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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空中大學臺北學習指導中心 

111學年度下學期空軍公行專班 

新生注意事項 

  本專班課程由中心統一排課【公共行政學系，系必修：行政學（上）、行政學（下）】

上課方式以觀看本校數位學習平台媒體教材、教科書，參加 4 次面授教學，繳交作業

及期中(末)評量(需有電腦/行動裝置、網路環境及文書編輯軟體)。符合大學部全修

生畢業學分規定，申請畢業通過，授予公共行政學學士學位證書。 

 

  大學部全修生畢業學分相關規定（109 學年度入學起適用）：加計當學期修讀之學

分總數，符合學分規定，可申請畢業。在校修業學分數不得少於畢業應修學分數 1/2；

暑期課程超過 30 學分之科目學分數，不計入畢業學分。 

 高中職畢業學歷入學： 

(1). 總學分至少 128 學分。 

(2). 主修學系學分至少 75 學分（含系必修）。 

(3). 通識課程至少 26 學分（含基礎通識 9 學分、核心通識不分領域 17 學分）。 

 專科畢業學歷入學： 

(1). 總學分至少 72 學分。 

(2). 主修學系學分至少 50 學分（含系必修）。 

(3). 通識課程至少 15 學分（核心通識不分領域）。 

空大首頁>學術暨行政單位>教務處>學分抵免 (111 下學期申請時間：112/2/06~2/11) 

未具專科以上學歷，通過英文或日文檢定/測驗證書，或有專科/大學肄業學分者，可

申請學分減修；兩者均有請同時申請。 

(109 學年度起以專科學歷入學不須另申請學分抵免) 

https://studadm.nou.edu.tw/FileManage/download?categoryI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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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1 下學期：112 年 2 月 6 日至 6 月 11 日；全修生學生證預定於 3 月底掛號寄出；

選修生無學生證。學生以單一帳號密碼登入相關系統及平台，帳號為學號，密碼

預設為身分證字號(英文字母大寫)，開學後請先更改密碼。 

教務行政資訊系統  

2 月 6 日開學前，請先以下連結登入教務系統： 

https://noustud.nou.edu.tw/home/home00/self_login 

空大首頁→在校生→學習資源→教務行政資訊系統→按此連結 

列印學期註冊繳費單、線上信用卡繳費；查看科目班級資訊、成績、

面授線上請假、證件申請、畢業申請、列印繳費證明等功能。 

空大首頁→在校生→學習資源→教務行政資訊系統 

空大首頁→在校生→電腦網路支援→我要修改密碼 

空大首頁→在校生→電腦網路支援→遺忘密碼 

數位學習平台 

觀看科目媒體教材；查詢本專班作業、評量題目。 

空大首頁→我要上課→數位學習平台→登入→科目名稱(註記空軍公行專班) 

數位學習平台相關操作 https://vc.nou.edu.tw/des2.html 

學生 webmail 信箱  

學務處不定時 email 教務、學輔資訊；面授老師 email 相關資訊。 

郵址為：學號@webmail.nou.edu.tw 

空大首頁→在校生→電腦網路支援→我的電子信箱 

圖書館網頁 

學習資源、期刊及電子書借閱等。 

空大首頁→學術暨行政單位→行政單位→圖書館 

空大 app 

教務系統查詢功能：如科目班級資訊、成績、 

註冊繳費條碼等。 

可至 play 商店(android)、app store(iOS)下載。  android      iOS  

旭聯智慧大師 app 

(單位代碼 NOU) 

可觀數位學習平台有支援 app 科目的媒體教材及 

視訊面授錄影檔。 

可至 play 商店(android)、app store(iOS)下載。  android      iOS 

旭聯 app→登入→我的課程→科目名稱(註記空軍專班)  

