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承辦人：郭紋秀小姐 
電  話：分機 63280 
時   間：107年 8 月 20 日 

主旨：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分抵免相關事宜。 

說明： 

一、擬申請學分抵免之學、碩、博士班新生(含重考生、轉系生、轉所

生、轉學生)，即日起可將 申請表 及 相關資料 繳交至系辦公室。 

    系辦收件截止日期：9月 21日 

    學校抵免截止日期：9月 28日 

二、申請同學請檢附： 

1.歷年成績單正本壹份 

2.本校學分承認表壹份 

3.本系學分承認表壹份 

4.非本系開授之科目欲辦理抵免，請檢附經認證之課程大綱或   

  以本系課程大綱表提供相關資料。 

三、抵免學分原則 

1.學士班： 

大學部轉學生、重考生除辦理本系開授之科目抵免外，欲抵免非

本系科目者，抵免科目須為校內開設之課程且以 6學分為限，不

得要求本系為辦理抵免提出新開課程申請。 

2.碩、博士班： 

（1）一般生抵免以 6學分為限，專題討論課程不得抵免。但在        

     臺灣綜合大學取得相關課程之學分抵免得以 12學分為限。 

（2）本系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之預研生抵免以 16學分為限， 

     其中碩士專班之課程至多抵免 6學分。 

（3）申請抵免外系課程須經本系認可同意後加註「外系科目」。     

     抵免科目若已計入大學部或研究所畢業學分數內，不得再申 

     請抵免學分。 

四、有關本系學分抵免相關規定，請參閱「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

程學系辦理學生抵免學分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學分承認表        （學士班）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Bachelor’s   Program     
      APPLICATION FOR CREDIT TRANSFER 

 
 
申請日期:        ______/_____/_____     系所: 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  學號: ___________  申請人姓名: ____________ 
Date of Application    month      day       year       Name of Department           Ｙear                Student ID No.           Name of Applicant 
 

原校所修課程 
Course Completed in Previous Institution 

轉入學系(所)規定課程學分 
Courses Required by The Current Department 

擬承認 
學分 

No. of Credits 

Transferable 

承認學分單位 
系(所)主任簽章 
Signature of Department 

Chair/Graduate Institute 

Director 

在必修、選修、或通識課程請()
註明 

Please check () to specify the course status 

科目 
Course Title 

成績 
Grade 

及格學分 
No.of Credits 

科目 
Course Title 

應修學分 
No. of Credits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通識 
General Education 

          

          

          

          

          

          

          

          

          

          

          

本頁小計承認__________學分，總計承認__________學分 

_____ credits are transferable on this page. A total of ______ credits are transferable. 
 

 



 

                     國立成功大學學分承認表    （碩士、博士班）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Master’s  Doctoral Program 
APPLICATION FOR CREDIT TRANSFER 

 

申請日期:        ______/_____/_____     系所: 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  學號: ___________  申請人姓名: ____________ 
Date of Application    month      day       year       Name of Department           Ｙear                Student ID No.           Name of Applicant 
 

原校所修課程 
Course Completed in Previous Institution 

轉入學系(所)規定課程學分 
Courses Required by The Current Department 

擬承認 
學分 

No. of Credits 

Transferable 

承認學分單位 
系(所)主任簽章 
Signature of Department 

Chair/Graduate Institute 

Director 

在必修、選修、或通識課程請()
註明 

Please check () to specify the course status 

科目 
Course Title 

成績 
Grade 

及格學分 
No.of Credits 

科目 
Course Title 

應修學分 
No. of Credits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通識 
General Education 

          

          

          

          

          

          

          

          

          

          

          

本頁小計承認__________學分，總計承認__________學分 

_____ credits are transferable on this page. A total of ______ credits are transferable.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 自然災害減災及管理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學分承認表 
 

申請日期:     /     /       申請人姓名:           學號:            班別：□大學部 □碩士班 □碩專班 □博士  年級:_____ 

一、原就讀學校：                       系所：                       畢業學分：          學分 

二、申請抵免科目： 

本承認表計    頁，總計承認__________學分                                     主任簽章：                        

原校所修課程 轉入學系（所）規定學分 審查結果 

開課系所 科目 必選修 授課老師 成績 學分數 科目 學分數 授課老師 擬承認 
學分 必修 選修 通識 授課老師 

              

              

              

              

              

              

              

              



 

課程大綱表（大學部） 

課程名稱：(中文)  
          (英文)  
課程碼： 學分數： 授課教師：  
e-mail： 電話：分機 Office Hours： 
開課班別： 課程類別：選/必修  

先  修  科  目 
課程碼 課程名稱 銜接課程相關說明 

   
課程內容介紹(中文) 
 

有關之教育目標、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培養
(可複選) 
A.畢業生須具備水利及海洋之基本專業

知識，以開拓其工程專業的能力。 
B.畢業生須具有國際思維、培養領導管理

的能力，並養成終身學習之習慣。 
C.畢業生須具備社會、環境、倫理方面之

人文素養，以配合時代需求。 
1.人文素養 
2.公民素養 
3.工程倫理 
4.環境與社會關懷  
5.國際視野 
E.運用數學、科學及工程知識的能力。 
F.設計與執行實驗，以及分析與解釋數據

的能力。 
G.執行水利及海洋工程實務所需技術、法

規及使用工具之能力。 
H.水利及海洋工程系統設計、施工與維護

管理之能力。  
I.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J.發掘、分析及處理問題的能力。 
K.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工程技術對人，環

