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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9月8日臺教高(二)字第1050103494號函核准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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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7、15條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所頒之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

及其施行細則，特訂定「台灣首府大學學則」(以下簡稱本學則)。 

第二條  本學則處理學生（包含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籍學生、

派外人員子女學生、大陸地區學生、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及特殊教

育學生等在籍學生）之入學、註冊、選課、請假、扣考、轉系(所、學位學程)、輔

系(學位學程)、雙主修、學分學程、休學、復學、退學、開除學籍、考試、成績、

補考、修業年限、學分、畢業、學位、學籍管理等學習相關事宜。 

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之重大災害而無法正常學習之學生，得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 

維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習權益處理原則辦理，其相關彈性修業配套機制之範圍及

方式等規範另訂之。 

第二章 入學 
第三條  本校學生依所修讀學位分為二種，分別為學士班學生(包含日間學士班、進修學士班

及二年制在職專班)及碩士班研究生，各種新生之招生，悉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

則、本校相關招生辦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僑生得依據教育部發佈之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分發或申請入學。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申請核可入學，得進入本校修讀碩士、學

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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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學生得依本校「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之規定修

讀跨國雙學位，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另本校得依教育部相關法令規定，

酌收大陸地區學生及其他身分之學生。 

第四條  本校各學系(學位學程)學士班學生遇有缺額時，得辦理轉學考試，招收轉學生。 

        轉學生之報考資格及招生名額規劃悉依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之有關規定

辦理。 

        轉學考試相關事宜，由本校招生委員會依據本校招生辦法及相關法令訂定招生簡章

辦理之。 

第五條  凡經本校錄取之新生，均須依規定日期辦理註冊手續。逾期經催告仍未辦理或聲明

放棄者，撤銷入學資格。 

第六條  新生入學時應繳交學歷(力)證明文件，方得入學，但若有正當理由，得填寫切結書

申請延期補繳學歷(力)證件先行入學，但應於規定期限內補繳，逾期者撤銷其入學

資格。 

        學生於入學時所繳交之證明文件，經查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即撤銷入學資

格，亦不發給任何修業證明。 

        畢業後始發覺者，除勒令繳銷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 

第七條  新生因病、特殊事故或依兵役法規定服役而不能按時入學時，應於註冊截止日前，

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報請學校核准後，得保留入學資格一年，不須繳納任何費用。

但應於次學年註冊開始前，攜帶保留入學資格核准書來校申請入學。 

        轉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依兵役法規定服役而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者，其保留入學資格年限得延長至退伍時為

止。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並持有證明者，得於註冊開始前，向學校申

請保留入學資格，保留入學年限依其所需申請。 

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考取本校後，申請保

留入學資格或於入學後申請休學，期間以3年為限且不納入原定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

期間之計算，相關之申請方式另定之。 

第三章 註冊、選課 
第八條  學生於每學期開學日前，應依規定繳納各項費用，完成繳費(或辦妥就學貸款)，即

為完成註冊程序。 

學生若因重病或特殊事故無法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註冊，應檢具證明文件，於開學日

前至教務處申請緩繳。 

學生申請就學貸款或減免學雜費不符規定者，須於接到通知後兩週內補繳各項費

用，逾時未補繳者，視同未完成註冊手續，應予退學。 

經本校核准出國之學生，期間仍需繳交本校學雜費；唯情況特殊者，另依行政程序

簽辦辦理。 

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若缺修學分係第二學期課程者，第一學期得免予註冊但應辦

理休學，惟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門科目。 

第九條  學生選課時應按年循序就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規定課程規劃(除轉學生適用轉入

之年級，餘皆依入學之學年度為準)修習，並依照本校「學生選課辦法」、「校際選

課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完成辦理選課事宜；其相關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條  學生不得選修上課時間互相衝突之科目，否則成績不予認定。已經修讀及格學分相

同之科目，不得再行修習。如重複修習者，該科目不計入畢業學分，但計入總修、

實得、累計學分。 

第十一條  學生辦理加、退選科目應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時間內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若有特殊原因而逾期者，可由學生陳情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審理，並依行政

程序簽辦辦理；未依規定辦理加退選手續者，其加選科目、成績、學分概不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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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選科目以未退選論。 

第四章 請假及扣考 
第十二條  學生因故不能到課者，得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定」向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

請假事宜。 

第十三條  學生染患或疑似染患法定傳染病，依衛生機關指示接受必要治療或隔離，如無法

到校上課，可持相關機構證明，向學校提請公假及延後考試之申請；學務處衛生

保健組應對其加強輔導與照顧，必要時安排就醫，學生如不接受治療，得專案報

請衛生主管機關處理，以維護校園健康環境。 

第十四條  學生未經請假或請假未經核准而缺席者為曠課。 

          學生某一科目曠課時數達學期授課總節數二分之一者，不得參加該科目期末考

試，即該科目之期末考試成績以零分計；但該科學期總成績則得由任課教師按照

課程大綱所訂定評分標準之比例原則進行給分。 

第五章 轉系(學位學程)、輔系(學位學程)、雙主修、學分學程 
第十五條  學生申請轉系(所、學位學程)，依本校「學生轉系(所、學位學程)辦法」辦理之，

其辦法另訂，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六條  學生申請修讀輔系(學位學程)，依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辦理之，其辦法另

