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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暑期開班授課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校課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

請暑期開班授課： 

一、必修科目不及格須重修。 

二、因轉學、轉系須補修轉入年級

前之必修科目。 

三、補修輔系、雙主修之必修科目。 

四、應屆畢業生因缺修學分（含選

修） 或未符合系所其他相關畢

業條件，必須補修及格始得畢

業時。 

五、碩、博士班學生補修基礎課程

或教育學程學生重補修教育學

分。 

六、因未能通過本校訂定英語能力

畢業檢定標準，須修習「英語

精進」課程，始取得英語能力

畢業資格。 

七、其他適合於暑期開授之課程，

經系所審議通過者。 

本校學生得修習下列課程，不受上

述要件之限制：  

一、因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或跨校結

盟等而開設之暑期課程，經相關

單位認可者，可依其相關之條件

修習。  

二、本校開設之全英語授課課程。 

第三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申請參加暑修： 

一、必修科目不及格須重修。 

二、因轉學、轉系須補修轉入年

級前之必修科目。 

三、補修輔系、雙主修之必修科

目。 

四、應屆畢業生因缺修學分（含

選修）或未符合系所其他相

關畢業條件，必須補修及格

始得畢業時。 

五、碩、博士班學生補修基礎課

程或教育學程學生重補修

教育學分。 

六、因未能通過本校訂定英語能

力畢業檢定標準，須修習

「英語精進」課程，始取得

英語能力畢業資格。 

本校學生得修習下列課程，不受

上述要件之限制：  

一、因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或跨校

結盟等而開設之暑期課

程，經相關單位認可者，可

依其相關之條件修習。 

二、本校開設之全英語授課課

程。 

1.經106年10月11日本校

第48次教務會議通過。 

2.配合教育部計畫，鼓勵

系所依系所特色及專業

性整體規畫開設適合於

暑期開設之課程，以增

加學生跨域及多元學習

之彈性。 

第五條 

各科目原則須有十八人以上註冊 

始得開課；惟科目如有僑生選讀，

且符合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所

訂「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辦理僑生學業輔導實施要點」補助

標準時，雖不滿十八人註冊亦得開

課。 

各科目不符前項開課規定者，經專

案簽請核准後，始得開設。 

第五條 

各科目原則須有十五人以上註

冊 始得開課；惟科目如有僑生

選讀，且符合教育部國際及兩岸

教育司所訂「教育部補助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辦理僑生學業輔導

實施要點」補助標準時，雖不滿

十五人註冊亦得開課。 

各科目不符前項開課規定者，經

專案簽請核准後，始得開設。 

1.經106年10月11日本校

第48次教務會議通過。 

2.條文修正。 

3.依現行規定暑期科目註

冊人數達15人時，始得

開班，惟任課教師職級

為教授時，其學分費收

入仍未達教師授課鐘點

費，僅可領學分費收入。 

4.為使開課人數於各職級

授課教師教授科目皆達

收支平衡，修改為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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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條文第1項後段所指

不滿十八人課程亦得開

課者，須符合教育部所

訂補助標準，即同一科

目須有六名僑生選讀，

本科目依規定得向教育

部申請經費補助。 

第六條之二 

學士班課程得開放準大學生選修，

或開設學士班準大學生基礎學科先

修課程專班，惟該專班課程須有本

校學士班準大學生選修始得開設。 

準大學生係指已獲大專院校錄取證

明之高中生。 

 1.經106年10月11日本校

第48次教務會議通過。 

2.本條新增。 

3.配合教育部推動高三準

大學生自主規劃銜接進

入大學之學習，本校學

士班暑期課程開放準大

學生選修，或開設學士

班準大學生基礎學科先

修課程專班。 

第十二條 

本班核可開課科目經委請有關學系

提聘教師後，各學系得依實際情形

決定本學系專業科目是否開課及提

聘教師。  

本班教師鐘點費依兼任教師鐘點費

標準支給。 

學士班各類課程符合第五條第一項

規定時，授課教師得選擇支領暑期

課程授課鐘點費，或經系所主管同

意計入次學年基本授課時數，惟不

得支領該學年超支鐘點費，並以一

學年二門且六學分為限。 

第十二條 

本班核可開課科目經委請有關

學系提聘教師後，各學系得依實

際情形決定本學系專業科目是

否開課及提聘教師。  

本班教師鐘點費依兼任教師鐘

點費標準支給。 

1.經106年10月11日本校

第48次教務會議通過。 

2.新增第3項。 

3.經參考臺大、交大、中

山、中正、中興等他校

暑期課程鐘點費支給相

關規定，為降低本校教

師教學負荷，並鼓勵開

設學士班各類暑期課程

（含學士班暑期課程或

學士班準大學生基礎學

科 先 修 課 程 專 班 課

程），授課教師如達本辦

法開課標準，得選擇支

領鐘點費或或經系所主

管同意者計入次學年基

本授課時數，惟不得支

領超支鐘點費且一學年

二門六學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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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暑期開班授課辦法-修正後全文 

 

本校八十九年四月十四日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八十九年六月一日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０六三四四六號及八十九年六月二十日台（八九）高（二）

字第八九０七三八三四號函准予備查 

本校八十九年十一月一日第二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教育部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一五七四三九號函准予備查 

本校九十二年三月十八日第七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二條、第七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五條 

教育部九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台高（二）字第 0920051253 號函示：「依現行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所訂暑期開班授