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並培養持續學
習的習慣與能力。 

L.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課程內容介紹(英文) 
 

課程目標 
 

教科書(書名、作者、代理商) 
 
參考書目(書名、作者、代理商) 
 
教材網址 
 

課  程  大  網 
週
次 

授  課  綱  要 講授/實驗/實習/教學參觀 時數 

    
    
    
    
    
    
    
    
    
    
    
    
    
    
    



 
課程大綱表（研究所） 

課程名稱：(中文)  
          (英文)  

課程碼： 學分數： 授課教師：  

e-mail： 電話：分機 Office Hours： 

開課班別： 課程類別：選/必修  

先  修  科  目 

課程碼 課程名稱 銜接課程相關說明 
   

課程內容介紹(中文) 
 

有關之教育目標、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培養
(可複選) 
A.畢業生具備規劃、執行水利及海洋工程

專業的能力。 
B.畢業生應具有領導管理的能力與宏觀

的國際思維、並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 
C.學生需具備社會、環境、倫理方面之人

文素養，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1.人文素養 
2.公民素養 
3.工程倫理 
4.環境與社會關懷  
5.國際視野 
M.水利及海洋相關領域之專業知識。 
N.策劃及執行專題研究之能力。 
O.撰寫專業論文及表達之能力。 
P.創新思考及獨立解決問題之能力。 
Q.跨領域協調整合之能力。 
R.國際觀及外語能力。 
S.領導、管理及規劃之能力。 
T.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 

課程內容介紹(英文) 
 

課程目標 
 

教科書(書名、作者、代理商) 
 
參考書目(書名、作者、代理商) 
 
教材網址 
 

課  程  大  網 

週次 授  課  綱  要 講授/實驗/實習/教學參觀 時數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辦理學生抵免學分細則 

103/04/10  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為本系學生辦理抵免學分，特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抵免
學分辦法」訂定本細則。 

二、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 轉系(所)生。 
    (二) 轉學生。 

(三) 重考生，指原已就讀大學或研究所並未畢業，再經入學考試錄取本系之新生。 
(四) 預先修習本校研究所課程成績達七十分以上，且學分未列入畢業最低學分數內，而持有

證明者(含本系預先修習研究所課程之預研生)。 

三、前條所列各類學生抵免學分規定如下： 

    (一)大學部學生： 

1.申請抵免學分之課程以在6年內修畢者為限。 

2.轉系生轉入二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以本系一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則；轉入三年級
者，其抵免學分總數以本系一、二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則。 

3.降級轉系者，其抵免學分總數以本系一、二年級或一、二、三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則。 

4.轉學生抵免學分比照轉系生規定辦理；特殊情形則依照有關規定辦理。 

5.在本校未取得學位，而重考本系之新生抵免學分以110學分為限。 

6.在外校未取得學位，而考上本系之新生抵免學分以32學分為限。 

     (二)碩、博士班學生： 

1.申請抵免學分之課程以在6年內修畢者為限。 

2.轉所生抵免以12學分為限，在一年級選修之專題討論課程可抵免。 

3.在本校未取得學位，而重考本系之新生，凡在本校已修畢之課程，符合本系畢業學分之
規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得以畢業學分之二分之一為限。 

4.在外校未取得學位，而考上本系之新生抵免學分以6學分為限。在臺灣綜合大學系統修
習之學分得以抵免12學分為限。 

5.碩、博士班一般新生抵免以6學分為限，抵免外系專業科目須註明，專題討論課程不得
抵免。 

6.本系預研生抵免以16學分為限，抵免外系專業科目須註明。 

四、重考生新生轉(編)入年級規定如下： 

    (一)重考之新生，依法取得學籍時，其已修及格之科目學分，得酌情辦理抵免及提高編級。 

    (二)學士班重考生抵免40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二年級，抵免80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三年級，抵免
110學分以上者，得編入四年級。 

    (三)學士班及碩士班至少需再修業一年、博士班至少需再修業兩年並依照學期限修學分數修習
始可畢業。 

五、申請抵免之科目與本校既有科目應符合下列之要件，始准予抵免學分： 



 

    (一) 科目名稱、內容皆相同者。 

    (二) 科目名稱雖不同，但內容相同者。 

    (三) 科目名稱、內容雖不同，但實質相近似，可彼此取代者。 

申請抵免之科目應與本校既有科目相當，本系不受理為辦理抵免而申請加開新課程。 

大學部轉學生、重考生申請抵免科目，如其為外系選修科目，則以6學分為限。 

六、不同學分互抵後之處理：以多學分抵免少學分，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七、申請抵免學分之期限及程序： 

    (一) 申請期限：應於入學當學期，開學後2個月內完成抵免學分承認作業，逾期視同放棄。 

    (二) 申請程序：應繳交本系抵免學分承認表、原校修讀之成績單、修業(或轉學)證明書正本
及擬抵免課程之教學大綱。 

八、不論學分承認多寡，每學期所選學分數，應達該學期修習下限學分規定。 

九、抵免學分之審核: 

通識教育科目由通識教育中心負責審查；  

本系專業科目由本系負責審查； 

體育及軍訓科目由體育室及軍訓室分別負責審核，並由教務處複核； 

轉系（所）生原在本校已修習之共同核心課程、專業課程、軍訓及體育等科目成績及格者，由
本系審核之。 

十、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十一、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務處備查後公告施行，修訂時亦同。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辦理學生抵免學分細則
	一、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為本系學生辦理抵免學分，特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訂定本細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