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1管理碩士學分班
選課規定及應注意事項

國立臺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110年7月



每學年分成三學期

選課/註冊時間表

1101課程上網公告 預計110年7月20日開始上網公告

選
課
時
間
表

第一階段必修課
登記時間

110年8月2日中午12:00～
110年8月6日下午6:00

本階段先行開放給管碩
班第37、38期必修課選
課。

第一階段選課
結果公佈

110年8月9日上午11:00 依篩選原則

第二階段
登記時間

110年8月9日中午12:00～
110年8月16日下午6:00

所有課程開放給所有期
別選課。

最後結果公佈 110年8月17日上午11:00 依篩選原則

註冊繳費期間 110年8月17日11:30～110年9月5日



1101管碩實體課程
週一 (9/27開學) 週二 (9/28開學) 週三 (9/29開學) 週四 (9/30開學)

產
業
策
略
類

人工智能與領域智慧系統整
合

江炯聰、韓揚銘、

朱師右、梁義俊

危機與應急管理:新冠病
毒之教訓與啟示
江炯聰、石富元、

朱子斌 策略管理(必修)

陳忠仁

大健康產業生態系與前
瞻趨勢研析

胡凱焜 (9/23開學)

策略管理(必修)

吳學良

生醫產業技術分析與研發
管理模式
胡凱焜

財
金
類

大局勢：美元流動性與七大
參與者
賽明成

財務報表分析研討

林修葳

世界新秩序
與貨幣市場
賽明成

組
織
管
理
類

組織行為(必修)

戚樹誠 (10/5開學)

數位轉型與全通路管
理

潘令妍

一
般
管
理
類

企業決策系統思考
余峻瑜

英語寫作：語義、摘要、
報告、提案書寫

傅友祥

行
銷
類

新媒體與社群行銷
潘令妍

* 開學日期請見下表第一列，
若非該日開學則標示於課程下方



1101管碩實體課程(續)

本學院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專案教師開設六門
選修課程：大局勢：美元流動性與七大參與
者、新媒體與社群行銷、生醫產業技術分析
與研發管理模式、數位轉型與全通路管理、
大健康產業生態系與前瞻趨勢研析、世界新
秩序與貨幣市場，每門課皆開放25位名額供
管理碩士學分班學員選修，課程皆與碩士在
職學位學程學生一起上課。開課原則為碩士
在職學位學程至少3位學生註冊該課程方得開
課，共上課16次。



1101管碩網路課程 (9/24課程上線)

產業策略類
策略管理(遠距教學) (必修)(棚錄)

陳忠仁

組織管理類

平台策略與數位經營(遠距教學) (必修)(側錄)

孔令傑、黃俊堯

組織行為(必修) (棚錄)

陸洛

財金類
投資理財(側錄)

林修葳

一般管理類

服務與營運管理(側錄)

郭瑞祥

企業經營與法律風險(側錄)

邵慶平



每學年分成三學期

如何瀏覽課程介紹及大綱

請到https://www.ntuspecs.ntu.edu.tw

首頁《重要訊息》 →【課務公告】→

[110學年第1學期管理碩士學分班選課]，
請點選進入瀏覽。 或
請從
https://www.ntuspecs.ntu.edu.tw → 

網頁上方人頭之<註冊登入專區> → 點選
左側<學員資料/選課> → 進入的畫面點選
左側<選課作業>→[1101管理類選修課第一
期]double click → 按【課程公告】

https://www.ntuspecs.ntu.edu.tw/
https://www.ntuspecs.ntu.edu.tw/


每學年分成三學期

如何進入選課

請從https://www.ntuspecs.ntu.edu.tw → 網頁上
方人頭 之<註冊登入專區>登入 → 點選左側<

學員資料/選課> → 進入的畫面點選左側<選課作
業>→【1101管理類選修課第一期】double 

click→按【第一階段選課作業登記】→ 按右上角
選課登記，即可進入選課。

選課操作說明：
https://www.ntuspecs.ntu.edu.tw → 網頁上方人
頭 之<註冊登入專區>登入 → 點選左側<學員
資料/選課> → 進入的畫面點選左側→【操作手
冊】

https://www.ntuspecs.ntu.edu.tw/
https://www.ntuspecs.ntu.edu.tw/


備取通知/開學日期

備取生通知

自110年9月9日起陸續通知至開學前。
收到備取上成為正取的學員(email通知)，
請以email通知內容完成註冊，逾期視同
放棄，將通知後序順位。

開
學
日
期

實體課 自110年9月27日(一)開始陸續開學

網路課 自110年9月24日(五)開始上線上課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考量，實體課屆時將視疫情情況及警戒等級改以視訊授課，
如後續疫情趨緩，將視指揮中心及本校公告，評估該時狀況是否可調整為線上
及實體併行上課。若擔心視訊授課 影響學習品質，可事先提出休學申請。



每學年分成三學期

管碩第37、38期必修課選課規定

策略管理
平台策略與
數位經營

組織行為

(1)第一階段選課由管碩第37、38期優先選必修課「策略管理」、「組織
行為」、「平台策略與數位經營」。

(2)第二、三學期須先選擇必修課程上課，才能選擇其他選修課程。
(3)「策略管理」一定要修(可在第二或第三學期修習)。
(4)「組織行為」及「平台策略與數位經營」，以上兩門必修課應修一門

即可(可在第二或第三學期修習)。
(5)第二、三學期可以選擇必修課2科上課或1科必修課+1科選修課，不能
僅上選修課程；第二學期若已將二科必修課修得(其中必含「策略管
理」)，則第三學期可以僅選擇選修課上課。

