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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870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6月1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2435 號之 18

案由：教育部函，為修正「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四條及
第九條條文，請查照案。

教育部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24 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四)字第 1050006004C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修正條文、總說明、條文對照表
主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4 條、第 9 條，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24 日以
臺教高(四)字第 1050006004B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茲檢送修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各 1 份，敬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http：//edu.law .moe .gov .tw）下載。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制處、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技術及職業教育司、高等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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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四條、第九條修正條文
第

四

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不包括二年制學士班）轉學考
試，轉入二年級或三年級：
一、學士班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
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一)修業累計滿二個學期以上者，得轉入二年級上學期。
(二)修業累計滿三個學期以上者，得轉入二年級下學期。
(三)修業累計滿四個學期以上者，得轉入三年級上學期。
(四)修業累計滿五個學期以上者，得轉入三年級下學期。
二、大學二年制學士班肄業學生，修滿一年級上學期，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
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專科學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或專修科畢業。
(二)修滿規定修業年限之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
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四、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通過，持有專科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
五、符合年滿二十二歲、高級中等學校畢（結）業或修滿高級中等學校規定修業
年限資格之一，並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八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
(一)大學或空中大學之大學程度學分課程。
(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三)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六、空中大學肄業全修生，修得三十六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二年級，修
得七十二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報考大學二年制學士班轉學考試，轉入一年級下學期：
一、大學學士班（不包括空中大學）肄業學生，修滿三年級上學期，持有修業證
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二、大學二年制學士班肄業學生，修業累計滿一個學期者，持有修業證明書、轉
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報考學士後學士班轉學考試，轉入二年級：
一、取得碩士以上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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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得學士學位後，並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達二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
(一)大學或空中大學之大學程度學分課程。
(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三)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制學制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者，依其修業情形屬大學
學士班或五年制專科學校，準用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二項第一款規定。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十三日修正施行後，至一百
零二年六月十三日前，已修習第一項第五款所定課程學分者，不受二十二歲年齡限制
。
轉學考生報考第一項及第二項轉學考試，依原就讀學校及擬報考學校之雙重學籍
規定，擬於轉學錄取時選擇同時就讀者，得僅檢附歷年成績單。
第

九

條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高級中等學校學歷，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
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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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但大學應增加其畢業應修學
分，或延長其修業年限。
畢業年級高於相當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肄業生，
修滿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修業年限以下年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學士學位，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
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辦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其畢（肄）業學校經教育部
列入參考名冊或為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且入學資格、修業年
限及修習課程均與我國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並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
後認定為相當國內同級同類學校修業年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四款、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二項與第三項第一款、第五條第一
款至第四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規定辦理。
持前項香港、澳門學校副學士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或高級文憑及歷年成績單
，得以同等學力報考科技大學、技術學院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第五項國外或香港、澳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證件及成績證明、前項香
港、澳門副學士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或高級文憑及歷年成績單，及第十項國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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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門學士學位證書，應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
權機構，或行政院在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驗證。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公布生效後，臺
灣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團聚、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之大陸地區人民
、外國人、香港或澳門居民，持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且符合下列
各款資格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五條第一款至
第四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規定辦理：
一、其畢（肄）業學校經教育部列入認可名冊，且無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八
條不予採認之情形。
二、其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
並經各大學招生委員會審議後認定為相當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修業年級。
持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者，
得準用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一款規定辦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學士學位，其畢（肄）業學校經教育部列入參考名冊或為當
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且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我
國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並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後認定為相當國內同
級同類學校修業年級者，或持大陸地區學士學位，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者
，修習第四條第三項第二款之不同科目課程達二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得報考
學士後學士班轉學考試，轉入二年級。
持前三項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報考者，其相關學歷證件及成績
證明，應準用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四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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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四條、第九條修正總說明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於八十四年八月三十日訂定發布，歷經十二
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為提供民眾培養學士後第二專長之選擇
，且以等同學士後學士班第一學年之修業基礎資格招收學士後學士班轉學生，可縮短學生入學後之
修業時間，有利於學生生涯規劃，爰修正本標準第四條、第九條，增訂學士後學士班轉學報考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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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四條、第九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四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條

第四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
班（不包括二年制學士班）

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
班（不包括二年制學士班）

二、為提供民眾培養學士後第
二專長之選擇，且縮短學士

轉學考試，轉入二年級或三
年級：

轉學考試，轉入二年級或三
年級：

後第二專長之修業年限，爰
放寬學士後學士班辦理轉學

一、學士班肄業學生有下列
情形之一，持有修業證明

一、學士班肄業學生有下列
情形之一，持有修業證明

招生，從而參照現行學士後
學系之修業年限及畢業學分

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
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
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數規定，以一學年二十學分
為基準，增訂第三項明定持

