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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內容 活動地點、連結及應注意事項

Aug 20 新生學號公告
臺北科大國際處網站

https://oia.ntut.edu.tw

Aug 21 

- Sep 4

09:00

17:00

新生網路選課

新生基本資料登錄

新生上網選課前務必先完成【新

生個人基本資料】所有項目之填

寫後，才能繼續進行【網路選課】

https://nportal.ntut.edu.tw/

 共9碼，例如：108xxxxxx】；預設

密碼：【西元出生年月日共8碼，例

如20001231】。

學生基本資料登錄為註冊必要程

序，為免影響您的各項權益，請務

必於9月4日前先上網登錄資料完

成填表，否則視同未完成註冊。

Aug 31 學期住宿開放
臺北科大東校區宿舍地址：

台北市建國南路1段81號

Sep 2

9:30-12:00 僑生及港澳生新生座談會
共同科館B1演講廳

境外生輔導組柯佩君

13:00-14:00
大學部僑生新生國文能力

測驗
共同科館B1演講廳

14:00-17:00 僑生及港澳生新生報到

繳驗證件資料

共同科館B1演講廳

國際學生組黃郁婷

重 要 時 程



2

日期 時間 內容 活動地點、連結及應注意事項

Sep 3

8:40-10:20 全校大學部新生註冊

8:40前到達指定教室，請見「註冊

及測驗說明」，並請再次攜帶畢業

證書正本供承辦人員現場查驗。

10:25-11:25 英文能力檢定測驗

-依各系所指定教室

-攜帶2B鉛筆(包括聽力及閱讀能

力測驗)（除英文系外各系新生均

應參加）

11:35-12:35 基礎數學測驗

-依各系所指定教室

-攜帶2B鉛筆參加考試（除經管、

工設、建築、英文、文發、互動等系

免參加外，其餘各系新生均應參

加本項測驗）

13:00-17:00 新生入學健康檢查 綜科館1樓演講廳報到

Sep 4 08:30 大學部新生始業輔導
當天08:30前至中正館各系指定

位置就位。

Sep 5 領繳費單(學雜費及住宿) 地點：國際事務處

Sep 9 -

Sep 23

1.網路加退選

2.新生學分抵免

新生學分抵免須填寫「新生學分

抵免申請書」及檢附成績證明文

件。

Sep 12 繳交學雜費及住宿費期限
9月12日之後請至臺灣銀行城中

分行繳交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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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生 報 到

一、 僑生(含港澳生)新生報到將於2019年9月2日(星期一)下午2點開始，報到地點為

共同科館B1演講廳。

二、 報到所需繳交之資料：

 （一） 填好的「境外生資料表」(附件1)，證件影本包含〈身分證/居留證(ARC)、護

照(Passport)、簽證(VISA)/入台證影本〉，尚未有的文件(例如居留證影本)可於辦理完

成後補繳回國際處。

 （二） 經我政府駐外機構驗證或由僑務主管機關指定單位核驗之最高學歷畢業

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正、影本。正本於繳驗後退還，若畢業證書非英文或中文，須

繳交經核驗之譯本。

 （三） 兩張大頭照（最近3個月內2吋半身彩色正面脫帽照片2張，背面書寫學號、

姓名、班別，供製作學生證用）。

 （四） 抵達台灣完成學校註冊之後，請盡速辦理申請居留台灣相關文件(居留證)

，接著至台灣郵局開立帳戶，請於10月底前將帳戶影本繳交至國際處(將使用於學校日

後發放獎助學金or退費申請作業等事宜)。

三、 報到現場無提供影印服務，請新生自行在報到前準備好須繳交之證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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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學

一、  新生如欲申請休學者，須於9月2日完成新生報到/註冊，並完成註冊手續後（含

基本資料填寫、繳費、選課及體檢），始可辦理。如欲申請全額退費(不含學生平安保險

費)，請務必於9月4日前辦妥休學手續。

二、 詳細資訊請參照本校大學部新生入學資訊網  https://oaa.ntut.edu.tw/p/412-

1008-12961.php?Lang=zh-t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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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冊 及 測 驗 說 明

