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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大台南中心 109 學年度上學期 
新生註冊選課須知 109.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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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之前：  
一、瞭解入學的基本差異  

國立空中大學  入學基本差異比較表 
項目 選修生 大學部〈全修生〉 專科部〈全修生〉 

年齡 18 歲以上 不限年齡 不限年齡 

學歷 不 限 高中職畢業或同等學力 高中職畢業或同等學力 

學 
 
 
 

籍 

1.沒有學籍。 

2.沒有學生證， 

  只有選課卡。 

3.不能申請畢業，  

  成績及格可以 

  取得學分證明書 

4.修滿 40學分 

  可重新報名入學 

  轉為全修生 

 〈不必交報名費〉 

  ，就讀大學部或 

  專科部。 

1.有學籍， 

  沒有修業年限。 

2.有學生證和選課卡。 

3.修滿 128學分 

  〈包含必修及選修 

  科目〉、 

  並且符合畢業規定， 

  可以申請畢業， 

  取得學士學位證書。 

1.有學籍， 

  沒有修業年限。 

2.有學生證和選課卡。 

3.修滿 80學分 

  〈包含必修及選修 

  科目〉， 

  並且符合畢業規定， 

  可以取得副學士學位 

  證書。 

  〈不需要申請〉 

   

 
二、瞭解學分減修及採認  

國立空中大學  學分減修及採認 

說  

明 
1.必須具有本校全修生的學籍。 

2.持本校專科 (含)以上畢業證書入學本校大學部，學生可以申請採認學分。 

3.持其他學校專科畢業證書入學本校大學部，  

  入學資格系統主動辦理減修學分，學生不必申請減修。 

4.持其他學校專科肄業、大學肄業、大學畢業之學歷證明文件入學本校， 

  學生可以申請減修學分。 

5.持社區大學發給的「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中心學分證明書」入學本校， 

  學生可以申請減修學分。 

6.減修及採認學分的詳細辦法，請查看教務處網頁公告或詢問台南中心職員。 

申
請
期
間 

● 109 學年度上學期入學的學生，申請期間如下： 

 (1) 109 年 9 月 7 日至 9 月 12 日。  

 (2) 110 年 2 月 (請注意查看台南中心網頁公告的詳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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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瞭解畢業規定  
國立空中大學  畢業規定 

 大 學 部 專 科 部 

畢
業
學
分 

 應修 128 學分，內含： 

 主修學系課程 75 學分 

 通識教育課程 26 學分 

 任意選讀課程 27 學分  
●學生要主動向學校提出畢業申請的手續， 
  經過學校審核通過，才能夠畢業。 

應修 80 學分，內含： 

科專業課程 143 學分 

共同必修課程18學分 

任意選讀課程29學分 

 

 

學
年
度
入
學

新
規
定 

1.持其他學校專科畢業證書入學本校 大學部 

  ，應修畢業學分是 72學分。 

 (含：主修學系 50 學分、通識教育 15 學分) 
 

2.持其他學校大學 (含)以上畢業證書入學 

  本校 大學部，應修畢業學分是 72學分。 

   (全部是主修學系的學分)  
 
3.持本校專科畢業證書入學本校 大學部， 

  辦理採認學分以後，至少要修得 36學分， 

  才可以申請畢業。 
 

4.持本校大學畢業證書入學本校 大學部， 

  辦理採認學分以後，至少要修得 64學分， 

  才可以申請畢業。 

●109 學年度開始， 

  入學本校 專科部， 

  辦理減修學分以後， 

  至少要修得 40學分， 

  才可以取得畢業資格。 

特
殊
規
定 

●公共行政學系..必修科目：行政學 (上)、行政學 (下) 。 

●生活科學系…..必修科目：生活科學概論。 

●人文學系……..必修科目：文學類、歷史學類、宗教與哲學類、 

                         藝術類， 

                      這四類必須合計修得 25 學分《含》以上 
 
四、瞭解通識教育：是本校全部學生必修的課程。 

1.專科部畢業以前至少要修得 8 學分。 

2.大學部畢業以前至少要修得 26 學分。 
 

  ●詳細的開設科目，請參閱通識課程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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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空中大學  通識課程總表    109.04   

