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序號 開放學程 限制 申請規定 修業規範 聯絡窗口

1 海洋人文學程 限北聯大系統學校內的在學學生

只要修畢「海洋人
文學程總表課程或
相對承認之課程」
，學分數達20學分
(含必修6學分)，並
填於本學程修課紀
錄表上，附上「成
績單」向人文社會
科學院申請審查。
本學程委員會將擇

期審查。

http://chss.ntou.edu.tw/files/11-1042-3794.php

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鍾宜玲小姐

02-24622192*2001
Emial:

yiling1251@ntou.edu.tw

2 海洋能源科技學程
1.     如限額開放_30_名
2.     學生須具備__無___基礎等

本學程之修課規定為：
一、本學程分為共同必選課程與四個領域
選修課程；各領域課程包括基礎、專業養
成及進階整合等三級課程。申請之學生應
修習共同必選課程，並至少於其中兩個領
域選修課程之各級課程，選擇修習一門以
上課程。
二、學程應修學分數至少為二十學分。
 三、抵免他校所修課程學分最多以六學
分為限。
 四、有關修習海洋能源實作課程，不限
於選修工學院開設的『海洋能源
     實作專題』。學生選修各學系所開設
的專題研究，凡研究主題與海
     洋能源相關者，可繳交研究報告或成
品，經由委員會審議通過，可
     列入學程承認課程之學分。

王麗雯 #6001
z0287@mail.ntou.edu.tw

3 地球科學學程 依學程課程表修必備科目即可

依本校海資院地球
科學學程相關申請
辦法辦理
http://cosar.ntou.
edu.tw/files/15-
1026-8286,c2360-
1.php?Lang=zh-
tw

02-24622192#6501
黃慧華助教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北聯大系統109學年度第2學期學分學程、微學程開放修讀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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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理資訊應用學程 依學程課程表修必備科目即可

依本校海資院地理
資訊應用學程相關
申請辦法辦理
http://cosar.ntou.
edu.tw/files/15-
1026-8285,c2360-
1.php?Lang=zh-
tw

02-24622192#6802
邱奕伶行政專員

5 電資國際學分學程 認證課程需為全英語授課 依學分學程實施辦法
6 軟體工程學分學程 無 依學分學程實施辦法
7 海事遠距醫療學分學程 無 依學分學程實施辦法
8 通訊系統學分學程 無 依學分學程實施辦法
9 3D多媒體學分學程 無 依學分學程實施辦法

10 物聯網(IOT)學分學程 無 依學分學程實施辦法

11 冷凍空調學分學程
1.     如限額開放10名
2.     學生須具備理工背景二年級
        以上

詳網站資料http://www.dme.ntou.edu.tw/index.php/project輪機工程學系

12 管理學程
1.     如限額開放10名
2.     資格不限

詳網站資料http://www.dstm.ntou.edu.tw/files/11-1023-192航運管理學系

13 空運管理學程
1.     如限額開放10名
3.     資格不限

http://www.dstm.ntou.edu.tw/files/11-1023-1925.php?Lan航運管理學系

14 物流管理學程
1.     如限額開放10名
4.     資格不限

http://www.dstm.ntou.edu.tw/files/11-1023-1925.php?Lan航運管理學系

15 商船次專長 無
02-24622192#3031

溫子芸小姐

16 航運管理次專長 無
02-24622192#3402

林宗德助教
17 國際運輸次專長 無
18 供應鏈管理次專長 無

19 輪機概要次專長 無
02-24622192#7115

姚承志先生

20 經營管理次專長 無
02-24622192#3100

莊迺約小姐
21 食品科學組次專長 無
22 生物科技組次專長 無

23 水產養殖次專長 無
02-24622192#5201

林雅真小姐

24 分子生技次專長 無
02-24622192#5561

林薇瑄小姐

 

02-24622192#7028
王淑芳小姐

02-24622192#5101
陳榮惠小姐

海洋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鄭助
理

分機：6352

http://www.eecs.ntou.edu.tw/new/main.php?na

me=about&page=2#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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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漁業科學次專長 無
02-24622192#5102

許金漢先生

26 海洋環境資訊次專長 無
02-24622192#6302

張冠祥先生

27 地球科學次專長 無
02-24622192#6501

黃慧華助教

28 固力設計次專長 無
02-24622192#3200

楊淑茜助教

29 河海工程次專長 無
02-24622192#6102

洪麗娟小姐

30 造船次專長 無
02-24622192#6011

吳仰凱先生

31 海洋工程科技次專長 無
02-24622192#6900

王文良先生

32 電子實作次專長 無
02-24622192#6201

向慧雯助教

33 人工智慧次專長 無
02-24622192#6601

張瑾瑜小姐
34 通訊網路次專長 無
35 智慧系統次專長 無

36 光電半導體材料科技次專長 無
02-24622192#6701

陳秋鎮助教

37 設計次專長 無
02-24622192#2301

許瑛岱小姐

38 觀光次專長 無
02-24622192#3502

蔡佩吟小姐
39 海洋法次專長 無
40 海商法次專長 無

事前申請登記，
修畢後需提出審核

申請

1.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跨領次專長實施要
點規定。
 2.修滿符合次專長課程表所規範之科
目、學分等條件，即可申請審核。

02-24622192#7218
陳如芬助教

02-24622192#3601
陳佳君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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