一、 2019年9月3日(星期二)能力測驗

（一）	 時間：		 	 	 	 	 	 	

時間 辦理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及協同人員 備註

8:40前 準時到達指定教室

08:40～09:10 新生報到點名 系教官及輔導人員 至指定教室就座點名

09:10～10:20 1.新生繳驗學

歷證件

2.選課說明

教務處、系教官及各

系選課承辦人

1.註冊組各系經辦人至教室辦

理驗證(說明自己是僑生，已於

9/2報到時繳交給國際事務處)

2.系承辦人作選課說明

10:20～10:25 休息

10:25～11:25 英文能力檢定

測驗

英文系及各系教官 ★攜帶2B鉛筆(包括聽力及閱

讀能力測驗)（除英文系外各系

新生均應參加）

11:35～12:35 基礎數學測驗 通識教育中心及各系

教官

★攜帶2B鉛筆參加筆試（除創

意學士班、經管、工設、建築、

英文、文發、互動等系免參加

外，其餘各系新生均應參加本

項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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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點

各班註冊教室待教務處註冊組公告

https://oaa.ntut.edu.tw/p/412-1008-12958.php?Lang=zh-tw

（三）	 有關英文與數學能力測驗：

1. 未參加能力檢定測驗者不予補考，直接分發至初級英文/數學課程。分屬初級班

之新生必須再選讀每週兩小時之英文/數學輔導課程。

2. 英文檢定測驗：為提昇本校學生英語能力，特針對新生（應用英文系學生除外）實

施英文能力檢定測驗，再依據新生入學英文能力檢定測驗成績，分為高級、中級、初級三

級教學。此分級為學生大一全學年之英文課程分級，請務必儘量到考，以維護自身權益。

英文能力檢定測驗內容與範圍可參閱坊間之「多益」書籍和雜誌。

3. 基礎數學測驗：為提昇本校機電學院、電資學院、工程學院、工管系及資財系四技

新生之基礎數學能力，於新生註冊時舉行「基礎數學」會考。會考範圍以高職數學內容為

主(考古題請參考網站： https://oaa.ntut.edu.tw/p/412-1008-12958.php?Lang=zh-

tw)。凡會考成績屬於全體受測學生之最後20%之同學，應加修「基礎數學輔導課程」(0

學分/1小時)，其餘學生可自由選擇是否加修。加修本課程共計18小時，於第一學期的第

二週至第四週之夜間上課，強化提升基礎數學能力。

4. 須參加英文輔導課程或微積分輔導課程之學生名單請同學自行至校園入口網站

查詢個人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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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間部大學部一年級軍訓課程為必修，僑生可免修軍訓國防課程，國際事務處會

代為將完成註冊之僑生名單轉交給軍訓室。

三、 新生抵免學分請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規定於開學後二週內逕自教務處網

站下載並填寫表單，向學分抵免初審單位提出學分抵免申請。

四、 新生如欲申請休學者，須於9月2日完成報到，並完成繳費手續後，始可辦理。如欲

全額退費(不含學生平安保險費)，請務必於9月10日前辦妥休學手續。

五、 開學典禮及上課：9月9日（星期一）上午10時舉行開學典禮及大掃除，下午正式

上課。

六、 註冊組業務承辦窗口：

學院 電資學院 機電學院 設計學院 工程學院 管理學院 人社學院

承辦人 鄧璦純 李梅玲 陳淑美 黃麗純 徐嘉偉 何蕙如

分機 1114 1115 1116 1118 1119 1117

Email
acteng@

ntut.edu.tw

cherry@

ntut.edu.tw

mei0209@

ntut.edu.tw

s9301223@

ntut.edu.tw

soup060421@

ntut.edu.tw

hueiru@

ntut.edu.tw

註 冊 及 測 驗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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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生 網 路 選 課 須 知

