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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學則

第三篇碩士班、博士班



博士班

碩士班 修業年限以 1-4 年為限

中央大學學則 第五十七條

修業年限以 2-7 年為限

• 逕行攻讀博士學位者，自入博士班起，則依博士班之規定。

• 詳細內容請參閱「國立中央大學學則第三篇第三章第五十七條」



博士班

碩士班 至少須修滿24學分（不包含專題討論及專題研究）

中央大學學則 第五十八條

至少須修滿18學分，本系要求 24 學分
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至少修滿 34 學分
(內含至少18個博士班學分)

• 前項學分均不包括畢業論文學分。

• 研究生在本校修業期間至少要修習一學分以上研究所課程

（不含抵免課程）。

• 詳細內容請參閱「國立中央大學學則第三篇第三章第五十八條」



研究生之學業平均計算比照學士學位班之規定，其

畢業成績為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

成績以 70 分為及格，但修讀教育學程課程成績

以六十分為及格，不及格者，不得補考。必修科目，

應令重修。研究生修讀學士班課程或教育學程課程

之學分及成績均不列入學期平均成績及 學期修習

學分數內計算，亦不列入畢業學分及畢業成績計算。

中央大學學則 第五十九條



第四條

碩、博士班學生校際選課之科目學分總數，以不超

過肄業系（所、專班、學位學程）規定之最低應

修畢業學分數的1/3為原則。本校與他校基於互惠

原則簽訂學術合作辦法者，得不受上述限制。

國立中央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第三條 第六項

新生申請抵免課程，如該課程已計入前一學位最低

畢業應修學 術者，不得辦理學分抵免。

第三條 第八項

研究生抵免學分數之上限，由各學系(所、專班、學

位學程)自訂。惟研究生在本校修業期間至少要修習

一學分以上研究所課程。

國立中央大學學分抵免辦法



第七條

抵免學分之申請時間如下：

一、新生（含轉學生）應於入學第一學期或第二學期校

曆規定時間內辦理。

二、在校生應於取得學分後次學期校曆規定時間內辦理。

三、轉系(所、組、專班、學位學程)學生應於轉入該系

(所、組、專班、學位學程) 之第一學期或第二學期

校曆規定時間內辦理。

國立中央大學學分抵免辦法



第二條：

抵免學分應於入學或轉所之第一個學年期間內一併辦理完成，限

申請一次。

第四條：

凡已於前一學程修習本學程課程，且成績及格（70分），得申請

抵免學分。申請抵免之課程，若為本系研究生課程，則予追認，

若為他校或本校其他系（所）研究生課程，則須經過本系以考試

或審查方式認定之，惟抵免學分上限碩士班為21學分、碩士在職

專班為12抵免學分。

土木系研究生學分抵免辦法



第五條：

入學以前之三年內所修得之學分可申請抵免。博士生申請

抵免入學三年前所修得學分時，則須經該生讀書指導委員

會及研究生委員會審核通過。

土木系研究生學分抵免辦法



土木工程學系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



土木工程學系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
第三條 選課

第一項

研究生應在論文指導教授指導下選課。若未選定指

導教授者，應在各學術分組負責教授指導下選課。

第二項

研究生每學期所修課程之學分數不得多於16學分。



碩一上 碩三下碩二上 碩二下碩一下 碩三上

專題討論
(需通過)

專題討論
(需通過)

專題討論
(需通過)

專題討論
(需通過)

專題研究
(需通過)

專題研究
(需通過)

專題研究 專題研究

第三項

研究生修業時間在兩年內，每學期均應修習且通過「專題討論」課程，

修業時間兩年以上者，畢業前至少需修習通過四個學分之「專題討論」。

「專題討論」課程的學分不計入畢業所需之學分數。

土木工程學系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
第三條 選課



碩一上 碩三下碩二上 碩二下碩一下 碩三上

專題討論
(需通過)

專題討論
(需通過)

專題討論
(需通過)

專題討論
(需通過)

專題研究
(需通過)

專題研究
(需通過)

專題研究 專題研究

第四項

研究生修業時間在兩年內，應修習且通過至少二學分「專題研究」課程。

入學後第三年起，通過論文口試前，每學期均應修習「專題研究」，

但學分不計入畢業所需之學分數。

土木工程學系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
第三條 選課



第五項

研究生於學期中通過論文口試，得於加退選或停修申請截止日

前，向研究生委員會申請該學期退選或停修「專題討論」及

「專題研究」。出國研修或其他特殊情形，得向研究生委員會

申請該學期免修「專題討論」及「專題研究」。

碩一下 碩二下

土木工程學系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
第三條 選課



碩一下 碩二下

第六項

研究生於入學時各學術分組得依其背景指定選修大學部必修

課程至及格，並報系核備，但不予計入畢業所需之學分數。

第七項

研究生於畢業前，需經過論文指導教授同意，至少修習一門非

所屬學術分組之研究所課程。

土木工程學系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
第三條 選課



獎 學 金 資 訊
&

英 文 門 檻



添加
关键字

添加
关键字

大學部&碩博士班
1. 中大優秀學生獎學金

2. 中大清寒學生就學獎勵

3. 財團法人環境品質文教基金會獎學金

4. 台北市瑞安扶輪社-

國際扶輪3520地區生命橋樑獎學金

1. 和建工程顧問工程獎學金

2. 瑞竣科技公司獎學金

3. 中興工程顧問社獎學金

4. 台灣省測量技師公會-

測量學術論文獎學金

碩士班

碩博士班
1. 富國陳斗生博士紀念獎助學金

2. 台灣EPS土木施工法協會獎學金

3. 中國工程師學會-沈怡獎學金

4. 中華顧問工程司-工程科技獎學金

5. 東京都公寓大廈-博碩士論文獎助學金

博士班
1. 中大校長獎學金

2. 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金會-

博士班獎學金

獎學金資訊



添加
关键字

英文門檻

工學院碩士班學生於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
需繳交達下列其一之英檢證明（取得英檢
證明之時間不限）。

英檢考試名稱Test Name 工學院

托福(網路測驗)TOEFL iBT 64 分
托福(紙筆測驗)TOEFL ITP 483 分
多益(讀聽測驗)TOEIC 600 分
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GEPT 143 分



添加
关键字

英文門檻

如未達前述英文檢定之學生，得憑取得入學資

格後之英文檢定測驗成績證明，修習一學期工

學院規定之碩士班進修英文課程(每學期開學前

公告本課程相關資訊)，且成績達70(含)分以上，

視為通過。



添加
关键字

其他
● 09/26前課程採行全面線上課程

●新生體檢日期
研究生體檢日-->110/9/25（星期六）
新生知訊網：https://ncufresh.ncu.edu.tw/
查詢路徑：新生知訊網-->新生必讀-->選擇『大學生』或『研究生』-->

(右側)新生輔導-->(左側)新生健檢
體檢費用：650元/人（現場繳交），健康檢查資料卡現場填寫

●學分抵免延長至9/27(一)截止

●學生證延至9月22日(二)至10月5日(二)領取。

先至本校首頁之 Portal入口→便捷窗口→服務櫃台(iNCU)→教務專區→學籍/註

冊→[學籍登錄]中查詢個人註冊現況。須完成所有註冊程序（繳費、體檢）後，

才能統一由班代至註冊組領取，或系所派人代領。若有急需者，始得個別領取。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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