 

 總計應修畢業學分：26 學分 

領 域 應修學分 科 目 名 稱 (學分數) 

基
礎 
通
識 
: 
應
修
9 
學
分 

中國 
語文 

至少 
3 學分 

國文文選 (3) 對聯的文學趣味(3) 
古典短篇小說選讀 (3) 
(自107學年度上學期起改由人文學系開設，列該系學分。不再計入通識學分) 

外國 
語文 

至少 
3 學分 

實用英文 (3) 日本語文與文化 (3) 

日文 (一) (3) 日語入門 (3) 

資訊
素養 

至少 
3 學分 

社群網站經營管理 (3) 生活中的資訊安全 (3) 

學習科技入門 (3) 空大數位學習環境的操作與應用(1) 

智慧手機與生活 (2)  ※資訊科技與學習(3)(預計109下開設 
 

網際網路與生活 (3) (內容過時，自107學年度上學期起停開) 

核
心 

通
識 
: 

應
修
15 

學
分 

人文
與 
藝術 

▲109 

學年度

(含)以後

入學 

之學生 

，核心 

通識領域

任選， 

至少要 

修讀 

15 學分 

哲學與人生 (3) 生活美學 (3) 

文學與人生 (3) 幽默與人生 (2) 

台灣傳統糕餅文化與創新(2)  

台灣開發史 (2) (內容過時，自107上起停開)、傳藝台灣(2) (契約到期，即日起停開)  

 
現代化與近代中國的變遷 (2) (內容過時，自107上停開；109 上起移回人文學系 

) 

社會 
與 
法治 

生活、科技與法律 (2) 社會倫理與關懷 (2) 

現代社會與婦女權益(3) 人口變遷大震盪 (2) 

民主與法治 (3) 社區營造與生活 (3) 

公民社會 (3) 職場倫理與人際關係 (2) 

公共生活倫理 (2) 
公民社會參與服務學習 (2)  
(109學年度起計入通識畢業學分)  
 
 

成人自主學習 (2)   

中華民國憲法 (3) (自 106 下起改由社會科學系開設，列該系學分) 
心理學與現代生活 (2)(自 107 上起改由社會科學系開設，列該系學分) 

商學與生活 (3)、生活與理財 (3) (自 107 上起改由商學系開設，列該系學分 

健康 
與 
環境 

環保與生活 (2) 性別、健康與多元文化 (3) 

飲食與生活 (2) 全球環境變遷與生態永續 (2) 

運動休閒與健康 (3) 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物理 (2) 

健康管理 (3) 人魚線研究院 (2) 

多元性別平等教育~性別知多少 (1) ※健康生活(2)(預計 109 下開設) 
 

通識講座: 

應修2學分 

至少 

2 學分 

大師系列講座：社會與自然篇 (2) 當代世界：國際政經趨勢 (2) 

※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經濟(2)(預計 109 下開設) 

大師系列講座：人文篇 (2)當代世界：科學新知 (2)(內容過時，自107上起停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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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之中： 
一、瞭解學分學程 

1.學分學程是有系統的、完整規劃的專業課程， 

  可以培養專長、增加就業機會。 

2.申請「學分學程證明」的資格：限空大全修生。 

3.空大學分學程專區網頁的連結路徑： 

  空大首頁 →我要讀空大 →我要讀大學部 →學分學程專區 

4.空大學分學程一覽表 
 

國立空中大學  學分學程一覽表 
主辦學系 學分學程名稱 

生活科學系 

1.寺廟慶典 

2.生命服務 

3.樂齡生活規劃 

4.遊程規劃 

5.兒童保育及少年生活輔導 

6.家庭教育 

社會科學系 

1.社會工作 

2.成人學習與教學 

3.志願服務 

4.法學基礎 

管理與資訊學系 

1.網際網路與雲端服務 

2.資料科學與資訊安全 

3.電子商務 

4.門市服務 

商學系 
1.證券從業人員證照 

2.行銷企劃 

人文學系 
1.文化創意產業 

2.宗教 

公共行政學系 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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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瞭解專班 