一、 實施對象：本校日間部大學部及研究所新生。

二、 新生網路初選選課時間：網路選課期間自108年8月21日上午9時至108年9月4

日下午5時止，網路初選選課期間學生可隨時上線選擇或更改所選課程。

三、 選課範圍：

1. 新生因第一次網路選課，故一律限選本班所開之課程，而欲跨班修讀必、選修及

學程課程，請另於開學第1、2週網路加退選時，依授課教師之課程設定條件完成簽核程

序，加、退選應經任課老師及系所同意，於開學後第二週內完成網路加、退選程序。為減

少開學之加退選時之人工作業及維護同學的選課權利，請同學務必審慎辦理網路選課。

2. 四技一年級(除應用英文系外)之「英文閱讀與聽講練習」因實施能力分班，故不

納入本次選課實施範圍。

3. 有關大學「博雅課程」採志願選填方式選課，請依網頁指示辦理志願選填，該課程

將於網路初選結束後，統一由教務處作業並將分發結果加入同學選課清單中。

四、 請由本校校園入口網站(https://nportal.ntut.edu.tw/)登入後，點開畫面左方的

【資訊系統】→【教務系統】，再點選【新生網路選課系統】即可。【帳號：學號，預設密碼：

境外生為個人西元出生年月日共8碼，例如19990101】，若非因個人輸入錯誤而登錄失

敗之問題，請洽教務處註冊組查詢。

五、 新生學號將會於8月20日前公布於臺北科大國際處網站及FB粉絲頁

https://oia.ntut.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issoiataipeitech?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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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網路選課流程

（一） 進入本校【新生選課系統】後，請先登錄新生個人基本資料(1)~(6)項，再點選【加

選本班課程選課】開始選課。同學可從畫面顯示之所屬班級所開設課程資料中，點選欲

選讀之課程；經確認無誤後，按【送出】鈕，系統將再次顯示所有選讀之課程資料，包括課

號、必/選修別、學分數及課程名稱等相關資料。

（二） 若所選課程上課時段衝堂、總學分數違反最高學分（大學部25學分）限制等錯誤，

系統將自動顯示警告訊息，所選之課程將無法選入，請同學審慎選課。

（三） 回到步驟1更新選課科目或離開本系統。

七、 若有選課相關問題請洽詢所屬系所辦公室負責選課輔導之老師。

※新生網路選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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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期 收 費 標 準 ( N T D )

類別 收費標準

機電、電資、工程、設計學院各系、工管系

及資財系

學費16,446元、雜費10,450元，共計

26,896元。

人社學院各系、經管系
學費16,337元、雜費7,002元，共計

23,339元

網路使用費 400元

平安保險費 271元

全民健康保險費 4494元

※每年度金額會有些微異動，確定金額以繳費單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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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 交 學 雜 費 注 意 事 項

一、 國際事務處將於2019年9月5日備好所有境外生的繳費單，可來辦公室領取，繳

交學雜費與住宿費，或自行上網列印。

二、 108學年度第1學期學雜費繳費單列印操作步驟

步驟1：進入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站，點選「學生登入」https://school.bot.com.tw/