：
(一)修業累計滿二個學期

：
(一)修業累計滿二個學期

學士學位及本部認可之不同
科目課程學分達二十學分以

以上者，得轉入二年
級上學期。

以上者，得轉入二年
級上學期。

上，得報考學士後學士班轉
學考試；另考量取得碩士以

(二)修業累計滿三個學期
以上者，得轉入二年

(二)修業累計滿三個學期
以上者，得轉入二年

上學位者，已具備學士學位
及三十二學分之資格，爰取

級下學期。
(三)修業累計滿四個學期

級下學期。
(三)修業累計滿四個學期

得碩士以上學位者，亦得報
考學士後學士班轉學考試。

以上者，得轉入三年
級上學期。

以上者，得轉入三年
級上學期。

三、配合增訂第三項，現行第
三項移列為第四項，並酌作

(四)修業累計滿五個學期
以上者，得轉入三年

(四)修業累計滿五個學期
以上者，得轉入三年

修正；現行第四項及第五項
依序移列為第五項及第六項

級下學期。
二、大學二年制學士班肄業

級下學期。
二、大學二年制學士班肄業

學生，修滿一年級上學期
，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

學生，修滿一年級上學期
，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

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
檢附歷年成績單。

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
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專科學校學生有下列情
形之一：

三、專科學校學生有下列情
形之一：

(一)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
書或專修科畢業。

(一)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
書或專修科畢業。

(二)修滿規定修業年限之
肄業學生，持有修業

(二)修滿規定修業年限之
肄業學生，持有修業

證明書、轉學證明書
或休學證明書，並檢

證明書、轉學證明書
或休學證明書，並檢

附歷年成績單。
四、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

附歷年成績單。
四、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

通過，持有專科學校畢業

通過，持有專科學校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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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
五、符合年滿二十二歲、高

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
五、符合年滿二十二歲、高

級中等學校畢（結）業或
修滿高級中等學校規定修

級中等學校畢（結）業或
修滿高級中等學校規定修

業年限資格之一，並修習
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

業年限資格之一，並修習
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

八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
證明：

八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
證明：

(一)大學或空中大學之大
學程度學分課程。

(一)大學或空中大學之大
學程度學分課程。

(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
育學分班課程。

(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
育學分班課程。

(三)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
教育課程。

(三)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
教育課程。

六、空中大學肄業全修生，
修得三十六學分者，得報

六、空中大學肄業全修生，
修得三十六學分者，得報

考性質相近學系二年級，
修得七十二學分者，得報

考性質相近學系二年級，
修得七十二學分者，得報

考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

考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

報考大學二年制學士班轉學
考試，轉入一年級下學期：

報考大學二年制學士班轉學
考試，轉入一年級下學期：

一、大學學士班（不包括空
中大學）肄業學生，修滿

一、大學學士班（不包括空
中大學）肄業學生，修滿

三年級上學期，持有修業
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

三年級上學期，持有修業
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

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
績單。

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
績單。

二、大學二年制學士班肄業
學生，修業累計滿一個學

二、大學二年制學士班肄業
學生，修業累計滿一個學

期者，持有修業證明書、
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期者，持有修業證明書、
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

，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

報考學士後學士班轉學考試
，轉入二年級：

制學制肄業學生，持有修業
證明者，依其修業情形屬大

一、取得碩士以上學位。
二、取得學士學位後，並修

學學士班或五年制專科學校
，準用第一項第一款、第三

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達二
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

款及前項第一款規定。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

明：
(一)大學或空中大學之大

實施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七
月十三日修正施行後，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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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度學分課程。
(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

百零二年六月十三日前，已
修習第一項第五款所定課程

育學分班課程。
(三)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

學分者，不受二十二歲年齡
限制。

教育課程。
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

轉學考生報考第一項及
第二項轉學考試，依原就讀

制學制肄業學生，持有修業
證明者，依其修業情形屬大

學校及擬報考學校之雙重學
籍規定，擬於轉學錄取時選

學學士班或五年制專科學校
，準用第一項第一款、第三

擇同時就讀者，得僅檢附歷
年成績單。

款及第二項第一款規定。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
實施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七
月十三日修正施行後，至一
百零二年六月十三日前，已
修習第一項第五款所定課程
學分者，不受二十二歲年齡
限制。
轉學考生報考第一項及
第二項轉學考試，依原就讀
學校及擬報考學校之雙重學
籍規定，擬於轉學錄取時選
擇同時就讀者，得僅檢附歷
年成績單。
第九條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
高級中等學校學歷，符合大

第九條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
高級中等學校學歷，符合大

一、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六項
及第八項未修正。

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
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

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
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

二、考量部分學士班、二年制
學士班及轉學係採聯合招生

法規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
一款規定辦理。

法規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
一款規定辦理。

，爰修正第五項，經大學校
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通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
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
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

過之國外或香港、澳門畢（
肄）業學歷，得以同等學力

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
業生，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

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
業生，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

