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首府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92年9月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2月19日台高（二）字第0930014260號函准予備查 

96年11月7日9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7年1月23日台高(二)字第0970009339號函准予備查 

99年7月14日校務會議通過更名 

103年9月2日臺教高(二)字第1030129762號函核准備查 

第 1、4、5、8、9、10 條 

109年8月5日臺教高(二)字第1090104707號函核准備查 

第 2、3、4、5、7、8、9條 

109年 12月 15日臺教高(二)字第 1090160676號函核准備查 

第 6條 

第一條 本校為辦理學生抵免學分事宜，特訂定「台灣首府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學生。 

二、重考生。 

三、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者。 

四、經本校核准出境研修之學生。 

五、學生在學期間其他依法准予抵免之本校學生。 

第三條 抵免學分之範圍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 

二、專業科目。 

三、輔系學分。 

四、雙主修學分。 

五、為取得同等學力所修之推廣教育學分，不得申請抵免。 

第四條 抵免學分之原則規定如下: 

一、學生申請抵免之科目需與所屬教學單位(含通識教育課程)所訂之科目名稱相同；

如名稱不同而性質相同者，由教學單位主任認定之。申請抵免之科目以一次為

限。 

二、申請抵免之科目學分不得低於規定之學分數，性質類似及相關課程得合併計算

學分，由教學單位主任審核認定之。 

三、以多學分抵免少學分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四、以少學分抵免多學分者，所缺修學分應由教學單位指定補修科目以補足所差學

分，若無科目名稱相同、內涵或性質相近之科目可補修者，不得辦理抵免。 

五、五專成績抵免之申請範圍，以四、五年級修習科目為限。 

六、持推廣教育學分班核發之學分證明書，其抵免後在校修業，不得少於該學制修



業期限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 

第五條 抵免學分申請與審核程序如下: 

學生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取得抵免資格第一個學期加退選週前完成申請辦理，以

辦理一次為原則；另學生經核淮至國外學校修課之抵免，則須於修課完畢取得成績

後一個月內辦理，且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抵免科目之審核單位： 

一、專業科目由各學系(所)負責審核。 

二、通識教育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負責審核。 

三、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由軍訓室負責審核。 

以上審查結果均需送教務處備查。 

第六條 學生可抵免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學士班學生： 

1.凡轉入二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該系一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則，

轉入三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該系一、二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則。

學生成績經抵免者，自轉入學期起，每學期仍應修滿最低學分數。  

2.一年級之新生(含重考生及專科畢業生)在不變更修業年限及畢業學分數之原

則下，最高可抵免四十學分。 

(二)碩士班學生: 

1.研究所之重考生、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最高可抵免十二學分。 

2、本校學士班畢業生經本校碩士入學考試錄取取得碩士班入學資格者，得將在

大學期間所修讀之碩士班課程中，成績達七十分以上之科目，至多可申請抵

免三分之二之應修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但碩士班課程若已計入學士班畢

業學分數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第七條 辦理學分抵免者，其獲淮抵免之科目及其學分數，應登記於歷年成績單上並註明「抵」

字樣。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1067-台灣首府大學-108-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同原條文 第一條 本校為辦理學生抵免學分事

宜，特訂定「台灣首府大學辦

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學生。 

二、重考生。 

三、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讀學分

後考取修讀學位者。 

四、經本校核准出境研修之學生。 

五、學生在學期間其他依法准予抵

免之本校學生。 

第二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系生。 

二、轉學生。 

三、重考生。 

四、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修讀期滿

經考試及格，由學校發給學分

證明，其經大學入學考試錄取

者，或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施行前已取得推廣教育學分

證明，其經大學入學考試錄取

者。 

五、先修生於修畢規定之課程及學

分數者，參加入學考試，經錄

取後取得學籍者。 

六、學生經系所同意，得以替代專

業科目抵修已停開之專業必

修科目者。 

七、通過專業檢定考試或取得證

照，符合各系(所)訂定學分抵

免者。 

1.刪除原文第

一、五、六、

七之資格。 

2.原條文第四

之身分說明

簡化並調整

至修正後第

三款。 

3.配合學海飛

颺、學海習

珠，爰增訂修

正後條文第

四款之資格。 

 

第三條 抵免學分之範圍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 

二、專業科目。 

三、輔系學分。 

四、雙主修學分。 

五、為取得同等學力所修之推廣教

育學分，不得申請抵免。 

第三條 抵免學分之範圍以各學期開課

之課程為限，包括： 

一、必修學分（含共同必修課程，

含各系所必修專業課程）。 

二、選修學分（含共同課程，含各

系所選修課程）。 

三、輔系學分。 

四、雙主修（學分）。 

五、教育學程學分。 

配合抵免審查單

位修正抵免學分

之範圍。 

第四條 抵免學分之原則規定如下: 

一、學生申請抵免之科目需與所屬

教學單位(含通識教育課程)

第四條 抵免學分之原則規定如下: 

一、科目名稱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近者，

1.依據 108 年 5

月 2日教育部

臺教高通字第

1080039411



所訂之科目名稱相同；如名稱

不同而性質相同者，由教學單

位主任認定之。申請抵免之科

目以一次為限。 

二、申請抵免之科目學分不得低於

規定之學分數，性質類似及相

關課程得合併計算學分，由教

學單位主任審核認定之。 

三、以多學分抵免少學分者，抵免

後，以少學分登記。 

四、以少學分抵免多學分者，所缺

修學分應由教學單位指定補

修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若無

科目名稱相同、內涵或性質相

近之科目可補修者，不得辦理

抵免。 

五、五專成績抵免之申請範圍，以

科四、五年級修習科目為限。 

六、持推廣教育學分班核發之學分

證明書，其抵免後在校修業，

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二

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 

經審核單位審核通過者。 號函之說明，

明訂抵免學分

原則。 

2.原條文第五條

調整至本條文

一併規範。 

 