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七條  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依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辦理之，其辦法另訂之，

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八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得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設置學程。 

          學生依各學程之課程規劃，修畢應修學分後，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第六章 休學、復學、退學及開除學籍 
第十九條  學生休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因故申請休學，大學部學生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簽章(碩士班或特殊狀

況則免)，且至遲得於當學期第16週前(含第16週)申請休學；次學期之休學申

請得於次學期註冊日(含)前提出，若逾註冊日期，即應辦理註冊後才得提出

休學申請。 

          二、本校學生得申請休學，申請休學一次以一學年為原則，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

原則。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須檢具證明，經專案簽請延長休學年限，但

至多可再延長二學年。 

          三、新生於入學當學期完成註冊手續後始得辦理休學。 

          四、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須檢具徵集令影本申請延長休學期限，服役期間不計

入休學年限；服役期滿後應檢具退伍令申請復學。 

          五、學生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得檢具證明申請休學，但最多以不超過

三年為限；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六、申請休學者須依休學申請單規定辦妥離校手續，並將休學申請單繳回教務處，

俟核准後，方能離校並得申請休學證明書。 

          七、學生休學學期內之各項成績概不採計，休學期間亦不納入修業年限。 

第二十條  學生復學規定如下： 

一、學生休學期滿除合於規定經核准申請延長休學者外，餘應在每學期註冊前完

成辦理復學及註冊手續。 

二、因染患法定傳染病而辦理休學者，於申請復學時，須繳交衛生署評鑑分級之

地區醫院以上等級之醫院所開具之健康證明書。 

三、休學生復學時，應入原肄業之學系(所、學位學程)銜接之學年或學期肄業，

學期中途休學者，復學時應入原休學之年級繼續就讀。學生復學後，其課程

規劃、畢業條件等，應依其入學當年度之規定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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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復學時，原肄業學系(所、學位學程)已變更或停辦時，應輔導學生至適

當學系(所、學位學程)繼續就讀。 

第二十一條  學生肄業期間，如有違犯校規或其他不端情事者，仍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   

予以處分。 

第二十二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者，應令退學： 

一、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在他校註冊入學就讀者。 

二、逾期未註冊，亦未申請休學者；逾核准緩繳學雜費期限，經催告仍未於規

定期限補辦繳費註冊者亦同。 

三、休學期滿未復學，亦未繼續申請延長休學者。 

四、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五、修業年限屆滿，未修足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規定科目與學分或未通過

學位考試且未完成辦理延長修業註冊或休學程序者。 

六、修業年限屆滿且已達規定延長修業期限，仍未修足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

規定科目與學分或未通過學位考試者。 

七、其他依本校相關規定應予退學者。 

第二十三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開除其學籍: 

            一、學生所繳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等文件及在職身份其經歷、年資證明等相關

文件，有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等情事者。 

            二、學生所領本校學生證、修業證明書、學位證書、學位證明書、各種成績單

暨其他有關證明文件，有塗改或偽造情事者。 

            三、學生行為不檢違反國家法令經法院判刑確認者或犯有重大過失經本校學生

事務會議議決，並經校長核定者。 

            四、入、轉學資格經審核不合格者。 

第二十四條  因違犯校規或操行成績不及格而退學或開除學籍者，不得再行入學就讀本校。 

第二十五條  自動退學及應予退學之學生，均須辦理離校手續；離校手續完成者得申請發給

修業證明書。但入學資格未經核准及開除學籍者，不得發給。 

            學生本人對於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之處分，認為有違法不當致損害其權利者，

得檢具證明，依本校學生申訴委員會之規定提出申訴。申訴結果未確定前，受

處分人得繼續在校肄業。但申訴結果維持原處分時，自申訴提出至申訴結果確

定期間之學業成績不予採認。依前項規定提出申訴後獲准復學者，若因特殊事

故無法及時復學，其復學前之離校期間，得補辦休學，且不併入休學年限內計

算。 

第二十六條  學生休、退學退費，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辦理退費。 

第七章 考試、成績及補考 
第二十七條  學生成績分為學業及操行兩種，各種成績之評定採用百分計分法。學士班各科

目之學期成績(含操行)達六十分者為及格、碩士班研究生各科目之學期成績(含

操行)達七十分者為及格。學生修習各科目之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按照課程大綱

所訂定評分標準之比例原則進行給分，操行成績之評定依本校「學生操行成績

考核辦法」辦理。教師於系統中登錄各項學期成績，並於本校行事曆所定之送

交成績截止日前繳交成績，並永久保存。 

第二十八條  學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與畢業成績計算方法如下： 

            一、以每學期每一修習科目之學分數乘以該科目成績為該科目積分，各科目積

分之累加為積分總和。 

            二、以每學期所修各科目學分數之總和為學分總數。 

            三、各學期之積分總和除以學分總數為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四、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包括不及格科目成績。 

