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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章則修訂說明 

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輔系審查標準 
十五、應用外語系： 
四年制： 
(一) 可選讀系別： 

1. 全校其他各系 
2. 名額限制：當年錄取人數減

去實際報到人數，所餘名額

為轉系、雙主修及輔系之總

名額。 
3. 四技與二技若有缺額可相互

流用。 
(二) 先修科目：無 
(三) 指定必修科目：初級寫作(一) 

(2)、初級寫作 (二) (2)、口語

練習 (一) (2)、口語練習 (二) 
(2)、專業閱讀與討論 (2) 

(四) 任選必修科目：由本系專業必

選修課程任選12學分。 
(五) 應修學分：共需修習 22 學分。 

 

輔系審查標準 

十五、應用外語系： 

四年制： 
(一) 可選讀系別： 

1. 全校其他各系 
2. 名額限制：當年錄取人數
減去實際報到人數，所餘
名額為轉系、雙主修及輔
系之總名額。 

3. 四技與二技若有缺額可
相互流用。 

(二) 先修科目：無 

(三) 指定必修科目：必修課程分

為二階段，需先修完第一階

段科目後再修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 
1. 初級寫作 (一) (2) 及初級

寫作 (二) (2)  
2. 口語練習 (一) (2) 及口語

練習 (二) (2) 
3. 專業閱讀與討論 (2) 
第二階段: 
1. 演講與辯論 (一) (2)及演

講與辯論 (二) (2) 
2. 中英翻譯(一) (2) 及中英

翻譯 (二) (2)  
3. 閱讀與思考訓練(一) (2) 

及閱讀與思考訓練 (二) 
(2)   

(四) 應修學分：每科科目 2 學分，

總共需修習 11 科科目，22 學

分。 

應用外語系 99.5.12  98學
年度第 8 次系務會議修訂 

十九、資訊工程系： 
(一) 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 先修科目：無 

(三) 指定必修科目：數位邏輯設計 

(3)、數位邏輯設計實習 (1)、資

料結構(3)、計算機演算法(3)、

計算機組織 (3)、作業系統(3) 

(四) 任選必修科目：其他報部本系

專業必修科目任選 7 學分 

(五) 應修學分：23 

十九、資訊工程系： 
(一) 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 先修科目：無 

(三) 指定必修科目：數位邏輯設

計(3)、數位邏輯設計實習 

(1)、資料結構 (3)、演算法

概論 (3)、計算機組織 (3)、

作業系統 (3) 

(四) 任選必修科目：其他報部本

系專業必修科目任選 7 學

分 

(五) 應修學分：23 

資訊工程系 99.04.04 98 學

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暨

第 14 次系務會議修訂 

 



 C-2 

 
教務章則修訂說明 

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要點 

三、首次申請條件 

 (五)本校學生於該系畢業成績第一

名者，以甄試入學錄取本校碩士班、

博士班榜首者，發給第二類獎學金。 

 

 

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要點 

 

三、首次申請條件 

 (五)本校學生於該系畢業成績第

一名者，錄取本校碩士班、博士

班，發給第二類獎學金。 

 

 

 

各國立重點大學皆訂有入

學成績優異獎學金，以下為

科技大學各校標準 
校
名 

大學部 研究所 

台

科
大 

學科能力達 1%
以內 30 萬、1%
至 5%為 15 萬
至 30 萬 

1.成績優良博

士生 
2.大學部提前
畢業 
3.各系遴選 

北

科
大 

高中生 65 級分

以上，獎學金金
額依行政會議
決議 

大學部提早業

業之應屆畢業
生，每月 1 萬
元，發 12 個月 

高
應
大 

統測 1%以內每
學期 20 萬、2%
以內每學期 3.5
萬 
高中生 70 級分
每學期 20 萬、

65 級分 3.5 萬 

無 

南

台
科
大 

無  大學應屆生以

甄試錄取， 
畢業成績為該
班第 1 名至第

5 名，12 萬至
20 萬 

2.本校第 1 名畢業續讀碩、

博班者，由 93 學年度 2 名

增至近年來 10 名左右。因

經費有限，申請名額遞增，

故修訂現行第 1名畢業之條

件。 

七、外籍生學雜費減免 

(二)減免內容： 

2.研究所學生：其在本校就學免收二

年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 

3.教育部與他國簽訂專案者（如越南

VEST500），經校長核定後依其規

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七、外籍生學雜費減免 

 (二)減免內容： 

2.研究所學生：其在本校就學免

收二年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 

1.新增外籍生減免內容第 3

小點。 

2.依據教育部 99.08.16 台文

字第 0990140704B 號函辦

理。 

 

