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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五  條  外國學生得依據

本校報教育部核定之

「外國學生入學辦法」

以申請方式入學本校。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

學位學程得依據本校報

教育部核定之｢國立清華

大學學士後第二專長學

士學位學程招生規定｣入

學本校，惟不接受以同

等學力報考。 

凡中華民國國民曾在

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

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

得學士(含)以上學位，或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

境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

業，取得學士(含)以上學

位者，男性需已服畢兵

役或無兵役義務者，並

經本校入學招生考試錄

取，得入學本校學士後

醫學系。本招生考試不

接受以同等學力報考。 

第  五  條  外國學生得依據

本校報教育部核定之

「外國學生入學辦法」

以申請方式入學本校。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

學位學程得依據本校報

教育部核定之｢國立清華

大學學士後第二專長學

士學位學程招生規定｣入

學本校，惟不接受以同

等學力報考。 

 

新增學士後醫學系入學資

格。 

第  七  條  新生因重病、懷

孕、生產、撫育幼兒

（三歲以下子女）、參加

教育實習或其他特別事

故，不能於當學年入

學，得檢具有關證明於

註冊前向教務處申請保

留入學資格，經核准

後，毋須繳納任何費

用。 

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

為限，惟保留期間應徵

服兵役者，得檢具在營

服役證明，再申請延長

保留入學資格，俟服役

期滿檢具退伍證明，於

第  七  條  新生因重病、懷

孕、生產、撫育幼兒

（三歲以下子女）、參

加教育實習或其他特別

事故，不能於當學年入

學，得檢具有關證明於

註冊前向教務處申請保

留入學資格，經核准

後，毋須繳納任何費

用。 

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

為限，惟保留期間應徵

服兵役者，得檢具在營

服役證明，再申請延長

保留入學資格，俟服役

期滿檢具退伍證明，於

新增學士後醫學系公費生

不得辦理保留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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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次學期辦理入學。惟各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

位學程錄取生應於當學

年度入學，不得申請保

留入學資格。 

學士後醫學系公費錄

取生應於當學年度入

學，不得申請保留入學

資格。 

次學期辦理入學。惟各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

位學程錄取生應於當學

年度入學，不得申請保

留入學資格。 

 

第八條之一  師資培育公費

生修業期間依規定享有

師資培育公費待遇，其

權利義務依「師資培育

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

辦法」及相關規定辦

理。 

學士後醫學系公費生

修業期間享有公費待

遇。其休、退學與開除

學籍及畢業後分發、服

務等權利義務，悉依衛

生福利部及教育部相關

規定辦理。 

第八條之一  本校公費生修

業期間依規定享有師資

培育公費待遇，其權利

義務依「師資培育公費

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

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1. 第一項敘明係規範師培

公費生。 

2. 新增學士後醫學系公費

生相關規範。 

第 十二 條  學生當學期已

註冊，於加退選截止日

仍未辦理選課，除因奉

派出國進修、交換、 修

讀雙學位外，應令休

學。休學年限已滿者，

除依學則第三十八條第

二項核准延長休學年限

外，應令退學。 

學生每學期應修習學

分數，第一至第三學年

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

分，不得多於廿五學

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

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

於廿五學分。但依本校 

「全時校外實習實施辦

法」辦理者、學士後第

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生

第 十二 條  學生當學期已

註冊，於加退選截止日

仍未辦理選課，除因奉

派出國進修、交換、 修

讀雙學位外，應令休

學。休學年限已滿者，

除依學則第三十八條第

二項核准延長休學年限

外，應令退學。 

學生每學期應修習學

分數，第一至第三學年

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

分，不得多於廿五學

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

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

於廿五學分。但依本校 

「全時校外實習實施辦

法」辦理者、學士後第

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生

新增學士後醫學系生每學

期應修習學分數上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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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不受此限。學士後醫學

系學生每學期應修習學

分數，第一至第二學年

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

分，不得多於廿五學

分；第三至第四學年每

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

不得多於廿五學分。 

學生若因情況特殊，

經導師及系、學位學程

主任核可者，得超修或

酌減當學期應修習學分

數。 

不受此限。 

學生若因情況特殊，

經導師及系、學位學程

主任核可者，得超修或

酌減當學期應修習學分

數。 

 

第 十七 條  本校採用學年

學分制，各學系、學位

學程及學士後醫學系修

業年限均為四學年，如

未能修足規定科目、學

分、畢業條件者，得延

長修業年限二年，身心

障礙學生，得延長修業

年限四年。 

學生依前項規定於延

長修業年限後，仍無法

修足所屬學系、學位學

程規定科目、學分、畢

業條件者，如於學期中

有懷孕、生產或哺育三

歳以下幼兒之事實時，

得於最後一學期檢具證

明申請再延長修業期限

一學期，至多申請二

次。 

各學士後第二專長學

士學位學程修業年限均

為一至二年，如未能修

足規定科目與學分者，

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身心障礙學生，得延長

修業年限四年。 

各學系、學位學程所

修學分總數不得少於一

第 十七 條  本校採用學年

學分制，各學系、學位

學程修業年限均為四學

年，如未能修足規定科

目、學分、畢業條件

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二

年，身心障礙學生，得

延長修業年限四年。 

學生依前項規定於延

長修業年限後，仍無法

修足所屬學系、學位學

程規定科目、學分、畢

業條件者，如於學期中

有懷孕、生產或哺育三

歳以下幼兒之事實時，

得於最後一學期檢具證

明申請再延長修業期限

一學期，至多申請二

次。 

各學士後第二專長學

士學位學程修業年限均

為一至二年，如未能修

足規定科目與學分者，

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身心障礙學生，得延長

修業年限四年。 

各學系、學位學程所

修學分總數不得少於一

二八學分，各學士後第

1. 新增學士後醫學系修業

年限規定。 

2. 新增學士後醫學系所修

學分總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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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八學分；學士後醫學