 第五條 不同學分互抵後之處理，規定

如下： 

一、以多抵少者：即原修科目之學

分多於本校，以本校之學分數

登錄。 

二、以少抵多者：該科目不予抵

免。 

1.本條文調整至

第四條一併規

範。 

 

第五條 抵免學分申請與審核程序如

下: 

學生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取得抵免資

格第一個學期加退選週前完成申請辦

理，以辦理一次為原則；另學生經核淮

至國外學校修課之抵免，則須於修課完

畢取得成績後一個月內辦理，且以一次

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抵免科目之審核單位： 

一、專業科目由各學系(所)負責審核。 

二、通識教育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負責

第六條 各專業科目、通識課程、教育

學程、軍訓課程，實際抵免學

分之審核是否符合抵免學分

之規定及可抵免之學分數，分

別由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

教育學程中心及軍訓室負責

認定，並由教務處複核。 

1.條次變更。 

2.依據 108 年 5

月 2日教育部

臺教高通字第

1080039411

號函之說明，

明訂抵免學分

之申請期限。 

3.配合現行之組

織，爰修正抵

免之審查單

位。 

 



審核。 

三、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由軍訓

室負責審核。 

以上審查結果均需送教務處備查。 

第六條 學生可抵免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學士班學生： 

1.凡轉入二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

數以轉入該系一年級應修學

分總數為原則，轉入三年級

者，其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該

系一、二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

原則。學生成績經抵免者，自

轉入學期起，每學期仍應修滿

最低學分數。  

2.一年級之新生(含重考生及專科

畢業生)在不變更修業年限及

畢業學分數之原則下，最高可

抵免四十學分。 

(二)碩士班學生: 

1.研究所之重考生、推廣教育學分

班學員最高可抵免十二學分。 

2、本校學士班畢業生經本校碩士

入學考試錄取取得碩士班入學

資格者，得將在大學期間所修

讀之碩士班課程中，成績達七

十分以上之科目，至多可申請

抵免三分之二之應修學分數(不

含論文學分)，但碩士班課程若

已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內，不

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第七條 學生可抵免學分規定如下： 

一、轉系或轉學生轉入二年級者，

其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該系

一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

則，轉入三年級者，其抵免學

分總數以轉入該系一、二年級

應修學分總數為原則；轉入年

級起，每學期至少應修學分數

不得減少。又轉入三年級者抵

免相當學分後，可於修業年限

內（不包括延長年限）依照學

期限修學分規定而可修畢轉

入學系最低畢業學分；否則，

應降級轉入二年級。 

二、學生抵免學分後，得申請提高

編級，並依下列原則處理提高

編入年級：抵免四十學分以上

者得編入二   年級、抵免七

十八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三年

級、轉學生比照前款規定辦

理。 

三、大學部之重考生、推廣教育學

分班學員及先修生在不變更

修業年限及畢業學分數之原

則下，最高可抵免四十學分。 

四、二技學系（含進修部）之重考

生、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最高

可抵免十八學分，惟在專科學

校修習之專業科目之學分不

可抵免，共同科目最高可抵十

學分。 

五、研究所之重考生、推廣教育學

分班學員最高可抵免十二學

分。 

1.條次變更。 

2.刪除提高編級

之規定。 

3.本校現已無二

技學系，故刪

除相關規定。 

4.修正後條文第

六條第二項研

究所重考生最

高可抵免 12

學分之考量為

本校研究所招

收學生數皆低

於 15人，考量

學習氛圍，爰

訂定可抵免之

學分數約占總

分數之 1/3，

即 12學分。 

5.為鼓勵本校學

生繼續留在本

校就讀碩士

班，爰修正後

條文將本校

應屆學士班

畢業生經本校

碩士入學考錄

取取得入學資

格者，若於入

學前曾修習本

校碩士班課程

且成績達 70

分（含）以上

者，得申請抵

免學分；另為

提高學生就讀

意願且參酌國

立臺南大學一

貫修讀學碩士

學位辦法及本

校「學生選課

辦法」規定學

士班學生於第

六學期修畢應

修畢業分達



3/4 以上且最

近一學期成績

達 85 分以上

之學生才可提

出提前修讀研

究所課程；故

提前修讀碩士

班課程者，每

學期應可修讀

3~4 門課程，

爰將原抵免

3/4 調整至可

抵免 2/3應修

學分數，故本

法訂定學生可

抵免至多 2/3

應修學分數。 

另本校各學制皆

依據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

校維護學生受

教權益應行注

意事項」、「學

位授予法」規

定辦理，以確

保學位授予品

質。 

第七條 辦理學分抵免者，其獲淮抵免

之科目及其學分數，應登記於

歷年成績單上並註明「抵」字

樣。 

第八條 辦理學分抵免者，其獲淮抵免

之科目及其學分數，應登記於

歷年成績單上並註明「抵」字

樣。 

修次變更。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

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

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條次變更。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發布施行，並報教育部備

查，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發布施行，並報教育部備

查。 

1. 條次變更。 

2. 文字變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