            五、各學期(含暑修)積分總數之和除以各學期(含暑修)學分總數之和為畢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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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 

                學生各項成績有小數點者，按四捨五入計算，均保留至小數點後二位計算。 

第二十九條  學生各項成績經任課教師評定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後，不得請求更改；但若屬教

師之失誤致有遺漏或錯誤者，應依本校「任課教師更正或補登學期成績辦法」

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條    全學年科目，上學期未修習者，下學期不得修習，違者該科目學分及成績均不

計。但若授課內容無連續性之科目，經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認定者，得於

修畢下學期，再續修上學期後，該科目學分及成績始得採計。全學年科目上學

期已修習及格，下學期因故未續修者，其上學期學分照計。 

            碩士班研究生經所屬系（所）同意，得選修其他系（所）碩士班課程，其學分

並准併入畢業學分內計算。加修學士班課程者，其學分不併計亦不採認為其碩

士班課程學分及畢業學分內計算。 

第三十一條  學生學業學期成績不及格者，不得補考，如屬必修科目即應重修。 

第三十二條  學生於考試時如有作弊行為，該作弊科目之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並依照本校

學生獎懲辦法之規定處分。 

第八章 修業年限、學分 
第三十三條  學生修讀學位修業年限及應修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本校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生修業年限為四年，其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得

少於一百二十八學分；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畢(結)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

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以同等學力入學後，應在規定之

修業年限內增加其應修之畢業學分數 12學分。 

學士班學生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該學

系(學位學程)畢業學分並符合其他畢業所需條件者，得依本校「修讀學士

申請提前畢業作業要點」申請提前畢業；若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

學期或一學年，已修足該系(學位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而不合提前

畢業之規定者，仍應註冊入學。 

降級轉系(學位學程)者，其在二學系(學位學程)重複修習之期限，不列入

轉入學系(學位學程)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 

二、修讀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修業年限為二年，其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

七十二學分。 

上述二項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於修業年限內未能修足規定學分者，得延長修業年

限至多二年。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於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後，已修畢本系(學位學程)應修科目學

分，而未修畢另一主修學系(學位學程)應修科目學分者，得申請再延長修業年

限一年。 

三、修讀研究所碩士班修業年限為一至四年，其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二十四

學分(不包含學位論文)，另碩士班在職生及在職專班生（以入學身份為準）

若未能在規定修業年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論文者，得酌予延長修業年

限一年。 

四、修讀學士班之特殊教育學生得視需要延長修業年限，至多延長四年。 

五、本校各學制之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得檢具相關

證明，專案申請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三年。 

第三十四條  本校學生(包含轉學生)如有學分須抵免情形，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相關辦法

申請抵免。 

第九章 畢業、學位 
第三十五條  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修足所屬學系(學位學程)規定科目、學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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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條件(校、院、系所另訂定之明確畢業門檻或能力要求)及各學期操行成績

及格者，始可畢業，並由本校頒發學位證書授予學士學位。 

            修讀雙主修學生，修滿本系及他系應修科目及學分數者，得分別授予學士學位。

修讀輔系者，加註輔系名稱。修讀學分學程者，修畢規定之學分數，得發給學

分學程證明。 

第三十六條  修讀碩士學位之研究生修業期滿，修足規定科目、學分及各學期操行成績及格，

並通過學位考試，始可畢業，並由本校頒發學位證書授予碩士學位。 

第十章 學籍管理 
第三十七條  學生在學期間涉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等違法或不當行為，若已

屆畢業時間，待相關事件於調查程序終結前，本校得視實際情形暫緩核發學位

證書。 

第三十八條  對於己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有抄襲或

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其有違反

其他法令者，並應依相關法令處理。 

第三十九條  本校學生學籍資料所登記之學生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及戶籍地址，

一律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非本國籍學生為居留證號碼)。 

            學籍資料與身分證所載不符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至教務處申請更正。 

第四十條    學生在校肄業之院、系(所、學位學程)、組別，年級與學業成績，以及註冊、

轉系(學位學程)、輔系(學位學程)、雙主修、休學、復學、退學、轉學等學籍

紀錄，概以教務處之各項學籍與成績登記原始表冊為準。 

第四十一條  在校學生及畢業生申請更改姓名或出生年月日者，應檢附戶政機關發給之有效

證件，經教務處核淮後更正。畢業生之畢業證書由本校加註蓋印。 

第四十二條  學生得依本校申請雙重學籍之規定，同時在國內、外大學校院註冊入學，其作 

            業要點另訂之。 

第四十三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有關法令及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第四十四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