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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1學年度第 8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04月 26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00分至上午 11時 00分 

地點：本校致宏樓一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郭添財主任委員 

紀錄：謝友翔 

出（列）席人員：法規委員會委員、提案單位人員，詳如附件簽到表（p.1）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報告與建議（略） 

參、 提案討論： 

一、 本校 「台灣首府大學學生選課辦法」修正案。(p.2) 

決議：照案修正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 

 

二、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生跨部互修學分辦法」修正案。(p.5) 

決議：照案修正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主席結論：略 

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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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8次法規委員會提案表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日期：民國102年04月26日 

編號 第一案（由秘書室填寫）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生選課辦法」修正案。 

說明 
一、依據本校現況進行法規調整，經教務處與進修部共同討論後擬定修正條文。 

二、本次修正條文為進修學制之上下限學分、學分數不足者之處罰條件、明定超   

修學分之條件等項。 

辦法 如附件 

審查 

意見 
 

決議 

照案同意提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逕送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提送下次法規小組會議審議 

□ 其他： 

備考 

１、 若為「修正」法規，請至秘書室網頁下載原有法規電子檔（請勿更改頁碼）及「條文

修正對照表」格式後，再行修正。 

２、 若為「新訂定」法規，請於秘書室網頁下載法令規章格式繕打。 

３、 若主席無特別指示，請提案單位依據會議決議修正後，於會議結束次日起 2 日內，將紙

本（須一級主管核章）及電子檔傳交本室(mike0422@tsu.edu.tw)彙整陳核。 

承辦單位簽章 秘書室初審建議 決  行 

 

排入本學期第 8 次法規會議審議。 

□ 修正後再陳核。 

 

□ 排入本學期第  次行政會議審議。 

□ 排入本學期第  次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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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學生選課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90年 10月 05日 教務會議通過 

91年 01月 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 4月 10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 06月 1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1月 16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4月 18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11月 0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11月 12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6月 10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11月 0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7月 14 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更名 

101年 3月 7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月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學生每學期修習之學分數上下限如下： 

日間大學部：第一學年至第三學年上學

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

得多於二十五學分；第三

學年下學期至第四學年每

學期不得少於八學分，不

得多於二十五學分。 

 

 

進修部二年制在職專班：第一至第二學

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二學

分，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 

 

 

進修學士班：第一至第三學年每學期不

得少於八學分，不得多於

二十五學分；第四學年不

得少於二學分，不得多於

二十五學分。 

研究所碩士班：每學期所選學分數，第

一學年各學期不得少於六

學分，第二學年各學期不

得少於二學分。 

每學期修課總學分數須符合限修學分

數之規定。學分數不足者，應加至最低

學分數，否則視為該學期選課無效。學

分數超過者，應删除其所修習之科目至

學分總學分數不超過上限為原則，學生

均不得有異議。  

學生選課除經系(所)主管同意者外，宜

按年循序就各學系(所)、學程規定課程

第六條 

學生每學期修習之學分數上下限如下： 

日間大學部：第一學年至第三學年上學

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

得多於二十五學分；第三

學年下學期至第四學年每

學期不得少於 8 學分，不

得多於二十五學分。經系

(所)主管同意，得加修一

至二個科目。 

進修部二年制在職專班：第一至第二學

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二學

分，不得多於二十學分，

經系(所)主管同意，得加

修一至二個科目。 

進修學士班：第一至第四學年每學期不

得少於二學分，不得多於

二十五學分，經系(所)主

管同意，得加修一至二個

科目。 

研究所碩士班：每學期所選學分數，第

一學年各學期不得少於六

學分，第二學年各學期不

得少於二學分。 

 

 

 

 

 

 

學生選課除經系(所)主管同意者外，宜

按年循序就各學系(所)、學程規定課程

加上未達學分數

上下限的限制及

超修學分數的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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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表修讀，如有下列情形得填寫「台