twbank.net/index.aspx 

步驟2：輸入「身分證字號」及「學號」

 身分證字號－新生為出生年月日八碼，例如：20190831。第二學期後，改

           為輸入居留證字號，英文字要大寫。

           學號-填寫學號。

           出生年月日-空白不須填

步驟3：選擇正確學年度及學期，後按檢視

　　　例如：108學年度第一學期 

步驟4：選按產生PDF繳費單並列印(入口網站左下角可安裝Adobe Reader軟體)即可 

 持印出紙本之PDF繳費單，至臺灣銀行各分行臨櫃或超商等繳費，繳費期限至9 

 月12日。

三、 如無法自行列印者，可利用學校電腦教室或洽出納組櫃檯或撥學校分機1364

、1367協助同學列印。



12

四、 繳費方式有四：請以最便利的方式選擇其一辦理繳費

（一） 臨櫃繳費：即持繳費單（一式二聯）至臺灣銀行各地分行之櫃檯繳款，可即時取得

收據。

（二） 統一、全家、OK及萊爾富超商繳費(手續費6元)。

（三） ATM繳費：即持繳費單（一式二聯）至全國各地自動櫃員機操作繳費。（以此方式

繳費者請務必詳細閱讀繳費單上相關操作手續辦理，若有疑問者請再親至銀行櫃檯洽

詢清楚），轉帳明細清單，請同學轉帳後妥為保存，並請同學務必確認是否有轉帳成功。

（四） 網路銀行繳費：即以網際網路方式辦理繳費。（相關操作手續請至臺灣銀行網站

查詢，或親至銀行櫃檯洽詢）。

（五） 信用卡繳費：限臺灣發行之信用卡。

※ 其中方式(三)、(四)須擁有臺灣的帳戶。

※ 9月12日之後請至臺灣銀行城中分行繳交學費。

五、 需繳費收據者，可於繳費後至臺灣銀行網站下載。

六、 同學繳費前請先查看班級姓名學號及金額是否正確後，再行繳費，如有更換單

據，請務必持更正後之新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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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 資 訊

一、 本校宿舍預計於2019年8月31日開放住宿，建議申請住宿學生於宿舍開放日（8

月31日）及新生報到日（9月2日）之間入住宿舍。

二、 境外新生首年保障在東校區宿舍，男性境外生第二年會移至新北宿舍，女性境外

生移至南港宿舍，自第三年起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境外生住宿床位。

三、 申請住宿之學生抵達臺灣後，因有大型行李，建議直接前往宿舍報到，詳細桃園

機場至宿舍之交通資訊請見「新生資訊指南」1.3臺北科大宿舍資訊部分或本處網頁

https://oia.ntut.edu.tw/p/412-1032-9104.php?Lang=zh-tw。

四、 宿舍簡介

（一）	 東校區宿舍

1. 地址：10608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81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東校區宿舍

2. 房型：四人一間

3. 費用：每學期NT$4,950（另加押金NT$ 1,000，於退宿後歸還）。 

 使用冷氣及洗衣機須支付額外費用，費用可能視情況調整。

4. 宿舍網頁：https://eastdorm.ntut.edu.tw/

5. 北科大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Fb：https://www.facebook.com/ntuts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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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北宿舍

1. 地址：23659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241號  

 新北高工學生宿舍

2. 房型：四人一間

3. 費用：每學期NT$3,925（另加押金NT$ 1,000，於退宿後歸還）。 

 使用冷氣及洗衣機須支付額外費用，費用可能視情況調整。

4. 宿舍網站：http://newtaipei.ntut.edu.tw/

（三）	 南港宿舍

1. 地址：11579臺北市南港區興中路29號(南港高工學生宿舍五樓)

2. 房型：四人一間

3. 費用：每學期NT$4,500（另加押金NT$ 1,000，於退宿後歸還）。 

 使用冷氣及洗衣機須支付額外費用，費用可能視情況調整。

4. 宿舍網站：http://newtaipei.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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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生 入 學 健 康 檢 查

一、 訂於2019年9月3日(星期二)，請攜帶500元，其他規定詳如「新生入學健康檢查

辦法」辦理。

二、 未依規定接受健康檢查，視同未完成註冊手續，無法領取學生證，在完成健康檢

查後方可領取學生證，開學後一個月內仍未完成者不得住宿。

三、 業務承辦人：莊梅芬小姐，分機：1265，E-mail：mfjuang@ntut.edu.tw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108學年度新生入學健康檢查辦法

壹、依　　據：教育部頒訂「學校衛生法」「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及本校「學生手冊-衛

生保健實施要則」等有關法令辦理。

貳、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參、實施對象：本校全體新生、復學生、轉學生。（新生確定休學者今年可免體檢，待申請

復學時再做入學健康檢查）

肆、懲處規定：依據「學生手冊-衛生保健實施要則」第4條，為預防潛在傳染病在校園擴

散，新生入學時，未依規定接受健康檢查或依本校「健康檢查資料卡」至醫院檢查，視同

未完成註冊手續，無法領取學生證，在完成健康檢查後方可領取學生證。開學後１個月

仍未完成者不得住宿。

伍、檢查項目及內容：（依據教育部「大專院校健康檢查實施項目標準建議表」辦理）

一.   身高、體重、血壓、腰圍。

二.  視力檢查：視力、辨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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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口腔檢查：口腔衛生不良、口腔粘膜異常、牙齦炎、牙周炎、齲齒、牙結石、齒列