報考。另本標準第一條至第
八條所列各項資格，係依國

學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
試。但大學應增加其畢業應

學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
試。但大學應增加其畢業應

內學校或單位所核發之證明
文件進行認定，國外、香港

修學分，或延長其修業年限
。

修學分，或延長其修業年限
。

澳門或大陸地區之畢（肄）
業學歷，則須符合本條各項

畢業年級高於相當國內
高級中等學校之國外或香港

畢業年級高於相當國內
高級中等學校之國外或香港

規定；復以第四條第一項第
四款至第六款與第三項第二

、澳門同級同類學校肄業生
，修滿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

、澳門同級同類學校肄業生
，修滿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

款各目所定自學進修學力鑑
定考試、學分課程及空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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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修業年限以下年級者，
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

學校修業年限以下年級者，
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

學之轉學報考資格，主要係
依國內學校或單位所核發之

理。

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學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學

證明文件為憑，未涉及國外
、香港澳門或大陸地區專科

士學位，符合大學辦理國外
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

士學位，符合大學辦理國外
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

以上學校之畢（肄）業學歷
，爰第五項及第九項援引規

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
得準用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及

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
得準用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及

定酌作修正，並增訂第十項
，以資明確。

第四款規定辦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專

第四款規定辦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專

三、第七項配合增訂第十項，
酌作文字修正。

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
，其畢（肄）業學校經教育

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
，其畢（肄）業學校經教育

四、現行第十項移列為第十一
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部列入參考名冊或為當地國
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

部列入參考名冊或為當地國
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

體所認可，且入學資格、修
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我國

體所認可，且入學資格、修
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我國

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並
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

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並
經各大學招生委員會審議後

會審議後認定為相當國內同
級同類學校修業年級者，得

認定為相當國內同級同類學
校修業年級者，得準用第二

準用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

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四款、第四條第一

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第二項與第三項第一款、

項與第二項、第五條第一款
至第四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

第五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前
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規

款與第二款規定辦理。
持前項香港、澳門學校

定辦理。
持前項香港、澳門學校

副學士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
單，或高級文憑及歷年成績

副學士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
單，或高級文憑及歷年成績

單，得以同等學力報考科技
大學、技術學院二年制學士

單，得以同等學力報考科技
大學、技術學院二年制學士

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第五項國外或香港、澳

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第五項國外或香港、澳

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
學歷證件及成績證明、前項

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
學歷證件及成績證明、前項

香港、澳門副學士學位證書
及歷年成績單，或高級文憑

香港、澳門副學士學位證書
及歷年成績單，或高級文憑

及歷年成績單，應經我國駐
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

及歷年成績單，及第十項國
外或香港、澳門學士學位證

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
或行政院在香港、澳門設立

書，應經我國駐外使領館、
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

或指定機構驗證。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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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部授權機構，或行政院在
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

民關係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一
年九月十八日公布生效後，

驗證。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臺灣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
臺灣地區團聚、依親居留、

民關係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一
年九月十八日公布生效後，

長期居留或定居之大陸地區
人民、外國人、香港或澳門

臺灣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
臺灣地區團聚、依親居留、

居民，持大陸地區專科以上
學校畢（肄）業學歷，且符

長期居留或定居之大陸地區
人民、外國人、香港或澳門

合下列各款資格者，得準用
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

居民，持大陸地區專科以上
學校畢（肄）業學歷，且符

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五條
第一款至第四款及前條第一

合下列各款資格者，得準用
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

項第一款與第二款規定辦理
：

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五條
第一款至第四款及前條第一

一、其畢（肄）業學校經教
育部列入認可名冊，且無

項第一款與第二款規定辦理
：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
八條不予採認之情形。

一、其畢（肄）業學校經教
育部列入認可名冊，且無

二、其入學資格、修業年限
及修習課程，均與臺灣地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
八條不予採認之情形。

區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
，並經各大學招生委員會

二、其入學資格、修業年限
及修習課程，均與臺灣地

審議後認定為相當臺灣地
區同級同類學校修業年級

區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
，並經各大學招生委員會

。
持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

審議後認定為相當臺灣地
區同級同類學校修業年級

校畢（肄）業學歷，符合大
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者

。
持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

，得準用第四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辦理。

校畢（肄）業學歷，符合大
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者

持前二項大陸地區專科
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報

，得準用第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第二項及第三

考者，其相關學歷證件及成
績證明，應準用大陸地區學

項第一款規定辦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學

歷採認辦法第四條規定辦理
。

士學位，其畢（肄）業學校
經教育部列入參考名冊或為
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
評鑑團體所認可，且入學資
格、修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
與我國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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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並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
生委員會審議後認定為相當
國內同級同類學校修業年級
者，或持大陸地區學士學位
，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
法規定者，修習第四條第三
項第二款之不同科目課程達
二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
明，得報考學士後學士班轉
學考試，轉入二年級。
持前三項大陸地區專科
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報
考者，其相關學歷證件及成
績證明，應準用大陸地區學
歷採認辦法第四條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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