系所修學分總數不得少

於一五四學分；各學士

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

程所修學分總數不得少

於四十八學分，惟各學

系、（含學士後）學位學

程得視實際需要，酌予

提高，以二十學分為

限。 

校定必修科目、各學

系、（含學士後）學位學

程專業（門）必修科目

依相關規定另定之。 

學生修讀教育學程、

輔系或雙主修，其修業

年限、必修科目與學分

數，依照本校報教育部

備查之教育學程修習辦

法、輔系、雙主修辦法

規定辦理之。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

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

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

同類學校畢業生以同等

學力就讀本校學士班

者，除第二項規定之學

分總數外，應另增加至

少十二學分；其修習科

目由各學系、學位學程

自訂。 

清華學院學士班個人

申請入學及特殊選才招

生入學學生之必修科目

依相關規定另定之。 

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所

修學分總數不得少於四

十八學分，惟各學系、

（含學士後）學位學程

得視實際需要，酌予提

高，以二十學分為限。 

校定必修科目、各學

系、（含學士後）學位

學程專業（門）必修科

目依相關規定另定之。 

學生修讀教育學程、

輔系或雙主修，其修業

年限、必修科目與學分

數，依照本校報教育部

備查之教育學程修習辦

法、輔系、雙主修辦法

規定辦理之。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

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

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

同類學校畢業生以同等

學力就讀本校學士班

者，除第二項規定之學

分總數外，應另增加至

少十二學分；其修習科

目由各學系、學位學程

自訂。 

清華學院學士班個人

申請入學及特殊選才招

生入學學生之必修科目

依相關規定另定之。 

 

第二十一條  本校各科目之

學分數，原則以授課滿

十八小時為一學分。實

習或實驗科目，原則以

授課滿三十六至五十四

小時為一學分。學士後

醫學系臨床實習科目原

第二十一條  本校各科目之

學分數依每週上課時數

計算，每週上課一小時

滿一學期（十八週時）

者為一學分，實習實驗

科目每週上課二至三小

時滿一學期（十八週

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大學學分之計

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

時為一學分。實習或實驗

學分之計算，由各大學定

之。」修正，以利未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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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則以至多八十小時為一

學分。 

時）者為一學分。 彈性調整學期週數。 

第三十三條  學生於第二學

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

於第三學年開始以前，

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

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

系二年級；因特殊原因

於第四學年開始以前，

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

系四年級或輔系三年級

肄業；其於更高年級申

請者，依其已修科目與

學分，得申請轉入性質

相近學系或輔系適當年

級肄業。 

轉系均以一次為限，

並須完成轉入學系規定

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同系轉組及轉學位學

程（班）者，比照前二

項規定辦理。 

降級轉系（班、組、

學位學程）者，其在二

學系重複修習之年限，

不列入轉入學系之最高

修業年限併計。 

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學生轉校規定核准轉入

本校就讀者，不得申請

轉系、班、組、學位學

程。 

依學士後第二專長學

士學位學程規定入本校

就讀者，不得申請轉

系、班、組、學位學

程、雙主修。 

招生簡章或相關法令

有規定入學後不得轉

系、班、組、學位學程

者，從其規定，已轉

系、班、組、學位學程

第三十三條  學生於第二學

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

於第三學年開始以前，

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

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

系二年級；因特殊原因

於第四學年開始以前，

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

系四年級或輔系三年級

肄業；其於更高年級申

請者，依其已修科目與

學分，得申請轉入性質

相近學系或輔系適當年

級肄業。 

轉系均以一次為限，

並須完成轉入學系規定

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同系轉組及轉學位學

程（班）者，比照前二

項規定辦理。 

降級轉系（班、組、

學位學程）者，其在二

學系重複修習之年限，

不列入轉入學系之最高

修業年限併計。 

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學生轉校規定核准轉入

本校就讀者，不得申請

轉系、班、組、學位學

程。 

依學士後第二專長學

士學位學程規定入本校

就讀者，不得申請轉

系、班、組、學位學

程、雙主修。 

招生簡章或相關法令

有規定入學後不得轉

系、班、組、學位學程

者，從其規定，已轉

系、班、組、學位學程

新增學士後醫學系學生不

得申請轉系、班、組、學

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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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始發現者，撤銷其轉

系、班、組、學位學程

資格。 

新設系、所、組、學

位學程於開始招生的第

一學年不得受理學生轉

入申請。 

依學士後醫學系規定

入本校就讀者，不得申

請轉系、班、組、學位

學程。 

後始發現者，撤銷其轉

系、班、組、學位學程

資格。 

新設系、所、組、學

位學程於開始招生的第

一學年不得受理學生轉

入申請。 

 

第六十八條  學士後醫學系

學生繳費、註冊、選

課、成績、奬懲、請

假、輔系、雙主修、雙

重學籍、雙學位、休

學、復學、轉學、退

學、畢業、學位等，除

衛生福利部、教育部法

規或本學則另有規定

外，其餘皆比照學士班

相關條文規定辦理。 

 新增學士後醫學系在本校

教務(除入學資格、保留入

學、修業年限、總學分

數、轉系、班、組、學位

學程)相關事務，除衛生福

利部或教育部法規及本學

則另有規定外，其餘皆比

照學士班相關條文規定辦

理。 

第六十九條  本學則經本校

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

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六十八條  本學則經本校

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

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條次變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