(6)第二學期開始，您可以自行選擇上實體課或是網路課，或是選擇1科
實體課+1科網路課。



每學年分成三學期

選課規定

(1)請在規定時間內登記選課，提前或逾期皆不受理。

(2)在選課期間一律網路選課，口頭、傳真或電話選課皆不予受理。

(3)可自行選擇實體課程(非網路課)或網路課程；若同一課程，實體課及

網路課均有開設，學員只能擇一上課，且不得跨班補課。

(4)管碩第37、38期同學若未在第一階段選擇必修課程，則須在第二階段

選課，在第二階段選課時必須與其他期別登記的同學排列先後順序。

(5)各科註冊繳費人數未達25人不開班，原則上60人額滿(另有規定者，

依其規定)

※本學院保留開班與否權利。

(6)每學期修課總學分數，不得超過9學分，即最多可修三科。

(7)各課程准予修讀名單，以本學院收到選課記錄之時間先後順序決定。

(8)若須補(重)修實體必修課「行銷管理」及「財務管理」者，這二門課不

在選課的課程內，請來信鍾小姐sarahchung@ntu.edu.tw

或高先生kaolinghao@ntu.edu.tw，以便安排。



每學年分成三學期

選課篩選原則

◎選課登記時，同一時段(即同一天)可選擇二個志願，如星期一晚上有

二門課程：A課程及B課程，您可以選擇A課程為第一志願，B課程為

第二志願，篩選原則說明如下(詳細說明，請閱操作手冊)；不同時段(

即非同一天)的選課，課程皆視為第一志願。

同一時段選擇二個志願的篩選原則(選課登記後系統自動作業)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篩選原則

A課程 B課程

正取 正取
第一志願已為正取者，第二志願不論正取或備取，一律逕行刪除，不予保留。

正取 備取

備取 正取 第一志願為備取時，保留第二志願的選課狀態，必須於註冊繳費日期內先行
繳交已為正取課程的學費，俟通知第一志願可遞補為正取時，再轉課程；第
一、二志願皆為備取狀態，俟通知某課程可遞補為正取時，再繳交學費。備取 備取

※慎選課程：最想上的課程先登記。選課登記結束後，課程有超過四個(含)以上

的正取(第一志願)，系統將依登記時間順序，刪除第四個(含)以後的正取課程，

即系統篩選後，每人最多只能選有三個正取課程。

※若為備取者，請靜候通知，俟通知(以email通知)為正取時，再依通知的繳費

期間內繳交學費。通知時間不定，若您備取的課程確定可為正取，在開學前會

通知您，若您在開學前未接到通知，表示您並未備取上。



每學年分成三學期

註冊繳費注意事項

(1)登記選課期間僅為”受理登記” ，可否修讀所選課程，請

依110年8月17日選課結果公佈為準。

(2)註冊回條列印(即繳費單)，請自行於註冊繳費期間上網下

載，本學院不另行發書面通知。

選課結束後繳款單列印：

https://www.ntuspecs.ntu.edu.tw → 網頁上方人頭之

<註冊登入專區>登入 → 點選左側<學員資料/選課> →

進入的畫面點選左側<選課作業>→【1101管理類選修課

第一期】double click →【選課作業】→【1101管理類

選修課第一期】double click→按【註冊回條列印】

(3)自1111學期開始，1-33期學員修習課程之每學分費將與

34期學員同為5,750元(每門課程17,250元)，1111學期以

前1-33期學員仍適用舊學分費用。

https://www.ntuspecs.ntu.edu.tw/


每學年分成三學期

學費優惠內容

管碩班當學期在學生/已結業舊生選修，優惠內容請參閱下表：
符合可享學費或雜費優惠身分者，請記得註冊時自行折扣
原就讀班別 選讀管碩班 學費優惠 備註

管碩學分班

再修同名課程
結業後免雜費3500元、

學分費4折。

修業時或結業後均適用。
成績登錄：在學學員，除
成績不及格重修者，再修
同名課程之成績可登錄於
歷年成績單，但成績不得
計入學期GPA、學分亦不
得計入本班程之結業應修
學分數。

原學分班之其
他課程

免雜費3500元、
學分費6折。

管碩班修畢24學分後

◎同一學期選3科就讀，學費可9折優惠，雜費仍需繳交NT$3500元。若上課前或上
課後因退選課程而有退費及保留事宜，則其他仍在就讀之課程須先以原價計算後
的餘額，再做退費及保留的比例處理。
◎您的身分是台大校友(請出示證明)，免雜費3500元。
◎您的身分是台大教職員(請出示證明)，免雜費，學分費6折。
◎持有本學院發給之有效期限內的學費折價券(適用管碩學分班)，煩請將正本寄回
方得享有折價券上之優惠。



每學年分成三學期

其他說明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詢02-23620502 

分機222 鍾明珠小姐sarahchung@ntu.edu.tw    

或
分機207高羚豪先生 kaolinghao@ntu.edu.tw

◎每學期的開學通知(含每學期停車yoyo卡設定通知、上

課教室表等)一律在本學院網站公告及發email，預計

110年9月13日起陸續email通知，本學院不另行發書面

通知。

◎請自行到學員專區確認您的email無誤，以免您收不到

任何通知。 https://www.ntuspecs.ntu.edu.tw → 網頁上

方人頭 之<註冊登入專區>登入 → <修改帳號資料>

https://www.ntuspecs.n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