2. 學期學習：數位學習平台各科目媒體教材自 112 年 2 月 6 日起開播(新生於該日起

才可登入學習平台)，請規劃時間觀看媒體教材、教科書學習；登入教務系統或空

大 app 查看科目班級資訊，參加面授上課(地點：空軍司令部)。面授預定日期： 

科目 面授時間 面授 1 面授 2 期中 面授 3 面授 4 期末 

非營利組織管理 1800~1950 03/06 

(週一) 
03/20 04/10 04/24 05/15 06/05 

行政學(下) 2000~2150 

職場個人魅力經營 1800~1950 03/07 

(週二) 
03/21 04/11 04/25 05/16 06/06 

政府財務與預算 2000~2150 

https://noustud.nou.edu.tw/
https://noustud.nou.edu.tw/home/home00/self_login
https://ids.nou.edu.tw/nidp/idff/sso?id=47&sid=0&option=credential&sid=0&target=https://pwm.nou.edu.tw/pwm/private/ChangePassword;jsessionid=6A62C273158B71F67667A8678E64DF82
https://sspr.nou.edu.tw/sspr/public/forgottenpassword
https://uu.nou.edu.tw/mooc/login.php
https://vc.nou.edu.tw/des2.html
https://webmail.nou.edu.tw/
https://portallib.nou.edu.tw/mp.asp?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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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法治 1800~1950 
03/08 

(週三) 
03/22 04/12 04/26 05/17 06/07 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理

論與實踐 
2000~2150 

健康生活 1800~1950 
03/09 

(週四) 
03/23 04/13 04/27 05/18 06/08 

3. 各科目學期成績：100 分滿分，60 分及格 

⚫ 作業及評量題目：登入數位學習平台>科目(註記空軍公行專班)>評量區下載，或於評量區

以線上測驗方式，依老師規定並準時繳交完成，勿抄襲或代筆，以免影響成績！ 

⚫ 上、下學期：每學期 4次面授，每科有 2次平時作業、期中評量及期末評量。 

⚫ 2次平時作業(20%)、學習參與(含面授到課)(10%)、期中評量(30％)及期末評量(40％）。 

4. 空大首頁→學習指導中心→臺北中心→學生園地→空軍公行專班 

➢ 請詳閱專班各項說明及留意中心網頁專班專區最新公告 

➢ 空軍公行專班學習 line 群組 

5. 本專班每學期排課後，舊生請登入教務系統或空大 app 查看科目及註冊資訊，於

註冊期限內繳費。每學分之學分學雜費 940 元，各學期註冊期程如下： 

⚫ 上學期註冊：07/01~07/31；學期期間：9月至翌年 1月 

⚫ 下學期註冊：12/01~12/31；學期期間：2月至 6月 

※ 符合學費減免資格者請於每學期註冊的學費減免申請期間，先申請減免，請承辦人員將繳

費單【重新存檔】，以減免金額繳費。 

※ 學費減免公告請參閱：空大首頁>學術暨行政單位>教務處>學費減免 

6. 【畢業】空大採學分累積制，含當學期修讀學分數符合畢業條件者，可在當學期

申請畢業，上學期申請時間於 10 月，下學期於 3 月；學期成績及格，畢業申請複

審通過，於畢業證書領取期間，攜帶學生證至中心領取：約 2 月(上學期畢業)、

約 8 月(下學期畢業)。依公告實際日期為準。 

※ 重要：如沒有提出「畢業申請」，是無法畢業的！ 

※ 畢業申請公告請參閱：空大首頁>學術暨行政單位>教務處>畢業專區 

7. 教科書購書可洽空大合作社：（02）22829355 分機 6803； 

空大合作社網路購書：https://noucoop.com/ 

其他購書方式：空大首頁>行政單位>出版中心>購書方式 

8. 空軍公行專班連絡電話：（02）22829355 分機 3118、3117 

https://www2.nou.edu.tw/taipei/doclist.aspx?uid=3812&pid=3782
https://studadm.nou.edu.tw/FileManage/download?categoryId=13
https://studadm.nou.edu.tw/FileManage/download?categoryId=15
https://noucoo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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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開學查詢科目班級資訊 

⚫ 登入教務系統>快捷功能區>上課考試，查看各科班級資訊，點進科目名稱查看

面授日期 

⚫ 登入空大 app>教務系統>選課上課查詢>上課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