    咬合不正、殘留乳牙。

四.  耳鼻喉檢查：聽力、中耳炎、扁桃腺腫大、耵聹栓塞。

五.  頭頸:斜頸、異常腫塊及其他。

六.  胸部:心肺疾病、胸廓異常及其他。

七.  腹部：異常腫大及其他。

八.  脊柱四肢:脊柱側彎、肢體畸型、青蛙肢(蹲距困難)及其他。

九.  血液常規檢查：白血球（WBC）、紅血球（RBC）、血紅素（Hb）、平均紅血球血紅

    素濃度（MCHC）、血小板（Platelet）。

十.  肝功能檢查：SGOT、SGPT。

十一.  Ｂ型肝炎檢查：表面抗原檢查（HBsAG），如果HBsAG陽性，則加作HBeAG檢

查，如果HBsAG陰性，則加作Anti- HBsAG表面抗體檢查。

十二.  膽固醇檢查：總膽固醇檢查。

十三.  腎功能檢查：血中尿素氮（Creatinine）、BUN檢查。

十四.  痛風檢查：尿酸檢查。

十五.  尿液檢查：尿糖、尿蛋白、尿潛血、酸鹼值（女性受檢者月經期間應先告知註

記）。

十六.  胸X光攝影檢查（限大片）：疑似肺結核、肺結核鈣化、胸廓異常、肋膜腔積水、

脊椎側彎、心臟肥大、支氣管擴張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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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檢查方式(下列方式選擇一項即可):

  一. 到校團體檢查  檢查當天不須空腹

(一). 檢查日期、時間：108年9月3日（星期二）08:00~16:40

(二). 檢查時段：上午研究所，下午大學部。

(三). 報到地點：本校綜科館1樓演講廳報到。

(四). 檢查費用：每人新台幣500元（由檢查醫療單位現場派員收費）

(五). 檢查須知： 

1. 檢查前一天晚上禁止服用維他命C的藥品、果汁及可樂，穿著簡便

服裝，睡眠充足，心情輕鬆。

2. 檢查報告請於2019年10月18日後網頁查詢，登錄「校園入口網站-

學務處-健康檢查專區」網頁查詢。

  二. 繳交最近三個月內健康檢查報告(自2019年6月1日到2019年9月3日)

請於學務處網頁下戴「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健康檢查資料卡」(體檢卡)到醫院檢

查，於體檢日9月3日繳交檢查報告審核，檢查項目與規定不符或有短缺者需現場補

做完成，在完成檢查後方可領取學生證。

柒、為讓同學了解自身健康情形，體檢現場提供尿液安非他命檢驗-費用70元，愛滋病

篩檢-費用360元，歡迎同學自由自費參加。

捌、「本校新生入學健康檢查隱私權政策告知事項聲明」請先詳閱內容並於「健康檢查資

料卡」(體檢卡)簽名，體檢現場可領取體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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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處 室 聯 絡 人 ：

承辦業務 單位 承辦人 聯絡電話

僑生申請入學、新生報到
國際事務處

國際學生組
黃郁婷 (02)27712171轉6523

健康保險、僑生新生座談

及僑生輔導

國際事務處

境外生輔導組
柯佩君 (02)27712171轉6519

工作證申請
國際事務處

境外生輔導組
黃思瑋 (02)27712171轉6518

註冊相關、

新生基本資料填寫

選課

教務處

註冊組

李梅玲 (02)27712171轉1115

陳淑美 (02)27712171轉1116

鄧璦純 (02)27712171轉1114

徐嘉偉 (02)27712171轉1119

黃麗純 (02)27712171轉1118

何蕙如 (02)27712171轉1117

繳費
總務處

出納組
張曉微 (02)27712171轉1364

住宿事宜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李秉吾 (02)27712171轉1206

體檢
學務處

衛生保健組
莊梅芬 (02)27712171轉1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