課實施辦法，無須報核」 

本校 95年 10月 18 日第 15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二條及增訂第六條之一 

教育部 96年 8月 9 日台高（二）字第 0960111806 號函同意備查 

本校 98年 3 月 19日第 24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3條 

教育部 98年 8月 31日台高（二）字第 0980141221 號函同意備查 

教育部 98年 7月 15日台高（二）字第 0980122690 號函示修正最後一條條文--第 15 條 

本校 99年 10月 14 日第 30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3、7、15條 

教育部 100年 2 月 24日臺高（二）字第 1000026385 號函備查 

本校 100 年 3月 25 日第 31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條 

教育部 100年 7 月 25日臺高（二）字第 1000124991 號函備查 

本校 101 年 6月 20 日第 34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二條 

教育部 101年 8 月 1日臺高（二）字第 1010140337 號函備查 

本校 102 年 6月 19 日第 38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條 

教育部 102年 8 月 26日臺教高（二）字第 1020113744 號函備查第三條 

本校 103 年 10月 7 日第 41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五條 

教育部 104年 7 月 27日臺教高（二）字第 1040097264 號函備查 

本校 105 年 10月 12日第 46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五條、第十四條 

本校 106 年 3月 22 日第 47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條 

教育部 106年 4 月 20日臺教高（二）字第 1060012865 號函備查第五條、第十四條 

教育部 106年 9 月 13日臺教高（二）字第 1060089952 號函備查第三條 

本校 106 年 10月 11日第 48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五、六條之二、十二條 

教育部 107年 1 月 30日臺教高（二）字第 1060187908 號函備查第三、五、六、十二條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本校學則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得視實際需要於暑期開班授課（以下簡稱本班），每暑期最多辦理兩期，每

期上課以六週為原則，每學分應上課十八小時。 

暑期課程不得以密集上課方式而減少每期上課週數，但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

第六款所開課程，不在此限。 

凡參加暑修學生不得以服役或已考取研究所或任何理由申請提前開課。 

第 三 條    本校課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暑期開班授課： 

一、必修科目不及格須重修。 

二、因轉學、轉系須補修轉入年級前之必修科目。 

三、補修輔系、雙主修之必修科目。 

四、應屆畢業生因缺修學分（含選修） 或未符合系所其他相關畢業條件，必須

補修及格始得畢業時。 

五、碩、博士班學生補修基礎課程或教育學程學生重補修教育學分。 

六、因未能通過本校訂定英語能力畢業檢定標準，須修習「英語精進」課程，

始取得英語能力畢業資格。 

七、其他適合於暑期開授之課程，經系所審議通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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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得修習下列課程，不受上述要件之限制： 

一、因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或跨校結盟等而開設之暑期課程，經相關單位認可者，

可依其相關之條件修習。 

二、本校開設之全英語授課課程。 

第 四 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暑修： 

一、所修科目期末考試請假尚未補考。 

二、在休學期間。 

第 五 條    各科目原則須有十八人以上註冊始得開課；惟科目如有僑生選讀，且符合教育

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所訂「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理僑生學業輔導實

施要點」補助標準時，雖不滿十八人註冊亦得開課。 

各科目不符前項開課規定者，經專案簽請核准後，始得開設。 

第 六 條    學士班或進修學士班得各自開設暑期課程，且得相互選課，不受本校「學士班

及進修學士班學生互選課程辦法」之第二條、第三條限制；惟學生於互選科目

時，須有原學士班或進修學士班所屬學生選修方得開設。 

第六條之一  他校學生欲參加本校暑期班者，須經其肄業學校之同意。 

本校學生擬申請參加外校暑期班，須先向本校提出暑修申請，在本校未開班或

未開成班時，始可填表申請赴外校修習暑修課程。 

第六條之二  學士班課程得開放準大學生選修，或開設學士班準大學生基礎學科先修課程專

班，惟該專班課程須有本校學士班準大學生選修始得開設。 

準大學生係指已獲大專院校錄取證明之高中生。 

第 七 條    參加本校或他校暑修之學生，每期至多修讀九學分。 

第 八 條    本班登記日期由本校行事曆明訂之，學生應依規定日期親自辦理登記，逾期者

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辦。 

第 九 條    本班除因註冊繳費人數不符規定而停開之科目，學生得申請退費外，其餘科目

凡已註冊繳費者，均不得退費。 

第 十 條    本班每期期末以隨堂方式舉行考試，學生除因重病持有公立醫院證明外，不得

請假，經核准請假學生，由授課教師自行安排補考。 

第十一條    本班學生均應依本校所訂進修學士班收費標準繳交學分費，所修科目如有實習

課程者，應加繳實習費（實習費為十八小時繳納二分之一學分費）。 

第十二條    本班核可開課科目經委請有關學系提聘教師後，各學系得依實際情形決定本學

系專業科目是否開課及提聘教師。 

          本班教師鐘點費依兼任教師鐘點費標準支給。 

學士班各類課程符合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時，授課教師得選擇支領暑期課程授課

鐘點費，或經系所主管同意計入次學年基本授課時數，惟不得支領該學年超支

鐘點費，並以一學年二門且六學分為限。 

第十三條    本班學生成績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及格與不及格成績均登記於其歷年成績表。 

二、學分不與學期所修學分合併累計，各科分數亦不與學期成績合併平均，惟

學分及成績應併入畢業成績計算。 

第十四條    各科目鐘點費支出不得高於其學分費收入總額。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並報教育部備查，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