求，係指應先行修習完畢全部指定

課程且成績不得為零分，若指定課程為全學年課程，須修完上

下學期且任一學期成績不得為零分(依本校選課辦法，全學年

課程上學期需達40分(含)以上才能選修下學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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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度通識課程：

六大向度通識課程（至少16學分），六大向度中之任五向
度至少各選讀1門。

 通識課程架構，請見

http://sea.cc.ntpu.edu.tw/pls/eval/CMAP_5SYS.main_ge

http://sea.cc.ntpu.edu.tw/pls/eval/CMAP_5SYS.main_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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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測量學(含實習)、二上：地籍測量(含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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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選]第2次選課：110年 09/07 (二) 08：30 至 09/13 (一) 17：00止。

預計110年9/16(四)下午3時至6時止，進行課程分發作業，下午6
時後可查詢選課結果。
第1次退課：110年 09/17 (五) 08：30 至 9/20 (一) 17：00止。

加退選：110年9/22 (三) 08：30 至 10/1 (五) 17：00止。

各階段作業期間以課務組公告為準
https://www.ntpu.edu.tw/admin/a7/org/a7-
2/news_more.php?id=1274

https://www.ntpu.edu.tw/admin/a7/org/a7-2/news_more.php?id=1274


34

重大事由：限1.教師成績晚送，因擋修或未達四十分 而無法修習
者。2.課程抵免核定過晚者。3.已核准課程衝堂者。4.原選課 程
停開者。5.應屆畢業生缺少學分，致影響畢業者，同一時段相同
課程以 加選未滿班課程為限。6.未達選修最低學分數者，限加選
未滿班課程。7.轉學生、轉系生須補修轉入年級前本系專業必修
課程者，同一時段相同課 程以加選未滿班課程為限。8.轉學生、
轉系生經抵免全學年之本系專業必修課程，須補修下學期課程者，
同一時段相同課程以加選未滿班課程為限。

重大事由加退選：
110 年 10 月 05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 30 分
至 110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 00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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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工加簽時間：
110 年 10 月 05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 30 分
至 11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5 時 00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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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將於9月22日開
學，惟受疫情影響，前
兩週(9/22-10/5)採全
校遠距教學。各門課程
遠距教學方式，依學校
公告，可於【校網首頁
在校學生課程與學
習資源課程查詢搜
尋課程資料之授課大綱
(內容綱要中獲得相關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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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以線上導覽迎接新生入學，請至下列網址瀏覽相關資訊
https://new.ntpu.edu.tw/news/613ac73772f1d73ae1cf29c6/%E8%87%BA%E5%8C%97%E5%A4%A7%E5%AD
%B8%E4%BB%A5%E7%B7%9A%E4%B8%8A%E5%B0%8E%E8%A6%BD%E8%BF%8E%E6%8E%A5%E6%96%B0
%E7%94%9F%E5%85%A5%E5%AD%B8

新生導航活動—系介紹與導生時間

原公告以實體舉辦，惟因應前述全校遠距教學，時間不變（9/22，上午10:10-
12:00），僅調整改以視訊會議方式辦理，屆時請利用下列連結加入會議室。

A班連結：https://meet.google.com/yiq-uapu-edv

B班連結：https://meet.google.com/qhk-tqmy-zjp

相關資訊請至本系網頁學士班【大一新生專區】自行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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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ntpu.edu.tw/news/613ac73772f1d73ae1cf29c6/%E8%87%BA%E5%8C%97%E5%A4%A7%E5%AD%B8%E4%BB%A5%E7%B7%9A%E4%B8%8A%E5%B0%8E%E8%A6%BD%E8%BF%8E%E6%8E%A5%E6%96%B0%E7%94%9F%E5%85%A5%E5%AD%B8
https://meet.google.com/yiq-uapu-edv
https://meet.google.com/qhk-tqmy-zjp


竭誠歡迎您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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