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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系最低畢業總學分: 128學分

學分總數 比率(%)

共通課程
(共同必修與通識課程)

24 18.8

專業課程
(系之必修課程)

60 46.9

選修課程 ≧ 44 34.3



系必修 60

共通課程規劃:    24

大學國文(一)(二) 6
國文3學分+通識15學分(A1~A5 至少3領域)
國文6學分+通識12學分(A1~A5 至少2領域)

外文 6

通識 12至15 (至少涵蓋2~3領域)

選修 44
( 自104學年度入學起, 至少選修本系課程10學
分)

畢業學分 128



農藝系專業課程學分之分布

學期 學分數

一上 13

一下 13

二上 14

二下 11

三上 7

三下 0

四上 1

四下 1

85%



大一上 學分 大一下 學分 大二上 學分 大二下 學分

微積分一二 4 微積分三 2 試驗設計學 3
作物學各論
二

3

普通化學丙 3 有機化學 3 作物學各論一 3
作物學實習
二

1

普通化學實驗 1 有機化學實驗 1 作物學實習一 1 遺傳學 3

作物科學導論 2 作物生產概論 3 土壤學 2 遺傳學實驗 1

普通植物學 3 統計學 3 土壤學實驗 1 作物育種學 3

普通植物學實
驗

1 植物生理學 3

植物生理學
實驗

1

小計 13 13 14 11

大學部必選修課程(106學年度起)
必修課程



大三上 學分 大三下 學分 大四上 學分 大四下 學分

作物生理學 3 專題討論上 1 專題討論下 1

植物病蟲害防治 3

植物病蟲害防治
實習

1

7 0 1 1





必修且不計畢業學分的課程

➢ 服務學習
✓ 108學年起入學新生

—改成服務學習甲、乙(必修一門系上服務學習

甲或乙) *若選課系統誤帶入”服務學習三”必修, 

請於開學二周內上網退選

➢ 體育課程
✓ 健康體適能(1學分)+各種體育課(3學分)

➢ 進階英語課程一二

✓ 可用英檢中高級初試通過證明、托福TOFEL

iBT>72、TOEIC>785 等辦理抵免



選修課程≧ 44學分

其中10學分限修本系選修科目



選修課程

作物組 生統組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植物細胞與組織培養
(2) 作物生長分化(3) 高等生物統計法一(3) 高等生物統計法二(3)

植物細胞與組織培養
實習(2) 作物基因工程(2) 生物資訊學導論(3) 統計應用軟體(3)

作物功能基因體學(3) 作物與昆蟲的交互作用(2)
應用線型統計模式
(一)(3) 基因體統計方法導論(3)*

稻作學(2)* 雜草管理(3)
應用多變數統計方法
(3)

複因子試驗之設計與分析
(3)*

咖啡學(3)
統計學習(3)

應用線型統計模式 (二)(3)

可可與巧克力學(2)* 應用線性代數(3)
茶作學(2)

作物模式(2)

農藝學統計方法(3)



育種組

上學期 下學期 寒暑假

高等遺傳學(3) 分子遺傳學(3) 有機農業管理與實務(2)

數量遺傳學(3) 作物分子育種學(3) 草坪管理與實務(3)

作物抗病育種學(2) 植物種源(2) 牧草管理與實務(3)

植物基因體學(3) 育種試驗資料分析(3)
暑期校外實習(2)

作物育種方法(3) 族群遺傳學(3)