1.專班是為了滿足特定對象的學習需求而開設的班別。 

2.專班採用固定編班，上課和考試都安排在實體教室， 

  課程時間安排如下： 
   
項  目 次 數 時  間 

面 授 四次  一次 110分鐘 

期中考 一次    70分鐘 

期末考 一次    70分鐘 
   

3.專班的期中考、期末考採用隨班評量， 

  成績考查委請面授教師辦理（包含：命題、監考、閱卷）。 

4.目前台南中心總共開設五種專班，列舉如下： 

  〈1〉社會工作師考照專班。 

  〈2〉殯葬專班。 

  〈3〉法學基礎專班。 

  〈4〉家庭教育專班。 

  〈5〉員警專班。 
 

三、按照就讀目的來規劃就讀期間  
就讀的目的 預定的就讀期間 修讀的科目數量 

為了畢業證書 

〈想要快點拿到〉 

四年內〈空大〉 一學期讀五科， 

儘量選讀 3學分的科目 二年內〈空專〉 

為了畢業證書 

〈不急〉 
沒有預定期間 一學期不超過五科 

增加知識。 
打發時間。 

  交朋友。 

沒有預定期間 一學期不超過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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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定就讀的科目 

步驟1：膫解實體教室面授時段編排原則 
       〈只有一般的班級適用本項原則，專班不適用。〉  

 

 

 

 

 

 

 

 

 

 
 
 

步驟2：選擇想要的考試節次和科目，在選課申請表做記號。 

 

 

 

 

 

 

 

 

星期日 考試 

第一節至第五節 

的科目， 

安排在  

星期日 面授 

星期六 考試 

第四節至第六節 

、星期日 考試 

第六節 

的科目， 

安排在  

星期六 面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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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查看「選課注意事項」相關科目的介紹。 

       〈1〉大學部同學注意「開設科目表」的 

            「開設學系」和「採計學系」。 

           〈●要注意採計他系的學分有上限。〉 

       〈2〉專科部同學注意「開設科目表」的「課程類別」 

            的校必修、○○科專修、相關選修。 

       〈3〉專科部同學注意各學科「開課課程一覽表」的 

            介紹。 

       〈4〉注意「各學系建議新生選課科目表」的介紹。 

            〈第16頁 至 第27頁〉。 

       〈5〉查看科目的相關介紹。 

 

步驟4：選擇想要的考試節次和科目，在選課申請表打ˇ。 

       〈1〉一學期最多可以選讀五科〈2學分或 3學分〉。 

             另外，可以選讀二科 1學分的科目。 

       〈2〉同一粗線黑框裡面只能選一科。 

 

步驟5：填寫「註冊程序單」，  

       按照規定的順序把證件和資料排好。 

 

步驟6：走到註冊教室辦理註冊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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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之後：  
項  目 說      明 