灣首府大學超修學分數申請表」於人工

加退選規定時間內，經教務長核定後完

成加修一至二個科目。 

一、 研究所先修大學部課程。 

二、 於本校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八十

分(含)以上者。 

三、 畢業班學生為如期畢業，須超修學

分數。 

四、 因修習雙主修、輔系、學分學程及

大三轉學生(指轉入時為大三，大

二不適用)等，須超修學分。 

規劃表修讀，如有超修情形在不違反

「前後或連續性」的原則下，檢送「台

灣首府大學超修學分數申請表」於人工

加退選規定時間內，經教務長核定後完

成加修學分數。 

第十一條  

本辦法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

理，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發布

核定後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

理，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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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8次法規委員會提案表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日期：民國102年04月26日 

編號 第二案（由秘書室填寫）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生跨部互修學分辦法」修正案。 

說明 
一、依據本校現況進行法規調整，經教務處與進修部共同討論後擬定修正條文。 

二、本次修正條文包含跨部選修之適用對象、跨部選修之流程、跨部修課之學分

數限制等三項。 

辦法 如附件 

審查 

意見 
 

決議 

照案同意提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逕送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提送下次法規小組會議審議 

□ 其他： 

備考 

４、 若為「修正」法規，請至秘書室網頁下載原有法規電子檔（請勿更改頁碼）及「條文

修正對照表」格式後，再行修正。 

５、 若為「新訂定」法規，請於秘書室網頁下載法令規章格式繕打。 

６、 若主席無特別指示，請提案單位依據會議決議修正後，於會議結束次日起 2 日內，將紙

本（須一級主管核章）及電子檔傳交本室(mike0422@tsu.edu.tw)彙整陳核。 

承辦單位簽章 秘書室初審建議 決  行 

 

排入本學期第 8 次法規會議審議。 

□ 修正後再陳核。 

 

□ 排入本學期第  次行政會議審議。 

□ 排入本學期第  次校務會議審議。 



 

6 

 

台灣首府大學「學生跨部互修學分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91年 1月 15 日第四次教務會議通過 

97年 4月 16 日第一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9年 7月 14 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更名 

102年  月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校學生得自二年級起，於人工加退選

階段申請跨部選課。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一、 畢業班。 

二、 需補修轉入年級前科目之轉學生。 

三、 延修生。 

四、 進修部學生。 

依現況放寬申請

條件。 

第五條 

申請跨部修習學分者，須經原學系、開

課學系、教務處及進修部共同核准後，

方得跨部修習課程，但該學科之科目名

稱及學分數必須相同。 

第五條 

大學部及進修部之學生，欲跨部修習學

分者，須送請主任審查通過，再經欲跨

部之部/系主任核准後，跨部互修學分

之程序方視為完成。 

文字修正，及修

課條件須再經教

務處及進修部認

可。 

第七條 

大學部學生跨部修習課程時，每學期最

多不得超過該學期總學分數 1/3 學

分，但進修部學生修讀日間部課程不受

1/3限制。 

其修課總學分數限制，仍依「台灣首府

大學學生選課辦法」之規定。 

第七條 

大學部學生欲跨部修習進修部課程

時，以每學期九學分為上限，並應受每

學期總修習學分上限之規定限制（即不

得超過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之上限），

符合此規定者，始同意選修進修部課

程。 

文字修正，加上

跨部選修受總學

分數 1/3限制。 

第八條(刪除) 

進修部之學生欲跨部修習大學部課程

者，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以不超過該學

期總學分數二分之一為原則。 

第八條 

進修部之學生欲跨部修習大學部課程

者，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以不超過該學

期總學分數二分之一為原則。 

條次變更，內容

修正至第七條 

第八條  

部/系主任可視本身之開課條件與預定

之選修人數上限來決定是否接受學生

跨部修習學分之申請。 

第九條  

部/系主任可視本身之開課條件與預定

之選修人數上限來決定是否接受學生

跨部修習學分之申請。 

條次變更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或與其他相關法

令發生牴觸時，以主要法令為優先，並

得隨時依實際需要修正之。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或與其他相關法

令發生牴觸時，以主要法令為優先，並

得隨時依實際需要修正之。 

條次變更 

 

第十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發布核定後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施行。 

條次變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