多元的學習規劃

➢ 農藝系
✓ 專攻領域 - 根據農業生產現況與發展前景安排課程

✓ 暑期校外實習 - 公部門、優質業界

➢ 台大
✓ 輔系、雙主修

✓ 學分學程

➢ 出國
✓ 交換生

✓ 訪問生



農藝系專攻領域

➢ 根據農業生產現況與發展前景，精心安排多種「專攻

領域」課程

➢ 目前規劃有7個「專攻領域」，包含：作物科技栽培專

攻、作物生理與生物技術、作物基因體、作物育種學、

應用生物統計、統計遺傳學、試驗設計學等領域。

➢ 農藝系網站→課程資訊→農藝專攻領域 PPT



國立臺灣大學學士班跨域專長--為培育具創造力及適應力之新

時代卓越人才，增加學士班學生多元學習之機會。。
https://specom.aca.ntu.edu.tw/Specialization/index.php

https://specom.aca.ntu.edu.tw/Specialization/index.php


農藝五大領域專長--因應本系或外系規劃橫向跨領域學習的學生對

農藝專業知識的需求，本系規劃領域專長模組， 串聯本系具有領域優勢
的核心課程，重新打造從基礎到實務應用的領域專長，提供有志於從事
農藝 產業的本系或外系學生選修，學生可建基在原系的專業領域，透過
修習本系領域專長模組的濃縮精 華課程，培養農藝核心素養。



應修課程

輔系

設置輔系之學系指定系訂必修科目

至少二十學分

(輔系學分不可計入選修學分)

雙主修
加修學系全部系訂必修科目及指定選修學分

(雙主修學分可計入選修學分)

登錄於學士學位證書



108-110年
本系學生申請通過輔系、雙主修之系別

雙主修 輔系

108 109 110 108 109 110

農藝系
中文系

大氣系
哲學系 園藝系 政治系國關組

農藝系
生科系

農藝系 經濟系 農經系 社工系

人類系
農藝系

國企系 經濟系
園藝系

園藝系
生物機電系 生物機電系

經濟系
農經系 日文系

人類系



108~110年學生申請通過轉出、轉入系別

轉入 轉出

107
108-
109 110 108 109 110

人類系 昆蟲系
物理系

中文國際
學士班

心理系

森林系
大氣系 化學系 經濟系

獸醫系 心理系 物治系

生傳系 職治系 護理系

生科系 園藝系 獸醫系





目前有超過 40 個跨院系所學分學程

(學程的學分皆可計入選修學分，並可取得學程證書)

教育學程除外



生物統計學程 (Biological 
Statistics)
農藝學系主辦

成立於2005年，由3個學院15個系所共同

参與，從基礎統計理論到進階生物統計，

提供同學一系列完整的訓練。通過申請後，

依規定修滿20學分，可取得學程證書。



交換學生 訪問學生

限簽有交換學生合約學校 不限姊妹校

需參加交換生甄選 不需考試

名額限制 無名額限制

多種獎學金可申請 不提供獎學金

繳交全額臺大學費 繳交全額臺大學費

不需繳交交換學校學費 需繳交訪問學校學費

學分採計



國家 學校 交換期間 校級、院級

美國 匹茲堡大學 106/1,2(大四) 院級

交換學生

美國 馬里蘭大學 106/2(大三) 院級

大陸 武漢理工大學 106/2(大四) 校級

日本 關西學院大學 106/暑期(大一) 院級

德國 艾朗根紐倫堡大學 108/1,2(大三) 院級

美國 史丹佛大學 106/暑期(大一) 院級

芬蘭 赫爾辛基大學 107/1(研二) 院級



國家 學校 交換期間 校級、院級

荷蘭 108/1,2(博士) 國科會千里馬計畫

交換學生

美國 普渡大學 108/2(大三) 院級

大陸 上海交通大學 109/2(大四) 院級

日本 筑波大學 109/2(大四) 院級

德國 柏林洪堡大學 109/1~2(大三) 校級



台大首頁→行政組織→國際事務處



台大首頁→學術單位→生農學院→附設單位→
國際農業教育與學術交流中心



110學年度學士班入學新生

繳交學費及新生網路註冊截止日9/17(星期五)

由於新生於開學日(9/22星期三)前(不含9/22當天)
辦理休學者，可不必繳交學雜費
而休學第一關就是要找系主任簽章

* 因逾開學日才完成休學者，則必須先繳學雜費才
能辦理休學，則適用於前1/3學期僅能退學雜費
2/3之規定



敬請指教!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