 

 

新增 

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第十一條  

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有後列情形之

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第十一條  

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有後列情

修訂，前次修訂漏列字樣

（96 年 12 月 27 日第 52 次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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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章則修訂說明 

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一者，應令退學： 

一、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完成該系

（所）應修課程或考核規定者。 

二、學位考試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 

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完成該

系（所）應修課程或考核規

定者。 

二、學位考試不及格者。 

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第十二條  

碩、博士學位論文（含摘要）以中文

撰寫為原則。以英文撰寫論文者，應

將論文摘要譯成中文摘要。前經取得

他種學位之論文不得再度提出。學位

考試舉行後，各該系（所）將成績通

知教務處，學生離校時並應同時繳交

論文電子檔及論文 1 冊。 

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第十二條  

碩、博士學位論文（含摘要）以

中文撰 
寫為原則。以英文撰寫論文者，

應將論 
文摘要譯成中文摘要。前經取得

他種學位之論文不得再度提出。

學位考試舉行後，各該系（所）

將成績通知教務處，學生離校時

並應同時繳交論文摘要電子檔及

論文，碩士班每人論文二冊，博

士班每人論文三冊。 

刪除，考量學位論文典藏已

數位化，自 98 學年度起，

研究生論文教務處統一收 1

冊，並依教育部學位授予法

指定送國家圖書館典藏。

（依 98 年 12 月 29 日簽請鈞

長核准在案） 

選課要點 
五、本校學生修習必修課程規定如下： 

1.必修課程，學生選課以修習本

系、本班所排定之科目為原

則，但因特殊原因而造成與其

他必修科目衝堂，經欲修習之

任課教師、該系(所)主任核可

送教務處備查，得修習其他學

制或其他系所相同名稱之必

修科目。 
2.重、補修專業必修課程非前項

衝堂因素時，需經系(所)務會

議審核通過及欲修習之任課

教師同意後，始得修習其他學

制或其他系所相同名稱之必

修科目，並送教務處辦理。 

3.各學期應修之共同必修科目，

遇特殊因素須申請退選時，得

經該科任課教師、該系(所)主
任核可後送教務處備查，但不

得在同一學期改選他班、他系

之共同必修課程。 

選課要點 
五、本校學生修習必修課程規定
如下： 

1.必修課程，學生選課以修

習本系、本班所排定之科

目為原則，但因特殊原因

而造成與其他必修科目

衝堂，經欲修習之任課教

師、該系(所)主任核可送

教務處備查，得修習其他

學制或其他系所相同名

稱之必修科目。 
2.重、補修專業必修課程需

經系(所)務會議審核通過

及欲修習之任課教師同

意後，始得修習相同名稱

之必修科目，並送教務處

辦理。 

3.各學期應修之共同必修科

目，遇特殊因素須申請退

選時，得經該科任課教

師、該系(所)主任核可後

依系所建議，條文說明補列

前次 99.04.09第 63次教務

會議修訂時，修訂說明中文

字字樣「得修讀他學制或他

系 相 同 名 稱 之 必 修 科

目。」，以避免解讀條文時

有疑義。 

 

（前次修訂說明：1.首次修
讀必修仍須修本系、本班。 
2.重修者，依機械系建議，
重修得修讀他學制或他系
相同名稱之必修科目。 
3.因轉系、轉學考等其他因
素須補修者，擬比照重修者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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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章則修訂說明 

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4.大學部專業必修課程除系上擋

修規定外，一律不得退選，如

因特殊因素得依選課第 15 條

辦理期中考前一週退選。 

5.研究生如因特殊因素申請退選

必修課程，得經該科任課教

師、該系(所)主任核可後送教

務處備查。 

送教務處備查，但不得在

同一學期改選他班、他系

之共同必修課程。 

4.大學部專業必修課程除系

上擋修規定外，一律不得

退選，如因特殊因素得依

選課第 15 條辦理期中考

前一週退選。 

5.研究生如因特殊因素申請

退選必修課程，得經該科

任課教師、該系(所)主任

核可後送教務處備查。 

選課要點 
（七、刪除） 

選課要點 
七、各系所低年級學生欲選修較

高年級課程，除有次序性者

外，得經系所主任之核可後

修習。 

刪除，原第 8 至 16 條文依

序順移。 

因本校選修課程，學生皆可

直接於網路自行加選，依系

所建議刪除「…得經系所主

任之核可後修習」字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