一.繳交學費 

 
●現場註冊選課當天，在註冊教室領取繳費單， 

  1.在109年7月31日以前，到下列機構繳費： 

    臺灣銀行、郵局、全家便利商店、統一超商、 

    OK便利商店、萊爾富超商。 
 

  2.在109年7月31日以前，使用信用卡在網路繳費 

    。 

二.購買教科書 

 
●紙本教科書： 

1.現場註冊當天，在台南中心的代訂服務台訂購。 

2.聯絡台南市的經銷書局訂購： 

  巨曉書局 2620158〈台南市南區〉 

  超越書局 2264475〈台南市東區〉 

  三民網路書店：02-25006600 轉 130 或 131 

  空大合作社：02—22833574 
 

●電子教科書： 

  聯絡 凌網科技公司：02—23956966 轉2555 

       〈https://ebook.hyread.com.tw/〉 

三.認識社團 

 
1.現場註冊當天，在完成註冊手續、訂購教科書以後 

  ，可以到社團服務台參觀，認識社團、報名社團 

  的活動。 

2.目前台南中心共有六個社團： 
 

社團名稱 舉 辦 的 活 動 類 別  

學術研究社  課業研討、英語會話研習、古蹟導覽… 

電算研習社  攝影研習、電腦課程研習、智慧型手機應用… 

球藝社  桌球、羽毛球、保齡球、排舞… 

登山社  遊覽、健行、登山、急救訓練、環境保護… 

社會服務社  捐款贊助弱勢團體、社區服務、愛心活動… 

文藝社  國畫研習、書法研習、人文講座、猜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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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四.參加面授 

   、交作業 

1.一個科目一學期安排四次面授〈實體教室或網路〉。 

但是，特殊的科目有不同的安排。 

2.參加面授的目的： 

  認識面授老師和同學、研習課本的內容、 

  了解繳交作業的規定、繳交作業。 

3.要認真寫並且按時交作業、積極的參加面授。 

4.平時成績佔學期成績 30%，分為三個部份： 

  第一次作業10%、第二次作業10%、 

  學習參與程度〈包含面授出席比例〉10%。 

5.台南中心109上學期預定的面授日〈實體教室〉： 

  第一次：10/17、10/18。 第二次：10/24、10/25  

  第三次：11/28、11/29。 第四次：12/19、12/20 

 

 

 

五.參加考試 

1.一個科目一學期安排二次考試：期中考、期末考。 

  期中考佔學期成績30%、期末考佔學期成績40%。 

2.暑期課程只有安排期末考，佔學期成績70%。 

3.特殊的科目有不同的安排。 

4. 109上學期的考試日〈實體教室〉： 

   期中考：109年 11/07、11/08。  

   期末考：110年 01/09、01/10。  

5.期中考如果考得不好，不要輕易放棄學業： 

  〈1〉如果期中考成績不及格，但是在30分以上， 

       可以向面授老師申請「期中二次考查」， 

       最高可以獲得 60分。〈期末考沒有這個措施〉 

  〈2〉自己計算一下成績，在期末考的時候再加油 

       ，就有可能拿到及格的學期成績。 
 

       

 自己計算成績的方法 

 平時成績 90 分╳30％＝27 分 

 期中考成績 20 分╳30％＝ 6 分 

 期末考成績 68 分╳40％＝27.2 分 

 學期總成績 
            60.2 分 
  〈59.5 分就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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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六. 

購買汽車通行單 

、 

申請機車停車證 

1.每學期辦理一次。 

2.辦理期間：第一次面授日期的前一星期開始， 

            至第一次面授日期當天截止。  

3.辦理費用： 

  汽車通行單：每張50元，可停一次〈不能過夜〉 

              ，必須停在光復校區的停車格位。 

  機車停車證：上學期申辦，用一學年〈每張300元〉 

              下學期申辦，用半學年〈每張150元〉 

              ，必須停在光復校區的地下停車場。 

 

七.觀看 

   學校網站 

   公佈的資訊 

●空大台南中心網站： 

  https:// www2.nou.edu.tw/tainan/ index.aspx 

●空南學訊：電子刊物，在台南中心網站公告， 

            可以下載電子檔案。 

        內容包括：面授、考試及其他重要訊息 

●空大台南中心電話：06 - 2746666  

                    轉分機 1600〈總機〉 

●空大校本部網站： http://www.nou.edu.tw  

八.申請獎學金 

1.成績優秀獎學金。 

2.身心障礙獎補金。 

3.新住民獎學金。 

4.原住民獎學金。 

5.特殊成就學生獎學金。 

●請連結空大學生事務處網站獎學金專區查看詳情 

九.參考學習方法 

1.安裝手機 APP。 

  連結路徑：空大首頁→未來學生→認識空大 

            →空大 APP→行動化服務系統 

            →安裝介紹 

2.觀看新生練功秘笈。 

  連結路徑：空大首頁→ 在校生→新生輔導 

            →新生練功秘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